


 

目錄 
 

受洗見證 

林麗燕  1 

林麗芸  1 

盧品和  2 

張國珍  2 

王佳  3 

見證雲集 

2020 年聖誕見證分享 黃慧珊 5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賽 55:6）              
盧偉 7 

An Unforgettable Afternoon  Iris Tham 8 
一個難忘的下午（中譯） 譚蕙芳 9 

小故事大奇妙～一位醫師的口述   淑華 11 

一位弟兄給禱告會的信 曾文鈞 12 

祂的旨意最美善 白宇帆 12 

教會事工 

回家的感覺 -- 記 ACCC 重啓庭院打掃
   胡幸 14 

主日福音聚會感恩代禱     蔣偉，羅培霞 15 

聖言慎研 

《基督生平》第一冊學習感想 張延甲 16 

《保羅生平》學習分享       黃傳峰傳道 16 

回味無窮的耶穌生平旗艦 鄧惠方 17 

豐盛生命的感悟 許惠雯 18 

舊約與新約的承續轉折 蔡博義 18 

靠著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慰之 21 

痛苦的時刻，要信靠神 徐成全 21 

詩歌與書 

漫談教會音樂  楊義明 23 

題泥壺飲普洱/天青泥偷西鐵 天青泥 26 

我的故鄉   美齡 26 
Astounded Victor Lim 27 
驚呆了（中譯） 林啓源 28 

 
 
 

Hope Lives in the Debris    Alisha Tan  
廢墟中永活的盼望（中譯） 譚義佳 29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 文學、苦難與信仰 
 黨昱 30 

緬懷故人 

Remembering our Beloved Spiritual Warrior  
Sister Pin Pin Chau   Rev. Moses Yang 32 

緬懷我們敬愛的屬靈戰士吳翩翩（中譯)                
楊摩西牧師 33 

紀念馬蘭姐妹   瑞怡 35 

畢業感言 

中文學校畢業感言 蔡昀希 36 
High School Reflection Lily Gao 36 
回顧高中生涯（中譯） 高麗麗 37 
The Secret Ingredient Victor Lim 39 
秘密配方（中譯） 林啓源 40 
High School Reflection pt.2 Victor Lim 41 
合神心意（中譯） 林啓源 42 

宣教分享 

2021 外宣部事工簡介 王長定 43 

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黃國義牧師 48 
Reaching The Sundanese In West Java, 

Indonesia The Lam Family 49 

法國來函    劉在勝、張秀榮 宣教士夫婦 51 

宣教歷程 羅幫祥宣教士 52 

兩個 13 億 代禱公函 黃光賜牧師、師母 54 
Two 1.3 Billion Prayer Letter  

Rev. Kuong & Mrs. Wong 54 

把兩個小錢給神 Frank 55 

從得新冠肺炎和在迦納的學習  
邱凱萍宣教士 60 

英國來函 武雲海、鍾赤軍 宣教士夫婦
Yunhai Wu, Gabby Zhong 61 

第 107 期 有趣又有奬的徵答 62

第 106 期 有奬徵答答案 63 



 

編者的話 

教會期刊 107 期終於與大家見面了。正好與今年教會的主題：“更新建造”相呼應，這一

期的主題是“心意更新”。保羅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

新的了。”（林後 5：17）。他還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

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願神的話改變我們的生命，影響我們

的生活，努力地追求聖靈的充滿，為主作美好的見證。非常感恩教會的弟兄姐妹們願意在百忙

中，在疫情期間，將他們的屬靈生活和經歷分享出來。所有的分享都是在為主作見證，彰顯神

的榮耀。正如主耶穌在復活後告訴祂的門徒們說：“當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

力。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為我作見證。”（徒 1：8）。 

這一期開設有八個專欄： 

受洗見證：在一篇篇受洗見證分享中，看到重生的弟兄姐妹們如何經歷神的慈愛與帶領，願

意在神的面前認罪悔改並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們個人的救主。衷心地祝福他們得到神所賜的新

生命，成為神的兒女。 

見證雲集：弟兄姐妹們的見證和分享讓我們看到他們經歷到上帝的愛與同在。不論是經歷生

活的難處，對神的感恩或是向家人傳福音，都見證了耶穌基督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教會事工：看到教會的弟兄姐妹在主日福音聚會中忠心的服侍和擺上。也非常感恩弟兄姐妹

們願意為神的家做了大量修復整理的工作。 

聖言慎研：收集了弟兄姐妹們在學習豐盛的生命，基督生平，保羅書信以及在研讀聖經中的

感想和心得。 

詩歌與書：收集了用詩，音樂和散文等各種文藝題材來歌頌讚美主。 

緬懷故人：緬懷我們的好姐妹吳翩翩和馬蘭姐妹。她們用自己的生命見證了愛主，為主傳福音

的美好路徑以及在癌症中，緊緊依靠主，仰望主的堅強信心。 

畢業感言：幾位高中畢業生分享在他們的生活中怎樣仰望主，依靠主和經歷主的美好見證。

為他們如此年輕就能認識主，信靠主而感恩。 

宣教分享：轉載了今年宣道年會的內容。裡面有關於這些宣教士們在世界各個工場的見證和

分享。 

最後，也為刊物組同工們的忠心擺上而感謝讚美主。再一次見證了聖靈的大能和奇妙的帶

領。為了主的事工，在主裡彼此搭配，順服和關心鼓勵。其實我們每個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都

是在為主作見證。願我們每天都領受主的旨意，心意更新而變化。經歷到生命的改變，與神，

與人關係的改變，並落實在行動上。願上帝賜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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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燕 受洗日期：8/8/2021 

在我學習英語時,老

師帶我到教會去，使我

有機會認識這位真神。

我在教會中漸漸瞭解祂

是獨一的真神，祂愛世

人，犧牲自己的生命來

救世人，祂是偉大的神，

於是我決定受洗，讓自己歸屬於神！聖經中

說「神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我願意

祂來照亮我的生命，賜給我學習真理-神的話

語的機會，感謝讚美主! 

當我信靠神之後，神擔當了我過去一切的

重擔，有機會來到教會學習，可以參加團契，

主日福音聚會和主日學，老師和弟兄姐妹不

斷鼓勵

和 支

持，為

我 禱

告，使

我生命得改變，更多追求學習認識聖經，得

着神豐富的恩典，感謝讚美主!

林麗芸 受洗日期：8/8/2021

有一個機會，我來到教會,詩歌和神的話

語感動了我,也明白了神如此愛我，甚至讓祂

的獨生子代我受罪捨命，正如聖經所說的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

亡，反得永生。」感謝

主!我又參加團契，認識

弟兄姐妹們，使我感到

十分喜樂和溫暖。 

信主之後，我有機會

學習聖經，也能向許多

弟兄姐妹們學習，他們為我解釋聖經和其中

的真理，叫我能明白，神指示我走光明的道

路，感謝主!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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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品和 受洗日期：8/8/2021 

在我最困難，最無助的時候，是主耶穌伸
出了援助
之手，是
主的陪伴，
主的帶領，
主的恩典，
才能經歷
困難，一
步步地走

到今天。主啊，我信祢。 

至於我是怎麼樣信耶穌的，真是很難用文
字表達出來。在整個生病治療的過程中，感

覺到神的帶領，神的同在，才可以一步步地
跨過困
難。無
法 想
像，如
果沒有
神我會
是怎樣？ 

信主以後，常常向神禱告，向神懺悔，尋
得神的原諒。知道自己本是一個罪人需要神
的救贖，需要神的恩典，在以後的日子裡我
每一天都要尋求神的帶領，全然地依靠祂。

 

張國珍 受洗日期：8/8/2021 

在我經歷困難時，感覺到主一步步地帶
領 ，
引 導
我 能
夠 認
識 祂 ，
依 靠

祂，並且不斷地幫助我。因著主我才可以挺
過來。因為我知道祂一直都與我同在。信主

前，我去
過 教 堂
兩、三年
以上，但
都沒有感
覺。別人
跟我說起
有事可以
向神求。

兩姐妹同一天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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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位真實的，可經歷的神，當時我全然
聽不下去。直到兩年前，我的先生-家裡的
頂樑柱病倒了。一位信主的朋友勸我們信靠
主，並且幫忙聯繫教會朋友，等等一切。讓
我意識到這些年來，神都一直在我身上做準
備，讓我能夠知道，當我需要時，祂就在那
裡等著我。 

在我信耶穌之後真正感受到了我並不孤單，

任何時候都可以向主訴說，向主禱告，向主

求助。也多了一種有了方向，有了信靠的感

覺。在日常生活中，態度也有明顯轉變，少

了很多的埋怨，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爭吵。

每當發脾氣時都會後悔，向主懺悔等等。 

 

 

 

王佳 受洗日期：9/12/2021

我一直都覺得

自己是個非常幸運

的人。但在認識主

之前，從來沒有想

過這份幸運從何而

來。直到幾年前，

我受好友邀請一起

參加當地為留學生

組織的家庭教會，

認識了上帝，這位唯一的真神，並結識了很

多信靠上帝、主裡虔誠的弟兄姐妹，我才知

道我所有的幸運都是上帝的眷顧。 

在這幾年中，我身邊陸續有朋友和師長受

洗。他們無一不感動著我。我親眼見證了上

帝在他們身上做的工，同時也感受到主在我

心裡播的種。途中也歷盡一些考驗和軟弱的

2021 年 8 月 8 日受洗新葡與黃國義牧師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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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幸得老師和弟兄姐妹的鼓勵，我一直

在他們的禱告中，才不至迷失。恩典在磨練

之後總是愈發珍貴，從而使我更加認識到上

帝是何等的慈愛和公義。神不計一切地用寶

血洗淨了我的罪，我何其有幸聽到祂的話

語，來到祂的身邊。我渴望把自己交託給父

神，於是我決意受洗。 

當我信靠耶穌之後，我時常反省自己的言

行，了解和接納自己。我盡量不為過去的遺

憾而耿耿於懷，也避免為將來的憂慮而鬱鬱

寡歡。“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

現在，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常與眾弟兄姐

妹一同參加

團契，主日

學和主日福

音聚會。互

相支持，共

覓 靈 糧 。

“ 主 是 道

路，真理，

生命”，希望與大家合一，努力成長為基督

的樣式。感謝讚美主！

 

 

2021 年 9月 12 日受洗新葡與弟兄姐妹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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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聖誕見證分享 黃慧珊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拜拜的家庭,甚麼都拜,
唯獨沒有拜過耶穌，也沒聽過祂。小時候特
別地怕黑、怕鬼。雖然我從來沒遇過，但每
天晚上入睡前，我都會向我櫃子上的那些偶
像跪拜,乞求它讓我晚上能安然入睡。那時，
很多電視都會播放恐怖怪談，電影院有時也
會有各國的恐怖片播放。好奇心重又膽小的
我明知道看完 會害
怕，卻總
是忍不住
地 想 要
看 。 看
完 之 後
我連洗澡
洗 頭 都
不 敢 閉
眼 睛 。
深怕眼睛
閉上後再張開會是一張恐怖的鬼臉在我面前。
更不用說睡覺時怎樣地惶惶不安了。所以我特
別缺乏安全感。特別需要人陪，這樣的情況
一直到大學畢業都沒有改變。 

後來，上了研究所，研二的時候，大家都
在找指導教授。有一天，不經意地看到一位
同學在和一位教授約時間吃飯，說要聊一些
事情。我那時也想請這位教授當指導教授。
於是便問說方便讓我也加入嗎?教授很爽快的
同意了。到了那天,我們點好餐點，開始聊。
我才知道，原來這位同學是要向這位基督徒
教授請教關於信仰的事。我當時在心裡不住
地發出哀嘆。我為什麼會在這裡，我一點都
不想聽這個啊。但為了讓教授留下好印象，
我也只好擺出專心聽講的神態。然而心裡卻

不斷地在想，快點結束吧，因爲回家後我還
有很多書要溫習，很多報告要完成.... 

其實，那不是我第一次聽到基督教這個信
仰。我當時交往五年的男朋友,現在的先生，
他們家就是世代的基督徒。當時我們已經開
始談到婚姻，談到當時還不存在的孩子。他
跟我說，將來孩子週日要跟他去教會。我說
可以啊，但我也會帶他們到廟裡拜拜。我們
宗教自由，互相尊重。他卻說不行，世上只
有一位神。我說你憑甚麼這麼說? 哪有這麼
霸道的。只有你的神是神，其他都不是。我
已經拜了二十幾年的神,還沒有遇過這樣的。
我們吵得幾乎要分手，所以我對基督教一點
好感都沒有。 

又回到那頓飯,我也不知道教授說了多久。
我只知道當時教授講到耶穌—祂是個無罪的
人。祂為了我們的罪，甘願被釘十字架。為
了要救我們脫離罪與死亡。當時，我心裡想
的是，我沒犯罪,我是好人不需要他為我死。
但突然我心裡流過一陣暖流，我的眼淚像斷
線的珍珠一樣不停地流出來。我愣在那裏，
那真不是我能控制的。教授也發現了我的異
樣。她停止了講话。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哭,
但我停不下來。她連忙跟我說，這是聖靈的感
動。她問我願不願意跟她一起做決志禱告。我
說我願意。做完禱告,我心裡覺得很平安。我
跟教授說，我想跟她去教會。於是在那個禮
拜天我去了教會。進教會我一聽見詩歌，我
的眼淚又不住的流下來。我不記得牧師說了
甚麼，但我已經在心裡確定我要受洗。我便
在教會安排下上了受浸預備班。在教會裡我
經歷了神的醫治。祂讓我看見我從小所受過
的傷害，並靠著祂的力量，願意去原諒曾經
傷害過我的人。也讓我知道我自己的價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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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學歷、外貌，不在乎有錢與否，不在乎
我的家庭背景。神為愛我、救我，付上了自
己的獨生子作為代價，祂看我如珍寶，我怎
能輕看自己? 我也在神的面前看清自己的罪。
我心裡充滿忌妒、充滿詭詐，不斷地羨慕著
別人擁有的好成績、好面容、好聲音......
卻很少為自己擁有的感恩，心裡像填不滿的
無底洞。但信主後，主自己填滿了我的心，
給了我全人的醫治。 

回想起與教授吃飯的那一天，我原不是去
尋求神，但神卻揀選了我。我不禁想起羅馬
書九章十六節：“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
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
神。” 

受洗以後，很奇妙的事發生了。我再也不
害怕黑夜，心裡不再有恐懼，充滿平安。那
種平安，是我拜了那麼多神卻從來沒有經歷
過的。從那以後，我也不再看恐怖片。因為
我知道不能試探神，不能明知是對自己不好
的試探卻偏要去做。 

我靈裡雖然相信，但理智上卻還有疑惑。
是不是這世界真是這位神造的? 真的只有祂
一位神? 直到我看到一本畫冊，裡面是兩個
科學家，一個是基督徒，另一個不相信有神
或創造主。一天，不信的科學家到基督徒科
學家的辦公室，看見桌上有個精美的模型，
他問說：這麼精緻的模型是誰做的? 基督徒
科學家回答：沒有人，它自己出現的。不信
的科學家說：不可能，這麼精妙的模型，怎
麼可能憑空出現? 基督徒科學家說：這個世
界這麼的精美，人體這麼的精妙，你不也相
信沒有人造它嗎? 這個故事解答了我的疑惑，
我願意相信確實有一位創造的主。而當祂是
那位創造的主，祂就不可能讓別人宣稱這個
精妙的工作是別人做的，所以祂說別無他神，
所以祂權威地說這世上只有祂一位創造的主!! 

後來跟先生到美國康州求學，生了孩子，
神又帶領我經歷更深的醫治。我的原生家庭
並沒有教導我太多夫妻相處之道。爭吵、冷
戰的示範倒常常見到，於是進到婚姻中的我，
沒有疑惑地複製了父母的相處方式。但不同
的是我有倚靠，我的救主知道我的需要，祂
為我預備，在我當時的教會預備了姐妹會。
一開始姐妹會主要是查經，但後來帶查經的
姊妹，因為一些事不能再服侍，當時的姐妹
會成員大部分是慕道友加上少數幾個基督徒,

因此我這個不算成熟的基督徒與另一位姊妹
接下帶領的服侍。我們發現不管是慕道友或
是信主的姊妹，大家共同的需要與重心是在
婚姻家庭的經營上，於是我們開始帶領大家
探究基督教關於婚姻的教導，在服侍的過程
中，我一邊學習，一邊運用到自己的婚姻當
中。對我跟大部分姊妹來說，最難的就是學
習敬重順服先生。人心裡的驕傲，讓我們覺
得為什麼先生非得是頭? 我們也不差，我們
做的決定也不差，甚至更好? 但不順服就像
是一個家有兩個頭，分別往不同的方向去，
最終會拆散了這個家。而神的意思卻是順服
帶來祝福，當我們做妻子謙卑地提出自己的
想法之後，做決定的權柄就在先生的手裡，
這樣的甘心順服也是神向我們所要的，但我
們也相信最終是神在這些決定中掌權。姊妹
們在生活中不斷的操練，神也信實的讓我們
看到祂的祝福。神透過祂交給我的這個服侍,
拯救了我的婚姻，到現在，我的女兒都說羨
慕我和先生之間的關係。感謝神使我們的婚
姻能成為榮耀神的見證。神也透過祂交給我
的服侍不斷的修剪我，在一次與慕道姊妹的
衝突中，神讓我看見了自己的驕傲，也看見
我的驕傲對姊妹造成的傷害。在神的恩典中，
我面對自己的罪，跟姊妹道歉和好，她也在
這件事情中認識到，基督徒不是完人，但是
在跟隨神的腳步中，卻會因著神的管教，不
斷的被修剪，長大成熟。這位神又真又活，
後來她也決志信主，神也領她度過婆媳間的
緊張關係。 

四年前先生轉換工作，神領我們來到亞特
蘭大。在網路上搜尋離家最近的中文教會，
於是我們來到 ACCC，進到教會看到有詩班，
就覺得非常開心，因為我們兩個都很愛唱歌，
先前先生也在我們康州的教會裡創立帶領了
一個小詩班，後來加入詩班，深深覺得這又
是神給我們的美好服侍。我們享受著詩班弟
兄姊妹的美妙歌聲，美好的團契，也感受到教
會弟兄姊妹的溫暖熱情,感謝主的豐盛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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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賽 55:6） 盧偉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從傳福音的角度講，則是當趁我們至愛的
親人可以尋找神的時候，幫助他們尋到神。 

2009 年夏，父親患腸癌，醫院已報病危
通知，我趕回北京，最後陪伴父親兩個星期。
算起來，我 2001 年來美，這是第一次回國，
加上我父母 2006 年來美看望我們，在父親最
後的九年，我竟然只陪他兩個月的時間。我
當時心裡難受異常，找我的同學--腹部腫瘤
方面的專家諮詢，也沒什麼辦法，只能看著
父親在病床上受苦。那時我已信主多年，我
父母來美時也帶他們去教會、團契，但沒有
極力地向他們傳福音。一是我父母都是醫生，
感覺讓他們信神很難，而更多的困難是我內
心的障礙。我母親是位女強人，是空軍總醫
院的醫學影像科的主任，他們醫院醫學影像
診斷方面，到我母親這裡為止，如果我母親
診斷不出來，也不用問別人了。與我母親關
係近的老大夫們都戲稱我母親「老佛爺」。
因此，我在母親面前講福音總是特別難以開
口。我當時想到這是最後的機會向父親傳福
音了，只是因這些心裡的障礙，我自己也有
一些難事，狀態也很不好，竟然沒向我父親
傳福音。回美後兩個月，父親因心功能衰竭
離世，那時我才意識到我再也沒有機會向父
親傳福音了。 

我父親 14 歲加入八路軍，一直在抗日戰
場的最前線，無數次出生入死，為國家民族
而戰。之後父親考入軍醫大學，畢業後成為
一位軍醫，在空軍總醫院外科，幾十年救死
扶傷，他是一位戰士，一生都奉獻給了國家
和社會。當我母親詢問我在父親的墓碑上寫
什麼好，我就只想到一句話：「老戰士永遠
不死，他們只是悄然而去。」可是我卻沒有
向我父親傳福音，我不敢想像我父親將來會
怎樣？每當我想到這點，我的心就像被一隻
手猛地攥住。我在福音主日傳講信息時，講
到罪人的結局就是永刑，我就想到我的父親，
幾乎無法繼續講話。我到聖經裡苦尋，無數
次向主禱告，只希望我父親還有機會接受救

恩。我甚至向神流淚禱告：「我願意自己受

咒詛，只要能再給我父親一次機會！」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之後我每年都要回北京 2-3週陪伴母親，
每次都下定決心要向母親傳福音。但是因上
述的心裡障礙，又覺得母親身體尚好，來年
回京時再傳也不遲，於是一拖再拖，直到
2018 年。這一年母親的身體已大不如前，腿
腳不穩，出門已經要坐輪椅了，我知道不能
再拖了。 

於是在北京的三週，反覆思想如何向母親
傳福音。可以講道理，論述耶穌真的是神，
死而復活是真的，我在福音主日裡講過，但
還不足以說服母親；也可以打感情牌，但母
親極為理智，只怕也很難，等等等等；一直
沒想出自認可以成功的辦法，加上內心的障
礙，一下就拖到返美的前一天晚上，收拾完
行李已9點，不能再等了，第二天就要上飛機
了，不會再有機會坐下細聊了。我在屋裡站
起來又坐下，走到門口又回來，就是不知該
如何開口，最後跪下禱告：「主，我不知該
怎麼辦，求你加添我力量，給我智慧，求你
成就！」然後什麼也不想了，站起來就一直
往母親的臥室走，半秒都不敢停，只怕會洩
了氣。母親正在寫字檯前看書，我就坐到邊
上，說：「媽，我在美國特別想你，我爸去
世之後這麼多年，你的身體也一年不如一年，
我在美國，一點都幫不上，」講到這我的眼
裡已滿是眼淚，先前想過的種種傳福音的言
語只變成了一句話：「媽，你也信耶穌吧，
這樣以後到了天國，我們還能見面。」這時
我的眼淚就掉了下來了，最後幾個字已是泣
不成聲。不想我話音一落，母親就回了一句：
「好啊。」當時我就呆住了，眼淚也忘了擦，
看著母親，只有一個念頭：這台詞不對啊，
我準備的話還沒說呢，下邊我該說什麼？然
後我母親就又跟了一句：「可以啊。」我心
中一陣欣喜，接下來兩分鐘我說了什麼現在
已記不起來了，然後就和母親說「我們禱告
吧」，母親說：「我不會啊。」我說「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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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於是我們一同決志禱告，一同說
「阿門！」我們的決志禱告並不標準，因為
我從沒想過會有如此結果，也就沒準備這一
部分，但在神沒有不能的，我做的合神心意，
神自會成就。做不做在我，成不成在神！當
時已晚，就沒有再向母親講解福音。 

回美後擔心母親並不真的明白耶穌，就禱
告，求神向母親講話。到了 2019 年夏回京，
原本計劃向母親詳細講明福音的，但內心障
礙還是存在，怕講不好反而言多有失，使母
親出現反復，也想既然母親已決志，詳解福
音的事等準備好了再說，於是就沒講。 

不想回美後不久，母親出現老年智力退化，
到年底時已開始交流困難，到 2020 年春，只
能進行簡單的日常交流，複雜點的事情已無
法溝通了。而疫情嚴重，至今無法回國，我
不知道還要等多久才能再見到母親；關鍵的
是，再見到母親時是否還可以向她細講福音。

我現在後悔，沒有在母親還能明白時向她講
解福音，如今什麼也做不了了，只有求告神！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 

感謝神，在母親還可以順利與人交流時，

我向她傳福音，神成就了一切！趁母親還可

以尋找神的時候，我陪同母親，找到神。但

卻沒有在母親還明白的時候，向她講明福音，

今後也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而令我痛心的

是，我沒有趁父親還可以尋找神的時候，陪

他一起尋找神。 

我的主內的弟兄姐妹們，不要再等，不要
留下遺憾，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陪同
我們的至親好友，尋找神。 

主啊，求祢賜我聖靈的感動，求祢挑旺我
傳福音的心志，如同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
若不傳福音，我就隱忍不住，不能自禁！  

An Unforgettable Afternoon Iris Tham (譚蕙芳)

For about a year, I have been praying for my 
friend and her husband, Mr. D. Supposedly, Mr. 
D had the early stage of Alzheimer’s disease. 
After surviving a mild COVID-19, and receiving 
the vaccine, his conditions deteriorated rapidly. 
As a result, my friend invited two friends to go with 
her to find a suitable place for him. While they 
were looking for the facilities, I would be looking 
after her husband, Mr. D. 

It was just three to four years ago, Mr. D, an 
American, accompanied my friend to church 
meetings and worships, and sat there quietly, 
even though he could not understand any 
Mandarin. This time, he was watching TV 
aimlessly, talking nonstop to the screen. As he 
was sitting in an armchair, I sat in the sofa two or 
three feet away from him. Suddenly, he turned to 
me and said, “You are nothing!” I was not sure 
whether he wanted me somewhere else. Quietly, 
I walked around the sofa, sat on a piano chair, 
and asked him, “Can I sit here?” Meanwhile, 
some previews were flashing, repeating 
endlessly, on the screen. I said to myself,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ng day!” 

After a short while, out of the blue, he sang, 
“Zip-a-dee-doo-dah, zip-a-dee-ay, my, oh, my, 

what a wonderful day, ……” While he repeated 
the same stanza, I looked up the song on my 
iPhone and showed him the YouTube version. He 
paused, listened, and asked, “Who sang that 
song?” “Dick Van Dyke?” I really did not 
know. “No,” He was very sure. When he sang 
again, I joined him. Very soon, we were singing a 
duet. To be honest, after turning seventy, I did not 
do much singing, not in a choir, not even in a 
shower or closet. That would be the first and only 
time I sang a duet with anyone. Soon, he got tired 
of the catchy song, and sang softly, “Desperado,” 
just one word. I quickly showed him the whole 
song by The Eagles. His mood changed. Even 
though he did not sing along, he listened 
attentively. 

His reaction reminded me of a video about 
the power of music on a famous ballerina, an 
Alzheimer sufferer. When the music of Swan lake 
started, she remembered her ballet routine 
dancing as the prima ballerina. Her expression 
and hand movements showed that the music 
transformed her back to the stage many years 
ago. 

I also noticed that near the baby grand, there 
was a guitar and two big books with the Bea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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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and songs. When I asked, “Who played 
the piano and guitar?” He answered proudly, “Me!” 
I followed up with a request, “You sing very well. 
Pick some Beatles’ songs and teach me how to 
sing.” I gave him a heads up by showing him 
some Beatles’ songs from YouTube. Besides 
singing and listening, he even asked which Beatle 
sang “Let It Be.”  

Like a little child, he had a mind of his own 
and sang anything that came to his mind. In the 
end, it turned into a game of “Name that tune”. As 
soon as he sang or hummed a few notes, I 
searched on my phone and played the song on 
YouTube. He was delighted. I believed that we 
were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the 
songs. The most challenging one was the theme 
song from “The Pink Panther.” It took me a few 
minutes because he only hummed four notes, 
and it was an old, old song. 

Feeling that he became more comfortable 
with me, I asked him about the family pictures 
around the house. There were two people he 
loved very much: his mother and his wife. There 
was a picture of a young man on top of the piano. 
He told me that was Martin, but did not answer 
whether he was his son or not. Later, I found out 
from my friend that the man was his brother. By 
this time, my friends came back home, and we all 
felt that he really needed to take a shower. 

A lot of Covid-19 survivors lost the sense of 
smell. Mr. D lost his senses of smell, taste, and 
hunger. Furthermore, he refused to take medicine, 
wash hands, or take a shower. Using music to 
calm him down, my friends were able to get him 

cleaned up. After some late lunch, my friends 
needed to go inspect another place, leaving me 
once again alone with Mr. D. 

Now that Mr. D seemed relaxed and 
comfortable, I encouraged him to take a nap. In 
response, he held his hand out to me. Recalling 
that he told me several times in the morning, “You 
are nothing!”, I thought that it was time we said 
“hello.” So, I shook his hand and said, “Nice to 
meet you.” Next thing I knew, he grasped my 
hand really tightly, and fell asleep. In order to let 
him rest for a little while, I sat down on the coffee 
table, with his hand holding tightly onto mine. 

After some twenty minutes, my hand was 
getting tired. Sure enough, when I tried to free my 
hand, I accidentally woke up Mr. D. Seeing that I 
was smiling, he was in a good mood too. This 
time, he hummed the melody of “Those Were The 
Days,” the theme song from “All in the Family.” 
When I played the whole song, we listened to the 
lyrics closely. He pointed to the son-in-law, and 
said, “This is the son.” Well, close enough. He 
then turned to me and said, “You are good!” From 
“you are nothing!” to this! I was happy for both of 
us. If only we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For the 
moment, yes, “My, oh, my, what a wonderful day!” 

It has been a month since I last saw Mr. D. 
My friend is still looking for a suitable place for 
him. As for m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neurological impact of music therapy on 
Alzheimer Disease patients. I pray that God will 
guide my friend and the doctors, so that Mr. D 
may get appropriate, personal treatment because 
I hate to see my friend worried sick, sleeping only 
three, four hours a day.

一個難忘的下午  (中譯自 An Unforgettable Afternoon)    譚蕙芳

近一年來，我一直為我的朋友和她的美籍

丈夫 D 先生禱告。D 先生可能患阿爾茨海默病

初期。從輕度的新冠狀病毒 COVID-19 中倖存

並接種了疫苗後,他的病情迅速惡化。於是，

我的朋友邀請了她的兩位朋友陪她一起去尋

找適合看顧他丈夫的地方。當他們在尋找療

養院時，我就照顧她的丈夫 D先生。 

三四年前，D 先生陪我的朋友去教堂聚會

和參加禮拜，雖然他一點普通話都聽不懂，

卻安靜地坐在那裡。這一次，他漫無目的地

看電視，對著屏幕不停地說話。起先我坐在

離他坐的扶手椅兩三尺的沙發上，突然，他

轉頭跟我說：“你什麼都不是！”，我不知

道他是否不高興我坐在那兒；我悄悄地繞過

沙發，坐到離他較遠的鋼琴椅上，問他：

“我可以坐在這裡嗎？”此時，屏幕上，不

斷重複地閃爍著一些預告片。我對自己說：

“這將是漫長的一天啊！” 

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唱道：“Zip-a-dee-

doo-dah，zip-a-dee-ay，哇，哦，哇！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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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一天，......”當他重複唱著這小節，

我在手機裡找到了這首歌並把YouTube版本播

給他聽。他頓了頓，聽著，問道：“這首歌

是誰唱的？”“迪克·范·戴克？”我真的

不知道。“不,”他非常肯定。當他再唱時，

我加入了他。很快地，我們唱起了二重唱。

老實說，七十歲以後，我就很少唱歌了，別

說合唱團,連浴室甚至壁櫥裡也不會聽到我的

歌聲。那將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任何

人合唱二重唱。不久，他就厭倦了這首朗朗

上口的歌曲，輕聲唱起“Desperado”（亡命

之徒），只有這一個字。我迅速地給他播了

老鷹樂隊的這整首歌，他的心情變了；雖然

他沒有跟著唱，但他聽得很認真。 

他的反應讓我想起了一段視頻,是關於音

樂對一位患阿爾茨海默症的著名芭蕾舞演員

的影響。當天鵝湖的音樂響起時，她記得她

作為首席芭蕾舞演員時跳的芭蕾舞。她的表

情和手部動作表明了音樂讓她回到多年前的

舞台。 

我還注意到，在小平臺鋼琴附近，有一把

吉他和兩本很大的書,上面有披頭士樂隊的照

片和歌曲。當我問他：“誰彈鋼琴和吉他？” 

他驕傲地回答：“我！”我接著發出了一個

請求,“你唱得很好。來選一些披頭士的歌曲，

教我怎樣唱。”我給他看了YouTube上披頭士

樂隊的一些歌曲以提醒他。除了聽和跟著唱,

他甚至問哪一位披頭士唱了“Let It Be”

（順其自然吧）？ 

像個小孩一樣，他想到什麼就唱什麼。最

終這變成了一個“聼曲猜歌名"的遊戲。他一

唱或哼出幾個音符，我就在手機上搜索並在 

YouTube 上播放這首歌。他很高興，我相信我

們是通過歌曲相互交流的。最具挑戰性的是

《粉紅豹》的主題曲,我花了幾分鐘，因為他

只哼了四個音符,這是一首古老的歌。 

我感覺他對我的態度變得更自在了，我問

他關於房子裡的家庭照片，其中有他非常愛

的兩個人：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鋼琴上有

一張年輕人的照片，他告訴我那是馬丁，但

沒有說那是否是他的兒子。後來，我從朋友

那裡得知，這個人是他的兄弟。這時候我的

朋友們都回家了，而大家都覺得他真的需要

洗個澡了。 

許多 COVID-19倖存者失去了嗅覺。D先生

失去了不單嗅覺、還有味覺和飢餓感。此外，

他拒絕服用藥物、洗手或洗澡。當他煩躁不

配合時，音樂可以讓他平靜下來，我的朋友

們就能夠趁機幫他清理乾淨。吃過午飯後，

我的朋友需要去看察另一個地方，再次讓我

和 D先生單獨相處。 

現在 D先生看起來很放鬆舒適，我鼓勵他

小睡一會兒，他向我伸出了手作為回應。想

起早上他對我說過好幾次“你什麼都不

是！”,我想是到了我們可以彼此說“你好”

的時候了。於是，我握了握他的手說：“很

高興認識你。”，接著，他緊緊地抓住我的

手，然後睡著了。為了讓他安然休息，我在

靠近他的茶几上坐下，他的手緊緊地握著我

的。過了二十分鐘,我的手開始累了。果然，

當我試著鬆開手的時候,不小心弄醒了 D 先生。

看我在笑，他的心情也很好。這一次，他哼

起了《全家福》主題曲《那些日子》的旋律。

當我播放整首歌時，我們仔細聽了歌詞。他

指著那女婿說：“這是那兒子。”嗯，沒差

太遠。然後他轉向我說：“你很好！”從

“你什麼都不是！”到這個！我為我們倆感

到高興。要是我們能夠使時光倒流就好了！

目前，是的，“哇，哦，哇！多麼美好的一

天！” 

距離上次見到 D先生已經一個月了，我朋
友還在為他找個合適的地方。至於我，我想
更多了解音樂療法對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神經
的影響。我祈求上帝保守我的朋友和指引醫
生，使 D先生得到適當的治療，因為我極不願
意看到我的朋友如此擔心，以至每天只能睡
三四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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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大奇妙～一位醫師的口述 淑華

溫熱夏日的午後帶著一絲懶散，救護車尖

銳的呼聲劃破了寂靜安詳，一路呼嘯直奔醫

院的急診室。車內那位

年輕的急救員正手忙

腳亂地對一位躺在擔

架上的老者施行急

救，只見他一會兒熟

練地執行心肺復甦術，又

一會兒給患者注射各種強

心藥物；但患者卻沒有一點反

應。漸漸地，他帥氣的臉上開始出現焦慮

與沮喪，他出聲催促司機快快駕駛，救護

車開始在馬路上東躲西竄地蛇行，接著進入

高速公路，雖然警報聲急促地高聲吶喊，仍

有許多車不肯讓行，甚至有車尾隨救護車，

好像救護車是為他們開路的！救護車中的救

護人員開始汗流浹背，全然束手無策，他只

好再將他所學的一切心臟急救方法都用上，

時間在他忙亂的指間滑失，好像過了一世紀

終於到

了醫院，

早已接

到消息

的醫護

人員推

著擔架

床等在

急診室

門口，

一路急救一路將患者推進醫院。救護車的急

救員突然覺得像長跑選手到達終點似的脱力，

下意識看了一眼腕錶，30 分鐘過去了，而他，

那位老紳士沒有一絲生機，他歎了口氣，走

向櫃檯去寫報告。 

病房中，緊張的氣氛籠罩著五六位醫生和

護士們，他們開始電擊，注射，復甦術，盡

其所能地搶救！20 分鐘過去了,心臟儀上的線

條,堅持著一直線，讓人錯覺這機器設備是否

在運作！醫生們開始商量是否該放棄了，這

時護士來報，患者的妻子剛剛趕到正在病房

外等候，張醫師心中升起那熟悉的無奈感，

緩緩打開病房門，看到一位滿頭

漂亮銀髮的女士，滿臉焦急又

帶著盼望地望著他，張醫師帶

著憐憫，小心翼翼地措辭，好

像怕摔破一件寶貴的瓷器；他

告訴她，他們已經盡力搶

救了 50 分鐘，她的先

生沒有任何反應，到此

時，他回來的機率近乎

零，他看到她的眼淚嘩啦

嘩啦滑落下來；他又聽到她不斷

地說，「都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我知

道他有許多病，尤其是他的心臟，實在不好！

我一直催他去看醫生，他總是推拖，只安慰

我說，他沒事！」張醫師一手環抱著她的肩，

很誠懇地告訴她，「這絕對不是妳的錯，妳

已經盡力催促他了，這樣的事發生絕對，絕

對不是妳的錯！」她絕望，手足無措地回望

著他說，「但我好愛，好愛他，他是我們家

的頂樑柱，失去他，我不知道該如何活下

去。」她抽搐地繼續道，「我 19 歲就嫁給他，

明天就是我們結婚 68 年的紀念日，噢！主啊，

我多麼希望他在我身邊！醫師，請您救救他，

好嗎？」這時，已經又過了十分鐘了，患者

的女兒和女婿也得知消息，急急趕到；張醫

師將他們的母親交給他們，悄悄地站起來，

心中決定回到病房中，再試試搶救他們的父

親。 

病房中，患者依然毫無生氣，一群醫護人

員安靜地，帶著疑問的眼光望著走進來的張

醫師，張醫師說，「我們再努力地試試！」

於是，大家又重新動了起來。時間一分一秒

地過去，正當大夥彼此對望，準備放棄，另

一位醫生開始寫死亡證明時，心臟儀，嗶了

小小一聲，一位護士輕輕地歡呼了一聲，

「他好像有脈搏！」張醫師急忙伸手說，

「強心劑！」,心臟儀斷斷續續地跳動起來，

漸漸地穩定跳動，啊，從來沒覺得那線條是

如此活潑美麗！又吩咐為病人戴上氧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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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他的臉色越發生趣盎然,直到心跳太強，

醫師確定他能自己呼吸，終於可以撤去強心

藥的點滴和氧氣面罩。張醫師輕快地走出病

房，到那悲切的一家人面前，對那病人的妻

子說，「您的丈夫渡過難關了，他又活了過

來了！」她望著醫師，嘴唇顫抖，「你在開

玩笑！」，她的女婿瞪大眼盯著醫師，她的

女兒急忙安慰媽媽「媽，醫生是絕對不會開

這種玩笑的！」母親大喊一聲「哈利路亞，

讚美神！」，當一家人興奮地探望他們摯愛

的丈夫/父親時，張醫師滿心喜悅地在外面櫃

檯上，填寫報告，患者的女婿悄悄來到張醫

師身邊，靦腆地解釋著，「醫師我剛才瞪著

您，不是生氣，是一時無法接受您的宣佈，

我不知如何表達我的感激！」醫師回道，

「我絕對理解您的心情，任何人在那種情況

下，都難以回過神來的！沒事的！好好去陪

您的太太和岳父母吧！」 

夜色低沈，高速公路上恢復寧靜，張醫師

輕鬆地駕著車往家的方向行駛，心中想起一

段許久前讀到的經文「耶穌對他說：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

復活。」（約翰福音 11:25 CUV），「我以前

風聞有祢，今日真正親眼目睹，祢真是復活

的主！」「我一定要和我的妻子，家人分享

祢的奇妙可畏！」 

一位弟兄給禱告會的信 曾文鈞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感謝你們這一年半以來的相伴相隨與代禱。

無論是看病、開刀、放療、化療、飯食.....。

特別是在我的妻子崇燦在世的最後 10 天，許

多位姊妹不分白天、夜晚地，盡心 ��� 服事與

看顧。感謝主的恩典，減輕了崇燦長期的疼

痛。雖然我們不捨，但在主復活的大日子，

我確信還會在天上再相會！再一次真誠的謝

謝你們！ 

主內肢體， 

文鈞謹上 

祂的旨意最美善 白宇帆

全然看顧 

今年暑假，我和信望愛團契三位姐妹一起
參與了《不再一樣》門徒訓練。《不再一樣》 
的英文是 Experience God（經歷神），在門

訓的過程中，我真實地經歷了神。《不再⼀
樣》門訓裡總結經歷神的七項實況，有一條
就是：當神邀請我加入與祂同工的行列時，
神往往會使我面臨信仰的危機，要求我以信
心和行動來回應。如雅各書 2:17（新譯本）
所說：「照樣，如果只有信心，沒有行為，
這信心就是死的。」真的信心，必定會生出
行動來。暑假中，我一直在申請學校的研究
生助理（graduate assistant），希望可以
免學費。我經歷了很多次面試，並面試的過

程 都 不 錯 ； 面 試 官 也 對 我 說 過 多 次
「Wonderful（太棒了）！」，可我依然沒有
拿到一份工作。那時，我必須要交學費，不
然就得輟學。當我看到高額學費時，特別難
過。我曾問過神：「為什麼這樣的事要臨到

我和我家？」。《不再⼀樣》門訓教導我，

順服神往往會使我和周圍的人付出極大的代
價。可是，這也太多了吧？我父親這幾年生
意做得不很好，我的學費基本上是靠我家以
前的積蓄。那時，每當聽見別人對我的誇獎，
我會忍不住問神：「我都按祢說的做了。祢
看，別人都作證了，祢為什麼還要我付出如
此大的代價？」。我甚至產生了信仰的動搖，
開始懷疑神是不是想整我，根本不愛我？後
來，神透過聖經耶利米書 31:3 對我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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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我以永遠的
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神的
話，讓我非常肯定祂愛我，並且祂對我的愛
永不改變。既然神所說的必定成就，那麼祂
必定會看顧我家的經濟需要，不會讓我們缺
乏。於是，我向神認罪悔改，並且在《不再
一樣》課程的最後一課時，向神承諾：對神
永不懷疑，永不動搖！既然助理的工作只有
神才能成就，那麼我就放手交給祂吧，因為
祂要給我的，遠遠比我所求的更好！ 

一個週二的上午，我突然接到了一個面試
通知。不僅我事先沒有任何準備，而且那幾
天正逢我的車被撞，每天不停打電話給保險
公司和修車行，心情十分不順暢。真的是神
在作工，因為我的面試官說我的回答使她耳
目一新，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整個面試中，

我沒有舌頭打結或犯語法錯誤，完全沒出現

前幾個月擔心的一開口就犯錯的狀況。這是
我來美五年來，第一次還沒有面試完就收到
錄用通知，讓我又意外，又驚喜！就這樣，
我來到了 GSU Alpharetta campus工作。這份
工作很輕鬆，只要負責調試設備，保證師生
遠程交流順利。所以，學生們上課時，我也
可以做我的功課。感謝主，我向祢求的是銅，
而祢卻賜給我金。藉著這份工作，神也回應
了我服事學生的請求。等候是漫長的，但絕
對是值得的。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但求
我一步步走在祢的旨意裡，緊緊跟隨愛我的
主耶穌基督。 

做工的是神 

今年，我們信望愛團契籌備線下聚會和迎
新，大家都很希望邀請新朋友加入。於是，
我們同工們一起禱告，用各種方法邀請福音
朋友。春季，有些福音朋友們來參加過我們
的活動，比如出遊聚餐。但是，她們不願意
來參加查經。我曾經懷疑過：是不是我這個
主席做得不好，他們都不肯再來了，神也不
祝福我們的團契了？不料，我們小區幾個新
搬來的鄰居對福音十分感興趣。我一邀請，
她們就來教會和團契。上週末她們去了教會，
深深被讚美詩歌打動了！雖然她們不太聽得
懂講道，但是仍然願意來參加週五信望愛團

契的查經。所以，回顧整個迎新的過程，沒
有一件事是我們靠自己力量完成的。若不是
神為我們預備福音朋友，就算我們發一千條
訊息，邀請一千個人也沒有用。因為在人心

裡作工的是神！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 3:13-14）。我
實在是一個容易驕傲的人，一有小小的進步，
就開始遠離神，覺得靠自己就行了。但我常
常越發深陷罪裡。我想，每天我可以做的，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昨天做得好的，歸榮耀於主。做得不好的，
求主更新我，讓我繼續朝著主耶穌為我定的
目標奔跑。神也經常給我第二次機會，讓我
得以悔改歸正。我是一個極懷念過去的人，
懷念孩童時代的無憂無慮，少年時期的無拘
無束。但主不要我因活在過去，而不願意接
受新的呼召。神的呼召如此神聖，我一旦接
受了呼召，就應該立時告訴主：「我願跟隨
主！」，離開心中的舒適區，不必擔心自己
做不到。因為神不是問我能不能，祂只問我
肯不肯？如果我肯，神就能！ 

2021 年暑期《不再一樣》的門徒訓練結
束了，但我相信神的帶領沒有結束，神的愛
在基督裡永遠長存。將來不論祂呼召我做什
麼事工，而我遲疑不決時，求主幫助我能回
顧祂的恩典，堅固我的信心，因為祂的旨意
最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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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感覺 -- 記 ACCC重啓庭院打掃 胡幸

2021 年 6 月 19 日，父親節的前一天（週

六）。清晨，藍天上停留著細碎的雲塊，林

間追逐嬉戲的小鳥在空中掠過，嘰嘰喳喳的

叫聲似乎在向人們打招呼。初夏，微風拂面，

吹得樹沙沙地響。空氣裡朝氣的味道，是希

望和幸福。這可是亞特蘭大初夏多雨季節難

得的好天氣。 

我們又回到熟悉的 ACCC 亞特蘭大華人基

督教會停車場，場面熱鬧非凡，情緒高漲的

人們擺拍著各種珍貴回憶，忙著拔除地面裂

縫裡的雜草，高壓水槍沖洗，用瀝青填補。

當中有牧師、傳道人、長老和不少的弟兄姊

妹。無論是滿頭白髮的老年人，華髮初生的

中年人，還是滿頭黑髮的青年人，大家都各

盡其能，忙得不亦樂乎！一年又八個月，久

違了，我們屬靈的家園！眼前的教堂庭院，

依舊是樹木高低有序，草坪美觀整潔，四周

還增添了不少盛開的鮮花，管會堂的弟兄們

辛苦了！這是他們默默擺上，辛勤耕耘的碩

果！這次為了迎接七月教會重啓實體聚會，

弟兄姊妹們自告奮勇，把停車場的地面重新

打扮。弟兄姊妹們汗如雨下，但糊滿灰塵的

臉龐卻露出燦爛的笑容！我們又能回家了，

回家的感覺真好！沒錯，真正的家不是一個

住的地方而已，而是我們的歸屬。在那裡，

我們找到愛；找到安穩；找到存在的意義；

也找到滿足和喜樂。離開了家，我們不可能

找到幸福。 

朋友們，回家吧！家裡有你心靈的饗宴和

安歇之處，有愛你的家人，還有你和天父被

遺忘的美好回憶。天家的門沒上鎖，祂已經

成就一切祂的心意，只等待你我這深深得罪

了祂的浪子回頭。你願意嗎？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

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

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希伯來

書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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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福音聚會感恩代禱 蔣偉，羅培霞 
致眾聖徒同工們: 

教會主日福音聚會自 2016 年 1 月第一個
主日開辦以來，已整整走過五年半了。這期
間，神大大地使用這個事工平台，不僅讓幾
十位福音朋友從不信到信，進而受浸歸入主
的名下成了神的兒女，也更藉著服事，培養
造就了大量的同工。今日回顧大家一起走過
的這五年半的時光，我們的服事真是恩典滿

滿，榮神益人，蒙主悅納！ 

在這裡，我們特別要感謝教會對這個事工
的支持，也感謝主耶穌興起呼召我們的同工，
感謝我們所有的同工----講道的、關懷的、
行政協調的、禱告的、後勤的，等等，感謝
全體同工們傾力的擺上服事，在眾人面前作

了美好的見證。 

如今隨著環境的變化，教會事工的深化調
整，我們將暫停現在形式的福音聚會，而致
力調整傳福音的方法、形式，整合「幸福小

組」「三福出隊」「個人/聚會佈道」等方式，
讓我們主日福音聚會轉型為更契合我們教會
的整體需要，更有效地將新人引入團契，在
團契中得到密切的關懷、栽培，從而能更熱
情於傳揚福音。 

為此，請大家同心協力地禱告： 

 讓初信的的弟兄姐妹能找到合適他們
的團契，並能融入團契生活； 

讓每一位新來到教會的慕道朋友能得
到切實的聯絡、關懷； 

 通過攜幫帶（攜手，幫助，帶領），
促使尚未適應/參加教會生活（主日大
堂敬拜、主日學等等）的弟兄姐妹們
參加教會生活，藉此造就自己； 

 為我們每一位同工自己在今後的服事
中，有神更多的恩典與引領，保守我
們手上所做的工，榮神益人！ 

 

 

  



16 

 

 

《基督生平》第一冊學習感想 張延甲

從前只知道人生有生、老、病、死四個階

段。通過學習《基督生平》忽然之間才領悟

到自己其實已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著基督耶穌

在世上所經歷的幾個時期。我雖然沒有如耶

穌幼兒期那樣敬虔的家庭背景，也沒有如耶

穌青少年時期那般渴慕真理和聖潔、睿智。

但如今的我卻因信主耶穌而經歷了來自他話

語餵養的預備期；經歷了與肢體間共同歸榮

耀與神的聲望期；也會經歷背負十字架生命

歷程時的不同患難期；更會與眾聖徒經歷基

督復活生命帶來的榮耀時刻。 

這門課程即將結束第一冊的學習。對我而

言，它就像一鍋八寶粥。雖然最後都不同程

度地品嚐到熬煉後的甘甜，但粘稠度卻因人

而異。如何熬出八種屬天的福氣，是我窮極

一生要努力的。謝謝老師們的辛勞預備，謝

謝眾兄弟姐妹間的每一次分享。榮耀歸於神！ 

《保羅生平》學習分享 黃傳峰傳道

你知道保羅在信主時接受過什麼樣的訓練？

是否知道保羅曾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接受了三

年的"門徒訓練"？那是什麼樣的地方呢？保

羅是在耶穌離開世界之後才嶄露頭角的。那

他又是如何知道耶穌的生活呢？他有何資格

協助路加寫出關於耶穌生平的福音書呢？可

否能清楚說出保羅三次旅行佈道的確切路線？

當保羅上告凱撒時，他還能自由行動嗎？能

否舉出聖經中的經文來證明這一點？為什麼

以弗所書和羅馬書在保羅的書信中都佔據了

相當重要的位置？你可想知道所有的答案？ 

上述所有的問題在我上完保羅生平和書信

後都有了清楚的答案。我是第四代基督徒，

在教會中長大，也在神學院完成了所有的新

約課程。然而，T.E.E.的課程幫助我對保羅

的生活和他的事蹟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對神

的話語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因此，我強烈推

薦所有在基督裡的弟兄姐妹們參加這個培訓，

定會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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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無窮的耶穌生平旗艦 鄧惠方

内容： 

在反覆地研讀福音書時，你是否曾有過，

哪怕一絲絲這樣的念頭：到底有沒有人可以

好好地講一個完整的耶穌故事，讓我不用東

翻西找地,就可以瞭解這個人是怎麼一回事？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你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

唯一一個這樣想的人。TEE 或許就是你一直在

尋找的答案！這套課程由六本書組成，以經

文為本，從事實出發，一步步帶領我們深入

耶穌的生命，進入祂的死亡，經歷祂的復活，

也見證這一切對那時坐在死蔭之地人們的影

響。從某個角度來看，這個故事向我們展現

了一個有血有肉真實的人，祂像我們一樣有

情感，有動機，有喜好恨惡，卻為我們每一

個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為了拯救我們從

死裡復活升上高天，成為我們的救主我們的

神；從另一個角度，它帶我們穿越了時空，

回到耶穌出生、成長、服事、受苦、死亡和

升天的環境與時代。當你踏上這趟旅程，將

會接觸到各種地圖、社會政治背景和歷史事

件，為耶穌和那一時代的人們鋪就了一個恢

宏又豐富的舞台，每一個細節都能幫助你更

深入地瞭解祂，更真實地貼近祂。耶穌不再

是一個印在紙面上，僅僅在 2000 多年前活過、

死過的人物，而是那永活的真神！我能感覺

到祂的痛苦和掙扎，祂的渴望和熱愛，祂在

十字架上所放棄的，以及為什麼祂必須為我

的罪死，祂是我的救主！整個故事的時間軸

以《馬太福音》和《使徒行傳》的前半部分

為主，其他三本福音書為輔，當耶穌遭遇生

命中的挑戰和試探時，相關的神學主題將會

被提出來討論，讓我明白神學並不是高高在

上錦上添花的理論，而是關係到每一個人每

一天動作存留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是每天大

小爭戰裡最首要最關鍵的戰場，讓我一再反

省自己的生命是否真的建立在磐石之上，又

如何成為一個更合用的器皿，忠心有見識的

僕人。 

形式： 

這不是傳統的課堂，老師講學生聽，這是

一個活潑而充滿探險的課堂。比如說課堂討

論，它除了幫助你更深理解經文之外，也讓

你重新思考你真正相信的東西；不得不承認，

有時簡單的問題反而更直接地觸及生命的深

處。有時，我的回答讓我自己都很驚訝，因

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我知道祂在通過我

自己的口來對我說話；更多時候，我們會受

到彼此的啓發,聖靈在我們當中自由地運行。 

感恩： 

我的先生和我參加 TEE課程時，我們剛開

始交往，並試著瞭解對方，在完成第四本書

時，我們結婚了。在那一年裡，我們除了各

自的工作，一起參與教會的服事，還要認識

彼此。特別是在計劃婚禮的那四個月裡，老

實說，每天都被婚禮籌劃的各種細節期限追

著跑。但TEE來了，反成為我們的新日常和隨

身必需品，給了我們一個不受干擾的時間與

耶穌安靜相處，使我們在忙碌中也能天天被

更新，更不用說做TEE作業的時候也常是輕鬆，

愉快又令人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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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生命的感悟 許惠雯

《豐盛的生命》慕道基礎課程的學習感悟

非常多，總結一下我的得著： 

首先課程的內容，淺顯易懂，非常實用且

具引導性，幫助我這初信之人解決許多普遍

的疑惑。課程設計有系統地由淺入深，每一

課都根據成人學習習慣，設計從不同角度幫

助記憶，強化理解全面，系統地瞭解基要真

理。課程

分為三個

階段，第

一個階段

讓我瞭解

信主之後

的新生命

有什麼不

同：從認

罪到信靠

主，如何順服神；耶穌基督為了我們能重新

與神和好，如何為我們而死在十字架上，用

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使得我們在主裡得救

贖和重生。第二階段讓我認識新生命：如何

過討神喜悅的生活；在神裡面，我們如何學

習神的愛，弟兄姐妹彼此相愛；如何藉讀經、

祈禱、與感謝神讓聖靈充滿我們；如何做才

可以更輕省喜樂平安；明白福音的中心信息

與如何傳福音。第三部分瞭解神的家庭：認

識教會、受洗、守聖餐和過團契生活；作為

教會的肢體並神的管家，我們應該盡哪些職

責義務。 

第二就是學習的形式，雖然因疫情，每主

日只能在線上和弟兄姐妹一起學習，卻仍能

感受到神話語和神愛的感動，體驗到溫暖和

愛，見證和激勵。有成熟的弟兄姐妹陪伴我

們上課學習，以生命影響生命，是我極喜歡

的上課形式。無論課程深淺或進度，我都能

感受到神的大家庭的親切；學習很有樂趣和

收穫。 

第三個感悟就是將學得的生活化，在生活

中活出所學的知識，身心靈一致地去感受神

的話語和力量，把自己完全交託在神的手裡，

確實地把軟弱向主訴說，親近神，凡事感恩

神的慈悲和智慧，榮耀歸於神，便會感受喜

樂自由。 

總之，「乃要被聖靈充滿」！（以弗所

書 5:18） 

舊約與新約的承續轉折 蔡博義 
我們學習聖經時，經常有一個感受，好像

新舊約的氣氛大不相同。難免對兩約內容的

承接性有些疑問。最常聽到的一些問題如下： 

1. 新約裡充滿了神的愛和我們要愛人的教
導。可是，為什麼舊約裡殺戮之氣那麼
重？尤其是約書亞記和南北兩國的亡國
史。 

2. 舊約描述的神似乎是神聖不可靠近的；
而新約描述的神以聖子耶穌基督為代表，
卻是和靄可親的？ 

3. 舊約詳述多種律法，不但多得記不住，
且非常嚴厲；沒人能全部都時刻守住。

所以讀舊約時，我們會戰戰兢兢，因為
我們害怕神的懲罰。可是，讀新約時，
我們好像活在神的愛中，讓我們知道，
只要我們相信神，倚靠神，我們就能靠

著聖靈走一生成聖的路程。 

4. 舊約的律法，有些在新約時代我們還是

要遵守。可是，有些其他的律法我們卻

不須要遵守。最明顯的是，我們現在可

以吃豬肉。比較不那麼明顯的是，舊約

的人是不可以接觸外邦人的，因為他們

不潔淨。按那個律法的規定，好像我們

就是外邦人吧！我們不潔淨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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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新舊約之間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我
們不可能在這裡一一詳述。以下是我個人的
看法，不是一篇神學論文，只是教會裡弟兄
姊妹之間的互相討論；而且是片面的觀點，
不是全面性的研究。我們先談兩約共同主題
的連貫性（承續），再談其相異性（轉折）。 

舊約新約的連貫性： 

1. 神的創造 － 這世界是神所創造，所以神
是全能全知，擁有絕對的主權。創世記有
關神創造的記載，新約完全承接。例如保
羅在羅馬書第一章裡就表明了：“自從造
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
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 1：20） 

2. 神的國度 － 神的國度是神掌權的地方，

包括在天上的和地上的。從神創造天地的

全能全知，到神掌

管宇宙，這都是神

國度的表彰。詩

篇四十六篇說，

神的寶座是永遠

的，國權是正直

的。神國度的另

一個表彰是神的

聖潔公義。神是既公義又信實，因為這是

不可分割的特質。神的公義聖潔既是我們

所嚮往的，也是我們所懼怕的。帶著罪性

的人，一見神的面必定死，因為公義和罪

是不能並存的。出埃及記33－34章所敘述

的故事，神將摩西藏在磐石洞中，不讓摩

西直接見神的面，就是這個意思。新約承

續這特質，所以彼得在彼得前書 1：15－

16 引用利未記 11：45 聖潔的神要求子民

要聖潔。希伯來書12：14更說，“非聖潔

沒有人能見主”。新約中，天國和神國的

概念多處可見，尤其是福音書裡。可見神

的國度觀是從舊約到新約相連貫的。 

3. 神的應許 － 神在舊約中對亞伯拉罕、以
撒、雅各的應許，從對以色列民族延伸至
地上的萬族都得神祝福的應許。這個應許

一直連貫到新約。這也是新約時期，神福
音的恩典臨到以色列以外民族的依據。神
所應許彌賽亞救贖的到來，在舊約中是以
色列民在災難困苦中的盼望。這盼望在新
約中得到實現，因為新約中基督一詞就是
從希伯來文的彌賽亞翻譯成希臘文而來的。
所以，新約承續了舊約中神對彌賽亞的應

許，以聖子耶穌基督為實現。 

4. 神的同在 － 在舊約中神同在最鮮明的例
子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後在曠野遊蕩四十
年，神一直以雲柱和火柱的形像與以色列
民同在。詩篇二十三篇更是神與祂的子民
同在的宣告。這個相同的概念在新約中持
續出現。舉例來說，約翰福音第十四章裡，
耶穌說要求父賜給我們一位保惠師，永遠

與我們同在。 

舊約新約的轉折： 

聖經是神給
人的啟示，這些
啟示有部份是
永恆性的，例
如上述的兩約
承續連貫的特
質。有其他部
份是時代性的；

表示這部份的教導和規定只在某些時期是有
效的，在其他時期是不適用的。最明顯的例
子就是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完成了十字架
的救恩。舊約時期，神應許將有一位救世主
彌賽亞的降臨；所以，以色列民都引頸盼望
這位救世主的降臨。新約時期，這救世主已
經降臨，施與救恩，凡信祂的都必得救。所
以，只守著舊約經典而不接受耶穌基督的猶
太人得不到神的救恩；因為他們一直停留在
舊約時期的啟示，而沒有體會到神在新約展
現了啟示的轉折。所以舊約和新約當然有轉
折的差異。 

舊約和新約的轉折是多面性的，但也和神
在舊約時期的啟示有關；因為神在舊約裡就
已經埋下後續變革的種子。我就大概舉幾個

例子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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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選民 － 舊約中，神的選民是以色列
民。所以神自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倒是
埋下了一個伏筆，那就是“萬民要因你得
福”。不過，整個舊約的重點是神對以色
列民立約、保護、和不順服時的懲罰。我
們或許會問，為什麼在約書亞記裡，神要
以色列人殺盡迦南人？難道這些人不是神
創造的麼？可能的回答是神要保護祂的選
民，使他們不受拜偶像的外邦人所污染。
神對這群選民有祂長遠的計劃。但是時間
未到，所以神要肅清以色列民族的生活環
境。但到了新約時代，當主耶穌完成了十
字架救恩的時候，祂頒下了大使命，要門
徒們從以色列的核心耶路撒冷開始，把福
音傳到地極。這時，神選民的定義有了轉
折點，以色列民不再是選民的唯一代表。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第二章裡說，“⋯外面
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惟有在裡面
作的，才是真猶太人⋯”保羅在羅馬書第
九章再度延伸解釋，從以色列生的，不都
是以色列人；惟獨那應許的兒女才算是後
裔。保羅想要表達的意思，是將選民的身
份，從以色列民族提升為神所揀選的子民，
因為，神愛憐憫誰，就憐憫誰。也就是說，
內心真的信神的人，因為耶穌寶血的遮蓋，
都成了神屬靈的選民。 

2. 恩典時代的來臨 － 羅馬書和希伯來書對
這個主題有很好的教導。這部份也讓我們
思考舊約到新約神形像的轉折。請注意，
神的本質是永恆不變的。但是神在不同階
段有不同的計劃。簡單的說，耶穌基督的
降臨，結束了舊約時期。舊約時代人們對
彌賽亞的等待，也開啟了救恩的途徑。就
此而言，我們可以說，舊約和新約是殊途
同歸。可是，在這新時代，神也賜下新的
啟示，那是以前的人所無法得知的。這也
是舊約新約的轉折。我們分幾部份談吧！ 

律法和贖罪 

主耶穌說過，“律法的一筆一劃也不能
廢去”。（太 5：18）但保羅也說，“律法本
是要叫人知罪”。（羅 3：20）舊約的律法裡

有一部份是規定以色列人獻祭的禮儀。其中
的贖罪祭基本上是要用牲畜的血來贖人的罪。
可是人一再的犯罪，於是必須一再的獻祭；
這可是沒完沒了的。希伯來書第十章解釋得
好，“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
的真像，總不能藉著每年常獻一樣的祭物叫
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因為公牛和山羊
的血，斷不能除罪。”可是“基督一次獻祭，
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所以在這恩典時代，我們不需要不斷地獻
祭贖罪，因為耶穌已經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
罪用祂的血獻上了永遠的贖罪祭。律法使我
們體會自己的不足，才知道要尋求神。所以
保羅說，“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 5：8） 

律法的轉折 

律法不能廢去，但是我們對律法的認知卻
要隨著神新的啟示而有新的解讀。所以在舊
約和新約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律法的意義有
轉折的可能。舉例來說，利未記第十一章規
定了什麼食物可以吃，什麼不能吃。另外，
猶太人的傳統認為外邦人不潔淨，所以猶太
人要和外邦人隔離。這些都是舊約時代的規
定。可是在新約時期（使徒行傳第十章），
神在約帕以異像啟示彼得，從天降下各種利
未記所禁止人食用的動物，要彼得宰了吃。
並說，神所潔淨的，不可當作俗物。這是神
雙重的啟示。一方面，有關食物的律法因時
代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應用。另一方面，神
所潔淨的人，並不局限於以色列人。這個議
題和前述神的選民是相關連的。所以猶太基
督徒要踏出自己民族的藩籬，開始向非猶太

人傳福音，直到地極。 

本文簡單地介紹了舊約與新約的承續和轉
折。因為篇幅限制，加上作者所知有限，無
法解釋完全。不過，我們知道兩約都是神的
啟示，自是筋絡相連，缺一不可。然而，相
連之中也有轉折。我們不能只重其中的一部
份，而忽略了神在不同時期，有啟示的變化，
要我們做適當的調整。 



21 

 

靠著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慰之 
在上一期期刊裡我曾經提到為了接續文建

未完成的意願，終於在主日學和姊妹會學習

完畢「豐盛的生命」課程。接下來我又在主

日學上了「豐盛的恩光」，並在週四的姊妹

會研讀由王美滿姊妹帶領的「基督生平」，

到今天剛好讀完第一冊。感謝幾位老師認真

的教導，也很高興有各路年輕的同學一同參

與學習，還有外州的學員在 Zoom 線上参加。

我很努力地研讀教材並做練習題及測驗；雖

然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但慚愧的是對聖經，

信仰一直都很迷糊，不求甚解；這段期間的

確被推進了一大步！每次上完一課都有如釋

重負之感，疫情未了而我的生活卻更加充實

了。 

「豐盛的生命」著重在生活方面的更新和

参與，「豐盛的恩光」主要是細說全本聖經

的組成和功用。至於「基督生平」，有位完

成這課程的弟兄向人推薦說，讀了一定叫你

不後悔！我雖然才剛唸完一冊（還有五冊）

已深有同感了！課程一再用圖表和經文仔細

印證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譬如聖誕節慶祝

主耶穌降生，不再是我們常在舞台上看到的

幾分鐘合成表演，而是讓我們清楚明白當時

政治、地理背景，還帶著我們一起與耶穌同

進出。神有能力成就一切，祂也供應一切所

需。誠如一位年輕姊妹的禱告引用腓立比書

4:13 上的話：「我靠著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

都 能

作。」

如今我

唯願凡

事 靠

主，文

建如果

知道也

會為此感到高興的！ 

痛苦的時刻，要信靠神 徐成全

人生要長生不老就要為永恆作準備，我們

被造，乃是神要我們與祂在地同行，如同在

天。今生只是暖身和彩排，以後我們在永恆

裡所要作的，神要我們在地上先好好練習。

快樂不是生活的目的，生活的目的是讓性格

成長，變得更像基督。感謝神我們能看到這

一點，否則生命是沒有意義的。人生有一連

串的問題，我們若不是在一個問題裡，就是

剛從一個問題裡出來，再不就是要進入另一

個問題。 

過去這一年，最艱難的一年，也是神操練

我們的一年。 

過去我們總以為,人生就像許多高山和低

谷：我們會經過一段幽暗的時刻，然後到達

山峰，如同黑夜過去，黎明即到，如此周而

復始。但現在我們不再這麼認為了。與其說

人生是許多高山和低谷，倒不如說它像鐵道

的一段鐵軌，好事和壞事總是存在我們的生

活中。人常說，福兮禍之所倚 禍兮福之所伏。

而信靠神的人知道，災禍中亦有神的恩典，

平順中亦有神的提醒。不論我們的生活中有

多少美好的事,總會存在一些不好的事，是需

要我們去克服的。反之，不管我們遭遇多少

壞事，總還有一些好事是我們要感謝神的。 

如果我們專注在自己的煩惱上，我們心裡

只會充满「我們的煩惱」、「我們的問題」、

「我們的痛苦」。而擺脱痛苦的最簡單的方

法，就是將焦點從自己身上轉向神。 

神有時沒有透過超自然的方式醫治我們，

或讓我們感到輕鬆一点。但神却藉著環境和

遭遇，使我們的性格更堅强，更親近神，也

使我們更能夠體恤那些同樣在艱難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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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

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林後 4:7）「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

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我們這至暫至

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

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

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

是永遠的。」（林後 4:16-18）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將眼目放在未來、放在

永恆。 

當主再來時，祂召聚選民，「因為主必

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

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

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 4：

16-17) 對於已經在基督裡重生得救，警醒遵

行祂話語的人，這是蒙福的日子。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西 3:4) 

這是基督徒在世上最大的盼望。 

那種喜樂是超越我們所能想像的。「你

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預

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因此，你們是大

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

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

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

前 1：5-7) 

苦難是奧秘，許多時候我們無法測透。但

我們知道「神向我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

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我們末後有

指望。」（耶 29:11）並且在每一件我們所經

歷的事情上，都有神全然的帶領。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因為祂

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

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

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

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羅 8:28-30） 

我們可以蒙恩得救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

是神所預定和安排的，並且在神的救恩的計

劃裡，為要我們得以「效法祂兒子的模樣」，

可以過真、善、美的屬靈生活。這也是神預

先定下的旨意。 

神國子女的一個特殊權利就是萬事一齊來

為他們的益處效力，神的一切預備和供應都

是為他們所有。無論是神的恩典或苦難的遭

遇，都是為了他們今世和永恆的益處，藉以

幫助他們的靈命成長。 

所以，弟兄姊妹們，我們既知道神的心意

是「效法祂兒子的模樣」，就讓我們在所遭

遇的艱難中操練自己。無論是目前的疫情、

是身體的病痛；無論是生活的艱難，或是人

際關係的挑戰，讓我們都能夠更認識神，體

會神的心意，更能夠效法基督，活出神兒女

該有的風采。 

周圍的環境會改變，但神的心意永不改變。

求主幫助我們凡事謝恩、凡事讚美、凡事都

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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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教會音樂 楊義明 

引言 

我們在詩歌中敬拜神，讚美神，感謝神，
也以詩歌經歷教會生活，默想神的話語，回
應神的呼召。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以詩歌祈求，
以詩歌代禱，正如奧古斯丁提示我們的:「唱
一次詩歌即是禱告兩次」。教會音樂在我們
的信仰及教會團契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具有極大的影響。從舊約到新約，時代長久，
因此教會音樂也有很悠久的歷史，很多的變
遷。不同時代及地方各有特色，更有不同的
風格和表達方式。這篇「漫談教會音樂」，
與大家分享有關教會音樂之發展及演變，概
略描述在演進中不同時期的風格特色，以及
說明幾個重要的教會音樂形式及其優美內涵，
讓我們一起經歷「神最美好的恩賜」。 

音樂與教會音樂 

音樂可以解釋為「一系列有聲與無聲具時
間性的組織，並含不同音階的節奏、旋律及
和聲」。比較而言，在所有的藝術類型中，
音樂是最抽象的藝術。音樂的要素包括節奏、
旋律、和聲與音色。音樂可以穿透人心，感
動心靈，安慰心懷，提升心緒，及消除隔閡。
音樂也能使人有深情的反應，表達心中意念
與情感，溝通感情，往往有鉅大的震撼力。
在最高層次上，音樂可以表達人對神的讚美、
敬拜、感恩、禱求、禱告，更能藉音樂得著
信心與安慰。馬丁路德深知音樂的浩瀚力量，
讚嘆「音樂是神最美好的恩賜」。 

「音樂記號與樂譜」及「複音音樂」是關
鍵性的音樂發展。「音樂記號與樂譜」首由

意大利修士阿雷佐的圭多（Guido of Arezzo，
也稱 Guido d'Arezzo，995-1050)）提出並加
以發展，使歌唱者與演奏者即使沒有聽過某
首音樂，仍可以依著樂譜記號唱出及演奏出
音 樂 。 他 也 發 明 了 最 初 的 階 名 唱 法
（solmization，即 do，re，me，fa，so，la，
ti，do)，公認是現代音樂記譜法（五線譜）
的發明者。「複音音樂（polyphony)」，
primary主要由法國聖母大教堂（Notre Dame) 
於1168-1200期間發展，從單音推展到複音音
樂。 

教會音樂亦稱聖樂（本文交替使用這兩個
名詞）。教會音樂是在敬拜儀式中，以歌唱
與器樂演奏表達人對神的讚美、敬拜、感恩、
禱求與禱告。也可以說是為宗教儀式或活動
譜寫、唱出、吹奏、彈奏，或者演奏出的音
樂。廣義的宗教音樂也包括受宗教影響具有
宗教情懷的音樂作品。 

教會音樂簡史及概述 

聖經中教會音樂的記載 

舊約最早的記載是米利暗歌頌耶和華，
「亞倫的姊姊，女先知米利暗，手裡拿著鼓；
眾婦女也跟他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應聲說：

唱一次詩歌即是禱告兩次 
奧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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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歌頌耶和華，因他大大戰勝，將馬和
騎馬的投在海中。」（出埃及記 15:20-21）
大衛彈琴，「少年牧人大衛彈琴，使擾亂掃
羅王的惡魔離開他」(撒母耳記上 16﹕14-
23b)。以色列歌唱，「當時，以色列人唱歌
說：井啊，湧上水來！你們要向這井歌唱。」
(民數記 21:17) 

新約記載早期教會歌頌主，「當用詩章、
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以弗所書 5﹕19)。 

早期的教會音樂（第 4-6 世紀) 

第四世紀米蘭的教會尋求唱詩給予的安慰，
增添靈命的力量，忠心的信徒一同齊聲唱出
詩歌。奧古斯丁在第五世紀時，將聖詩定義
為讚美神的歌，也是表達人對神的禱告祈求。
米蘭盎博羅削（Ambrose of Milan)主教在
374 年鼓勵會眾同心唱詩、敬拜，被稱為讚美
詩之父。 

葛麗果大主教（Gregory the Great，
540-604）於第六世紀開始建立教會崇拜儀式
與 音 樂 ， 稱 為 葛 麗 果 聖 歌 （ Gregorian 
Chant），是以單音調唱出的歌曲或讚美詩歌，
如今在西班牙的天主教堂仍然可以聽到。修
道院修士對早期聖樂的發展具重要地位。 

具形式的聖樂表達（第 7-15 世紀) 

早期崇拜儀式(禮拜）的聖樂﹕ 

晚禱曲（Vespers)﹕由一節聖經的經句開始，
以詩篇中的一節回應，交互輪唱的詩歌，
各有其曲調。 

晨禱曲（Matins)﹕以完整美麗的曲調唱詩篇
章節。 

讚美詩（Hymn)﹕為讚美、崇拜或祈禱而譜寫
的教會音樂，通常用於宗教場合。聖詩
（Hymn）一詞源於希臘語 hymnos，意為
「讚美歌」。讚美詩的集錄稱為讚美詩集
（hymnbook）。 

彌撒曲（Mass）﹕彌撒即守聖餐的儀式。守
聖餐是崇拜的中心，為紀念主耶穌與門徒
的最後晚餐，祂一人的死為眾人的救贖。
到了第五世紀改稱為彌撒（Mass），源於
拉丁语 missa（dismissal)，來自守聖餐結
束時的最後三個字“Ite, missa est”,意
即「去，你們可以離去」。 

彌撒曲，原為天主教、東正教和聖公
會的彌撒儀式所用聲樂套曲，歌詞使用拉
丁文，分普通彌撒和特別彌撒兩大類。第

十三世紀開始在英國普遍使用。宗教改革
之後，新教作曲家也創作彌撒曲，但是內
容和形式與天主教彌撒曲有所不同。早期，
彌撒曲是沒有伴奏的清唱曲，文藝復興之
後加上管風琴伴奏。17 世紀開始有了管弦
樂隊伴奏。演唱不僅有合唱，還有獨唱和
重唱。巴赫的《B小調彌撒曲》，貝多芬的
《莊嚴彌撒曲(Missa Solemnis)》、莫扎
特的《安魂彌撒曲(Requiem)》及布拉姆斯
的《德文安魂彌撒曲(German Requiem)》
都是經典彌撒曲。 

彌撒曲全曲通常包括六個樂章，通用
拉丁文表達： 
Kyrie eleison（垂憐經，Lord have Mercy，
求主憐憫) 

Gloria（榮耀頌，Glory be to God on 
high，榮耀歸於至高神） 

Credo（信經，I believe in one God，相
信唯一真神） 

Sanctus（聖哉經，Holy, Holy, Holy，聖
哉、聖哉、聖哉） 

Benedictus（降福經，Blessed is he，奉
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Agnus Dei (羔羊頌，Lamb of God，神的羔
羊） 

風琴音樂： 

風琴音樂於第 7世紀開始，第 8世紀逐漸
的使用風琴為禮拜序奏，在十六世紀開始廣
被使用。 

東方正教的教會音樂 

東正教會，希臘正教，蘇俄正教會都一直
保持其各自獨特的教會音樂風格和形式。 

宗教改革，文藝復興與英國的宗教改革 
（14-16 世紀) 

馬丁路德在 1517年的 95條宣告，開始宗
教改革，使人能直接與神交往，以自己的誠
實、謙卑、認罪、悔改接受神，活在基督裏。
馬丁路德注意到音樂可以協助靈修、禱告，
也可提升崇拜、讚美，也指出要教育下一代，
讓他們能夠適切的使用音樂在崇拜、靈修上，
使其發揮功能。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使聖
樂得以發展及發揮。1520 年之後，教會對聖
樂的態度逐漸轉向更寬大和包容，開始接受
音樂作曲家創作的聖樂，使音樂在教會更能
發揮仰望神的聖潔，呼求神，親近神，經歷
神，造就靈命，及溫暖人心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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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淨化改革與教會音樂（16世紀中
葉) 

天主教於 15 世紀中葉開始淨化改革，讓
修道院與教堂裏的音樂家能開始寫作，興起
許多偉大的聖樂作曲家。16 世紀中葉，帕萊
斯 特 里 納 （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1525-1594) 促使聖樂、彌撒曲
發揚光大，並重新整理葛麗果聖歌在保持原
來形式中，更美妙感人，因此稱為「教會音
樂之父」，他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傑出的作曲
家之一，其作品是文藝復興時期複音音樂的
經典。 

教會音樂的蓬勃發展（16-17 世紀) 

在十六世紀初，路德會的風琴音樂開始使
教會音樂更加豐富，充滿活力；接著是巴洛
克(baroque)音樂在文藝復興之後形成，從
1600 年延續到 1750 年。巴洛克音樂是以複調
及大小調音樂居主導地位，展現出有活力的
律動節奏，精緻優美的和聲及旋律。音樂創
作從此步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階段。巴洛克
音樂創作擴展到教會音樂，包括彌撒曲、清
唱套曲、神劇以及豐富的管風琴曲目。在巴
洛克晚期也出現了交響樂(symphony)的雛形。
巴洛克音樂在 16 世紀中葉逐漸發展成為古典
音樂，古典音樂是指根源於西方音樂傳統的
音樂藝術。從 16世紀中葉到 18世紀期間，古
典音樂帶動教會音樂的豐盛發展，並且在敬
拜儀式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教堂擁有樂手、
樂隊、唱詩班等，在基督教的漫長歷史中，
形成了深厚的基督教音樂傳統，也成為歐洲
古典音樂藝術的根基。優質和聲的讚美詩歌
( anthem and motet)，神劇(oratorio) 與清
唱劇 (cantata，亦稱清唱套曲) 是在此期間
發展的重要教會音樂形式。 

神劇是敘事型多樂章聲樂作品的一種形式，
通常同時使用管弦樂團、獨唱家以及合唱團
表達依據聖經為主題的劇本或對話。清唱劇
內容偏重抒情或論述，一般比神劇規模小。
兩者大約都在 17 世紀發展。崇高傑出的清唱
劇有巴赫的《馬太受難曲》，備受推崇，廣
受喜愛的神劇則有韓德爾的《彌賽亞》，海
頓的《創世記》，及 19 世紀孟德爾頌的《以
利亞》。 

巴赫（JS Bach，1685-1750，或譯巴哈) 
是巴洛克時期的作曲家及管風琴、大鍵琴演
奏家。他的大部分聖樂作曲是為路德會教堂
譜寫的。他在每一首聖樂作品的末尾都簽寫

上「S.D.G.」，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
首字母的縮寫，意思是「榮耀唯獨歸於神 
(glory to the only God)」，表示將該作品
獻給唯一真神，是為了榮耀、讚美神而譜寫
的。他建立聖樂的永久基礎與地位，也是古
典音樂最有影響力的作曲家。被譽為音樂之
父。 

英國教會會眾聖詩（17 世紀中葉-18 世紀) 

柯奇牧師(Benjamin Keach) 於 1673年在
一次教會守聖餐之後，請會眾一齊高唱詩歌，
引發教會聖詩的誕生。華茲（Isaac Watts）
是英國 17 世紀公理會牧師，一生創作了約
750 首聖詩，被稱為「英文聖詩之父」。他的
許多聖詩至今仍被廣泛使用，並且翻譯成多
種語言。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是 18世
紀英國聖公會牧師和神學家，為衛理宗的創
始者，帶動英國福音派的大復興。他作詞、
作曲，以讚美詩表達喜樂和傳揚聖經真理，
並且教詩班與會眾識譜，唱詩歌，帶動十八
世紀的福音復興。 

浪漫派音樂的影響（18 世紀) 與教會音樂
的分支（19 世紀） 

浪漫派時期的音樂是維也納古典樂派的延
續和發展，是18-19世紀西方音樂史上的重要
音樂風格，注重感情和形象的表現，也更富
於想像力。主要作曲家有貝多芬、舒伯特、
孟德爾頌、蕭邦、舒曼、白遼士、威爾第、
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及馬勒。這些極為傑
出的音樂作曲家，將聖樂帶到一個新的境界，
一個更華麗精緻的音樂。但是達到高峰後成
為過度個人音樂技巧上的炫耀，促使許多作
曲家回歸到正統古典音樂，走向以古典樂風
為取向的教會音樂路線，也因而引發了 19 世
紀末期教會音樂發展的分支。 

黑人靈歌 

黑人靈歌 (spirituals) 是由非裔美國人
產生的詩歌，由非洲和歐洲音樂與教會交互
結合發展出來的美國教會音樂，也是獨特的
音樂形式及風格。原本是沒有伴奏的清唱單
音詩歌，但現今多為合唱。 

具有古典樂風的教會音樂合唱曲及讚美詩
歌 

具有古典樂風的教會音樂合唱曲及讚美詩
歌，是由 20 世紀初期開始伸展，成為現代許
多教會採用的詩歌敬拜、讚美的音樂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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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稱 為「 讚 美 敬拜 歌 選 或我 靈 歌 唱
（singspiration)」。 

福音音樂與福音詩歌 

福音音樂可
以追溯到 17世紀
初，源於黑人口
頭傳統歌唱，大
部分都是無伴奏
獨唱或合唱，通
常有領導性的主
唱，也強烈使用
和聲，依靠拍掌
和踏腳作為節奏
伴奏。讚美詩歌旋律和歌詞經常一再反覆，
在重複出現中釋放出基督教信息，有時也反
映當時的流行作風和時尚風格。20 世紀 20 年
代廣播電台的出現，大大增加了福音音樂的
聽眾。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福音音樂逐漸
的進入教堂的主日崇拜稱為福音詩歌，並成
為有些教會崇拜的主要音樂讚美形式。近年
來更加廣泛流行。 

現代福音音樂 
現代福音音樂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CCM）又稱流行福音音樂，起源於
1960 年代後期，
基督教覺醒復興
運動導致佈道會
的福音音樂之發
展，是現代深受
歡迎和流行的一
種教會音樂形式，
歌詞著重於抒發
個人對於基督教
信仰的情感。 
 

主要參考資料：(1) Wilson-Dickson 著：基
督教音樂的故事 (Andrew Wilson-Dickson. 
The Story of Christian Music. 1992, 
Fortress Press); (2)大英百科全書：教會音
樂 (Liturgical Music. Britannica); (3) 
維 基 百 科： 多 項 與教 會 音 樂相 關 主 題 
(Various Church Music Related Topics. 
Wikipedia); (4) 邵義強編譯. 宗教音樂精華，
1984，天同出版社。

題泥壺飲普洱/天青泥偷西鐵 天青泥 
(作者註：天青泥是我的筆名 西鐵是詩的原作者筆名 我改了幾個字 所以成了偷） 

普洱喃喃問，減肥須幾年。 

忽悠銀萬兩，上當恨無邊。 

青竹株株翠，紫壺個個仙。 

心寬天地美，主伴榻寝甜。 

 

 

 

我的故鄉 美齡 

我站在遠處，很遠的地方，看得到你的殿宇； 

聞著那淡淡的花香，憂傷！ 

如果我堅持，如果我不放棄， 

是否我還能回去？ 

彩虹能否做成橋，你的殿堂-我能否炷上香？ 

那白色的殿堂，我的故鄉； 

什麼原因使我背井離鄉？ 

追求與自己無關的夢想？ 

而你變成了幻鄉！ 

 

我的故鄉， 

我要向你歌唱， 

願我微弱的聲音能被你聽到； 

我要向你禱告， 

幽黯的低吟能在你的殿宇縈繞； 

我的故鄉，帶我進入夢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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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ounded Victor Lim (林啓源) 

It is truly astounding  
Four years of life  
Just like that 
From the first day  
To standing here 
In a blue wizard robe 
And a polygon-shaped hat. 
 
Thinking back to freshman year  
As an underclassman 
A part of high school’s premier  
The first football game 
The lights, the band, the track  
The upperclassmen hollering “freshman move 
back.” 
 
We were introduced to rigor 
Repeatedly told by teachers 
That “water is polar,” 
“The mitochondria is the powerhouse of the 
cell,”  
And in a few classes: 
“I dismiss you, not the bell.” 
 
We learned to adapt 
Planned hallway routes that minimized  
Time and effort 
It was later on we learned 
How to optimize 
Not just problems in calculus 
But, again, our time and effort. 
 
When we entered the maze known as high 
school 
We stood in wonder 
Thinking to ourselves how many more years  
 
When the moon covered the sun  
We stood in awe 
Witnessing a once in a lifetime event 

On a field of dead grass and scattered 
dandelions.  
When we were divided by an unexpected virus 
We stood united 
Cranking out college apps 
During one of the worst pandemics  
Before senioritis 
Dismantled our academics. 
 
As we approach the end of a chapter 
We embark on the exploration of a new frontier 
To college 
Or perhaps to the start of a new career 
To life itself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We leave high school 
Unbound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youth and a fixed schedule  
Surrounded, 
 
By friends and family 
Who will support us through many trials and 
challenges  
Lastly, we leave high school 
Truly 
Ast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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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呆了    (中譯自 Astounded) 林啓源

真是驚呆了 

四年的人生 

就這樣 

從第一天起 

直到現在站在這裡 

身穿藍色巫師長袍 

頭上戴著一頂多邊形的帽子。 

 

回想起一年級時 

作為一個低年級的學生 

高中首次的一部分 

第一場足球比賽 

燈光、樂隊、跑道 

高年級學生們吼叫著:“新生退後!” 

 

我們開始學習什麼是嚴謹 

老師們反覆教導著: 

“水具有極性”， 

“線粒體是細胞的發電廠”， 

而在某幾門課中： 

“是我解散你，而不是鐘聲。” 

 

我們學會了適應 

學會規劃出最佳的走廊路線好以最大限度減少 

時間和精力 

後來我們才知道 

如何優化 

不僅僅是微積分的問題 

還有，一樣，我們的時間和精力。 

當年我們進入這座被稱為高中的迷宮時 

我們驚奇地站著 

想著自己還有多少年 

當月亮遮住太陽 

我們肅然起敬 

在一片長滿枯草和散落著蒲公英的田野上 

見證了這一生一次的事件 

 

當我們被突如其來的病毒分開時 

我們團結一致 

努力投入大學學校申請中 

在史上最嚴重的一場疫情期間 

在高中最後一年 

拆毀了我們的學校學習之前。 

 

現在當我們的高中生涯即將告一個段落 

我們開始探尋另一個新的開始: 

上大學 

或是開始新的職業 

又或是為生活本身 

裝載知識、經驗和記憶。 

 

我們離開高中 

無界限， 

不受制於青春和既定的時間表 

被朋友和家人 

這些會支持我們度過許多考驗和挑戰的人們 

包圍著， 

最後，我們離開高中 

真真實實地 

被驚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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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Lives in the Debris Alisha Tan 

廢墟中永活的盼望 譚義佳  

(為紀念爺爺譚潤生回天家所創作的英文詩) 翻譯 袁雪平 

Death comes tornado-like in the quiet, a gaping 
maw  
tearing wounds in your heart. 
You sit down to breathe and the emptiness almost 
swallows you whole. 
 
The shirts that still hang, waiting for a body to fill 
them. 
The half-finished pasta boxes and dusty cabinets,  
well-worn shoes and once-jangling car keys.  
The toothbrush that stands dry, the bedside that 
lays unbalanced; quiet is noise and noise is quiet.  
 
The quiet snakes through the ground, cracks 
open the dining table, and leaves you reveling in 
misery. Even your screams can’t fill the silence. 
You’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plug the holes of a 
never-ending void.  
 
But look. Look. Even in the quiet of the aftermath, 
the lull of the rampage, you’ll find that love begins 
to mend the holes that death has pierced. It fills 
the pits of anguish, heals the wounds, spills over 
like water in your hands.  
In the blossoming flowers and the enveloping 
embraces, the people who just hold your hand 
and let their heartbeats be the loudest sound in 
the room.  
Love molds itself to the dog-eared magazines and 
unfinished water glasses.  
 
And even closer, hope can spring from the 
wreckage of death, green sprouts bursting forth 
from the crevices of your sadness, whispering I 
am still here. 
 
Hope lives in the debris, the hope that there is still 
life after death.  
A brightly burning flame, one that never seems to 
flicker out, even in the hulking mass of loss. And 
even here, even in grief, there is love.  
Grief, in truth, is just love without a place to go.  
Let it fill your body, illuminate itself in your sorrow,  
a shining thread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We must cling, even in the darkest voids, to the 
brightest thing there is: hope.  

死亡像龍捲風遂猝不及防，呼嘯而來  
在心中撕開傷口。 
你坐下呼吸，空洞想將你吞噬。 
 
還掛著的襯衫，等著主人穿上。 
盒裡剩下的麵條躺在蒙塵的櫃子裡， 
留下歲月痕跡的鞋子 和叮叮噹噹的車鑰匙。 
竪立的乾牙刷，傾斜的長床沿， 
無聲似有聲，有聲似無聲。 
 
地裡蛇悄悄地探身，裂開了晚餐桌 留下你  
注視悲愴。吶喊被寂靜吞沒。 
你尋找什麼能填滿無邊的空白。 
但看哪，看哪，劫後的寧靜中，颶風的侵蝕
後，你看見愛已滋生把死亡刺透的洞修復。
愛填滿痛苦深淵，醫治傷口，似水般從袮手
裡滿溢流淌。 
 
愛在盛開的鮮花裡，包圍式的擁抱中，那些  
緊握你手的人們，默默地 他們的心跳是房中
的最強音。摺捲的雜誌裡，未盡的水杯中，
愛依然佇立。 
 
近前來，盼望在死亡的殘骸中開放，像綠意  
在悲傷的裂縫中不住發芽，呢喃我還在這裡。 
 
廢墟中永活的盼望，死而復生的盼望。 
像熊熊明焰，不被熄滅， 
即使在沈重的失去中。即使在這裡，在悲傷
中，愛不熄滅。悲傷的真相是愛無處安放。 
讓希望充滿你，在哀慟中照亮， 
是隧道盡頭的一束光  
即使在漆黑的空洞裡，我們必依靠最耀眼的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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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 文學、苦難與信仰 黨昱

中學時的一個暑假，大陸最大的電視台午
間播放一系列根據歐洲名著拍攝的電影，有
《苔絲》、《三劍客》、《巴黎聖母院》等。
看到預告，我非常雀躍，迫不及待想要欣賞
真人演繹的這些故事。可是幾天下來，發現
這些電影有一個共同的奇怪之處，使得每一
部都看起來如同雞肋。 

小說搬上銀幕，做出修改實屬尋常。但是
像那一批電影那樣，全部大刀闊斧由悲劇改
成喜劇，也未免太過不可思議：苔絲殺人未
遂，她企圖刺殺的富家少爺放棄追究，她與
心上人共諧連理。《三劍客》中的蛇蠍美人
米萊蒂在電影裡化身忍辱負重的內應，唯一
的反面角色是和國王爭權的主教；三劍客的
最大挑戰不是米萊蒂的詭計，而是在比武中
打敗主教的手下。《巴黎聖母院》中卡西莫
多冒死相救，讓吉普賽姑娘不僅得以逃生，
而且遇到英俊瀟灑又真誠愛她的新對象，從
此獲得新生……這些改編版無不遵循同樣的
思路：沒有任何行為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一切錯誤都是可逆的，世界像一個自帶修復
功能且能量無限的機器，總是在波折之後回
到皆大歡喜（或者至少讓主角歡喜）的狀態。
直到多年以後，又陸續見識了有情人終成眷
屬版《海的女兒》，文化無差別版《魯賓遜
漂流記》，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版《悲慘世界》
等等，嘗試以基督徒的視角檢視這個現象，
當年的困惑才有了答案：改寫經典文學作品
使之符合自由主義、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
過是現代無神論者以人為本、人定勝天思想
的冰山一角。 

絕大多數經典文學作品之所以歷經百年仍
魅力不減，是因為作品的悲劇因素跨越時空
且人類共通，人物的遭遇有著深刻的必然性：
既有地因始祖犯罪而遭咒詛的天災，也有
“沒有義人，一個也沒有”的人禍。只要人
類尚未進入完美全善的新天新地，世界就必
然滿了因罪而生的大小苦難。偉大的文學家
們用故事的形式呼應聖經的真理，將人的罪
與軟弱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來，旨在激發我們
對天國的嚮往，提醒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塵
世盡頭，有一處完美的家鄉在等候我們。正
如傳道書所言：“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
的家去，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將
這事放在心上。憂愁強如喜笑，因為面帶愁
容終必使心喜樂。 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
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傳道書 7：2-4）

與之相對的，消滅悲劇的改編折射出一個時
代的苦難觀是何等的膚淺，何等遠離真理。
無論根本原因是影視業迎合大眾的欣賞偏好，
還是娛樂業有意識地引導民眾的觀念，靠著
刻意迴避罪和苦難，甚或抹殺它們的存在，
是否真的就能打造出完美世界？ 

去年有一天，看到許多科技界名人悼念一
位華裔的新聞，用詞都是惋惜他才華橫溢卻
英年早逝。好奇之下特意找來介紹這位華裔
的詳細報告，讀完之後不禁黯然嘆息。這位
華裔名叫 Tony Hsieh，中文謝家華，自大學
時代起就很有創意和商業頭腦，數次輕鬆創
業成功，年紀輕輕就成為巨富。“財富自由”
之後，他開始全心投入自己的呼召——追求
快樂。他出版了一本書，闡述自己的人生動
力，就是打造快樂：他投資熱鬧的娛樂城，
頻頻邀請知名樂隊、藝術家進駐演出，在不
同的渡假勝地購置別墅，流連於派對，只要
能讓他感覺快樂的人，他就支付對方舊職業
的雙倍薪水將其留在身邊，確保自己時刻被
快樂環繞。最終，在這些人永遠正面永遠愉
快的支持之下，他對快樂的需求越來越頻繁，
以至於只有毒品才能提供這樣迅速快捷的愉
悅感。在一次關起門來吸毒過後神智不清的
狀態中，他的住處失火，葬身火場。在推演
快樂的函數中，他引進了所有能夠讓自己感
覺良好的變量，卻在尋而不得的迷幻狀態中
提早結束了年輕的生命。究竟是哪一處算錯
了呢？ 

閱讀那篇報導的時候，我心中無聲地向那
些無法觸及的對象（謝家華的家人、他本人、
或是曾經和他有過深入交談的朋友）問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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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為什麼他如此懼怕以至於殫精竭
慮地迴避『不快樂』？」這不是一個因聲名
過盛而被空虛吞噬的名流，更像是一個在懼
怕中凋零的靈魂。但是他在懼怕什麼呢？ 

謝家華不是孤例。無論是統計數字還是社
會調查，都指向一個普遍可觀察到的現象：
今天的青年人雖然沒有應付過前幾代人的任
何一樣重大苦難（二戰、大蕭條等），名副
其實“在蜜罐裡長大”，卻是最不快樂、最
容易焦慮、沮喪和自殺的一代。聖經說，沒
有得救盼望的人是“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
（希伯來書 2：15），只是很多人恐怕沒有意
識到，“怕死”在承平日久、繁榮富庶的社
會 喬 裝 打扮 後 ， 又以 “ 怕 不夠 舒 適 便
捷”“怕不夠新奇刺激”的面目出現，成為
許多人的主人。當人以死亡為生命的唯一終
點，生命的意義便維繫在這短短數十年的歷
程。當上帝被人類用法律的形式從公共領域
驅逐出去，世界的王便開始藉著世俗化的文
藝作品，誘惑人們迴避對罪的內省，否定罪
的危害，用“系統”、“制度”、“社會”、
“財富”、“技術”等的不完全取代罪的破
壞性，用模糊是非標準和心靈雞湯取代來自
上帝的赦罪，用琳瑯滿目的影音產品佔據人
們的視覺和聽覺，進一步將那個要用“心靈
和誠實”才能接近的上帝擠出了日常生活。
今天有不少人開始警覺到“娛樂至死”風氣
的危害性，我不是個有戰略眼光和哲學洞見
的智者，然而總是有一種模糊的直覺，認為
二十幾年前的這些改編作品，其實就是今日
“娛樂至死”的前奏。而“善待自己，娛樂
至死”，就是無神論面對靈魂深處嗷嗷待哺
的空虛和無依，給世界開出的藥方。謝家華，
一如諸多在他之前和仍會繼續出現的後來者，
成了這些既不能自醫、更不能醫人的理論的
犧牲者。 

罪不因人的否定而不存在，苦難也不會因
環境的改變而消失。否定聖經世界觀的人可
以發明出花樣繁多的術語和理論來削弱人對
罪的敏感，卻無法改變人類普遍墮落、無力
自救、更不能拯救他人的事實。出於人的理
論和方法，或許能讓人暫時感覺舒適，“至
終成為死亡之路”（箴言 14：12）。改編後
的文學作品讓觀眾不必哭濕了手帕，卻也無
法提醒我們，罪無論大小，一定會帶來相應
的後果。鎂光燈下呈現的公眾形象，從社交

媒體得到的片刻關注和喝彩，從否定神的娛
樂作品得到的短暫興奮，無法代替認罪悔改
帶來的釋放和盼望。自由派學者們繪出的無
神又完美的藍圖，無法成為柴米油鹽生活的
指南。“積極思想”的雞血，無法蓋過內心
深處真實的聲音。進步主義可以用最負面的
詞語來貶低合神心意的價值取向，用最絢麗
的詞藻來鼓吹逆神心意的生活方式，終究無
法抹殺罪的工價。在這樣的文藝溫室中長大
的人們，一方面抗拒真正的救贖，另一方面
又逃不開罪的纏累，很容易被生活中的任何
挫折（即或只是來自他人的不同意見）擊垮
或激怒，或逃避現實，或試圖消滅掉一切挫
折，通過操控外界來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世界。拿掉了罪與苦難的文藝作品，追求笑
聲、摒棄思考的娛樂，不但沒有生出一個沒
有痛苦的樂土，反倒培養出大批脆弱不堪的
心靈。 

經典文學誕生於基督信仰在西方社會是默
認價值觀的時代，人們的每個選擇都投射出
信仰在生活中的影響。這些作品是我們不應
當迴避的“沉重”。閱讀這些作品，可以幫
助我們正視自己的客旅和寄居身份，帶著對
永恆的信心和盼望來看待今生的一切遭遇，
知道我們的哀哭終將變成舞蹈，過犯終將變
為潔白。我們和那些經受苦難的主人公一樣，
不再讓這世界的任何事物成為我們的倚靠，
而是將軟弱的自己交託給上主，在祂的愛裡
無所畏懼地向著標竿直跑。閱讀這些作品，
可以幫助我們洞察人心的幽微，體會他人的
軟弱和掙扎，聽見那些未曾說出來的渴求和
懼怕，從而對他們的心靈說話，將我們至寶
的永生介紹給他們，與他們共享充滿盼望和
喜樂的新生命。在那個世界裡，有我們渴想
羨慕的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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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our Beloved Spiritual Warrior 

Sister Pin Pin Chau Rev. Moses Yang 

In 1968, Sister Pin Pin Chau and her 
husband Raymond Chau attended the Collegiate 
Bible Study group that I led in Mott Street, New 
York Chinatown. They were both PhD students at 
that time. Although they were so busy with their 
studies, they still participated enthusiastically in 
the Bible study class. Later, they helped to 
establish the Life Fellowship and the Christian 
Evangelical Church in Chinatown, New York. 
Aside from the Bible study group on Fridays, they 
served faithfully in church on weekends and 
Sundays.  

Time flies, and I have now known Raymond 
and Pin Pin for more than 50 years. They are our 
close friends, and we know them very well. They 
are also very loyal and good co-workers in our 
church. They had made indispensable 
contributions to our organization. When I was 
invited to lead a Bible study group in New Jersey 
in the 1970’s, they moved from New York to New 
Jersey. When the Christian Evangelical Mission 

Church in Towaco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1980s, they served in both the weekday and 
weekend ministries. We can say that they are the 
first-generation church members and served for 
the longest period of time. This is not an 
exaggeration.  

Pin Pin is a low-key and quiet person, and 
she doesn’t like to gossip. She served at the best 
of her ability and with her heart and mind. In the 
earlier years of the CEC churches when not too 
many knew her that well, everyone knew that she 
was the English translator of Rev. Yang. Because 
of her English translation, it was very helpful to 
bring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at 
that time. These young people, such as Kenny 
Wong, Ding Chan, Robert Tan and others, have 
now become the pillars of the church. They all 
grew up listening to Pin Pin’s translation. They 
grew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ve limited 
Chinese, so they depended totally on Pin Pin’s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unday 
messages. Pin Pin got her Bachelor’s degree 
major in Literature from Yale University. Later, 
she pursued a Master’s degree and then a Ph.D. 
She had a solid literary foundation. In addition to 
church services, she and her husband also 
participated in many church activities, fellowships 
groups, and summer retreats. They helped to lay 
down strong foundations at the CEC church in 
New Jersey and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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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93, they moved to Georgia due to their 
work. In a blink of an eye, it had been almost 30 
years since they left New Jersey. When they left 
back then, there were only 11 CEC churches at 
the time, and now we have sixty churches. 
Unexpectedly, their service to the Lord so 
faithfully in those years brought such a 
tremendous result today. They had sown the 
seeds of the gospel with all their heart and energy, 
and we see the harvest now. I am grateful and 
proud of them. Without the support and 
dedication of these young people contributing 
their precious time while they were young, we 
couldn’t have seen the church’s growth today. 
Surely, we are more grateful to God for His grace 
and presence.  

Pin Pin was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four years ago. The cancer was a very aggressive 
one. At that time, the oncologists and medical 
staff worried that she might only have 3-6 months 
to live.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through the 
prayers of many, the Lord has extended her time 
for 3 and a half more years. Raymond and their 
daughter Christine are most thankful that they 
ca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care of her at 
home (with the help of the nursing staff) and 
walked with her on her last mile. 

Pin Pin had a quiet personality, and she left 
the world quietly too. On the day of her passing, 
the Lord let her peacefully eat dinner and 
desserts and went to sleep. She simply fell asleep 
quietly in the arms of the Lord, which is such a 
special blessing from the Lord!  

However, what Pin Pin left us is not only a 
good example of her service, but more 
importantly, she left behind the influence of her 
abundant life. She faithfully serv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EC Church and laid down a 
good foundation. Now that we can see thes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s of young people, I 
think they must have seen the role model that Pin 
Pin became. They had been serving at the church, 
fellowship groups, and various activities, so they 
know that they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imitate each other. Hopefully, we can also imitate 
the beautiful example of service left by people as 
we imitate Christ Himself!  

May the Lord bless Raymond and Pin Pin’s 
descendants who have witnessed God’s blessing. 
Although we don’t usually mention names in the 
church, yet when we see the young children of 
this generation, we always think about the 
previous young adults who were committed to the 
Lord in serving faithfully at the CEC churches. 

 

緬懷我們敬愛的屬靈戰士吳翩翩 楊摩西牧師 

（中譯自 Remembering our Beloved Spiritual Warrior）

1968 年，吳翩翩姐妹和先生周應彪弟兄，

因為我在紐約中國城勿街所帶的大學生查經

班而來到我們當中。當時他們都是博士班的

學生，雖然課業繁忙，但仍熱心參與查經班

服事，後來更是協助我們成立了生命團契及

紐約中國城生命堂；除了週五的查經班，週

末及主日也與大家一起事奉。 

時光飛逝，認識應彪和翩翩已有五十多年

了，他們夫婦不但是我們很熟識的好朋友，

在教會也是非常忠心的好同工，就我們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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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而言，更是有著功不可沒的貢獻。七零

年初，我應一些弟兄姐妹邀請到新澤西去帶

查經，翩翩一家也由紐約遷往新澤西；八零

年初多華谷生命堂成立後，應彪和翩翩在多

華谷更是參與許多週間及主日的服事。若說

他們是生命堂第一代服事時間最長的人，一

點都不為過。 

翩翩處事低調，不多說閒話，服事上也是

盡心、盡意、盡力。早期生命堂的人雖然跟

她沒有太多地接觸，但大家看到翩翩就知道

她是楊牧師的英文翻譯，因為她的翻譯帶給

第一代年輕人很大的幫助，而那一代的年輕

人是今天我們整個生命堂的中堅份子，穩固

的棟樑。如 Kenny Wong, Ding Chan, Robert 

Tan 等等，都是聽她翻譯長大的。這些在美國

長大的孩子們，中文程度有限，主日信息完

全得依賴翻譯才能聽懂。翩翩畢業於耶魯大

學的文學系，後來又讀了碩士再攻博士，所

以她有紮實的文學基礎。除了教會的聚會，

她和先生也參與許多教會的活動.團契分享，

帶領夏令會，他們在新澤西和紐約兩地為生

命堂的事工打下了非常深厚的根基。1993 年，

他們因工作關係遷居喬治亞州。一轉眼，又

快 30 年，他們離開時，生命堂只有十一間堂

會，如今我們已有六十間了。沒想到，當年

他們為主擺上的代價，今天有這樣的成果，

他們盡心盡力努力地灑下了福音的種子，以

致今天能有這樣的收成。我為他們感恩也為

他們感到驕傲，沒有這些年輕人的支持及用

心，貢獻出他們年輕寶貴的時光，我們就沒

有辦法看到今天生命堂的成長；當然，我們

更感恩的是：上帝的恩典和祂的同在。 

四年前，翩翩被診斷出罹患一種快速擴散

極其強烈的乳腺癌。當時腫瘤科醫生和醫務

人員認為她可能只有三至六個月的生命；但

靠著上帝的恩典和許多人的禱告，主多給了

她三年半的日子。應彪和女兒Christine都很

慶幸，他們能有機會在家照顧翩翩（在護理

人員的幫助下），陪她走完在世的最後一段

路程。翩翩個性安靜，離開世界時也是安安

靜靜地。走的那天，主讓她平靜地用過了餐

及甜品就睡去了。她就這樣安靜地睡在主的

懷中，這是主所賜的臨終恩典！  

然而，翩翩留給我們的，不只是一個如何

服事主的美好榜樣，更重要的是她豐盛的生

命對我們的影響。她忠心服事生命堂的第一

代，為我們打下了美好的基礎，如今見到這

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輕人，我想他們看到

翩翩所留的榜樣必定也是心有戚戚焉的，因

爲他們也都在教會、團契，各樣的聚會或活

動中服事，所以明白要如何地相互學習彼此

效法。盼望我們在服事上也效法前人所留下

的美好榜樣，像他們效法基督一樣！  

求主賜福應彪和翩翩的子孫們都看到上帝

的祝福。雖然在教會中我們沒有常常提及他

們的名字；但當我們看到這一代的年輕孩子

時,總是自然而然地就會想到他們當年為主，

為生命堂所付出及擺上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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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馬蘭姐妹 瑞怡 

2021 年 7 月 25 日，鳳嬌姐妹打電話邀我
去看馬蘭姐妹，因為她病了，我立刻答應了。
當我們到馬蘭的家時，她的精神還不錯，坐
靠在客廳沙發上，就這樣我認識了馬蘭。第
二天加了她的微信，之後她去看醫生，做化
療或看中醫，她都會告訴我。她說她向那中
醫生傳福音，因那中醫師尚未信主。她住院
時，還為在疼痛中的病人禱告，她自己的身
體不適，還努力的向人傳福音，她那積極的
態度，迫切領人歸主的心，使我非常感動。
她對神充滿信心，是個堅强，勇敢，愛主，
愛人的姐妹，常常接待一些有需要幫助的人
到她家裏住，去年她鄰居房子被火燒了，馬
蘭送錢和食物去幫助他們。 

她說，有的人以爲我病了無助可憐，其實
我在病痛中和神的關係更親近，神聼了我每
一個禱告，祂親自安慰我，與我同在，使我
能勇敢地面對化療和放療。在進出醫院化療
期間馬蘭都會抽出時間用她的手機聼講道，
她經常在短訊裏跟我分享她讀的經文，例如：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
加給你們了。有一次她微信我，她在夢中看
到鑲崁著銀白色花紋的十字架，神對她說，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是我們講的
是“救贖”，神要我把這話傳給不相信的
人。」。她也常常為那些未信的人禱告，希
望他們都能認識這位真神。當馬蘭大出血不
斷入院時，她告訴我她體驗到耶穌為我們的
罪被釘在十字架上寳血為我們流出。雖然她
生命多次瀕臨死亡邊緣，她都沒有驚恐畏懼，

因爲她有復活的盼望！每次我問她，有什麽
我們可以為她做的？她都要我為她禱告，我
們教會每週三晚上都有禱告會，於是我把馬
蘭的需要帶到禱告會中，弟兄姐妹一起為她
禱告。她說，她每天每時每刻只要張口禱告
就是求神殺死癌細胞。她哭了很多次，她告
訴我，她跟神說：你是我唯一的拯救，因爲
以前我一禱告，神就讓我都聼從醫生的指示，
她求神殺死癌細胞，神就對她說「我向你們
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

意念。」(耶 29:11) 

一般被醫生送入安寧病房的都是凶多吉少，
然而馬蘭居然兩度從安寧病房回家，讓我們
看見神真的給她格外的恩典，雖然馬蘭最終
還是離開了我們，但是我們知道她息了世上
的勞苦回到天父的懷抱中，將來我們信耶穌
的人都會在天家和馬蘭相聚，就像聖經告訴
我們的，神要檫去我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
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爲以
前的事都會過去了。我們每個人有一天都要
離開這世界，我們是否都像馬蘭一樣，對死
後要去的地方有盼望有把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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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校畢業感言 蔡昀希

校長，各位老師，家長，同學，和學弟學

妹們，大家好。我是蔡昀希，今年八年級。 

我從小學三年級就轉學，來到 ACCC 亞特

蘭大華人基督教會中文學校學習中文。 

我很感謝我們仁班的胡勁濤老師，我的媽

媽，還有我的同學們，陪我這麼多年一起學

習中文。在這期間，我中文的聽，說，讀，

寫能力都進步許多。 

我特別感謝胡老師每個星期都辛苦地準備
課程，除了上課內容之外，還準備了大量的 
YouTube 影片與我們分享，讓我們更深更廣地
學習傳統的中華文化。 

我也學到許多故事和傳奇，像是‘守株待
兔’。我從這個故事裏明白我們要努力學習，
堅持到底，中文才可以不斷地進步。 

最後，再一次地感謝中文學校所有幫助我
的老師，長輩，和同學們。希望很快在 AP 班
再一起繼續學習！謝謝大家！

High School Reflection Lily Gao (高麗麗)

When I first started high school, I was a tiny, 
scared fourteen-year-old. I barely knew anything 
about high school, let alone society. I was also 
timid around people, which meant I sat by myself 
during lunch, worked alone on group projects, 
and went straight home after school. Although I 
knew most of my classmates, I wasn’t daring 
enough to talk to them or become friends with 
them. My only good friend from middle school 
was in only one of my classes. Hence, I’d always 
count down the days until the weekend, when I 
could go to my safe place: church. There, I could 
speak freely about my faith and spend time with 
people I was comfortable with. Even though I did 
well academically, the thought of going to school 
always depressed me. Every week, the inevitable 
would come: the blissful weekend would end, and 
the torturous week would welcome itself.  

I lived in a vicious mental cycle for the first 
semester of freshman year.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semester, I had made some friends, but I still felt 
out of place. I sensed that I was hiding my true 
self when I was with them. I wasn’t free. While my 

grades excelle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suffered. I spent less and less time praying and 
reflecting on His Word. My life in all facets was at 
a standstill, just like the traffic I saw every 
morning while walking to school.  

 Summer came around, and I spent most of 
my time with my grandmother in China. There, I 
came to terms with my faith in Jesus and devoted 
most of my half-asleep time to praying. Real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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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 didn’t need the perfect grades or the most 
friends, my mindset in life became brighter and 
more bearable.  

I continued to excel in school and interact 
with different people. I joined many organizations 
and even joined several leadership groups. I 
loved being in school, which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when I first started high school. I enjoyed 
socializing, spending time with my four close 
friends, and studying for tests together with them. 
At that time,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as rocky, 
with rough patches and high peaks. And yet, I 
always prioritized my schoolwork over God.  

I appeared to be happy and devoted to my 
studies, but inside, I was a mess.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as nonexistent, and the pressure of 
school became insurmountable. At this point, I 
had my eyes fixated on my grades. I couldn’t go 
a day without checking my Infinite Campus portal. 
I started reprimanding myself whenever I didn’t 
do as well as I had liked on an assessment, which 
was something I had never done before. Although 
I was stressed out academically, I would still swim 
at least four times a week, taking a huge toll on 
my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I was sinking 
deeper and deeper into a hole that was called 
“Perfectionism.” To me, everything seemed to be 
about my actions and not so much about my 
thoughts.  

Being stressed out 
couldn’t even describe my 
last year in high school.  

I was numb by the first 
semester of senior year. 
Essays for college and IB had 
completely overwhelmed me. 
It was like time had suddenly 
turned back to ninth grade 
when I was so uncertain 
about the future.  

One dark memory stood out to me the most: 
In the span of a month, I had to write a 4,000-

word economics paper, a math research paper, 
and a philosophy paper. My mind was all over the 
place, and I spent over 12 hours a day furiously 
typing on the computer, only to become severely 
agitated.  

When I was accepted into college, I was 
certainly ecstatic, but all my energy was devoted 
to other things, like IB essays. I didn’t have time 
to appreciate all that God had done for me or the 
times when he cared for me throughout my daily 
struggles. I still felt like I had to live up to that 
“perfect” standard.  

My grades were high, bu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as almost nonexistent. No longer did I 
pray to God about my day or reflect on His Word. 
I had completely devoted myself to school 
assessments. I always thought to myself, “I’ll start 
reading the Bible and praying consistently after I 
turn in my Extended Essay.”  

However, that never happened. If it weren’t 
for my mother, I would have continued on the 
wrong path. Thus, with her encouragement, I 
started spending time with God, even if it was just 
for a few minutes every day. I immediately saw 
the difference it made in my life. I stopped trying 
to make everything perfect. I started to relax.  

Now, a week before moving into college, I am 
still reflecting on my high school 
memories. I wish I hadn’t been so 
obsessed with my academic record. 
I wish I had spent less time 
swimming and more time with my 
family. I wish I had taken more time 
to care for my friends. Although I 
have many regrets, I am very 
fortunate that my experience in 
high school was, in sum, a positive 
and blessed one. I am very thankful 

for the many supportive communities I have at 
home, at church, and at school. I wouldn’t be the 
happy person I am today without them. 

回顧高中生涯（中譯自 High School Reflection） 高麗麗 

當我剛上高中時，我還是個小小、驚慌的
十四歲孩子。我對高中幾乎一無所知，更不
用說社會了。我在人前也很膽怯，這意味著
我一個人吃午飯，一個人做小組項目，放學

後直接回家。雖然我認識大部分的同學，但
我不敢與他們交談或與他們成為朋友。我唯
一的中學好友跟我同修的課只有一門。因此，
我總是倒數著週末的日子，那時我可以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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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地：教會。在那裡，我可以暢所欲言
地談論我的信仰，與跟我相處融洽的人共度
時光。儘管我的學習成績很好，但一想到學
校我就沮喪。然而每一週，上學都不可避免
地來到：幸福的週末即將結束，痛苦的一週
即將開始。 

高一的第一學期，我生活在一個惡性的心
理循環中。到第一學期末，我交了一些朋友，
但我還是覺得格格不入。當我和他們在一起
時，我覺察到我隱藏了真實的我。我不是很
空閑。雖然我的成績優異，但我與上帝的關
係卻變差。我越來越少花時間祈禱和思考祂
的話語。我生活的各方面都處於停滯，千篇
一律的狀態，就像我每天早上走路上學時看
到的車流一樣。 

 夏天來了，我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和
祖母在一起。在那裡，我更加瞭解對耶穌的
信心，並將我半睡半醒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
了祈禱上。意識到我不需要完美的成績或更
多的朋友，我的心態變得更加光明，更能忍

受現狀。 

 我在學校繼續表現出色，並與不同的
人交流。我加入了許多社團，甚至加入了幾
個領導小組。我喜歡在學校裡，這與我剛開
始上高中時非常不一樣。我喜歡社交，與我
的四個密友共度時光，並與他們一起為考試
而苦讀。我與上帝的關係仍然崎嶇不平，有
坎坷和高峰。儘管如此，我似乎看我的學業

比上帝更重要。 

我表面上看起來很快樂，並且專心一致地

學習，但內心卻是一團糟。我與上帝的關係

不復存在，學習的壓力變得無法克服。在這

時，我的眼睛直盯著我的成績。我沒有一天

能不查看我的學校網站。每當我在評估中表

現不佳時，我就開始責備自己，這是我以前

從未有過的事情。儘管我在學業上壓力很大，

但我仍然每周至少游泳四次，這對我的身心

健康造成了巨大影響。我越陷越深，進入一

個叫“完美主義”的洞。對我來說，一切似

乎都與我外在行為有關，而與我內心的想法

無關！ 

壓力過大不足以形容我在高中的最後一年。
到了高中最後一年的第一學期，我已經麻木
了。申請大學和國際文憑的論文讓我完全不
知所措。當我對前途如此茫然時，時間好像

又回到了九年級。 

有一段黑暗記憶令我印象深刻：在一個月
的時間裡，我不得不寫一篇4千字的經濟學論
文、一篇數學研究論文和一篇哲學論文。我
的腦子裡一片空白，每天花 12 個多小時在電
腦上拼命打字，結果卻是極度煩躁。 

當我被大學錄取時，我當然欣喜若狂，但
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其他事情上，比如國
際文憑的論文。我沒有時間感謝上帝為我所
做的一切，也沒有時間感謝祂在我每天的掙
扎中看顧我。我仍然覺得我必須達到那個

“完美”的標準。 

我的分數很高，但我與上帝的關係幾乎蕩
然無存。我不再為我的日子向上帝祈禱或反
思祂的話語。我全身心地投入學業中。我一
直對自己說：“遞交了我的國際文憑論文後,
我就開始不斷地讀聖經和祈禱。”然而，那
從未發生過。如果不是我媽媽，我會繼續走
彎路。在她的鼓勵下，我開始每天花時間與
上帝在一起，即使只是幾分鐘。我立即看到
了它對我生活的影響，我不再試圖讓一切完
美，我開始放鬆。 

 在這進入大學前的一週，我仍在回憶
我的高中生涯。我希望我不曾那麼沉迷於我
的學業成績。我希望我少花一點的時間游泳，
而多和家人在一起。我希望我用更多的時間
來關心我的朋
友。雖然我有很
多遺憾，我的高
中經歷仍是幸運
的；總而言之，
是積極而幸福
的。我非常感謝
家人、教會和學
校的多支持。沒
有他們，我就不
會成為今日這樣
快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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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Ingredient Victor Lim (林啓源) 
(Adapted from my graduation speech.) 

To parents, teachers, faculty and staff, friends, 
and the Class of 2021, 

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Now graduates,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me, 

but my name is Victor, and we went to high school 
together. Good times, good times. 
I would like to have something insightful and 
encouraging to say about the future. But the 
simple truth is, I am absolutely terrified. 

My most remarkable skills include baking 
brownies from a mix and singing songs 7 octaves 
above my range. While thinking of things to say, I 
turned to my usual routine: Procrastination. And 
eventually, that led me to watch movies I haven't 
seen since I was 10. That’s when I found this 
“gem of knowledge” from one of the most 
culturally expressive movies of all time. In this 
movie, a wise duck, who owns a noodle shop, 
tells the Dragon Warrior panda that “There is no 
secret ingredient.” 

There is no secret 
ingredient separating top 
quality ramen and instant 
ramen, besides MSG of 
course. That’s not my 
point.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there is no one 
ingredient that chefs add 
to guarantee that their 
dishes are a success. 
Similarly, there is no one way to succeed in life.  

Everyone here is a bowl of noodles. We all 
have our various ingredients, our talents, our 
interests, and our personalities. High school, 
which in this case, parallels a supermarket, 
helped me and hopefully others find these 
ingredients and fuse them into the culinary 
masterpiece known as life. I know this because 
for the past four years, every time I looked up at 
the mass of people moving up and down the 
central stairway, I saw everyone pursuing their 
own paths to success, cultivating their own secret 
ingredients.  

I saw: 
The civic leaders, leading us to fight for what we 

believe in. 
The athletes, reminding us about physical and 

mental perseverance. 
The musicians, demonstrating the ability of 

practice to yield perfection. 
The engineers introducing us to the innovations 

of tomorrow. 
The artists, showing us, you can express yourself 

in whatever medium you choose. 
The BC Calc students, showing us that crying is 

ok.  
What I am trying to get across is that each of 

us has ingredients that make us different from the 
people sitting to our left and right. Some people 
may have good grades as an ingredient for them. 
If that is not you, don’t worry too much about it, 
because maybe good grades aren't the only 
secret ingredient to your life. I’m not telling any of 
you to flunk out (you're welcome, parents), I’m 
telling you that it’s okay to not possess every 
ingredient that society expects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may not be right for the dish/life 

you are trying to make/live. 
Before I conclude, I just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it is all 
temporary.  
High school, college, facial acne, 
it’s all temporary.  
Nothing devastating lasts forever, 
So, hang in there. 
Nothing worthwhile is permanent, 

So, hang on to it. 
When times are tough, 
Look to your loved ones, 
Because they are the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get 
you through it. 
When times are good, 
Look to those same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the ones who make it all worth 
it. 

Class of 2021, it has been a brutal yet 
fulfilling ride, and I am glad to have been a part of 
it with all of you. Thank you s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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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配方（中譯自 The Secret Ingredient） 林啓源 
（改編自我的畢業演講） 

致家長們、老師們、教職員工、朋友們和
2021屆畢業生， 

晚上好，歡迎光臨。 

現在畢業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認識我，我
叫林啓源，我們一起上高中。美好的時光，
美好的時光。我想說一些關於未來有見地和
鼓舞人心的話。但事實上是，我非常害怕。 

我最了不起的技能包括用混合粉來烘焙巧
克力蛋糕和唱比我的音域高7個八度的歌曲。
一邊想著要說的話，一邊又開始了我的老毛
病：拖延。最終，這讓我重看了從 10 歲後就
再也沒看過的電影。那時我從有史以來最具
文化表現力的電影之一中找到了這“知識的
寶石”。在這部電影中，一隻擁有一家麵館
的聰明鴨子告訴獵龍武士熊貓：“沒有秘密
配方。” 

沒有任何秘密配料可以區分頂級拉麵和方
便麵，當然除了味精不算。這不是我的重點。
我想說的是，廚師們無法以添加一種配料來
保證菜餚的美味。同樣，人生也沒有成功的
秘方。 

每個人都是像是一碗麵，我們都有不同配
料：我們的才能、我們的興趣和個性。在這
情況下，高中好比超市，幫助了我，希望也
幫助了其他人，找到這些配料並將它們融合
到被稱為生活的烹飪傑作中。我知道這件事，
是因為在過去的四年裡，每當我抬頭看著中
央樓梯上，上上下下的人群時，就看見每個
人都在追尋自己的成功之路，培養自己的秘
密配方。 

我看見： 
人民領袖，帶領我們為信念而奮鬥。 

運動員們，提醒我們身體和精神的毅力。 

音樂家們，表達了因練習而達到完美。 

工程師們，向我們介紹未來的創新。 

藝術家們，向我們展示人可以藉由用任何
你想要的方式表達自己。 

AP 微積分 BC 的學生們，對我們說，遇到

困難是可以哭泣的。 

我想表達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擁有別於我
們左右兩邊人們的配料。有些人可能有很好
的成績作為他們的配料。如果那不是你，不
用太擔心，因為好成績並不是生活唯一的秘
密配料。我不是告訴你們可以不及格（爸媽
們，不用謝我）；我是想告訴你，你是允許
沒擁有社會期望的所有配料的，因為在最終
時刻，它可能並不適合你正在嘗試製作那一
道菜餚/生活。 

在我結束之前，我只想讓你記住，這一切

都是暫時的。 

高中、大學、臉上長痘痘，是暫時的。 

沒有什麼毀滅性的事情會永遠持續下去， 

所以堅持住。 

沒什麼東西的價值是永恆的， 

所以堅持下去。 

看看那些愛你的人， 

因為他們是幫助你渡過難關的人。 

在順境時, 

同樣看看那些的人，。 

因為他們是讓這一切都成爲值得的人。 
 

2021 屆,這是一次殘酷但卻充實的旅程，
我很高興與大家一起參與其中。太感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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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 Reflection pt.2 Victor Lim (林啓源)

Going into freshman year, my emotions 
could best be described a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excitement and nervousness. I was 
ready to craft my own high school story, make 
memories that I will rememb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most importantly, find direction. Looking 
to the older high schoolers at church, I assumed 
that the answers to life came with age. In my mind, 
high school was a pyramid, and every grade up 
was like a new platform, full of answers and clues 
revealing God’s purpose for each one of us. 

 I remember going to my first senior night 
with our church’s Youth Group. The seniors who 
were heading off to college sat at an elevated 
table in the front, facing the rest of us. One by one, 
they gave their advice, knowledge, and among 
other things, their most treasured memories. I 
remember thinking to myself: 

Wow, these people sure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They know where they want to go to 
college, what major they want to study, and in 
some cases, the career they want to pursue. In 
addition, they all seem so spiritually mature. 
Hopefully, I will be at their level at the end of high 
school.  

Fast forward to my own senior night. Sitting 
up there, I felt no different than before. However, 
looking back now, I’ve realized a few lessons in 
my life that I believe happen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Lesson 1: Humility 
Growing up, I played a variety of sports. I was 

on the school cross country and tennis teams. I 
practiced kendo (Japanese sword fighting) 
outside of school. Although sports took up much 
of my time, I decided to try one more during my 
sophomore year. For some reason, I decided to 
join the school swim team. I remember when I 
told my mom. She was completely taken by 

surprise and asked me if I was sure I wanted to 
do this. I told her yes. Showing up at time trials, I 
felt confident. I stepped up to the block and 
prepared to swim in front of the coaches and the 
rest of the team. When the buzzer sounded for us 
to dive into the water, I froze. The thing is, I had 
learned to swim before, but the last time I swam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returning to 
reality, I clumsily dove into the water and swam 
for what felt like an eternity. When I got out of the 
water, I realized that my time was among the 
slowest. It was at that moment I realized that this 
was a lesson of humility. I was dependent on my 
own abilities as a runner, a kendo black belt, and 
a tennis player. With swimming, God taught me 
humility. 

Lesson 2: Accomplishments 
During my time in high school, I enjoyed 

having a fixed schedule. I also enjoyed having it 
full. There is something so quietly satisfying about 
checking off a task on a to-do list. Whether it is 
studying and doing well in classes, or practicing 
and excelling at sports, I felt like I was 
accomplishing something with my overly busy life. 
Such a lifestyle taught me to dislike taking time 
out of my schedule to take a breath, reflect, and 
think about whether this was how God wanted me 
to live. However, as I progressed through high 
school, I realized that no amount of work would 
ever leave me truly satisfied. After all, there is 
limited time in a day. It also led me to question the 
true purpose as to why I was working so hard to 
have such accomplishments. Was it to fuel my 
pride? Or was it to bring glory to God? The more 
I thought about this, the more I began to learn that 
accomplishments are meaningless if God is not 
in the picture. In addition, these skills and 
accomplishments are gifts from God. With that in 
mind, I hope to focus more on making 
accomplishments for God and taking time to 
reflect on which goals align with God’s purpose 
for me. 

Lesson 3: Iron Sharpens Iron 
With the pandemic, I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church gatherings are one of the most 
undervalued and underappreciated events in the 
whole world. I did not realize how much I gained 
from being in church every week until it was 
missed. Without having the community of Christ 
to accompany me on my spiritual journey, I found 
it very difficult to progress. With this lesson, I now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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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community, especially when I start 
attending college. 

Through my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 
thoughts, I feel that God has highlighted these 

lessons for me to take with me to college. 
Although I am still figuring out who I am, who I 
want to be, and who God wants me to be,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lessons learned in the past four 
years will prepare me for what lies ahead. 

合神心意 （中譯自 High School Reflection pt.2） 林啓源  

進入大一，我的情緒充滿了興奮和緊張。
我已經準備好創作我的高中故事，留下在我
餘生中銘記的回憶，而最重要的，是找到方
向。看著教會裡年齡較大的高中生，我認為
生活的答案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來。在我的印
象中，高中是一座金字塔，每升一級都是一
個新的平台，充滿了答案和線索，透露了上
帝對我們每個人的旨意。 

 我記得與教會的青少年小組結伴參加
了我的第一個高年級之夜。即將上大學的高
年級學生坐在前面一張升高的桌子後，面對
著我們其他人。他們一個個接著給出他們的
建議、知識，以及他們最珍貴的記憶。我記
得我在想： 

 哇，這些人肯定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知道自己想去哪裡上大學，想學習什麼
專業，在某些情況下，還知道自己想從事的
職業。此外，他們在靈裡都顯得如此成熟。
希望我在高中結束時能達到他們的水平。 

快速地到了我自己的高年級之夜。坐在上
面，感覺和以前沒什麼兩樣。然而，現在回
想起來，我意識到我生命中的一些教訓是按
照祂的旨意發生的。 

第一課：謙卑 

長大後，我參加了各式各樣的運動，是在
校內的越野和網球隊，在校外我練習劍道
（日本劍術）。儘管運動佔據了我大部分的
時間，但我還是決定在高二時再嚐試一樣；
出於某種原因，我決定加入學校游泳隊。我
記得當我告訴媽媽的時候，她吃了一驚，問
我是否確定要這樣做？我告訴她是的。出席
計時賽，我自信地踩上起跳板，準備在教練
和其他隊員面前游泳。當嗶聲響起讓我們跳
進水中時，我僵住了。事情是，我以前學過
游泳,但上次游泳是在小學；當我回過神後，
我笨拙地跳進水中，游了一個永恆的感覺。
我從水裡出來時，我意識到是游得最慢的一

個。就在那一刻，我領悟到這是一個學謙卑
的功課。我靠自己的能力成為跑步者、劍道
黑帶和網球運動員，但藉著游泳，上帝教導
我「謙卑」！ 

第二課：成就 

在我高中的時候，我喜歡有固定的時間表，
並把它填得滿滿的；在待辦清單上勾劃已經
完成的任務會使我有安靜滿足的感覺。無論
是在課堂上的學習，或是在運動中的鍛鍊表
現出色，我都覺得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所
成就。這樣的生活方式教會了我不喜歡從我
的日程安排中抽出時間來喘口氣、思考這是
否是上帝希望我做的事情？然而，隨著我進
入高中，我意識到再多的工作都不會讓我真
正滿足，畢竟一天的時間是有限的。這也讓
我質疑我為什麼如此努力工作，及獲得這些
成就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點燃我的驕傲嗎？
還是為了榮耀神？我想得越多，我就越開始
明白，如果上帝不在畫面中，一切成就便毫
無意義！此外，這些技能和成就都是上帝的
恩賜。思及這一點，我就希望能更多地專注
於為上帝做出成就，並花時間思考哪些目標
與上帝對我的旨意是一致的。 

第三課：鐵磨鐵 

隨著疫症大流行,我開始意識到教會的聚
會是全世界最被低估和不被重視的活動之一。
我沒有意識到每週從教會裡我獲得了多少，
直到失去了。沒有基督的團體陪伴我的靈性
旅程,我發現我很難進步。如今有了這一課，
我明白擁有一個強大的基督徒社區的重要性，
尤其是我在開始上大學的時候。 

透過我的經歷和個人反思，我覺得上帝強
調了這些功課，讓我帶著去上大學。雖然我
仍在企圖弄清楚我是誰？我想成為什麼樣的
人？以及上帝希望我成為什麼樣的人？但我
相信過去四年的教訓會讓我為未來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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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轉自宣教年刊）

2021 外宣部事工簡介 王長定

從去年新冠疫情爆發，截至 2021 年 9 月
20 日止，全球已有超過二億人感染，逾 460
萬人死亡(9/20/2021 止)。短短一年半年間，
新冠肺炎嚴重影響世界各地許多民眾的生活，
全球經濟也因此遭遇重創。 

在疫情的肆虐下，世界各地的教會都不得
不暫停常規聚會，許多事工都改用線上交流
的方式進行：直播崇拜，透過 Zoom 等視訊會
議軟體來開展事工及處理行政事務。人們比
過去更常使用網路通訊工具和社交媒體（對
許多人來說，這些都是新事物），這種新的
教會聚會形式在未來仍將繼續存在。 

我們在世界各地所支持的宣教士，也因疫
情的關係，無法如之前的直接接觸人群，他
們必須找出新的方式來開展事工，許多地區
在家居隔離政策的實施下，網絡佈道方式果
效反而更加顯著，實在見證福音本是神的大
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今年 ACCC 的外宣團隊除了鼓勵各團契認
養個別宣教士外，同時也為了方便弟兄姊妹
對宣教士的奉獻，特別將奉獻的資訊置入教
會網站上，大家可以直接經由教會奉獻至宣
教士的所屬機構。 

此外，感謝主,經由許多弟兄姊妹們的奉
獻，Dr.Moussa 和西非基督事工建 Yeguere 小
學校舍所需的資金已經補足,今年 8 月已全部
完 成 油 漆 和 購 買 桌 椅 , 並 順 利 開 學 。
Dr.Moussa 特別感謝 ACCC 的弟兄姊妹們盡心
為此奉獻,按神心意按時做成美事! 

教會外宣部 2021 年度事工分配及資源
支配 

2021 年度，教會外宣事工支持全職宣教
士(或夫婦)共十八人，宣教機構四個。分別
在夏威夷農場、旅歐中國學生、遠東培訓、
台灣客家地區、非洲的布吉納法索、迦納、
中美瓜地馬拉、穆宣、以及東南亞事工等。 

宣教的地區分佈如下(按資源計算) 

從資源分配而言，以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為對象
與背景的事工約佔 56%，包括旅歐中國留學生、
夏威夷、中國及台灣事工。跨文化事工共佔
44%。 

事工分佈情況(按資源分配) 

夏威夷

9%
中國

11%

台灣

5%

東南亞

11%

歐洲

22%
瓜地馬拉

5%

穆宣

12%

美國

9%

非洲

16%

農場

9%
媒體

1%
學生

22%

社區

40%

翻譯

5%

辦學

8%

陪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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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宣道年(09/01/2020 至 8/31/2021) 
總開支 

1. 教會經常奉獻中撥出一定部份支持全
時間長宣的宣教士或宣教機構，宣教
常費達到超過教會經費十份一以上的
目標。本年度實際支出$90,600。 

2. 會眾為宣道特別奉獻的基金，原本用
以支持短宣部份費用，由於今年新冠
疫情關係，並無短宣費用支出。但為
因應西非布吉納法索 Yeguere 小學校
舍所需的資金需要，特別由基金奉獻
$20,000。 

• 2020 宣道年（9/1/2020 至 8/31/2021）
宣道認獻金收支及 2021 宣道年
（9/1/2021 至 8/31/2022）預算  

  實報 
9/1/2020 - 
08/31/2021 

預計
9/1/2021 - 
08/31/2022 

期初餘額 $58,042.95 $33,942.95 

募款 $1,900.00 $5,000.00 

支出   

西非事工 ($20,000.00)  

歐洲事工 ($6,000.00) ($5,000.00) 

支出總結 ($26,000.00) ($5,000.00) 

期末餘額 $33,942.95  $33,942.95 

如何參與宣教 

問：我有心志參加短宣，請問要作什麼的訓
練或準備? 
答：預備短宣的最基本方法是平時的操練靈
修禱告生活，事奉方面請參與主日學的教導，
或者積極地在教會本宣工場中鍛煉自己傳福
音，選修冬季開設的訓練短宣工人的主日學，
並與工場負責同工研討是否合適工場的需要
或條件，有沒有牧長的認同; 同時也開始儲
備旅費及其它費用。教會宣道認獻金支助部
份的費用，起碼有一半是自費。 

問：我有感動想奉獻金錢給某個宣教士，可
否寫支票給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指定奉獻
給這位宣教士，再由教會開支票給這位宣教
士? 
答：這樣做不符合國稅局規定和教會財務制
度。正確的做法是指定奉獻給宣道獻金(可以
抵稅），由教會統一支配。您也可以直接奉
獻給宣教士所在的機構（通常可抵稅），或
寄支票給宣教士本人（不能抵稅） 

問：我有感動想奉獻金錢給教會某個弟兄姊
妹去短宣，可否寫支票給亞特蘭大華人基督
教會指定奉獻給這位弟兄姊妹，由教會開支
票給他/她? 
答：這樣做不符合國稅局規定及教會財務制
度，正確的做法是指定奉獻給宣道獻金(可以
抵稅）由教會根據短宣工場的需要和外宣章
程統一支配。你也可選擇開個人支票直接交
給這位弟兄或姊妹(不能抵稅)。 

問：宣道認獻金的目的及目標是什麼? 
答：傳統上每年教會從常費中撥出十分之一
左右用來支持世界各地長期宣教士的事工，
同時我們也通過差傳信心奉獻的方式，鼓勵
弟兄姊妹按著感動和負擔，為普世宣教的資
金投入，用於短宣或長宣的宣教士或各地工
場的特別需要。請你填交認獻單，並於 2022
年 8 月前用支票奉獻,註明為“宣道認獻金”。

投入教會奉獻箱。 

問：我有心願為宣教士們作關懷,代禱或金錢
的支持，請問如何了解更多的情況及聯繋? 
答:你可以在宣道月留心看宣教士的資料看板
及手冊，並請填寫手冊後頁回應單投入奉獻
箱，或洽詢外宣同工（acccm@accc.org）以
便傳遞有關該宣教士的消息及代禱信。請附
帶電郵信箱。你也可以聯絡所屬團契外宣關
懷同工，支持所屬團契認領的宣教士。宣教
士的禱告信請參閱教會交誼廳外宣佈告板。
下頁是教會支持的宣教士名單，有星點*的是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專差宣教士（以亞特
蘭大華人基督教會為母會的宣教士，亦請關
心那些還沒有團契認領代禱的宣教士或宣教
組織。 

  

mailto:acccm@ac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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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C 2021 支持的宣教士名單 
 

 姓名 所屬機構 事工簡介 

* Pauline and 
Joshua Settles 

邱凱萍夫婦 

校園團契
InterVarsity 

Joshua 和凱萍夫婦自 2012 年前往西非迦納服
事，近年來 Joshua 參與當地福音新策略計劃以
及同工訓練，並應邀在 Akrofi-Christaller 神
學院授課。未來計劃在英語及葡萄牙語的環境當

中繼續輔導訓練同工。 

 葛欣如 

Brenda Carter 

Mission to the 
World (MTW) 

Hakka Church 
Planting 

Ministries 

在台灣三義客家的福音工作及同工培訓 
Hakkacarter@gmail.com 

 夏隆、吳欣曉 

Shalom & Felise 
Alaichamy 

威克裏伕聖經翻譯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夏隆和吳欣曉在南亞工場服事，他們用語言學和
翻譯的恩賜幫助翻譯聖經和福音資料，成爲當地
的語言文字。他們還在當地開展語言咨詢的講座
和傳福音的工作。Felise 是在 ACCC 長大信主。
Shalom 目前正在攻讀心理學博士，為機構中有心
理輔導需要的宣教士作裝備。Emory 畢業后奉獻
事奉。 

* 劉在勝 張秀榮 

Zaisheng & 

Xiurong Liu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CRU)  
學園傳道會
rongzi4621@gmail.com 

在勝於 95 年悔改信主，98 年底在美國的一次培
訓會上他們回應了上帝的呼召，決定辭去手中工
作，全時間做學生福音工作。99 年初加入學園傳
道會(CRU)直至今日。他們的主要工場是法國、歐

洲的華人留學生，向他們傳福音。 

 李植奇 

Jack & Judy 
Leibowtz 

The Evangelical 
Alliance Mission 

李植奇來自猶太家庭，于 1977 年首次真正明瞭
“基督是我的救世主,為我的罪而釘死在十字架
上”。他的目標是幫助香港教會去中國傳福音及
門徒訓練。他已學會廣東話並開始做牧會的工作
。 

 佘明恩 金磊 
Paul Sheh & Lei 
Jin 

歐洲校園事工 
Europe Campus 
Ministry (ECM) 

歐洲校園事工宣教士，目前在德國東部大學城
Chemnitz 向中國留學生傳福音、牧養團契，並
帶領團契學生支援附近幾個校園的福音工作。 

* Moussa and Assita 
Coulibaly 

West African 
Christian 
Ministries 

judyhull13@hotmail.com 

Dr. Moussa 完成他在三一神學院的學習後，回到
布吉納法索興辦教育，並藉著教育傳福音。在短
短十幾年中，他建立了二十多間教會，開設了六
間小學，三間初中學校。另外，他也設立了一間
聖經學院，並創辦了一間愛滋病孤兒院。 

mailto:Hakkacarter@gmail.com
mailto:rongzi4621@gmail.com
mailto:judyhull13@hotmail.com


46 

 

 姓名 所屬機構 事工簡介 

 Edgar & Gladys 
Guitz 

陶匠的家 

Potter’s House 
Association 

www.pottershouse.
org.gt 

數十年來在陶匠的家在圭地馬拉城的垃圾堆致力于
改善拾荒者的生活，醫療以及改善他們下一代的教
育條件。近年來特別關懷家庭關係以及創辦職業訓
練中心，幫助許多學員找到第一份工作。拾荒者住

在垃圾堆中，陶匠的家仍視他們為珍寶。 

 Grace Li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hinese Oversea 
Christian Mission 

(COCM) 

服事於 COCM 諾丁漢學生事工,包括門徒訓練及海歸
信仰預備,並與當地英文教會一起同工,建立中國學

生事工。 

 Connie Yu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hinese Oversea 
Christian Mission 
(COCM) 

為 COCM 佈道隊主要成員之一，在英國及歐洲的大
學校園傳福音。 

 Yin Min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hinese Oversea 
Christian Mission 
(COCM)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宣教士，主要從事學生事工及負
責部份文字事工，為 COCM 佈道隊主要成員之一，
在英國及歐洲的大學校園傳福音。 

 武雲海、鍾赤軍 

Yunhai Wu & 

Gabby Zhong 

基督教華僑佈道會 

Chinese Oversea 
Christian Mission 
(COCM) 

服事於Canterbury 學生事工,包括門徒訓練及海
歸信仰預備,並與當地英文教會一起同工,建立中
國學生事工。 

 黃光賜牧师 
Rev. Joseph Wong 

Servine in 
Mission (SIM) 

黃光賜牧師生於馬來西亞，曾在非洲黑人M 中傳
福音建立教會，長達十一半。於 2014 年起，重回
普世宣教與 SIM 團隊配搭，專心推動“兩個 13 
億”的事工，動員 13 億華人中的教會，提供訓

練，共同探討穆宣策略。 

* 羅幫祥弟兄 
Bang Xiang Luo 

夏威夷農場事工 

Hawaii China 
Mission Church 
(HCMC) 

羅弟兄是 ACCC 會友，蒙神呼召後放下事業，專
心於全職事奉，加入夏威夷農場事工。三年來，
共建立 4 個團契、一個門徒訓練班、78 位弟兄
姊妹受洗。並於二年前建立夏威夷豐收教會，
2019 年因事工需要，豐收教會加入宣道會，成
為夏威夷宣道會豐收堂，並計劃於 2019 年底動
工建造教堂。 

http://www.pottershouse.org.gt/
http://www.pottershouse.org.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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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所屬機構 事工簡介 

 Roger and 
Jessica Lam 

Epicentre Church 

Pasadena, CA 

Roger and Jessica 是在 ACCC 長大信主。Roger 
自神學院畢業後，在加州 Epicentre Church 服事
，近年蒙主呼召，特別對於信奉穆斯林的印尼福音
未得之民有負擔，已於 2019 年 6 月前往宣教。求

主祝福他們前面的道路。 

 Luke Gao Galilee 
International US 

Luke 全家是經過多年長時間的培訓，長期委身於
“福音出中國”的宣教士。 

 Kevin Ma Galilee 
International US 

Kevin 為回應神的呼召，經過 7 年的時間造就和培
訓，全家是長期委身於“福音出中國”的宣教士。 

ACCC 支持的宣教機構名單 
 

機構名稱 網站 事工簡介 

聖經廣播網 
BBN 

www.BBNRadio.org 國際性福音廣播電台及網路聖經學校，用多種語
言，包括中文,傳播福音。 

基督工人神學院 

Christian Witness 
Theological 
Seminary 

www.cwts.edu/ 1964 年由于力工牧師在加州聖荷西設立的基督工人
神學院。其宗旨為 “立於聖言勤於禱,忠於使命敏
於行” 現任的院長呂紹昌牧師，曾任 ACCC 主任牧
師。 

歐洲校園事工 

Europe Campus 
Ministry 

www.ecministry.net/ ECM 跨宗派及教會，禀持“親情福音” 的理念，藉
著以“中宣接力、短宣配合”為主的方式，進入
歐洲校園，向以中國留學生為主的群體，作全人
的關懷，傳揚基督的福音，建立團契，訓練信
徒。 

萬軍宣教事工 
Action Missions 

 神興起“萬軍宣教事工/Action Missions” 呼召
了一批愛主的華人,為著傳福音建立教會,預備迎見
主再來,將神國的福音帶到遠方. 其中多數是回教
國家。 

自從 2003 “萬軍”在各地設立了培訓學校,栽培
出大量的宣教士。學校所栽培的學生最重要的心志
就是: 願意完全跟隨主! 

陶匠的家 

Potter’s House 
Association 

www.pottershouse.org
.gt 

數十年來在陶匠的家在圭地馬拉城的垃圾堆致力
于改善拾荒者的生活，醫療以及改善他們下一代
的教育條件。近年來特別關懷家庭關係以及創辦
職業訓練中心，幫助許多學員找到第一份工作。
拾荒者住在垃圾堆中，陶匠的家仍視他們為珍
寶。 

https://www.gi-us.org/
https://www.gi-us.org/
https://www.gi-us.org/
https://www.gi-us.org/
http://www.cwts.edu/
http://www.ecministry.net/
http://www.pottershouse.org.gt/
http://www.pottershouse.org.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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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黃國義牧師

19 世紀中，聖靈在歐美帶動了屬靈大復
興，使得教會看到耶穌所交託的大使命，不
祇是局限於本地的教會事工，更是要把基督
的福音帶到萬國萬民，直到地極的挑戰。於
是教會相繼差派宣教士遠到非洲、亞洲和世
界其他各地方傳講十字架的救恩，而帶動了
影響深遠的宣教運動。從此宣教這個名詞，
就與跨國界、跨文化、跨種族的福音事工劃
上了等號，而支持宣教士到異國他鄉傳福音
的宣教負擔也慢慢的普及到許多基督徒的心
中。當今的教會，無論大小，每一年的預算，
幾乎都少不了「宣教」的這一個部門。許多
第一次來我們 ACCC 的朋友，都會注意到在大
堂門口的牆上所貼的對聯：「人去錢去禱告
去，口傳筆傳生命傳」，短短的兩句話，為
ACCC 弟兄姊妹宣教的心志，作了一個鏗鏘有
聲的告白！ 

回想小時候在台灣，父母帶我去參加的教
會，聚會的地方，是美國母會資助建造的教
堂，每主日站講台的，是一位白皮膚，黃頭
髮，高鼻子的美國牧師，很吃力的用閩南語
傳講信息。那時候台灣經濟還相當落後，會
友們的奉獻非常的有限，所有教會事工的開
銷，幾乎都是靠著國外母會的支持。感謝主，
當年這些外國宣教士離鄉背井，辛辛苦苦所
撒的福音的種子，已經發芽成長茁壯了。原
來處處要靠著外國人小心呵護餵養扶持的教
會，已經都自立了，經濟都富足了。現在換
成是我們華人教會差派宣教士，「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主)
的見證」(徒 1:8)，宣揚神愛世人的福音！就
如保羅所說的： 
羅 1:14，無論是希臘人、化外人、聰明人、
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 

無論我們是小時候在接受外援的教會信了主，
還是長大以後來到國外，在這邊的教會受了
洗歸入主的名下，現在就是我們償還福音的
債的時候了。 

我以前的教會有一位會友，提到他有一個
好朋友，雖然是白人，但是非常的愛台灣。

他不但娶了中國太太，還一直有個心志，要
全時間到台灣傳福音。經過長期的禱告與努
力，終於加入了一個福音機構，被差派到台
灣。他經由這位會友的介紹，也得到我們教
會的支持。我以前在台福教會服事，台福在
台灣已經設立了超過 60 間的教會，台灣牧師
的薪水我清楚得很，從美國差派一位宣教士
到台灣的花費，可以在台灣聘請好幾位牧師
還綽綽有餘。而且照著美國福音機構的計劃，
前兩年甚麼事都不用幹，就祇專門學習閩南
語。老實說，當我第一次了解到美國差派宣
教士所定的預算時，心理非常的不平衡，甚
至不想支持這對宣教士夫婦。然而聖靈用保
羅在腓立比書的話提醒了我，保羅說， 
腓 1:15-18，15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
也有的是出於好意。16 這一等是出於愛心，
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17 那一等傳基
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
鎖的苦楚。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
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

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保羅一生致力於傳揚福音，建立教會。然

而並不是每一個人對他的事工都那麼的讚賞

與支持。他知道有些人因為嫉妒他的成就，

就拼命傳福音，要與他一爭長短，比對高下，

也許還想把他所建立教會的會友搶過來，擴

大自己的勢力。他也知道不少猶太教背景的

基督徒對他的神學有許多的不滿，譬如保羅

不要求外邦人行割禮，他們就攻擊保羅是為

了要爭取傳福音給外邦人的果效，而降低標

準，妥協了真理。因為聖經明明規定說： 

創 17:10，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這就

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們所當

遵守的。 

當然保羅並沒有廢掉割禮，而是強調割禮更

深一層的屬靈意義，他在歌羅西書就說， 

西 2:11 你們也在他裏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

割禮，而是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基督的割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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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誠實」就是動機不純的意思。保羅知
道這些人其實並不是那麼堅持真理，因為早
在耶路撒冷大會中(徒 15)，使徒們就已經同
意了保羅這個教導，所以他們聯合在一起，
組黨結派，就是故意要攪擾保羅所建立的教
會，使保羅更加痛苦而已。然而面對這些敵
擋他的人，保羅說： 
腓 1：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
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保羅說，祇要基督被傳開了，那別人再怎麼

刁難我，這有何妨呢？ 

是的，美國差傳機構願意付出這麼大的代
價，差派宣教士到台灣，這有何妨呢？無論
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有人來教會是為了追求真理，有人來教會
卻是為了交朋友，這有何妨呢？無論怎樣，
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有的教會注重詩歌讚美，有的教會注重神
學教育，有的教會注重團契生活，有的教會
注重小組增植，有的教會注重關懷社區，有
的教會注重舉辦活動，這有何妨呢？無論怎
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有的教派偏向靈恩經歷，有的教派偏向敬
虔成聖，有的教派偏向社會公義，有的教派

偏向積極正面的信心，這有何妨呢？無論怎
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最近教會許多人參加了網上幸福小組培訓
課程，我知道有些人對楊錫儒牧師的一些理
念，以及幸福小組過於偏重傳福音的作法，
與 ACCC 注重神學查經的傳統，有很大的差異
而感到不安。我要說的是，這有何妨呢？無

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羅 10:14-15，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
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

能傳道呢？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是因為有人奉差遣，
向我們傳道，讓我們聽到福音，信而受洗，
成為神的兒女，得到了神所賜的「今生和來
生的應许」(提前 4:8)。那現在就是我們償還
福音的債的時候了。各位弟兄姊妹，神擺在
你心中的是那一方面的負擔？有人對學生事
工有負擔，有人對難民事工有負擔，有人對
回民宣教有負擔，有人對幸福小組有負擔，
有人對三福團隊有負擔，有人對兒童福音事
工有負擔，有人對關懷支持宣教士有負擔，
有人對從未聽過福音的民族有負擔，有人對
福音的廣播有負擔，讓我們投入服事，「人

去錢去禱告去」，同心向世界宣告說： 

腓 1：18，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Reaching The Sundanese In West Java, Indonesia The Lam Family
Dear ACCC, 

Greetings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from 
Bandung, Indonesia! As we write this letter, we 
have just arrived back to our home in Bandung 
after a 1 month break in the USA. We are so 
happy to have been able to visit Sunday 
services recently at EACF and spend time with 
our family there in Atlanta. We are beginning 
our 3rd year in the mission field, and we are so 
incredibly grateful for your partnership through 
prayer and giving. We could not do this without 

OUR FAMILY WITH ETHAN TAI, SON OF MICHAEL AND 
VELEDA, WHO LIVED WITH US FOR 2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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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Thank you for constantly praying for us, 
caring for us, and making sure that we’re 
equipped. 

We’d love to share about some things that 
the Lord has done this year in Bandung. Through 
our business, Java Adventure Company, we are 
able to employ and invest in a few local believers. 
One of them, Ibu E, is Sundanese and is trained 
in Disciple Making Movements. We love her heart 
to share with her family and friends. Recently she 
started a Discovery Bible Study with 2 of her 
relatives, a married a couple. The husband is 
mostly blind and the wife has a rare skin disease 
all over her body, so they have felt very outcast. 
Through the studying of Scripture they began to 
encounter the unconditional love of the Father. 
One day, during Bible study, a miracle occurred. 
The husband (remember, he’s BLIND) saw a 
vision of Jesus next to him! It was confirmation to 
him that Jesus is God, and the couple gave their 
lives to Christ (they are Muslim background). We 
were happy to host a small baptism celebration in 
our house for them. It is the first baptism we have 
been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ince being in the field, 
and we’re believing for many more!  

Though the pandemic has caused our work 
to be forced to slow down at times, God continues 
to open doors and opportunities with us to share 
with others. Recently, EACF funded a food drive 
for villages near where we live. During Ramadan, 
we were able to feed 2 entire villages with food 
packages containing essential nutritional needs! 

Our village 
leader even 
allowed us to 
say a few 
words in front 
of the whole 
village, at 

which Roger shared the story of the Good 
Samaritan. We thanked our neighbors for being 
so hospitable and kind to us as foreigners, and 
we shared that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true 
neighbors are ones that are willing to help each 
other in spite of ethnic ,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Jessie continues to disciple many young 
women through various forums. She teaches 
English at a women’s prison; she runs an after-
school program in a nearby village where we are 
supporting a local house church, which our 
employee Ibu E, attends; she has trained the 
women on staff of a local NGO that ministers to 
former prisoners in Discovery Bible Study, and 

she meets weekly with 3 other local believers for 
discipleship. 

We continue to run our business as our 
platform in Indonesia. We are proud to have been 
able to create jobs for locals and we are still 
working on expanding our business. If you want 
to see more about what our business is doing, 
please visit us at  
www.javaadventurecompany.com/ or 
www.instagram.com/javaadventurecompany. 

Finally, we covet your prayers and 
appreciate you remembering us. We have spent 
a majority of our life overseas in pandemic 
conditions, and often times it gets pretty lonely. 
However, we remember that in the Great 
Commission, Jesus never promises that we won’t 
experience hardship or loneliness. Rather, he 
promises to always be with us. Here’s how you 
can pray for our ministry:  
1. Please pray for the pandemic in Indonesia. It is 

one of the worst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cases 
and deaths, and the economy has been 
devastated.  

2. Please pray for movements to arise amongst 
the Sunda people.  

3. Please pray for our children: Micah (14), Isaiah 
(12), Evangeline (7), and Emmanuelle (5) as 
they begin the school year online again. 
Please pray for their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for friends, since this is the 3rd year they 
will be in online school. 

We thank God for you and are so blessed by you.  
Sincerely, 
The Lam Family  

We were so honored to host the baptism of 2 
new believers in our house recently. 

And surely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very end of the age. 
Matthew 28:2 

http://www.javaadventurecompany.com/
http://www.instagram.com/javaadventure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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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來函 劉在勝、張秀榮 宣教士夫婦          

親愛的弟兄姐妹：主內平安！ 
好幾個月沒有給你們寫信了。首先祝願大 

家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現在各地新冠疫情還沒有結束，人們都盡

量減少外出，特別避免人過多聚集，我們也
是如此。最近，除了主日，幾次參加集會也
都是為了一些要緊的事情。 

永恒的盼望 
人走完一生、離開這個世界，是人生大事。

七月份我們華僑教會有三位老人過世。疫情
中，弟兄姐妹在空曠的墓地舉行追思禮拜，
送別主裡睡了的人，也思想人生的意義。的
確，我們在世界上只是客旅，活在世界，卻
不屬世界。世上的一切都會過去，只有主裡
的盼望才永遠長存。 

疫情中的婚禮 
結婚，是人生中的大事，也是人生的喜事。 
基督徒結婚，都是在神面前立下婚約，結

為夫婦，即使在疫情當中，仍然如此。六月
初，尼希米團契的一對弟兄姐妹在華僑教會
舉辦婚禮。這是疫情爆發以來在教堂舉辦的
第一次婚禮。眼下，人們對新冠疫情還是恐
慌，但是這並沒有防礙這對新人在神前立下
婚約，我們為他們感恩。當然，按政府規定，
不允許人數太多，而且要求大家戴口罩。弟
兄姐妹、特別是教會同工們踴躍參加。婚禮
中，教會照例贈送新人一本中法文聖經做禮
物。雙方家人都很感動。 

七月底我們又去法國的另外一個城市參加
了一次婚禮，順便也看望那裡的弟兄姐妹。

十幾年前，我們和教會同工以及尼希米團契
的弟兄姐妹多次去那里短宣。我們常懷念那
片曾經留下美好記憶、和當地弟兄姐妹一起
同工過的地方。這次藉參加婚禮的機會，見
到了一些認識的弟兄姐妹。想起當時短宣中，
大雪紛飛，一起敲學生門、向他們傳福音、
邀請他們參加團契的情形，至今仍然歷歷在
目。除了老弟兄姐妹，還見到過去學生福音
營中的同學，現已成為學生團契帶領者。 

這次婚禮我們之所以被邀請，主要是 10 
年前新娘子初來法國，路經巴黎、然後到那
個城市讀書，但是那里人生地不熟。我們就
介紹她到那個城市的團契（就是今天教會的
前身，感謝主！）。新娘子雖在巴黎信主，
但在那裡受洗並度過學生生活，與當地教會
弟兄姐妹結下深厚感情。 

主恩滿滿 
八月初從外地參加婚禮回來沒幾天，秀榮

有咳嗽並伴有發低燒的狀況。我們都注射了
兩次疫苗，估計是有點受涼感冒。我們一方
面向神禱告，同時在這敏感時期，也認真地
自我隔離。神垂聽了我們禱告，賜下平安給
我們，目前秀榮的身體已恢復正常。 

♡ ♡ ♡ ♡ ♡ ♡ ♡ ♡ ♡ ♡ ♡ ♡ ♡ ♡ ♡ 
請為以下的事禱告： 
1.感謝主，讓我們免遭病毒侵害； 
2.自去年十月開始，教會安排在勝輔助兩位

新來的年輕傳道人，今年九月底結束。為 
一年以來神的帶領感恩。 

願神賜福你和你的全家！ 
 
學園傳道會 在勝、秀榮 二零二一年九月 

若你有感動支持我們的事工，請按下面方式： 
法國及歐洲國家 
抬頭 Agape France,soutien Paul LIU；地址：Agape France,B.P.29 77831 Ozoir-La-Ferrière Cedex 
北美：抬頭：CRU support Paul LIU(France),Acct.2731317；地址：CRU PO.Box 628222 Orlando,FL 328628222 

(每年你將收到學園傳道會的一張奉獻收據）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
儆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
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
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
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 彼得前書、第四章，7-10節 — 

Paul & Xiurong LIU, 40 Bd. Richard Garnier 78700 Conflans Ste. Honorine France 
Tel.: (33 1) 34 90 13 59；E-Mail: zx6prl899@free.fr 

mailto:zx6prl899@fre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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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歷程 羅幫祥宣教士 

在馬太福音 9：35-38 節說：“耶穌走遍
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
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祂看見許多的人，
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
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
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弟兄姐妹們：我們從這幾節經文就可以看
出主耶穌的心腸。主耶穌不但自己親身作宣
教工作，祂還呼召門徒出去作宣教工作，主
把宣教的大使命交託給每一個門徒。曾有一
位老牧師說:“宣教”就是還債，我們就是一
個欠債的人，僅此而已。如果那一個教會不
宣教，就不配稱為教會。這是神的忠心僕人
王永信牧師說的，我記憶猶新。 

宣教是主的心意和榜樣，我們要跟隨主的
腳步行。感謝神的恩典，2016 年 4 月我踏上
了人生的第一次宣教之旅，“夏威夷農場事
工”，時間過得非常快，一轉眼5年過去了，
在這 5 年的宣教
歷程中，因為有
主 的 允 許 ， 主
說：凡我吩咐你
們的，都教訓他
們遵守，我就常
與你們同在，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 馬 太 福 音
28:20）。神的
允許，我在這次
宣教中真正經歷
到神的信實和同
在，因為是主的
帶 領 ， 主 的 憐
憫 ， 主 愛 的 心

腸，如今夏威夷農場事工已有初步成效，我
們豐收教會的固定信徒約100人左右，（在這
5 年宣教中，受洗人數約 96 人），在農場中
的團契有4個，信心團契，小何團契，豐收團
契，星星團契，還有兩個門徒訓練，豐收教
會（Waianae）實行網絡敬拜，網絡查經。
（待疫情結束後，恢復實體敬拜及查經）。 

“宣教”實際上就是神賜的異象，異
像是事奉中的極大力量。沒有異象，事奉就
沒有能力，也沒有方向。有了異象，方向明
確，還要有完全願意的心，得把自己完全擺
上，要有承擔，更要有火熱的心，求神來使
用。有一首詩歌對我的宣教起到了非常大的
影響，“我願為你去”，神用聖靈的火為我
施洗，讓我充滿屬神的能力，讓聖火燒盡邪
情和私慾，因為我願意為你去，就是因我願
意宣教，願意傳福音，無論得時不得時，都
要傳耶穌基督的福音，為主作見證，神就把
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我們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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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豐收教會的異象： 
“異象”豐收堂 Waianae 的建堂計劃，

感謝神！建堂土地 43 萬多美元，神感動亞特
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母堂弟兄姐妹的支持，已
全部付清，施工圖也已設計完成，等待夏威
夷政府的批准，建築的全部設計費6.5萬也已
全部付清，施工圖設計批准後，我們會立即
開工。建堂經費的缺口，以後會向大家匯報，
請大家代禱，求神帶領。 

 2019 年神給我们另一個異象創建 Aiea 
分堂，目前分堂有近100人左右，有三個團契，
Aiea 團契，中國城團契，國語團契（國語團
契是夏威夷國語堂關閉後宣道會給我們服事
的）。 

 
 我們自身的裝備也在進行中，感謝神的

恩典！我同我女婿一起，一邊牧會，一邊進
修神學，宣道會神學院的“牧者神學研讀
班”，這個神學課程，是給已經有了傳道人
執照，已被按立成為傳道人的牧會人員所進
修的。我們還有2年左右就畢業了，求神賜恩
帶領。 

因為我願為你去，釘痕手引我前行，
我只願合你心意，看萬事為損失，受苦為小
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我確信釘痕手會引我
繼續前行。無論這個世界如何，無論疫情是
多麼的嚴重，無論前面的道路是多麼的艱難，
我們都可以靠主站立，這是神的允許。弟兄
姐妹們：傳道雖不容易，雖艱難，但真正的
艱難是我們的心被阻擋，被世界所吸引，不
願意為主而去。保羅說：你卻要凡事謹慎，
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份。我
們的職份是基督徒，是傳道人，是神的兒女。
我們是世界的光，我們是世界的鹽，我們活
著就是要榮耀神，見證耶穌的福音，直到見
主的面。世上的人儘管厭煩純正的道理，掩
耳不聽真道，我們仍然必須作傳道的工夫，
因為這是我們的職份，忠心傳道，為主受苦，
不算什麼，只要能把神的道傳出去，盡我的
職份，我就心滿意足。求神賜我勇敢的心，
一無畏懼，因為我願為你去。感謝主！願上
帝祝福大家！ 

羅幫祥弟兄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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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 13 億  代禱公函 黃光賜牧師，師母 
充滿信心，繼續前進的因由和動力，是

因為注目看耶穌的彼得，能行走在水面上。
定睛仰望耶和華的大衛去殺了巨人哥利亞，
專一跟從耶和華的迦勒，85 歲時要求出戰
亞衲族人所居住的山地希伯倫。看世界；沒
有人有信心向前踏步。單單仰望神，認識到
人雖不能，但神能。這是動力！ 

參與普世宣教，風險，代價不是陌生的
詞句，但近期來，風險與付代價的層次提高
到難以想像的地步。照理很多有心者裹足不
前，但，在六月的工人職前訓練時，多位興
奮的受訓，還期盼早日可上宣教工場。太令

人感動了！ 

因疫情的緣故，跨國宣教考慮到安全，
簽證及實際可以做到什麼，為此我們計劃焦
點放在‘本國異族中的跨文化’宣教事工。
這幾個月，神明顯的為跨國和本國中跨文化
提供機會，這包括不同團隊的代表與我們接
洽，尋找配搭的機會。在所需要經費上，有
人主動表示願意支持。神從不曾停止工作。 

請記念代禱 

1. 為神在這末後的日子，繼續選召。差派
工人去收割莊稼來感謝祂。為很多願意
回應神的個人或家庭，把福音帶到未得
之民來感恩。 

2. 為還在禾場的工人的安全，健康，信心，
事奉的機會代禱（三個家庭）。 

3. 為預備上宣教工場的十位宣教士代禱。 
4. 為推動在‘本國的異文化宣教’事工代

禱。*如想更多了解這方面的事工，請
讓我知道。由於安全緣故，我只提供資
料給有負擔代禱者。 

5. 家庭消息 
a. 大兒子 Job 將於 8月 21日結婚，到

時又是全家大團圓的時候。 
b. David 因疫情而停止飛行約 15 個月，

他於 6月第二星期已回到非洲以飛行
服務當地人。 

c. Ruth 在泰國宣教，前幾天傷到腳，
求神醫治。 

6. 非洲消息 
a. 在尼日爾（Niger）的黑人教會成長

中有挑戰，給初信者的栽培壓力大。 
b. 馬拉威（Malawi）2020 年 2 月從馬

國回來，分享該國的需要，神在動
工。目前有人準備前往宣教。 

7. 神學教育，培訓 
a. 8 月 23-27 日，為一神學院教‘跨文

化和 M 宣’線上密集課挑戰大，12
個小時的時差是主要挑戰。 

b. 為‘本國跨文化’事工團隊特別編
寫及提供訓練的指南。 

 

齊心努力，廣傳福音 
黃牧師，師母 

寫於美國獨立日（2021年 7月 4日） 

 

Two 1.3 Billion     Prayer Letter   
Rev. Kuong & Mrs. Wong

The reasons and motivations of our 
confidence to march forward; by faith Peter 
walked on the water; by faith, David fixed his 
eyes on God Almighty and ran toward the giant 
Goliath and killed him; by following our God 

wholeheartedly, Caleb conquered the hill 
country (Hebron), the land of the Anakites. 
Looking at the current world situation, we see 
danger and fear. Fix our eyes on Jesus. Even 



55 

 

though we are weak, but to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  

High risk and paying high price are familiar 
words for those who involve in World Mission. 
As the risk and danger have been elevated to 
such a level that we are facing extreme 
challenges that we may not have answer. “Slow 
down or stop and wait” becomes acceptable 
way to mobilize people for cross culture work. 
Yet, during our June candidates orientation, 
those who accepted training were so eager to 
get ready for the fields. That really touched our 
heart. 

Due to the COVID-19, sending workers 
overseas demands reconsideration; visa, safety 
and what kind of ministries are available? For 
this reason, we decided to develop “In country, 
cross culture, church planting” ministry 
opportunity. God is leading us in this focus 
ministry. He brought many groups of people to 
contact us and seek partnership to reach this 
part of the world with Christ’s love. God never 
stop working. PTL! 

 

Please pray 
1. Thank God that He is calling many to 

respond to world mission to admit the Virus 
challenge. 

2. Pray for those who are on the mission fields 
(three families). 

3. Pray for those who are getting ready for the 
mission fields (10 missionaries) 

4. Pray for the focus ministry (In country, cross 
culture).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please let me know, so that I can send 
you more detailed plans of this ministry. 

5. Family News: 
a. Job, our elder son and Natalie are 

getting married on August 21. Looking 
forward to my family reunion again then. 

b. David returns to Africa and serves the 
people there after 15 months of ‘Not 
Flying’. Lulia and Wei are coming to 
USA for the wedding. 

c. Ruth is in Thailand. Pray for her ankle 
(hurt recently) and safe travel to USA 
(Thailand is partially locked down 
again). 

6. Africa News: 
a. Remember our church in Goure, Niger. 

They are facing growing pain and 
security challenge. 

b. Malawi: After our visit to Malawi 
February 2020, E is responding to 
God’s calling and getting ready to go 
and serve there. 

7. Teaching a course at a Seminary and 
training; 
a. Teaching a course online for an institute 

in Malaysia: Cross Culture and Church 
Planting among the least reached 
(August 23-27). 

b. Training material for our team that 
focuses on “In country and Cross 
culture”. 
 

Reaching the world with one heart! 
Rev. and Mrs. Wong            July 4. 2021

把兩個小錢給神 Frank

弟兄姐妹，你會不會偶爾感嘆生不逢時？
如果生在主耶穌的年代，親眼看到祂的榮光，
該有多好！看著聖經中大能神人的事蹟，或
者其他屬靈偉人的傳記，我們是不是也想有
被主遇見、使用的經歷？事實上，我們不僅
沒有見過耶穌，也沒有經歷過大復興。很多
神蹟奇事，我們都只是耳聞，心馳神往而已。
感謝主！我們中間有許多不滿足，有屬靈追
求的弟兄姐妹。但有沒有可能，究其一生，
我們也得不著想得著的？ 

這些是妻子和我經常分享的話題。每每想
到這些，我就會被提醒奉獻兩個小錢的寡婦。
在神的國度裡，神需要能夠奉獻若干錢的財
主，也需要只能拿出兩個小錢的寡婦。如果
你只有兩個小錢，不要太難過，把這兩個小
錢給神，就可以了。說不定，在神的眼中，
你比財主更富有，將來會有更多的獎賞！這
是我最近經常安慰自己的話語，也用來安慰
所有追求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喜悅你
的追求！即使在世上看不到太多的結果，在
神那裡一定會有果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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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2:41-44 耶穌對銀庫坐著，看
眾人怎樣投錢入庫。有好些財主，往裡投了
若干的錢。有一個窮寡婦來，往裡投了兩個
小錢，就是一個大錢。耶穌叫門徒來，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比
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
拿出來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
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銀庫”是聖殿中的一個房間，存放值錢
的東西。房間前面也許擺著一個奉獻箱，供
信眾奉獻。怎麼使用金錢，體現我們的價值
觀，是一個人“三觀（世界觀，價值觀，人
生觀）”之一。價值觀很大程度地定義他是
怎樣的人。父母一般最肯為孩子們花錢，正
表達父母的愛。肯為主用錢，說明我們愛主；
相反，如果還沒有做到基本的十一奉獻，說
明信徒愛主，遵守祂命令的決心不夠。口裡
說愛主，錢卻不肯多拿出來的，那樣的愛是
虛假的。 

哥林多前書 16:1-2 論到為聖徒捐錢，我
從前怎樣吩咐加拉太的眾教會，你們也當怎
樣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各人要照自己的
進項抽出來留著，免得我來的時候現湊。 

在新約教會，奉獻是敬拜的一個環節。
“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每逢主日聚會，
信徒要按照自己的“進項”，在今天就是工
資，的比例抽出來。在我們家，奉獻的環節
都是很慎重的。看哪，耶穌正對面坐著，要
看我們怎麼奉獻金錢！既然主耶穌重視，我
們也要重視。雖然人少，奉獻的動作往往幾
秒鐘就結束了，但是每次我們還是唱奉獻相
關的歌，並且禱告。奉獻的時候，我們不僅
奉獻金錢，也同時肯定，我們所擁有的財富
都是從神而來，並願意為神而用。 

來奉獻的有很多財主。為有這麼多財主願
意奉獻感謝主！前段時間，我看到關於洛克
菲勒的故事，說他是世上最樂捐的財主。聖
經沒有說，財主投了多少錢，好像他們奉獻
的數目沒有那麼重要。有個窮寡婦也來，奉
獻了兩個小錢。小錢是當時最小的貨幣單位。
主也許是因為聽到了小錢掉入奉獻箱的聲音，
所以知道數目。 

大家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世上，不管哪
個國度，哪個時代，都存在貧富不均的現象？

在大部分的國家，這種現象受法律的保護。
一般國家的憲法中都有“公民的合法私有財
產不受侵犯”的條文，和摩西十誡中的最後
一條類似（出 20:17）。不僅如此，有些人生
來富有，有些人生來貧窮；有些人一生環境
優越，資源豐富，有些人一輩子沒有翻身的
機會；有些人身體健康，英俊美貌，有些人
出生就帶著殘障，相貌還很醜陋。雖然人後
天有一定的能力，改變人生，但很大一部分
是天生的，或者說被安排的。我們不得不說，
神並不公平。 

有人可能提出反對。聖經不是說，神是公
平的嗎？確實有許多聖經經文說，神是公平
的。我們來看一節典型的： 
申命記 32:4 他是磐石，他的作為完全，他所
行的無不公平，是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
又正直。 

這節經文肯定了神許多美好的屬性，其中
之一說，神所行的無不“公平”。這裡的
“公平”準確的翻譯應該是“公正”或者
“正義”，是一種法律審判意義上的公正，
英文翻譯為“just”。而我們這裡說的“公
平”是指給人的一樣待遇的意思，比較接近
英文的“fair”。比如父母給同齡的孩子零
用錢不一樣多，孩子會說：“It is not 
fair”；如果兩個孩子都犯了錯，父母只責
打其中一個，卻袒護另外一個，被責打的孩
子可能會說：“It is not just”。前面是不
公平，後面是不公正。 

其實聖經的教導也讓我們看到，神是“不
公平”的。我們來看兩個例子： 
路加福音 16:25 亞伯拉罕說：“兒阿，你該
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受過苦。如今
他在這裡得安慰，你倒受痛苦。” 

很明顯的對比就是拉撒路和財主。我相信，
拉撒路不僅僅是寓言故事裡的一個人物；他
確有其人。耶穌描述他是“一個討飯的…渾
身生瘡，被人放在財主門口，要得財主桌子
上掉下來的零碎充飢；並且狗來餂他的瘡。
（路 16:20-21）”沒有人會想成為拉撒路。
他生前可真是悲慘！那個財主呢？“穿著紫
色袍和細麻布衣服，天天奢華宴樂。（路
16:19）”聖經沒有說，為什麼拉撒路淪落到
如此的地步。但他和財主的境遇可謂天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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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某一天他在財主門前等零碎充飢的時候，
看到財主家的孩子有衣有食，高興玩樂，會
不會覺得“神很不公平”？換作我，一定會
的！ 

故事一轉，他們兩人都死了。拉撒路被接
到了亞伯拉罕的懷裡，財主卻下到火焰中受
煎熬！從拉撒路，特別是財主死後的經歷，
我們再次看到，神不“公平”，但是“公
正”。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拉撒路做了
什麼好事，使得他死後能夠享受反轉的待遇
呢？故事沒有交代，但聖經其它地方說了：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弗 2:8）神的
兒子耶穌基督為拉撒路擔當了罪孽。正因為
如此，神可以赦免拉撒路，施恩給他，體現
了神的“公正”。而財主有摩西的律法，卻
不遵守，死後因此受懲罰，也體現了神的
“公正”。神選擇施恩給拉撒路，卻沒有施
恩給財主。神確實不公平！實際上，恩典就
是不公平的。 

另外一段經文更直接地教導了這一點： 
路加福音 12:47-49 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卻
不預備，又不順他的意思行，那僕人必多受
責打。惟有那不知道的，作了當受責打的事，
必少受責打。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
託誰，就向誰多要。 

我們再次看到，在屬靈的啟示上，神是
“不公平”的。祂給某些人更多的啟示。弟
兄姐妹，你羨慕保羅被提到三重天上經歷嗎？
你羨慕約翰在啟示錄中看到的異象嗎？可以
羨慕，也應該羨慕！但若是神不給你，你就
沒轍！ 

不過這兩節經文告訴我們神另外的一種
“公平”，就是“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
託誰，就向誰多要。”我把這稱為“神的相
對論”。神給人的確實不一樣多，但祂向人
要的卻和給的成正比。如果神多給了，那人
卻不順著神的意思行，就必多受責打。比如，
神對摩西格外的嚴厲。因為摩西沒有給孩子
行割禮，神就想殺他（出 4:24）。摩西生氣，
擊打了磐石，神就不允許他進入迦南（民
20:11-12）。相反，如果神少給某人，那人
卻按照比例多給了神，正如這寡婦，她給的

不就是比眾人更多嗎？弟兄姐妹，現在你問問

自己，你還想要成為那個神多給的人嗎？ 

看到窮寡婦奉獻了兩個小錢，耶穌叫門徒
來，特意給他們上了一課，說：“我實在告
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比眾人所投的
更多。”從描述來看，這功課很重要。我們
也要認真聽：在耶穌的眼中，寡婦的兩個小
錢比財主的若干錢“更多”！這就是耶穌基
督的相對論。說到相對論，我又想到“聖經
中兩個數學問題”。第一個是“不成比例的
工價”： 
馬太福音 20:8-14 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
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
起，到先來的為止。”約在酉初僱的人來了，
各人得了一錢銀子。及至那先僱的來了，他
們以為必要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錢。他們
得了，就埋怨家主說：“我們整天勞苦受熱，
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
一樣麼。”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
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
麼？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
這是我願意的。” 

這是耶穌講的一個比喻。一個園主僱傭了
三批人。第一批工作了一整天，第二批大約
半天，第三批只有一個小時。但是園主給的
工價卻一樣多。不要說那些整天勞苦的工人，
連我們這些旁觀者也要憤憤不平吧！當然家
主並沒有虧負任何人，只是多給了那些只做
了半天或一個小時的人。正如祂自己說的：
“朋友，我不虧負你！……我給那後來的和
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恩典本是不公
平的！ 

故事中有一個情節說，那些人之所以晚來，
是因為沒有人僱他們。被雇傭就是一個恩典。
可以想像，還有許多人沒有被雇傭；甚至也
有人懶在家裡，不願工作。因此，做工多少
並不決定工價，答應進家主的園子和他開出
的條件才是決定因素。如果我們把一錢銀子
解釋成救恩，就能明白了。聖經說：“你們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弗 2:8）每一
個信的人，無論他以前多好（或者多壞），
都不會成為得救的決定因素；信主時間的長
短，信主以後的服事，也不會成為影響他們
是否得救。這點在和主耶穌同釘的強盜身上
特別地顯明出來。他只做了一個信心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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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救了。在得救上，他和從懂事就信主，
然後一生奉獻，服事主的人沒有什麼兩樣！ 

另外一個比喻正好不同，說明不同的付出
會得著不同的賞賜。我稱之為“成比例的賞
賜”： 
路加福音 19:15-19 他既得國回來，就吩咐叫
那領銀子的僕人來，要知道他們作生意賺了
多少。頭一個上來說：“主阿，你的一錠銀
子，已經賺了十錠。”主人說：“好，良善
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
權柄管十座城。”第二個來說：“主阿，你
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錠。”主人說：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大家知道，這比喻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太
25:14-30）。兩個版本主線一樣，細節不同。
耶穌講了兩個類似、卻不同的比喻，說明比
喻要表達的內容非常重要。在這個比喻中，
主人給了三個僕人各一錠銀子（一百個銀
幣），要他們去做生意賺錢。第一個僕人賺
了十錠。主人表揚他說：“好，良善的僕
人。”然後主人給了他極大的權柄，說：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
十座城。”哇！這獎賞實在太大了，賺十錠
銀子換十座城，增值太大了！這說明，主人
是何等富有，並且滿有恩典。投資在神的國
度裡是“一本萬利”的。另外一個僕人用一
錠銀子賺了五錠。雖然耶穌講的有點省略，
我相信主人也表揚了僕人，然後說：“你也
可以管五座城。” 

第一個僕人用一錠銀子賺了十錠，就是十
倍，可以管十座城；第二個用一錠銀子賺了
五錠，就是五倍，可以管五座城。這個比例
非常明顯！神的獎賞是按照相對比例給的。
假設一個僕人只拿了一個銀幣，賺了一百個
銀幣（一錠），就是百倍。雖然在絕對值上，
他比前面兩個僕人賺得都少；在相對值上，
他卻賺了百倍。按照主人的標準，他賺的反
而是所有僕人中最多的，應該可以管一百座

城！ 

相比之前的無論工作多長時間，都是一錢
銀子的工價，這裡“成比例的賞賜”是不是
感覺合理多了？一般解釋，這裡的表揚“良
善的僕人”代表救恩，而“有權柄管十座城”
代表獎賞。在馬太福音的故事中，沒有提到

獎賞，只有救恩，主人對前面兩個僕人所說
的表揚是一樣的：“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
的僕人！……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太 25:21,23）我們繼續往下看： 
路加福音 19:20-26 又有一個來說：“主阿，
看哪，你的一錠銀子在這裡，我把它包在手
巾裡存著。我原是怕你，因為你是嚴厲的人。
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下的還要去
收。”主人對他說：“你這惡僕，我要憑你
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嚴厲的人，
沒有放下的還要去拿，沒有種下的還要去收。
為什麼不把我的銀子交給銀行，等我來的時
候，連本帶利都可以要回來呢？”就對旁邊
站著的人說：“奪過他這一錠來，給那有十
錠的。”他們說：“主阿，他已經有十錠
了。”主人說：“我告訴你們，凡有的，還
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
來。” 

還有一個僕人把他的一錠銀子包了起來，
並沒有按照主人的命令去賺錢。這個僕人最
後被“定罪”了，說明他沒有得救。在馬太
福音的版本中更明顯，他被“丟在外面黑暗
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太 25:30） 

僕人沒有去賺錢，按照他的話來說，是因
為害怕失去了本金。如果真實，這話體現他
的自我評價特別低。他自覺能力不行，做了
也不會有什麼效果，所以寧可什麼也不做。
我覺得，這正是很多弟兄姐妹的心態。舉一
個例子來說，看到弟兄姐妹病了，我們會不
會過去為他按手禱告？因為聖經說：“信的
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
16:17-18）我們不去按手，潛意識是說：
“我沒有恩賜。我按手有什麼用？”沒有恩
賜，可能是真的；按手，可能真的只有一點
點、看不見的果效。對於被按手的人來說，
可能確實沒有太大幫助。這就好像寡婦的兩
個小錢，對於銀庫有什麼作用嗎？應該沒有！
但是耶穌卻大大地表揚了寡婦！ 

其實主耶穌看重的不僅是比例，還有優先
次序。耶穌不太看重財主的若干錢，“因為
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裡頭。”我
遇見過一個姐妹。她是一個上市公司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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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有一天神給她足夠的錢，她就會奉獻
自己，全職服事。不要說，很多信徒都有類
似的想法。你想不想發一筆一百萬的橫財，
你就可以拿出十萬來，奉獻給教會？這樣也
是不錯的，至少神祝福了你，你沒有忘記神。
財主自己有餘了，願意拿出來奉獻，也是好
的。但是那個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
養生的都投上了。”這是主如此欣賞她的另
外一個原因。 

列王記上 17:11-14 她去取水的時候，以
利亞又呼叫他，說：“也求你拿點餅來給
我。”她說：“我指著永生耶和華你的神起
誓，我沒有餅。壇內只有一把麵，瓶裡只有
一點油。我現在找兩根柴，回家要為我和我
兒子作餅。我們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亞
對她說：“不要懼怕，可以照你所說的去作
吧！只要先為我做一個小餅，拿來給我，然
後為你和你的兒子作餅。因為耶和華以色列
的神如此說：‘壇內的麺必不減少，瓶裡的
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
子。’” 

這是舊約的一位寡婦，也是大有信心的。
神找到她，為以利亞供應食物。但是神對她
有一個考試，就是要她為以利亞“先做一個
小餅”。若有信心，這看起來不是一件難事；
但若沒有信心，這真是要命的！就好像今天
故事中的那個寡婦，把兩個小錢都給了，下
一頓在哪裡呢？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想經歷
世上的祝福，那麼做財主吧！但是如果你想
經歷屬靈的祝福，可能需要做喬治·慕勒這
類的人。經常不知道下一頓在哪裡的時候，
神派人送來。那樣的人有一個特點，就是把
神放在首位。 

這真是我們非常需要學習的功課。很久以
前安排一個姐妹服事。臨到她服事了，她說
最近太忙了，沒有時間準備；一個弟兄因為
某天忙亂，忘記了聚會；一位不常來聚會的
信徒對勸勉他的人說：“我有空會來的”。
相反，我們中間有沒有一個弟兄姐妹，為了

主的事情耽誤工作的？好像還沒有看到過，

只有相反的情況！為什麼呢？很明顯，信徒
通常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裡頭。”
我們怎麼做，會讓主喜歡？那個姐妹答應服
事以後，應該“先”準備服事，而不是事到

臨頭被工作擠掉。弟兄那天一醒來，就應該
“先”把晚上的聚會放在心上，如同一天最
重要的工作。其它的時間、精力就圍繞著聚
會來安排了；那個“有空就來”的“信徒”
要問問自己是否真信？如果真信，要調整自
己的工作，把聚會的時間分別為聖；如果覺
得聚會無所謂，就不要說自己是信耶穌的了！ 

寡婦“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回去
她吃什麼呢？耶穌的表揚能當飯吃嗎？沒有
經歷過的人還真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甚至很多弟兄姐妹也不想經歷這樣的事情吧！
我們積攢很多的財產在地上，往往就是為了
有安全感；反過來說，就是對神的供應缺乏
信心。 

希伯來書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
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
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追求主的人一定是以信為本的。我們對神
“信”的內容有兩部分：第一，信有神。
“有神”包含了聖經所啟示的神的屬性和話
語。第二，信神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把你的兩個小錢給
神”。為了鼓勵弟兄姐妹“行小善”，最後
用一節經文給大家兩個動機。 

馬太福音 10:42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
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
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第一，在世上，是按照絕對值計算果效。
財主的若干錢肯定比寡婦的兩個小錢有更大
的購買力。但是兩個小錢也不是完全沒有價
值。一杯涼水有幫助嗎？如果那人正好乾渴，
就很有用呢！主獎賞所有為祂而做的信心工
作。就是一杯水，主也要賞賜。我們有多少
信心，就一定有多少果效。記得一位弟兄說
過一句話，很有道理：“每一個信心的禱告
都有效果，有些大，有些小而已。”第二，
在主那裡，我們按照相對值得獎賞！如果一
杯水是你可以奉獻的全部，那麼你的賞賜就
更大了！今天你慿信心盡力為病人禱告，他/
她還是過世了。你會覺得自己很沒用，是吧？
我也覺得自己很沒用！但是如果在信心上，
我只有這兩個小錢，只要用足了，神還是會
喜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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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得新冠肺炎和在迦納的學習 邱凱萍宣教士 

今年 7 月初,我們的老大(10 歲)身體不舒
服,發燒,咳嗽,頭疼,在家裡休息了大概3天後
我們就送他回去上課了.他生病的第二天,我
也開始不舒服,像感冒,或呼吸系統發炎,7月7
日去看醫生,在醫生問我症狀的時候提到有沒
有失去嗅覺,我沒想什麼就回答正常,但是當
天晚上帶孩子上床睡覺的時候加了精油到噴
霧器裡,老二說"聞起來像檸檬草"我才發現,
好像已經好多天聽到孩子說某個地方很臭或
他們聞到這個那個我卻沒有反應,原來我已經
失去嗅覺好幾天了! 當時突然緊張起來"難道
我得了新冠肺炎?"第二天早上打了電話給一
個做這方面研究的迦納朋友,剛好他的公司開
始提供檢驗服務,當天他們公司派了人來家裡
給我跟我的丈夫 Joshua 還有兩個住在家裡的
年輕人也做了檢測.因為是朋友的關係,早上
10 左右技術人員來,下午大概 2 點就收到電話,
果然我跟 Joshua都是陽性,還好 2個年輕人都
是陰性.第二天因為安全起見,也給我們家三
個兒子請假,也給孩子做檢驗,感謝神結果都
是陰性. 

其實從我一開始不舒服到確定得到新冠肺
炎已經差不多快兩個星期,感謝神我在 4 月初
也打了第一劑的 Azera Zeneca疫苗,加上我在
這裡認識一對中國夫婦因為他們公司處理了
好幾個患病者,剛好我覺得不對勁的那個晚上,
她突然發信息問候我,我雖然心裡有點慌,但
是也知道神知道我的情況，所以提醒了這位
姊妹發信息給我.也因為這位姊妹接觸了好幾
個患病者,她就馬上請人把從中國買來的一些
藥送來我們家. 

我們確定患病後,我媽媽(邱李自珍師母)
也馬上在LINE開始一個為我們禱告的社群.也
很碰巧 7 月 10 日我有機會在一個網路禱告聚
會分享迦納華人的情況,分享前我就通知他們
我病了,所以他們很多同工也為我們禱告,7 月
10 日分享完有好多我不認識的弟兄姊妹們非
常關心我們,後來幾個禮拜告訴我他們一直在
為我們禱告.我覺得服事上帝的人有特別的祝
福,尤其因為我們在西非的迦納事奉,這個世
界有千千萬萬的人得病或甚至喪命,但因為我
們是宣教士,我們就得到特別多禱告的支持. 

我和丈夫 Joshua是 2012年 5月來到西非
的迦納(以前的黃金海岸).因為丈夫是在美國
校 園 團 契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USA)服事,他從 2005 年就跟同工
帶學生來迦納短宣,後來也帶隊來了好幾次,
在其中一次有機會到 Akrofi-Christaller 
Institute 參觀拜訪.其實本來是陪他的好朋
友參觀學校,主要是考慮在安息年的時候來迦
納學習,結果朋友沒有來,Joshua 卻幾年後帶
了我和一歲的孩子來迦納學習,並且在2018年
拿到博士學位.我們結婚前就有討論他想出國
讀神學的可能性,因為我已經在2003年在新加
坡的東亞神學院拿到神學碩士,後來在加州的
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讀了宣教博士的課程,我知道這幾十年來,上
帝興起"南方"的教會(Global South),尤其非
洲的教會非常興旺.如果來非洲的迦納讀神學,
一方面比在美國便宜,另一方面可以從這裏的
教會,肢體生活裡更深體會上帝如何興起當地
教會和從非洲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們學習上帝
給他們的神學功課. 

在過去 9 年我們經過很多挑戰,例如在
2014 年失去我們六個月大的女兒,和在一個跨
文化環境裡生活帶來的不便,尤其對我一直都
是在亞洲或美國生活,不會特別顯眼,我本來
也是喜歡躲起來儘量不讓別人注意個性內向
的人,但是在迦納突然變成"白人”(本地話叫
obruni),不管走到那裡都會被人注意到,尤其
他們覺得只要是白人就是有錢人,家裡偶爾就
會有人來敲門請求幫助,有時候是因為孩子病
了沒錢去看醫生買藥,或前幾年有一個70歲左
右的老人,之前得了喉嚨的癌症,除了他的妹
妹(也是老人)幫助他,沒有其他親人可依靠,
就來請我們幫助.我常常需要禱告求神給智慧
讓我知道如何幫助這些人,也必須相信耶穌會
看顧這些生活上經歷許多困難的人.  

在迦納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有一位掌管世界
至高神明的存在,不管出出入入見到人的問候
都是"Nyame adom”(上天恩典),加上這是一
個發展中國家,有點類似我以前去緬甸佤邦存
在一個事實,就是變化總是比計畫快,可能今
天計畫需要線上聚會,突然下大雨就停電而不
能舉行了,雖然不方便,大家了解環境有限,就
配合調整,如果不是"上帝許可",很多事都不
會完成.在這個環境下讓我需要"不住的禱告"
因為只有上帝掌控一切.在去年 3 月新冠肺炎
開始在迦納擴散的時候,我們這裡的婦女團契
就開始一,三,五早上 5:30 的半個鐘頭的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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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會.在迦納的許多教會也是非常積極禱告
呼求神憐憫,認罪悔改,幾次總統發言都是請
求國民向上帝或阿拉禱告祈求.到今年 3 月第
一批的疫苗來到迦納,總統和總統夫人打第一
針也舉行了慎重的儀式,有幾個宗派的牧師,
天主教,伊斯蘭教領袖代表向神祈求保護. 

從天然的角度來看,可能迦納靠近赤道,天
氣炎熱,一年到頭陽光充足,加上平均人口算
年輕,就算得病也很快康復.本地飲食比較少
人工添加物,大部分人如果在家附近就是用步
行,雖然醫療系統非常缺乏,設施不足,不先進,
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像世界其他一些地方
有非常高的死亡人數.我自己覺得迦納人沒有

辦法自誇,若不是上帝恩典,也許迦納也是像
許多國家一樣受到更大的影響. 

我從上大學時去緬甸短宣就體會過上帝極
大的保護和恩典,可能大多數人覺得宣教士犧
牲很大,但是我覺得從某些角度來說,宣教士
得到的是上好的祝福,得到許多人特別的禱告.
我們在迦納差不多 9 年的時間,也是學習到無
時無刻依靠上帝,不住的禱告的功課.感謝神
保守我和 Joshua 這次得到新冠肺炎後得到醫
治.我們除了感謝上帝也是謝謝許多教會的弟
兄姊妹為我們向神呼求.我們求神繼續大大賜
福給教會的弟兄姊妹,讓大家也是在各種不同
的挑戰,環境當中不住的禱告,依靠神大能的
拯救! 

英國來函 武雲海、鍾赤軍 宣教士夫婦 

英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宣教士 Missionary Of COCM, UK：Yunhai Wu, Gabby Zhong

 
 
 
2021年 9、10月 
 

禱告事項： 

1. 為中秋節福音聚會感謝神，雖然實體、線

上混合聚會 AV不順暢，但神竟然帶新人

來，還有一位新信主的弟兄，為他即將接

受門徒訓練禱告。 

2. 現在到 10月中是校園迎新月，為新的同

工團隊和輔導們禱告，求神加力。求神帶

領學生團契在新學年的查經內容，屬靈成

長有突破。 

3. 為我們的主日崇拜線下、線上混合聚會禱

告，求神增添信心和保護給弟兄姐妹。 

4. 現在線上進行的兒童主日學很不錯，但求

神帶領我們合適時候恢復實體聚會。 

5. 為我們在靈裡面的破碎老我、為主警醒，

和為教會守望禱告。 

 

Sept and Oct 2021  
 
Prayer items： 
1. Thank God for the Mid-Autumn gospel meeting. 

Although the hybrid meetings were not 
smooth due to AV problem, God has brought 
some new people, and a new believer was 
born. Please pray for his upcoming follow-ups. 

2. We will spend a few weeks to welcome new 
students in the student fellowship. Pray for 
the counselors and new co-worker team, and 
ask God to strengthen them. Pray that God 
will lead the student fellowship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spiritual growth in the new 
school year. 

3. Pray for our Sunday hybrid worship meeting. 
Ask God to help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have 
faith in Him and protection.  

4. The online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is running 
well, but we pray that we will resume the 
physical meeting soon.  

5. Please pray for our old self being broken in 
spirit so that we can be the good watchers of 
the church for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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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7 期 有趣又有奬的徵答 

為了鼓勵弟兄姐妹來閲讀本期期刊，我們根據文章的内容，出了這些題目，增加大家的興趣。
誰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內，答對其中的七道題目，將可以獲獎。我們會獎勵前二十位（答對全部
14題可獲兩份獎品，每家庭最多兩名成員參與）。請將你的答案電郵至文書部 
(literature@accc.org)，在電件中註明你的姓名和電話。 

 
1. 「一個難忘的下午」作者朋友的美籍丈夫叫什麼？可能罹患了什麼病? 

2. 在「舊約與新約的承續轉折」一文中，作者認為新舊約之間的連貫性有那幾點？ 

3.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中，作者提到那幾本書？ 

4. 「小故事大奇妙」中的心臟病患者總共被搶救了多久？有否活過來？ 

5. 「緬懷我們敬愛的屬靈戰士」中的吳翩翩姐妹是畢業於美國的哪一所大學？什麼系？ 

6. 這一期（107期）期刊中共有幾篇英文詩？ 

7. 「祂的旨意最美善」的作者參加的門訓叫什麼？ 

8. 「紀念馬蘭姐妹」中，馬蘭姐妹微信作者，她夢見什麼？ 

9.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中提到那一名最近去世的華裔新聞人物？ 

10. 在「秘密配方」一文中你可以找到什麼動物？ 

11.「廢墟中永活的盼望」及「秘密配方」共同提到一樣什麼食品？ 

12.「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一文中，題目這句話經文出現了幾次？經文的下半

節是什麽? 

13. 教會的主日福音聚會到今年(2021) 辦了多久? 

14. 哪幾篇文章的題目出自聖經？出自何處？請最少回答 2篇與出處。 

 
謝謝參與！答案在下期（108期）公佈。 

 

 

  

mailto:literature@ac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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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6 期 有奬徵答答案 
 

1. “編者的話” 中提到哪三節經文？ 詩 65:11，申 6:6-7，來 12:1 

2. “疫情第一線上的禱告” 作者是甚麼職業，在哪裡上班？ 麻醉科住院醫生，Emory 
University Hospital 

3. “必有神蹟奇事跟隨” 作者的丈夫遭遇了什麼意外？如何得到醫治？ 皮膚被油嚴重燙
傷，神親自醫治 

4. “新冠疫情中的祝福” 作者的父親今年幾歲？ 88歲 

5. TEE 課程 的 TEE 是哪幾個英文字的簡稱？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6. ”TEE 介紹“ 一文中，李前明牧師和師母提到至今在宣教工場服事幾年了？ 14年 

7. 這一期提到哪三個主日學課程？豐盛的生命，佳偶相隨，基要真理，基督生平) 

8. 這一期的期刊共有幾位受洗的弟兄姐妹寫見證？幾位弟兄？幾位姐妹？ 17位，9位弟
兄，8位姐妹（何軍是姐妹啊! ) 

9. “天上的飛鳥宿在它的枝上” 一文中，出現多少 ”鳥“ ？ 7 (或 4) (四個鳥字 -- 1
次在題目，3次在内容; 三隻鳥在圖畫中) (回答 4 也 算答對，因爲題目比較叼) 

10.“有聲短文 唱出以利亞”一文中，提到神劇第 29曲。這曲的歌詞是根據聖經哪些經文
㝍成的？ 詩篇 121：3 及 138：7 

11.“隔離式的詩班” 插圖照片中共有幾位詩班員？ 25位 

12.“靈修筆記” 作者用過對付“霸凌”最有效的武器是什麼？ 幽默 

13.“滿有恩典的修剪” 一文中，總共倒/砍了幾棵樹？ 9棵 

14.哪幾篇文章的題目出自聖經？出自何處？請最少回答 2 篇與出處。 

•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耶 32：17 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 必有神蹟奇事跟隨（參考 可 16:17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 

• 愛是永不止息（林前 13:8) 

• 天上的飛鳥宿在它的枝上（太 13:32 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 

• 聖靈初結果子的人（羅 8:23 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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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主內的弟兄姊妹們， 
 

歡迎大家透過文字來表達對主的讚美和感恩，一起分享祂在我們身上那數算不清、訴說不
盡的恩典。盼望今後的期刊成為教會弟兄姐妹的家書，滿滿的記錄神在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
的工作：牧長的信息、教會各部門的事工、精采的團契點滴、學習心得、好書推介、見證戴言、
生活分享、等等 … 讓我們更認識神家中的成員，一同體會教會服事中的挑戰、分享其中的喜
樂和甘甜。 

弟兄姐妹們，寫下您屬靈生命成長的軌跡吧！分享神透過教會對您的祝福吧！主耶穌基督
重生了我們，是要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人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願神在教會中、並在
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期刊誠意邀請大家踴躍投稿。我們敬請各團契的主席踴躍支持，鼓
勵弟兄姐妹暢談教會團契生活的點點滴滴。愿主的恩典與平安充滿您！ 

若您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與我們連絡！謝謝！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文書部期刊組敬啟 

 
投稿須知： 
1. 文章長度建議不超過 3000字（2-3頁) 。 
2. 文章可以用筆名，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電郵，電話，或其他聯繫方式。 
3. 請把文章用電郵寄給文書部 literature@accc.org 或任何期刊同工，手寫稿請寄到教會文

書部。 
4. 文章務要誠信，文雅，通達，並合乎聖經教義。 
5. 基於合一原則，文章不違背本教會信仰告白的內容，不牽涉任何政治立場。 
6. 文章中請避免高舉人，將榮耀頌讚都歸給神。 
7. 文章中經文的引用，請儘量準確，並標示出處。 
8. 文書部對文章保留刪改權，延期刊登，或不予刊登權。 

 
策劃小組：高淑華，夏保雲，莊明媚，鄭博元，劉雪英，邱曉珊，王燕飛 
編輯：高淑華（主編)，夏保雲，李怡賢（英文)，唐小兵（顧問)  
執行編輯（排版)：劉雪英，張煥春，邱曉珊 
校對：曾一言（繁體)，張煥春（簡體) 
封面設計：林競弘 
版面與插圖設計：黄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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