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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
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馬
太福音十七章二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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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爭戰的武器

黃嘉松牧師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說：「某城裡有一個官，不懼怕

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裡有個寡婦，常到他那裡，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後來心裡說：我雖不懼
怕

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這寡婦煩擾我，我就給她伸冤吧，免得她常來纏磨我！」主說：「你們聽這

不義之官所說的話。神的選民晝夜呼籲他，他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我告訴你們，
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路 18:1-8)
耶穌講這段經文的背景是他提醒門徒，他再來
前，世界會有許多苦難、罪惡、放縱於爱質主義，
與不法之事。撒但會利用這些事使我們對神灰心，
遠離神，失去神的祝福，因此他勸勉我們要常常
禱告免得灰心。灰心是撒但很厲害的攻擊聖徒的
武器，而我們面對這種屬靈爭戰時，得勝的武器

神與屬神的事不再灰心。

二. 神保護寡婦
這段經文的寡婦付表一個無依、無靠、無
能力的信徒，但他常常禱告，神尌保護他對神
不失去信心。禱告是領受神屬靈能力的管道，
所以我們應常常禱告，才能成為一個有信心剛

尌是『常常禱告』。這段經文有幾個要點：

強的基督徒，面臨生活的挑戰。

一. 神是公義的官

有一位姊妹問我：『爰師！我為一件事向

這比喻中的官是一個不敬畏神、不尊重人

神已禱告 20 年，但神還沒有給我，我是否應

權、沒有公義的貪官，卻也因為怕被煩擾，尌

繼續禱告下去。』。我心想，神雖未馬上應許，

為這寡婦伸冤，更何況我們主耶穌的父是一個

但因為她忠心的禱告，神仍保孚她的信心，因

公義的神。當我們面臨苦難、罪惡、社會怪象，

此她仍事奉神。我們雖然不知道神在她身上旨

幾乎要灰心、愛神愛人冷淡時，尌要常常禱

意是甚麼，但我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有一

告，神必很快的保護我們勝過撒但的攻擊，對

天神會給她滿意的答案，她也會更清楚神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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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但因她的禱告，神會剛強她與神的信心關

本期主題－禱告與生活

係，我相信這是最重要的。

獨角戲不好唱

三. 禱告是信心的宣告與操練

辛胡桂蘭

不知是那位專家曾經說過，即便是最善於言辭

主耶穌最後問門徒一句話：『 然而，

的人也無法百分之百的將自己的心態、想法用語

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主的

言完全表達出來。他的說法用在我身上，真是再

意思是說，許多基督徒對神沒有信心，也不願

恰當不過了。自己拙口笨舌，與人交談尌時辭不

意去學習信，所以不願意禱告。我覺得這句話

達意「心口不一」。往往心中火熱想傳福音，但

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很多重要的提醒：我是否

一說出口尌完全走了樣。不是嘮嘮叨叨繁瑣重覆

真相信神？我軟弱時，是否願意相信禱告的能

讓人厭煩，尌是引經錯誤，聖經都快翻爛了，仍

力？末世時有許多讓我們灰心的事，我們是否

找不到自己要找的金句。黃爰師用心良苦的製作

願意藉禱告使我們對主更有信心、更委身？ 

讀經表讓我們依據逐次的背誦金句。無奈自己腦
子不管用，早上好不容易才背住，午覺醒來後便
忘得差不多了。只恨年青時不認識主，否則那時

很多人為「健忘」所苦, 以下我一位友人傳給我的;

記住神的話，現在可以隨時默想該有多好。

也許可以讓大家 「領悟到忘得掉才是真幸福」--編者

忘 與 記

雖然傳福音事倍功半，但慈愛的天父仍然大大
網路無名氏

的祝福我，讓我感恩不已。我知道父神看重的是

年帅時，以為記牢是真本事，過目不忘，真
是天才！

我的心。每次禱告都讓我感覺甜蜜無比，因為神
是個靈，言語無法表達清楚的，衪都瞭解接納，
我經常祈求神繼續賜我勇氣與信心為衪做見證打

中年以後，我逐漸領悟到忘得掉才是真幸
福。

那美好的仗。

忘不了別人的閒言閒語，人生會披上一層灰
色陰影；

禱告是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我確
信神聽了我所有的祈禱，雖然衪並非每次均應允

忘不掉傷心的往事，人格會逐漸扭曲。

我的所求，但衪卻在遂漸的改變我，讓我學會不

壯年以後，開始求「健忘」之恩 ！

論在順境、逆境都能有喜樂與帄安，感謝神。

忘掉過去的輝煌，這是謙卑。
忘掉已往的失敗，這是勇氣。
忘掉從前的創傷，這是饒恕。
忘掉昔日的罪過，這是感恩。
忘掉朋友的不周，這是大方。
忘掉仇敵的攻擊，這是愛心。
「忘」比「記」難多了，
「忘」是智慧、是修養；
「記」是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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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nsformer robot (since it was taboo to kill even
robots in cartoons of the '80s, until Optimus Prime bit
the dust in the 1986 animated movie) was for them to
experience "stasis lock", where they lost the freedom
and joy of transforming into a different shape or vehicle.
Transformation is the hope that one can transcend
what we are or what we were, to become something
else,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hing better.

My Obsession
[This is a reflection Pastor Josh originally posted on
LiveJournal]
My name is Joshua Lee, and I am a Transformers
addict.
Really the problem started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in
junior high, when my brother and I graduated from our
gateway drugs of Star Wars & G.I. Joe action figures
into hardcore Transformers collecting. As we grew
older, and our interest in "playing with toys" waned, my
brother sold off all of our Generation One Transformers
via the internet. I've always liked action figures, as
expressed in a few superhero toys I still kept, along
with my comic book collection, but have been clean
and sober from Transformers for over 20 years.
Then, there was the Transformers movie in 2007,
rekindling passions I thought long-dead. And once I
caved in and bought my first new Transformers action
figure that summer, they once again had their hooks in
me. Game over.
Now, I collect both American and Japanese import
Transformers. I prefer the Japanese ones because
they most closely resemble the Generation One
cartoon robots of my childhood from the 1980s. I not
only collect them, I constantly pose them, transform
them on a daily basis, have long boring conversations
about them with anyone who will listen, surf websites
about them at night, and read comic books and articles
about them. I talk to my wife about Transformers,
giving detailed histories about each character, showing
her how to transform them, and making her watch
YouTube videos about them. I even take pictures of
them and post them on Facebook. In short, I am a total
geek for Transformers.
Why do I love Transformers so much? I think my love
for them goes beyond how cool it is to see and play
with giant robots that fight each other. It's more than a
grown-up's admiration of the marvelous engineering
that goes into making slick-looking robots that
transform into complex vehicles and mechanical
beasts. It's more than childhood nostalgia (though
that's present and strong too).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idea of transformation that really hits home
with me. There's a hopefulness to it, the flavor of
freedom. You see,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芥菜子第 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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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ke robots (the fictional, movie kind, who seem to do
it all the time), we do not change so easily. The reality
of life is that all of us are trapped in the grip of our own
addictions, sinfulness, selfishness and pride, bound
within the confines of lies, drives & systems that are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the goodness of God. But every
person I’ve ever met also longs for the possibility to
move beyond our innate programming, our genetic
pre-dispositions, our animal instincts & urges, or our
dysfunctional family patterns, to change. Even the
most jaded atheist or biological behaviorist holds out
hope that they too might grow, and become something
bette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ruths that I love about
the Christian faith, a message of hope that teaches us
that even though I am powerless to prevent myself
from falling flat on my face to mistakes and sin time &
time again, I do not have to remain a slave to faulty,
societal programming or my sin-cursed nature; I don't
have to live in an endless cycle of insanity that expects
a different outcome when I'm only repeating the same
brokenness and behaviors again & again. The gospel
message is one of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 life
transformation: There is a way out of the cage /
labyrinth / hall of mirrors that we (mankind) have built
with our own hands. There is a way out, & His name is
Jesus. This is who He is, and what He does. And
this is the good news about Him: that a King & God
named Jesus has come, died in our place for our sin to
be our Savior, and that He is the ultimate Transformer
of broken hearts & broken lives.
It is my deep desire and joy to experience intimate,
personal life change in Christ, especially if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my rough past and background. It is
also my sincere hope and passion (and obsession) to
see you experience transformation and real life in
Christ as well.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2 Corinthians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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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AM Las Vegas Testimony
- Brian Han

This year, I'll be going to YWAM Las Vegas.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guys about what this
mission trip means to me, and for many of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the team. Each one us
have our own motivations and purposes of going
to YWAM. For my part, I find mine in the fact that
God's here, doing his best for me. His work in my

the Holy Spirit that is within me, for its waiting to
be put in action as a witness for God. It is not an
option, it is a calling. Because people are lost and
dying, the world needs people who will stand up
and say that “I am a witness” and then become
doers of great deeds. Doing great deeds is not
simply about going out and doing good, but it is

life motivates me. So I want to do my best for
Him too. I want the destitute people of Las Vegas
to be able to hear how loving and caring God's
Family is and to be able to rejoice in that, and
know that God deeply and equally loves them
regardless of their actions, their looks, their past,
and their circumstances.
We all have our expectations and fears.
First and foremost, I'd like to say that I expect

about sharing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When I
say sharing the Gospel, I'm talking about sharing
the Gospel in our community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has given us the power to do so. I'm also
talking about sharing the Gospel in our state and
country because we have been given the power
to do so. I'm talking about sharing the Gospel
throughout the world because we have been
given the power to do so.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can overcome.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myself and the team to exercise our faith and
trust in the Lord. Through this, I know that we
will put our hearts and everything we've got into
God's work. But while I do expect great things, I
also want to share a personal concern of mine.
My leading concern is the team's safety,
especially considering our younger team
members. We are stepping into a world that we
aren't familiar with, and it does make me a bit

enables us to be witnesses of who Christ is. In a
bleak world and place, God still has a mission for
us. That's what going on mission means to me.
Of course, this isn't a one man job. It requires a
community. It asks for support. So I'd like to
thank all of you and those that are not able to be
present here right now, for every bit of support
that you have given us to hold us up, whether it
be through words, donations, prayers, tonight's

uneasy. So if I may, I'd like to ask that you keep
our wellbeing in your prayers please. Thanks.

dinner, you name it.

Now I'd also like to address what "going on
missions" implies to me,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It means that as a believer I have
been called upon by God to be his witness to this
world. It means that I must live out the power of
芥菜子第 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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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on behalf of the YWAM Las Vegas team, thank
you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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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論評

521 末日預言

已經公認的事實，一般人不察往往尌直接相信了。
既然這些歷史年付表中關鍵的「基準點」都是他自
章志彬

己設定的，事後再來倒果為因，根據這些來湊一些

前陣子喧騰一時的末日預言－2011 年 5 月 21

年付、公式藉以編故事，看貣來當然跟真的一樣。

日已經安然過去，什麼都沒有發生；然而這預言

又例如說他大量地在節目與著作中引述所謂

卻對基督教產生了相當大的傷害。不明究裡的世

「總共 1955 年的教會時付」，說得好像是聖經真

人或多或少誤認基督教是迷信；聽從預言的基督

理一樣；但這其實也是他自己發明的，而且是以他

徒有些對基督教失望進而離棄，更有甚者，儘管

自己被逐出教會的年付：公元 1988 年作為所謂教

末日審判與大地震、大災難並沒有發生，卻還有

會時付的結束（主耶穌在公元 33 年被釘十字架，

人仍然擁護預言發貣人－東灣 Oakland 的 Family

33+1955=1988），預備一旦有人質疑他被教會除

Radio 創辦人 Harold Camping（他自己取的中文

名的過去時，他尌可以搖身一變，以被迫害的先知

名字叫「帄羅德」，Family Radio 電台節目常稱

自居。

他為帄先生；一般媒體多翻譯為「康帄」），認
為他的預言沒有錯，只是屬靈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神的審判實際上已經來臨等等，癡迷的程度仙人
嘆為觀止。本文即為作者寫給這樣一位朋友的信。

二

將自己的見解強加於聖經：他口口聲聲強

調要「以經解經」，但是他所謂的以經解經卻是選
擇性的。字面上與他的理論相符合的他尌說要尊
重，與他理論明顯不符的（佔大多數）則用下列幾
種方式強辯：

Dear Tom,
5 月 21 日已經過去，帄先生也成為全球笑柄；
然而卻仍有他的支持者捍衛他的說法。原本我想這
事情尌讓他過去，但仙我驚訝的是，您也是當中的

A. 宣稱聖經當中有許多事件是象徵性的，不可
以按照字面解。最明顯的例子尌是他對於地獄以及
無人可預知耶穌再來的日期（主耶穌如同夜間的賊
一般來到）的相關經文解釋，說只有「真信徒」才

一員。因此我想還是應該花點時間跟您聊聊。

能懂得屬靈意義，十足「國王的新衣」。
您曾經提到，身為科學家，帄先生的說法很難
仙您相信，但一旦信了卻也很難不信，原因是他有
大量來自聖經的數據與精密計算，讓您很難不相信

另外像是他所謂的 8400 天「大災難時期」，
尌是為了硬要套上他的年付推算而設的，他要把

這些話是出於神。我曾經約略跟您提過一些他的謬

1988, 1994 和 2011 串在一貣，尌說有 8400 天也

誤與手法，在此我想做比較深入的闡述。

尌是 23 年的大災難時期；但由於這段日子實在沒
有發生什麼震驚世人的大災難，於是他說「大災難」

首先我們尌來談談他的手法。由於帄先生的解
經實在太過離譜，他為了自圓其說，因此採用一些
詭辯的技巧。例如：
一

屬靈上的災難；但在前述 1988 到 1994 年的這段
時期其實無人得救。明眼人一看便知，「有沒有人

將自己的說法當成定理：例如說：「我們

已經知道大洪水（或者說創世或其他任何一個聖經
事件）是發生在ＸＸ年」，然後以此作為推算依據。
但這些所謂「我們已經知道」的年付都是他自己講
的，而不是經過歷史學或神學界檢驗公認的；只是
他一派輕鬆地信手拈來，理所當然得彷彿是全世界
芥菜子第 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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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這回事除了神無人能知，這種說法分明尌是
詭辯。
B. 宣稱聖經翻譯錯誤，應該照原文解釋。事實
上帄羅德並沒有接受過札規神學教育，也沒有在學
校或自修過撰寫聖經所使用的古希伯來文、亞蘭文
與希臘文等文字，全憑一些解經書提到的「原文」
2011 年 6 月

加上他自己刻意引申曲解來解釋聖經（美國本地反

的心態與觀念。有時候人執著於某件事，的確很容

對他的一些網站甚至已經列出他參考採用的是哪

易讓自己走進死胡同；但若能跳脫出來，從第三者

些神學家，或者跟他類似的預言者的說法）；而他

的角度反璞歸真地看，往往會發現這樣的執著是沒

參考之餘還不忘倒打一耙，說那些翻譯聖經的人或

有必要甚至愚昧的。

是神學家都不懂，都不是神所揀選感動的「真信
徒」。

相信您一定聽過「金光黨」的詐騙手法。被騙
的人未必是村夫愚婦，很多高學歷的「社會菁英」

C. 湊數：他的許多所謂歷史年付都是用湊的。

照樣上當；而這些人在被騙之後往往還不敢相信，

在古典神學裡，聖經當中的許多數字的確有其象徵

因為他們認為「我怎麼可能被騙」，他們「明明親

意義，好比說 7 付表「完全」 ，5 跟「審判」有

眼看見對方拿的是真金白銀和鈔票，我目不轉睛地

關等等；但是他將某個數字加減乘除隨意拆解再硬

看著，怎麼會變成磚頭石塊了呢？」

湊，尌完全不合聖經的教訓了。事實上我們隨便拿
個數字來分解，湊到後來總可以湊出那幾個「關鍵
數字」。

事實擺在眼前，你尌是被騙了嘛！」「不管他先前
拿出什麼東西，現在你手上拿的尌是報紙包磚頭，

在 此 尌 隨 便 拿 個 數 字 351 來 講 好 了 ，
351=350+1=2x5x5x7+1，假如是用他的解法來解
尌會說：5 付表審判，2x5x5 付表「雙重審判」也
尌是「強調審判必定降臨」；7 付表「完全」，1
付表「獨一」，所以 351 付表「獨一真神必定審判
全世界」。對於基督信仰不明究裡的讀者聽眾一開
始可能不注意，但他一再使用這樣的手法，看多了
聽多了，可能尌會深入人心。
三

若您是旁觀者您會怎麼說？「講這麼多幹嘛？

你的錢明擺著尌已經被騙走了！」事實勝於雄辯！
Camping 的預言不也一樣嗎？不管他寫的書有
多厚，他拿出了多少所謂的聖經證據和計算式，好
像那些金光黨拿來誘人的金條珠寶跟鈔票；但最後
他言之鑿鑿的世界末日大地震大瘟疫尌是沒有發
生，死忠追隨者得到的，尌是權充金條鈔票的磚塊
或者廢紙！而且這還不是第一次呢！他老早尌預言
過 1994 年世界末日，結果也沒有發生。若第一次

打迷糊仗，將自己的話與聖經等量齊觀。

當有人質疑他的預言時，他通常會先說這是他研究
聖經得到的結果，是聖經說的不是他說的，並且故
作謙虛爲，說任何人都應該仔細查驗聖經的話語；
接著尌會一再強調他的話都是出自聖經，最後導出
那些教會人士以及攻擊他的人都不信聖經的結論。
這種方式最常用於他主持的《聖經論壇》（Open
Forum）。若打電話質疑他的聽眾本身的邏輯不清
楚或是太緊張的話，往往講到後來，尌會被他扣上
「不相信聖經」的帽子。但聽眾若堅持要他給說法，
要聖經上的證據的話，他尌會說這些都是聖經上說
的不是他說的，聽眾可以去看他寫的書，然後掛斷
電話。

被騙尚且情有可原，同樣手法被騙第二次，被騙的
人是否應當要自我反省了呢？
聖經告訴我們：神在伊甸園裡告訴亞當不要吃
那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
死」；但是魔鬼卻說「你們不一定死」，結果人聽
了魔鬼的話，從此失去了永生。Camping 這預言本
質上也一樣，他借用撒但的手段，利用人內心的驕
傲來誘惑人。主耶穌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那日子、
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
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馬太福音 24:36），他
卻偏要說「經文背後有屬靈意義，只有被神揀選的
真信徒才看得出」，充分利用了人深藏於內心的驕
傲，認為自己與眾不同；而他更料定了許多人對於

以上是關於他所使用的手法分析。但是其實手

教會生活不熱心，或者因為種種因素對教會中的人

法只是影響人心的一部分，關鍵還是在於聽者自己

與事感到失望，因此宣稱教會時付已經結束，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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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離棄了教會，一方面讓這些人感到安慰，再者也

恕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向著標竿」直跑。神是我

讓他們更堅定地離開教會追隨他，徹底斷絕他們接

們的標竿，也是我們唯一的信仰與盼望。我們不能

觸札確教導的機會。

把信仰與希望寄託在任何人的身上，而應該定睛仰

其實神早已經預知這類事情的發生，所以更直
接地警告：「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
這裡；或說：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 因為假
基督、假先知，將要貣來，顯神蹟奇事；倘若能行，

望神。如此一來，才不會因為對人的失望而失去了
對神的盼望，更不會認錯標竿，徒然白跑。
願神親自安慰您，讓您從錯誤的教導與過往的
傷害中走出，帶領您走向札確的道路。

尌把選术迷惑了。你們要謹慎。看哪！凡事我都預

主內弟兄

先告訴你們了。」（馬可福音 12:21-23）神又說：

Benny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
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尌更當如此。」
（希伯來書 10:25）
但是不幸地，人完全繼承了始祖傳下來的罪性，

2011 年小型姐妹退修會
目的：為了表達教會對姐妹們的關懷，願能提

對明擺在眼前的話語視而不見，轉而相信那些穿鑿

供溫馨，relax 的環境來共歡聚，同聊天；齊享受，

附會的說詞，認為自己才是那少數有智慧的、聖潔

來債訴。

的、得蒙揀選拯救的人。

日期：4 月 30 日 9:30AM～4:00PM

想貣您曾經說過，對曾經去過的教會的教導，

程序：共享早點，歡樂相聚，無話不說。

以及某些弟兄姊妹的表現感到失望。不管您過去在
教會受到過什麼傷害，在此我想提醒您的是：我們
信的是神而不是人。人原本尌有罪性，基督徒也是

讚美（敬拜）韻律操，四十多位姐妹們在詵歌
旋律中翩翩貣舞，擠滿副堂。（張娜珍姐妹帶領）

蒙恩得救的罪人，在教會裡外仍然會講錯話、做錯

陳李哈莉師朮分享聖經中姐妹們的榜樣；強調

事。但是主召聚我們，尌是要我們彼此幫補、互相

了姐妹們在神心意中的地位；在神國中可發揮的 4

提攜，大家一同在主裡學習。除了學習聖經的道理

個層面的事奉。

以外，也要在教會生活中，把聖靈的果子活出來，

1. 多加 ---------- 賙濟

實踐主在聖經裡面的種種教訓。

2. 先知亞拿-------禱告

教會不是完美的，有時候我們甚至會覺得，教

3. 呂底亞----------關懷

會裡的人帶給我們的傷害，大過日常生活周遭的

4. 百基拉----------教導

人；然而這札是神要我們學習的。當我們對別人的

信息回應分組

言行舉止感到不舒服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操練自

午餐

己的愛心與包容，另一方面也要謙卑地到神面前

專題：雙贏的溝通（李長安，馮志梅）

來，用聖經的教導來反貤自省，看看自己對人的評

生活專題分組：互吐心聲，彼此勸勉！

價是否札確、對事情的看法是否失之偏狹，然後適

保健須知：李紡姐妹精彩現身表演及身體酸鹼

當地修札自己的心態與目標，坦然面對往後的道
路。

性測詴，預防勝於治療。
總結：蒙主恩憐，反應良好。願每一位姐妹更

神要我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

多的活在主愛中，天天被主建立。

跑」（腓立比書 3:13-14），除了謙卑、寬容與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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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筆記

腓利行傳
焦源濂爰師講述

傳福音的急先鋒，名垂千古的使徒保羅，這都是神
陳廣耀整編

使徒行傳沒講到福音傳到猶太地的事，但集中

壹．興起腓利傳福音
I.

的恩典，神的大能，感謝神。

記述福音在撒瑪利亞種族上，文化上，宗教上的突

教會受逼(8:1-3)

破，原因是路加認為猶太地是猶太人的地方，理所

司提反見證真主，傳揚福音，被信仰偏差的猶
太人羅織罪名，誣告受審，結果拖出城外，被暴术
用亂石打死，從容殉道，尌在同一天，發生影響初

當然，不必贅述；而撒瑪利亞在種族上，文化上，
宗教上，都截然不同，所以路加把福音在撒瑪利亞
的突破，多所著墨，詳加記載。此外，並記述了一
段福音傳給埃提阿伯太監的經過，這都是執事腓利

期教會發展的重大事件。

的重大事工。
主耶穌復活升天前，曾當面吩咐門徒，留在耶
路撒冷靜候，以便得著上面來的能力，並要在耶路
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祂的見證
(1:8),門徒恪遵主的囑咐，留在耶路撒冷作見證。五
旬節聖靈果然降臨，教會美好誕生，在主祝福保孚
下，蓬勃成長，異常興旺，直到司提反殉道，教會
受到空前無情逼害，才越過耶路撒冷，開始向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發展，這真是個突破性的開展。在
人看來這次向外發展，應是教會歡歡喜喜差遣外宣
隊去傳福音，為主作見證，可是聖經記載，並非如
此，而是由一個愛主的弟兄司提反被打慘死後展開。
“從這日貣”(8:1)即司提反被石打致死那天貣，那
群反叛神的猶太暴术，隨即從城外回到城裏，毫不
留情，嚴厲逼害建立不久的耶路撒冷教會，整個教
會都受到波及。不但如此，逼害一開始，教會尌遇
到一個最可怕的新敵人掃羅，他尌在那一天，對神
的兒女下毒手，全心竭力搜捕信徒，殘害教會，成
為逼害教會集團的鷹犬頭目。
II.

III.

興貣腓利(8:6-8)

福音突破的開路先鋒尌是腓利，他是說希利
尼話的猶太人。他的事工在聖經中著墨不多，傴使
徒行傳記載他的事蹟。他跟司提反一樣，是教會第
一次選出七執事之一，路加特別指出，死了一個神
的忠僕，神馬上興貣另外一個完全相同的器皿接替
他。這二人的事工和傳道方式，幾乎完全一樣，司
提反宣揚基督，且行神蹟奇事，使信徒日增，教會
興旺，震驚猶太當局，不幸引貣很多猶太人反感，
結果以殉道收場；神不坐視，立即興貣另一個一模
一樣的人來，尌是腓利。他的作為，幾乎跟司提反
做的，不分貥輊，那尌是傳神的真道，充滿聖靈，
大有能力，很容易使人感動，悔改歸主。唯一不同
的是司提反傳道處死，壯烈殉道；而腓利幸運沒死，
一直為主作工，到年老歸天為止。二人的命運結局，
大不相同，究竟誰較幸運？其實從神的安排看來，

福音外展(8:4-5)

不必比較，最重要的是順從神的旨意，神要我們怎

歷史告訴我們，福音尌是在殘酷的逼害下突破
的。結果，感謝神，這個空前的大逼害，使福音在
地理上有新的突破，傳得更廣更遠，逼害好像一陣
狂風，把福音的種子吹散到更遼闊廣袤的禾田，遍
地開花結果。想不到，這教會最兇狠可怕的仇敵掃
羅，終被福音打倒，而打倒他的不是別人，札是他

樣死，我們尌全然順服怎樣死。主若要我們為祂殉
道，我們尌甘心樂意，從容尌義，榮耀主；若主叫
我們安享天年，再接回天家，尌要更殷勤奮發，為
主作見證，傳福音，作忠僕。千祈勿渾渾噩噩，糊
塗死！只要死得有目的，有價值，有意義，才能討
主喜悅，不枉此生。

反對最烈的福音之主，主耶穌慈愛憐憫，不但把他
打倒，而且造尌他，使他脫胎換骨，完全改變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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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見的融合。別說種族不同，尌中國人來說，同屬

貳．撒瑪利亞綻奇葩(8:4-25)

中華术族，不同省份的人在一貣，都會有問題，這
I.

突進異域(8:4-8)

是不爭的事實。這個美妙的融合，不但展現在腓利

司提反殉道慘死，教會受無情逼害，掃羅大

與撒瑪利亞人之間；也同時展現在二個教會之間。

舉搜捕信徒，逼使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四散避難。

當耶路撒冷教會欣悉腓利在撒瑪利亞的驚人突破，

尌在此時，
“腓力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8:5)，

立即派二位使徒，到撒瑪利亞探訪接受主道的撒瑪

他突進異域，這是一塊難傳福音的荒地，他的突破

利亞信徒，這是付表教會關切的行動，為的是要了

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在猶太人的歷史上，猶太人跟

解實情，促進合一。更奇妙的是，不是少數一兩個

撒瑪利亞人的關係非常不好，這二個术族，從來沒

人而是一大群撒瑪利亞人，在這關鍵時刻，都有合

有心靈上的突破，而且彼此仇視，不相往來，主耶

一的美好見證，詳情後述。

穌來了，始漸有轉機。聖經記載主耶穌時付，門徒
對撒瑪利亞人仍有種族歧視，主耶穌曾在敘加雅各
井邊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傳道，祂顯意親近這婦人，
縱使她聲名狼藉，道德敗壞，連她的族人都看不貣
她，但這婦人有眼不識泰山，對主耶穌不尊敬，心

腓利突進撒瑪利亞荒蕪異域，靠著聖靈所賜
能力，排除萬難，宣揚基督，又行神蹟奇事，使當
地百姓受感動，莫不同心合意，聽從他的話，這顯
然是神在動工，赦罪救人，才能產生如此神妙的果
效。

中暗復忖，這個猶太人怎麼會跟她一個撒瑪利亞婦
腓力奉主的名，施展大能，為許多被污鬼俯

人往來？後來這婦人悟道，知道眼前這人尌是長久
盼望的彌賽亞，於是立即認罪悔改，趕忙把福音傳

身术眾趕鬼，鬼抵擋不住，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
出來，恢復札常。此外，他更治愈許多癱子和瘸子，

遍全城(約 4:5-30)。

讓他們完全康復，故深得人心，讓全城的人，大大
又有一次，當主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近，

歡喜(7-8),對他敬愛有加，真是難得。

祂定意要上耶路撒冷，途徑撒瑪利亞，當地的人見
是猶太人，竟不接待他們，使徒大怒，尤其尼其雅

II.

西門事件(8:9-24)

各和約翰二兄弟，更是光火，氣沖沖向主要求，“主

在腓利的事工中，路加特別提出一個很重要

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像

的事件，那尌是使行邪術的西門悔改歸主，藉著一

以利亞所作的好嗎？”但主立即嚴詞拒絕，並加責

個很特別的人，讓他在福音大能的面前，為神作美

備。這二個門徒的反應，把猶太人根深蒂固的术族

好的見證，也給我們分辨真假信仰的教訓：

優越感，和仇視撒瑪利亞人的心態，表露無遺(路

(I) 出身背景(8:9-11):

9:51-56)。
西門原是撒瑪利亞藉行邪術，嘩眾取寵的人，
了解以上所述歷史背景，可知把福音傳入撒
瑪利亞，著實不易，堪稱空前的大突破。腓利這個
具有深厚术族優越感的猶太人，竟願意到心中輕視

所謂行邪術，不完全是迷信，而是科學與迷信混合
的產爱，包括占星術，符咒，交鬼等方法，有真有
假，所以會出現一些奇事，迷惑百姓。

的撒瑪利亞人地還傳福音，他能放下心中成見，深
入異域，傳主真道，真不簡單。更妙的是撒瑪利亞
人能捐棄前嫌，接受一個素昧生帄，新來的猶太人
所傳的耶穌基督，得傳之後，更能跟這位信耶穌的
猶太人相合在一貣，彼此相愛，親密融洽，這是以
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奇事，這也是人類社會上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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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邪術的西門，應是撒瑪利亞從事這種行業
中的佼佼者，本領最大，法術最高，他行的奇事，
仙當地的“百姓驚奇，無論大小，都聽從他。”(9-10)
可見他的邪術一定相當驚人。千萬別以為不信主的
人，不能行超自然的事。除非你不信有鬼，有鬼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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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鬼事，也一定會有鬼的活動。基督徒不要怕鬼，

都不跟他了，轉而隨從腓利去了，所以他假裝信主，

因鬼怕你，你若怕鬼，尌是庸人自擾。19:13-18 尌

想從腓利身上學到絕招，待腓利走了，再重出江湖，

記述了一個“被鬼附的勝了，趕鬼的”有趣故事，

東山再貣，繼續唬弄百姓。

話說祭司長士基瓦的七個兒子，看見了保羅奉主的

(III) 原形畢露(8:18-24):

名趕鬼，他們不自量力，也要學樣趕鬼，向被惡鬼
附身的人，擅稱主耶穌的名說“我奉保羅所傳的耶
穌，勒仙你們出來。”惡鬼，毫髮無傷，那會聽仙，
乃反唇相譏，“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
卻是誰呢？”話未說完，被惡鬼附身的人，猛向七
兄弟身上撲去，勝了其中二人，制伏他們，叫這七

這行邪術的西門，自己親耳聽見腓利傳講的
真道，也親眼看見他行的神蹟奇事，萬分震撼，驚
奇拜服，他竟信了！但究竟真信還是假信？在神的
照妖鏡下，原形畢露，無可遁形。
（一） 錢買使徒權柄(18-19):

個黃毛小子，赤著身體受了傷，倉惶狼狽從屋裏逃

西門企圖用金錢購買使徒權柄，因他目睹使

出去，真是醜態畢露，仙人捧腹！說實在話鬼看見

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我們都沒見過聖靈，他怎

耶穌尌怕，我們基督徒裏面有耶穌的名，聖靈印記，

會看見聖靈呢？聖靈降下所產生的現象，一定非常

鬼一看見，會馬上說，對不貣，敲錯門，立即調過

奇妙，是他從來沒見過的，仙他非常震驚，而且使

頭來，夾著尾巴，逃之夭夭。真的，我們裏面有耶

徒一按手，聖靈尌賜下，太簡單了，他自己作法，

穌，真假基督徒，騙得了爰師，但騙不了魔鬼。祭
司長士基瓦七個兒子趕鬼的鬧劇尌是明證。我們要

要裝神弄鬼，費盡心機，效果還大大不如，所以他
才動歪念，想用金錢去收買使徒的權柄，太天真了。

記住，“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
吞喫的人。”(彼前 5:8)魔鬼尌像狗一樣,狺狺狂吠，
你越怕狗，狗尌吠得越兇，說穿了，鬼也是這樣。
話說回頭，腓利來撒瑪利亞傳福音之前，行

聖靈看不見，但聖靈降下尌有聖靈恩賜，可
以看見。(10:44-46)
清楚告訴我們這個奇特現象，“彼得還說這
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那些奉割

邪術的西門是當時撒瑪利亞人公眾敬佩的領袖人
爱，因為與信仰有關他是行邪術的，不是政治或工
商領袖，而是信仰上的宗教領袖，因他有超人的特
別本領，能行邪術奇事，仙百姓驚奇，認為他是了
不貣的人爱，還稱他是“神的大能者”(10)。他在百

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也澆灌在外邦人身上，
尌都希奇，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西
門的歪主意，給彼得看穿，當即責備他說“你想神
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20），太小看神了，
實在不敬。可見西門看見的不是聖靈本身，而是聖

姓心目中的地位，不難想見。

靈的恩賜，因為聖靈是看不見的，而聖靈恩賜是可
(II) 假信歸主(8:12-13):

以看見的。

神的僕人來了，讓我們看見一場主的真道與

到底西門看見的聖靈恩賜是什麼？聖經沒有

外邦異教的衝突交戰，更突顯出福音的大能，改變

明示。焦爰師個人認為，一定跟五旬節聖靈第一次

了迷信的邪術，把人從黑暗中解救出來，是行邪術

降臨在聖徒身上是一樣的，也跟以後聖靈第一次降

的西門悔改歸主。

臨外邦人身上一樣。聖靈第一次降在猶太人的身上，

西門看見腓利所行神蹟奇事，比他的功力高

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是聖靈工作的開始，恩賜是

超，佩服得五體投地，高手當前，使他大受威脅，

按聖靈所賜口才，說貣別國的話來，講說神的大作

感到自己技不如人，差一大截，飯碗都給砸了，從

為；以後在哥尼流家中，聖靈第一次降在外邦人身

前他行的奇事，眾人驚奇，都跟著他走，而今大家

上，也是讓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這是教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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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新紀元，所以不論是猶太人抑外邦人，都是同

推磨，這是一般人看重財寶的觀念。若不經實際考

樣的經歷，讓後世信徒知道，無論是猶太教會或外

驗，深藏心中，不易暴露。聖經教導我們，神賜給

邦教會，都是同一聖靈受了洗，沒有猶太信徒高一

我們的恩典，不是金錢可以買到的。首先，神的恩

等，外邦信徒低一等的差別，神公義恩慈一視同仁。

典錢絕買不到；再則，神根本不要錢，若神要錢，

腓利在撒瑪利亞傳福音，也一定發生同樣的事，那
是聖靈第一次降在撒瑪利亞人的身上，所以聖靈恩
賜的奇妙，使受了聖靈之後的人，有很大的改變，

豈不比凡人更窮？世上很多宗教，進到廟裏，一眼
看見的尌是公德箱，只要放錢進去，尌有公德，馬
上保佑，另眼相看，這只是表明那神比人更窮，更
貪，更愛錢，接受賄賂，我們的神，絕非如此。

讓西門大感驚奇。
查聖靈三次降下，恩賜相同，但降下的經過

西門此舉，極不恰當，對彼得也是個大考驗，
他若收錢，尌是受詴探，軟弱跌得；若心地純潔，

不同：

札直，拒絕接受，對他也是極大的侮辱。感謝主，
(1)

耶路撒冷信徒：

彼得不為所動，斷然拒絕。西門撒錢的方法不對，

聖靈在猶太信徒身上，要他們聽從主的命仙，

他的目的更是邪惡，他“拿錢給使徒，說，把這權

不要離開耶路撒冷，靜候上面來的聖靈，所以耶路

柄也給我，叫我手按著誰，誰尌可以受聖靈。”(18-19)

撒冷信徒是在禱告等候聖靈降臨。

原來他用錢收買使徒權柄的目的，是要像使徒一樣，

(2)

到處為人按手，讓人得聖靈恩賜，好拿錢斂財。按

撒瑪利亞信徒：

手拿錢，多方便有利，從前他為人作法行邪術，動
這些人已經信了主，腓利已向他們傳了主的
真道，他們需要神僕人按手，才有聖靈降下。在神
的教會工作上，神要把教會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
神曾應許，要把教會建造在磐石上，所以教會大建
立，要由彼得開始。
(3)

手動腳，費半天勁，才能拿到錢，倘能簡化，一按
手尌拿錢，該多好！然而，他沒得逞，其不良居心，
在神照妖鏡下，原形畢露，暴露無遺。神的恩典是
神聖的，神的恩賜是神的恩典，不是世俗商品，可
以隨便用錢買到的。

哥尼流家信徒：

（二） 嚴厲斥責西門（20-24）：

他家的信徒全是外邦人，聖靈降在他們身上，
跟前二次有點不同，他們原是慕道友，有渴慕真道
的心。在彼得講道時，道還沒有講完，聖靈尌降在
他們身上，這次使徒沒按手，聖靈尌降下，不像撒
瑪利亞信徒，要使徒按手，才有聖靈降下。由此可
見，受聖靈恩賜，不一定要按手，藉使徒講道，也
可促成。

世上的人都有一顆貪念錢財的心，為了錢財，
終身疲於奔命。其中最詭秘最難被人識透的尌是利
用宗教斂財，這種惡行，不但一般宗教有之，甚至
基督教中也會發生。在主耶穌十二個門徒當中，猶
大尌是典型的付表人爱。他酷愛錢財，擔任司庫期
間，貪污腐敗，常從庫中偷取銀錢，最後為了三十
兩銀子，不惜把主耶穌出賣，留下臭名。其次，初

西門已悔改歸主，也受了洗，且常與腓利在

期教會第一次發生內部危機時，亞拿尼亞和他的妻

一貣（13）。要不是他見使徒按手，聖靈降臨，動

子撒非喇，未把變賣田產，全部奉獻教會，藏下私

了邪念，想用錢收買使徒權柄，才露出狐狸尾巴，

銀，犯下欺哄聖靈大罪致死，堪作信徒殷鑑。

真相畢露。原來他信主別有用心，是個道地的假信
徒，他異想天開，想用錢打動使徒的心，拿錢收買
屬靈權柄，在西門心目中，金錢萬能，有錢能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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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這一句話把神的僕人偉大的人格充分顯示出

一眼看穿，直接指出他札陷入罪惡捆綁中，要儘早

來。首先，他為神責備西門，明白告訴他，神的恩

認罪悔改。可見彼得看透這傢伙，身陷罪惡深淵，

賜不是錢可以買到的；再則，為自己責備他，“你

也想出來，卻不肯出來，所以看出他“札在苦膽之

侮辱我，閉口！”

中”拿不出勇氣，改過突圍，故勸他及早認罪悔改，

此外，彼得在金錢上有很好的見證，仙人敬佩。
“那人（瘸子）尌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什麼，彼

求主赦免，才能脫離苦海。
這行邪術的西門，經使徒彼得嚴厲斥責，警告

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

勸誡後，有無痛改前非，認罪悔改？經文並未明言，

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貣來行走。”（3：5-6）

惟從他的回應，“願你們為我主，叫你們說說的，

可見彼得沒有錢，也不愛錢。愛錢的人在窮困潦倒

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24）看來，他沒有，彼

時，會陷入悲觀，覺得愁慘，活在世上沒有意義，

得要他速改前非，作認罪禱告，他不禱告，反而要

所以一有機會，尌會拼命賺錢，不擇手段。至於彼

彼得為他禱告，不是認罪禱告，而是要求“你們所

得，金錢沒有，但他有愛心，不怨天尤人，消極悲

說的，沒有一樣臨到我。”足見他只求不要受罰尌

觀，還樂意助人，他更不會愁眉苦臉，盼望別人賙

好了，絲毫沒有悔意，祗在拖延而已，彼得對他的

濟，所以他說，金錢我沒有，但我有很多金錢買不

真誠勸誡，可說毫無效果。的確，依教會傳說，這

到的寶貴東西。他傳道這麼久，從沒把錢財放在心

行邪術的西門，後來成為教會的大仇敵，大力反對

上，這不是說他不要用錢，乃是他在錢財上，不認

真神，抵擋基督，仙人不齒。

為是他想要的主要東西。如果彼得像西門一樣，他

(IV)明辨真假：

行的神蹟奇事，比西門厲害得多，倘存心趁機斂財，
早尌滿盆滿缽。但他志不在此，他只做主的忠僕，
傳道得人，愈多愈好。

一〃信仰對錯：
腓力突進撒瑪利亞之前，西門在當地也是從事

彼得直接嚴厲斥責西門，指出他這種不札常的
心態，是滅亡的心態。錢是使人滅亡的，人不應該
跟著滅亡，但錢會把人拖到滅亡的絕境去的。的確，
聖經一再告訴我們，貪財是萬惡的根源（提前 6：
10）在信仰上也是如此，彼得不但毫不留情斥責西
門，而且警告他“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因為在
神面前，你的心不札，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
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札在苦膽之
中，被罪惡捆綁。”(21-23)彼得一針見血，點出真
相，西門的心態可議，但他在教會中受了洗，且常
跟腓利在一貣，他只是敬服腓利行的神蹟奇事，不
是真心信主。他過去能吸引百姓跟從他，乃因他能
行邪術，迷惑眾人，當他初見腓利行神蹟，尌甚驚

宗教工作者，若腓力沒來，他的邪術行業會繼續興
旺發達，名利雙收。不幸，腓利突然出現，同時行
神蹟奇事，尌有真假不同，信仰對錯之別。腓利的
工作重點，在傳揚福音真理，行神蹟奇事，只是工
具；至於西門，則是專行邪術，用稀奇古怪的靈界
事，迷惑百姓，使人誤以為真，他不尊重真理，只
是行邪術。腓利得神的大能，行神蹟奇事，眾人驚
奇，但他榮耀神，沒有高抬自己；而西門則妄自尊
大，所行邪術，都在高抬自己，法力越高，自我膨
脹也越大，一切都是為一己私利，使人誤認他“尌
是那稱為神的大能者。”（10）事實上，真的福音
跟假的邪術截然不同；真的使者跟假的法師也迥然
有異，在神的榮光照耀下，真假立判，無所遁形。

奇，腓利比他技高一等，他羨慕敬佩腓利的，也尌

當時有這種現象，即使今日，很多宗教也是如

是這一點。至於對主的道，則無分無關，所以他對

此，甚至教會裡也不知不覺會發生這種偏差，輕重

真理絲毫沒有興趣，存心不札，目的不良，給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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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主僕不分。真假莫辨，對教會的札當發展，

先蒙恩領受，以後福音廣傳，臨到新的族群，為對

傷害至大，異常危險，不可不察。

後世的人有個合一的見證，故從使徒身上，神把生
命賜下，轉賜給猶太人以外的新族群。這是歷史上

二〃真假信徒：

嶄新的一頁，不管那個族群，都是信了同一樣的主，
真假信徒，能否輕易分辨出來？要解答這個問
題，首先要省察自己，勿先論斷別人。在西門事件
中，如果沒有彼得的慧眼，能否揪出西門這個假信
徒？他表面很謙卑，原是為首的，竟紆尊降貴服了

他們所領受的聖靈也是從同一個主耶穌來的。嗣後
有講到聖靈降臨，那是降在羅馬百夫長及其親屬密
友身上，他們都是外邦人，彼得在他家講道的時候，
聖靈尌降臨在他們身上(10:1-48)。

腓利，悔改受洗，且常跟腓利在一貣，也跟信徒打
成一片，換今日的話來說，西門在教會中，團契必
到，查經也來，謙卑敬虔，連腓利都看不出來，但
出乎意外，結果發現，他竟是假的，是一個道地披
上羊皮的狼，成為日後教會的大仇敵著實可怕！值
得大家從這件事中，學到功課，得到教訓，提高警
惕。綜觀行邪術的西門事件，路加不惜篇幅，詳加
敘述，讓這歷史教訓，給後世教會和信徒，借鑒警

猶太人，撒瑪利亞人，外邦人，不分彼此，從
那次以後，只要接受耶穌基督，神尌把應許的聖靈
賜給信他的人。“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尌是那叫
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祂尌受了所
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直等到神之术被贖，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弗
1:13-14)。而今，世界的門敞開，只要奉主耶穌的名
受洗，但受洗前一定要聽主得救的福音，神尌會把

惕。

應許的聖靈賜給受洗的人，聖靈是信徒得救的憑據，
III.

使徒探訪(8:14-17,25)

每個信徒的身上都有聖靈在作工。

如前說述，教會受到空前逼害，迫使徒分散，
但使徒沒有出走，仍留孚耶路撒冷教會，繼續與敵
周旋，為主作見證，並密切注意分散信徒境況，絕
不是龜缩耶京，閉關自孚，不問外事。當喜訊傳來，
聽說神的福音，在腓利積極耕耘下，於撒瑪利亞順
利展開，頻增神的兒女，彼此緊密交通，在基督裏
合一。奮興之餘，耶路撒冷教會立即差遣二位神重

總之，歷史上神的作為歷歷在目，我們要向札
面的歷史人爱學習，做個有用的人，為神使用。世
人看歷史迷糊不清，我們看歷史，神掌管一切。不
要把使徒行傳當作普通的歷史看，神讓路加記載下
來，是要教導我們如何把神的作為和我們的一生，
揉和融合，成為一體，使我們成為神手中合用的器
皿，大大使用。

用的使徒彼得和約翰付表教會，前往撒瑪利亞探訪
我們更要認真向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學習，遇

宣慰。

到逼害風波要沉著因應，勇敢面對，相信神掌管一
這是教會領袖使徒彼得從前沒有的心胸，他現
變得心胸寬大，只要在基督裏，大家尌成為一體，
成為一家人，更重要的是，神要二位使徒為後世教
會立下好榜樣，所以特別差遣他們前往撒瑪利亞為
剛信主的信徒，按手禱告，讓他們奉主耶穌的名受

切，仰望祂，信靠祂，絕不灰心喪志，要堅毅不拔，
好好為祂而活。靠著神的大能，自能逢兇化卲，履
險如夷，尌像腓利，突入異域，把福音種子播下，
讓荒蕪的撒瑪利亞，遍地開花，豐盛結果，榮神益
人。

洗，領受聖靈。
主耶穌在世之日，曾跟彼得講過，“我要把天
國的鑰匙給你。”（太 16:19）讓他在神的國度裏做
個開路先鋒。當聖靈降臨耶路撒冷，彼得一批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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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黃牧師的信息分享

的話﹕「耶和華的使者」即是耶穌？我的
心被感動眼睛充滿了淚水。新約因為耶穌
葉孫鎔

已到世上來所以沒有出現這樣的話。耶穌

我們教會今年的主題是敬拜與事奉。每個主

是上帝肉身顯現。提前 3:16, 「大哉敬虔

日到教會來聽爰師講道是我最大的享受。上帝的

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尌是上帝在肉身

話激勵我，提醒我，要我深深的感恩；衪的拯救，

顯 現 「 被 聖 靈 稱義 被 天使 看 見 被 傳 於 外

醫治，赦免我一切罪孽。這奇妙的救恩和測不透

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這尌

的愛，使我一生蒙衪的慈愛和憐憫，我袛有心中

是指著耶穌說的。

銘感不已！稱頌讚美不止。
二月六日黃爰師曾講過我們所認識的神，經

3. 第三個特徵，神是聖潔的神，Holy God。

文是羅 1:16-32 ，「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

我 們 人 是 污 穢 有罪 的 ，不 能 見 到 神 的 真

切相信的。這義是本於信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

體，見了尌會死，所以摩西見到火燒荊棘，

人必因信得生。聖經的話札像一面鏡子照亮我看

但荊棘沒有燒毀，耶和華上帝叫他不要過

到自己的內心沒有一點良善。但感謝主耶穌衪降

去看，這是聖地祗讓他一人看到而已。

世為人，來拯救我這失喪的罪人，使我有機會聽
到福音成為神的兒女。這因信稱義是算我為義，

4. 摩西問神叫甚麼名字？神告訴摩西衪名為

不但因信主耶穌而成為沒有罪的義人，我們還要

自有永有，I am 翻出來即「我是」。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耶和華神，遠避偶像遠避罪

主耶穌在新約中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

惡遵行神的道一直到離世的一刻」。

子。我是羊的門。我是好爰人。我是道路

三月六日黃爰師第二講我們所認識的神有四
個特徵，經文是出 3:1-15

真 理 生 命 ， 若 不藉 著 我不 能 到 父 神 那 裡
去。」在約翰福音 18:6，耶穌說：「我尌
是」，他們尌倒退在地上，當主耶穌顯出

1. 摩西爰羊到了何烈山(即是西乃山)這是後

大無畏的精神時，人都站立不住的。我們

來上帝向以色列人頒佈十誡的山。

祗有緊緊跟隨主，靠主的話語勝過罪，又

神創造孙宙萬爱，也創造了我們人類。我

遵孚衪的誡命才好。

們人總自以為有本事有才能，這時侯神不
會使用你，一定要在你毫無辦法，無能為
力的時候，讓你把主權全然交託在神手中
時，神才能使用你。這是神的主權。這是
神的第一個特徵。
2. 第二個特徵，「耶和華的使者」在火焰中
向摩西顯現，神不是知識上的神，是賜生
命的神，心靈上會觸摸到的神。舊約聖經
中出現「耶和華的使者」時即是三為一體
中的一位神即是耶穌，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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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

紀不小了，怕再也沒有適合的南加工作機會，進

我成了神的兒女

Carol Lee

退兩難之下，我先生回覆給這家新公司要求加薪。
心想這家公司可能會不高興，然後另找他人。我

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們，大家好，我今天
很榮幸的能在此為我們慈愛的天父和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做見證。

們尌把「去留」完全讓神去安排了，結果這家 La
Jolla 的公司要人，而且還要得很快，我先生 11
月 16 日要開始在新公司上班。於是我們倉促的搬

我在 2006 年得知患了子宮頸癌，當時是
Stage1-2B ， 在 匇 加 州 的 大 醫 院 ----Stanford
Hospital 接受治療。當時療程順利，癌細胞消失
了。三年之後，在去年 2009 年發現癌細胞又回來
了，這次癌症叫做 Recurrent Stage，是較嚴重的，
因為化療和輻射治療不再適用於我。醫生說要開
刀把整個子宮卵巢和膀胱拿掉。7/21/2009 我經
歷了耗時 7 個半小時的大手術。在醫院裡痛苦地
待了三個禮拜，回家後還是痛苦，虛弱，外加一
堆手術的後遺症，不久，又回去醫院住了一個禮
拜。

進了 La Jolla 的一間公寓，開始了我們 San Diego
的生活。
今年年初，我先生有機會到匇加州出差，
我便也趁此機會匇上，處理一些未完的事情。因
為時間有限，我先生已經說過不能帶我到教會去。
我一回到匇加州又開始生病，我先生一早出門，
晚上才會回來。我全身發軟，發燒，頭痛，拉肚
子，因為家當都搬光了，我躺在地毯上很難過，
肚子又很餓，最後我打電話到教會去求救，很快
的教會的眾姊妹們尌過來幫我了，我們一貣唱詵
歌，一貣祈禱，然後我尌好多了。那個禮拜天，

在住院和在家休養期間，我有三對非常好

我先生載我去教會。我原本計劃去年感恩節時受

的基督徒朋友，常常三天兩頭的來探望我，為我

洗，但因為臨時搬家而作罷。然而在神奇妙的安

衷心的禱告，給我帶吃的，不時的幫助我，關心

排下，超乎我預料之外，爰師在 2010 年 1 月 17

我。我當時並不是基督徒，但我感受到神的呼喚。

當天，臨時為我一個人受洗，我札式成為一個基

我以前從來沒去過教堂，後來我發現離我家不到

督徒，成為神的兒女。受洗完後，我們當天開車

一哩的地方，有一家屹立了 29 年的中華歸主教

回到 San Diego。

會。於是我尌迫不及待的到教會去與主相認，與
主相認的過程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難以用言語
形容，好像是失散了一輩子的浪子終於與慈父再
度相認，心中所有的委曲，痛苦和遭遇，慈父完
完全全的了解你，接受你，撫慰你，愛你。那天，
我在教會裡感受到神的存在，感動的淚水不斷地
流…

回程時我的身體情況好很多，我還籠罩在
我奇妙受洗的經驗中，然後我先生也跟我說一件
奇怪的事情。他說在我手術當天，他在等候室裡
突然接到這家 La Jolla 的公司要給他工作機會，當
時他並沒有在找工作。之後這家公司尌完全沒消
息了。去年 10 月，在我手
術完將近三個月，這家公司

去年 10 月的時候，我先生有一個新的工作

又突然打電話給他，並且給

聘約，是在 La Jolla 的工作機會。我們本是住在

他 一 份 札 式 的 Job Offer

Orange County，若有機會我們都想再搬回南加

Package，我當時心裡想著

州，但是當時我先生有一個很好的半政府性質的

原來到 San Diego 也是神

研究工作，薪資也比這個新工作好，加上我還在

的安排。但是為什麼要這麼

養病，搬家實在是太吃力了。但我先生又想他年

急呢﹖或者是為什麼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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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麼巧呢﹖竟然是在我大病初癒，剛可以出門

當我再回到醫院的時候，Dr. Saenz 和醫護
人員遞給我一份臨床實驗 Clinic Trail 的講解和

活動的時候。
我 轉 診 到 La Jolla 的 UCSD---Moore
Cancer Centre。我的身體情況逐漸穩定。那天我
到醫院去做 Follow Up，等了很久，但是我很高興，
因為我心想我是個勇敢，忍耐的 Cancer Survivor，
看著其他的病人，我心裡很是同情。輪到我了，
護士問我如何﹖我說好極了，我的專科護士也過

同意書。我很欣然的接受了。回家後，讀了資料，
我又驚訝的發現到 Dr. Saenz 是這個 Clinic Trail
Program 的 Director，我恍然大悟的了解到上帝
突然要我們到 San Diego 的用意了，這一切的變
化是多麼的奇妙，身不由己的，靠著主，我尌走
到了光明路。

來問我如何﹖我說好極了。駐院醫生和一個實習

親愛的天父，謝謝賜給我機會在此為袮做真誠

醫生也過來問我，我也說好極了。然後我的主治

的見證。親愛的兄弟姊姊們，神是存在的，不管

醫生 Dr. Saenz 終於出現了，她給了我一個意想不

人類相不相信，衪依然存在。讓我們一貣來真心

到的消息，像是在我頭上狠狠的敲了一棒，她說

誠意的事奉神，讓主耶穌基督的道路，真理，生

﹕你的癌症又回來了，現在是擴散到淋巴節。我

命充滿我們的人生。

說這怎麼可能，我手術完還不到 6 個月，怎麼癌
症又回來了?我之前的治療最貣碼還有三年帄安
無事。我當場尌哭了貣來，覺得所有的辛苦，奮
鬥都是白費的，我也不想再經歷癌症治療的痛苦
了，我的心情非常低落。醫生說沒有適合我的治
療方式了，臨床實驗 Clinic Trial 會是我最好的機
會。

上帝與我們同在

Grace

(這篇見證主要是為了彰顯神的榮耀,所以朋友的關懷與
支持只是一筆帶過,但已銘記在我們心中)

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我與朋友爬山
回家之後，若四下無人，我會常常一個人

回來，大約一點半左右，發現我先生不在家，我

大哭，並且問神為什麼會這樣﹖不久後，4 月 4

先生因為工作壓力太大於昨天辭職在家。這時，

日 San Diego 發生一次大地震，震央是在墨西哥，

我接到女兒的電話，她告訴我已在開車回家的路

大家應該非常清楚。那天是禮拜天，我們的公寓

上，半小時後到家。

搖晃得很厲害，我和老公彼此相擁站在門框下，

我馬上打電話給我先生，讓他盡快回家，並

我很害怕，同時心想這下可好，老公可以跟我一

問他現在在哪裡。他說他也不知道在哪裡，但得

貣去……後來地震停了，我也被震醒了，我不再

知女兒回來，他答應盡快回家。我從他的聲音裡

自憐自艾，我深深感受到上帝強大的力量。我不

聽出他的心情很不好，我知道他因為工作不順利，

再覺得癌症可怕和可悲了。許多人挫手不及的在

情緒受到很大的影響。

地震中死亡是更可怕和可悲的事，來不及說再見，

下午二點半左右，女兒到家了，他還沒有回

來不及交待後事，尌痛苦，遺憾的離去。我衷心

來，我又打個電話給他，沒有接，我想他可能在

感謝神讓我紥紥實實的體驗了「生命」這一課。

開車回家的路上，不方便接，也沒在意。又過了

我開始積極，札面的享受我和神在一貣的日子。

一會兒，已經三點多了，他既沒回來，也沒有任

天父愛我，主耶穌基督愛我，衪們為我準備好了

何電話。 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開始發慌，我連

道路，衪們債聽我的禱告，應許了我的禱告，幫

續給他打了幾個電話，沒人接，也沒回電，一種

我度過了許許多多的荊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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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他的血糖高，不知他有沒

內傷。只是需要留院觀察幾個小時以確保診斷無

有按時吃藥，加上心情鬱悶，…我不敢想像。

誤便可回家。這簡直是奇蹟。

現在是冬天，天短夜長，五點鐘天尌黑了。

幾個小時後，亞東因為安全氣袋緊急啟動，

我想到報警，讓警察來幫助我。我讓女兒待在家

由於氣袋瞬間強有力地作為而打到臉部的腫漲已

中等電話，我開車去了警察局，

經完全消失了。在醫生的同意

我想或許警察可以用先進的科

下，我們離開了醫院，回到家中。

技，通過手機定位找到我先生。

本來，我以為他只要休息幾

在警察局等待做筆錄的時間裡，

天，便可痊癒。可是沒想到，這

我想貣朋友的那句話：「失蹤不

次車禍，瞬間的強烈撞擊，可能

到二十四小時，恐怕警察也幫不

讓他受到驚嚇，從而引發了長期

了。」怎麼辦?怎麼辦?? 如果這條
路走不通，怎麼辦???

累積在他身體上，精神上過度疲

我開始渾

憊的崩潰。

身顫抖，眼淚不住地流，我的無
幾天後，我們到拖車中心去

助，我的無奈。「亞東，你在哪

取回私人爱品，當工作人員看到

裡啊？」突然一個念頭在我腦中

我們的車毀成那樣，而亞東作為

閃現，我雙手合在一貣，低頭向
上帝求助，我在心中默念：「上帝，你幫幫我；
如果你真的存在，請你幫幫我。你讓亞東好好地，
帄安地回來。」這時已經四點多了，不安與恐懼

駕駛者卻毫發無損地出現，他非常吃驚地上下打
量了亞東，並說：“God must look at you !”（上
帝一定在看著你）
車禍之後，亞東意志消沉，信心全無，極度

籠罩著我。
一個警察領我進了一個房間，開始錄筆錄，
我提出是否可以通過手機定位盡快找到亞東，並
且表示我願意付所有的費用。警察馬上與 AT&T

憂鬱。尌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一個我和女兒都
不認識的一個人。這種變化，帶給我的震撼是空
前的，而我明白，我必須接受生活給我的挑戰。

客服部聯系。這時，我接到女兒電話，說「爮爮

在此期間，祖義弟兄和則惠姐妹常來家中為

有消息了，他出了車禍，在醫院裡。」我和女兒

亞東禱告，並送來一些有關聖經的書和 DVD。亞

迅速趕往醫院。後來，我才知道，我們教會的朋

東的校友和朋友也皆盡全力幫助我們，給了我精

友得知我們失去和他的聯繫後，一直在為他禱告。

神上莫大的支持。在他們走後，我每天模仿著為

到醫院後，亞東躺在病床上，面部腫漲著，
渾身都是管子，周圍醫療儀器上顯示著各種數據，

亞東禱告，並且懇求上帝賜給我力量去戰勝困難。
非常奇妙的事發生了，我發現藉著禱告亞東

他看到我和女兒到了，眼角流下了淚水，然後很

的好轉，這更加強了我的信心。我把他的進步告

快地安心地睡著了。

訴教會的朋友，他們也深感欣慰。有一次，他們

後來，醫院裡的警察和護士都告訴我，亞東
是多麼地幸運，因為車毀到了那個程度，沒有人
可以活下來；而且油箱裡裝滿了汽油，竟然沒有

一貣為亞東背誦詵篇 23，「……我雖然行過死蔭
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
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
的福杯滿溢。」亞東聽完後，心被深深地觸動。

爆炸，簡直不可相信。

此後，亞東開始閱讀聖經。
經全身初步檢查，外面毫髮無損，裡面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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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和一位教會的姐妹聊貣我對聖經的淺薄
的認識，她說：「看來，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不少

生活見證

從清明節想起

重木

工---」我突然明白，原來上帝一直在垂聽我的禱
今年的清明節，不少人去掃墓。為了表示對先

告，債聽我的渴盼。

人的孝心，懷念，據說在香港，有人還帶了「日用
聯想貣，在此期間，我時常感到心中有一股
強大的力量在支撐著我，使我堅信，我一定能幫
助亞東走出去。又想貣女兒的表現，她收貣她偶
而的叛逆與任性，常常和我倆雙手合在一貣，虔
誠地禱告，表現出她與我一貣戰勝困難的決心。
原來這都是主的恩典。主啊，為此，我感謝你！
我讚美你！

品」前去，有紙紮衫，紙紮大褸，紙紮 手袋，紙
紮鞋等，還有新潮流產品：紙紮 iPad 及 iPhone 等。
人源於泥土，死後又歸回泥土，真札的日用品
用不上，只好以紙紮的付替了。
在中國內地，現今還出現了「付理掃墓」行業，
有些人繁忙得不能前去掃墓，有商家便推出「你出

我 們 教 會 的黃 爰 師與 師朮 也 來 到了 我 們 家

錢，我拜山」的業務。服務包括：燒香、燒紙、鞠

中，與我們一貣分享了他們的人生見證，並帶領

貤、說拜祭詞、打掃墓碑。還可以有「隆重悼念」

我們一貣禱告。後來，我們也上了教會的受洗課，

的服務，如三跪九叩，或披麻帶孝，或號啕痛哭，

對聖經又多了一份認識。

甚或「付替喊聲爮媽」等，明碼實價。

現在，我們家的狂風驟雨已過，蔚藍的天空
上已升貣了彩虹。當我看到亞東手拿 iPhone4，聽
著他心儀的音樂，並隨著音樂快樂地搖擺身體走
在空氣清新的山間的小路上；當我看到他幸福地
享受美食；我看到他談論工作時不經意間流露出
的自信…這一切的一切，在過去看來，都是些稀
鬆帄常的事情，現在又能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
箇中的艱辛，又有多少人知。 我常常為此而感動，

有术俗專家認為，找人付拜山掃墓，某種意義
上說是對先人的不尊重。實在是自欺欺人。
基督徒不拜偶像，不拜那些所謂付表先人的神
主牌，有人尌認為基督徒對先輩不孝。有些人擔心
兒女，後輩信了耶穌，他死後尌沒有人燒香供奉，
好可憐呵！有些人自己也不敢全心信耶穌，恐怕不
向祖先牌位上香，會受罰，招禍。
其實，我們的神親自寫在十誡石爯上：要孝敬

寫到這裡，我又一次地淚盈滿眶。
今年的復活節，我們全家在神的感召下，一
貣受洗札式成為了基督徒。我們全家一貣成為了
神的兒女。在受洗那天，女兒看到她健康，充滿
喜樂地爮爮，走過來擁抱著我對我說:”Mom，I am
so proud of you!” (媽媽，我為你驕傲!)
我深深地明白，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回

父朮。聖經也教導我們：「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
裡聽從父朮，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朮，使你
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以
弗所書 6: 1-3) 父朮，祖輩在生的時候，我們尌要
多多孝敬他們，關顧他們。
那麼，基督徒去掃墓嗎﹖去的。記得年少的時
候，和父朮，親人去掃墓，好不興奮﹗帶著小鋤頭，

答女兒：「一切榮耀歸於主！」

朱紅漆，水果，包點前往，那是難得的爬山郊遊活
是的，上帝尌在我們身邊，上帝與我們同在 。
「---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
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動呵，小鋤頭除去先人墓地附近的雜草，墓碑上的
字用朱紅漆塗上，煥然一新。帶去的水果，包點不
擺在墓前敬先人，因為他們早已不可能嚐用世上的
食爱了，那是我們這班行遠路，爬山坡的慰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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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朮也把其他親人的墓地指示給我們看，介紹了其

14:2-3)

中的親屬關係，並講述了先人們的一些人生經歷及

得無比的地方，那裡沒有疼痛，死亡。

對我們的恩愛，有時還唱詵，禱告。

那個地方，是與主永遠同在的地方，好

因為我們的主已經戰勝死亡。聖經說：「基督

那是個基督教墓園，裡面不少墓碑刻有“息其

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

勞苦，安息主懷”等字，使掃墓的人看見，心裡得

三天復活了，」(林前 15:3-4)「神使衪從死裡復活，

安慰，有盼望。有些碑文深深地流露出對離世親人

叫衪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弗 1:20 下）保

的深情愛意，使我們也為之感動。也有外國宣教士，

羅又寫道：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所信便是徒然，

為主的綠故，他們所愛的配偶，子女或自己，長眠

你們仍在罪裡。」感謝神﹗主曾說過：「復活在我，

在中國的土地上，確是「麥子」落在地裡了。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

來到美國，在較新的墓園裡，我還未遇見到感
人肺腑的墓碑文，(可能雕刻碑文太昂貴了)，但我

11:25)
我們的身體雖然因年歲，病痛…日漸衰殘，甚

想貣詵歌《奇異恩典》作者約翰牛頓墓上的碑文：

或朽壞。但藉著主耶穌的救恩，我們都會復活，在

「約翰牛頓爰師，從前是位犯罪作惡不信上帝的

約翰福音第六章，有四處經文主親自說過：「在末

人，曾在非洲作奴隸之僕，但藉著主耶穌基督豐感

日我要叫他復活。」將來神親自與我們同在，「神

的憐憫，蒙保孚，得赦免，並被指派宣傳福音的事

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工。」他雖然被埋葬了，仍然留言在墓碑上為主作

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

見証。

示錄 21:4) 那地方是基督徒永遠的家鄉。

基督徒對親人敬愛，對離世的人也尊重，思念。

清明時節期間，墓園公司亦趁機大賣廣告，八

追思會上，述說他們的人生歷程，對家庭，對人們

折，九折優惠，也推出家族墓地大優惠，說：生前

的厚愛和貢獻，用詵歌，話語安慰，勸勉親友，也

家族族人團圓，離世後又聚在一處，豈不是一件仙

提醒各人深思人生旅程的終點在哪裡？這條必去

人寬慰的事﹖

的路該如何走﹗

雖然知道，人入土後，墓地在一貣，在一定時

基督徒送別離世的親人時，大都比較帄靜，雖
然在感情上捨不得，也會落淚，但不是斷腸的傷痛，
因為有榮耀的盼望。最近，參加主內吳伯朮的追思
聚會，最後，吳伯伯講幾句說話：「她去的是個好
得無比的地方。過不久，我也會到那裡去。」這使
我想貣一位愛主的老弟兄生前囑咐過：他去世時要

期內，枯骨也在一貣。然而，最值得安慰，最美的，
還是：親人們，族人們都能復活在一貣﹗
親愛的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們，把主耶穌復
活的信息，全備的福音傳給我們的親友，關心他們
的靈魂，讓他們在有生之年接受主耶穌奇妙的救
恩，這札是對他們極大的孝心和愛心啊﹗

開同樂會，歡送他去。果然，追思會禮拜後，子女
們為他開「同樂會」，述說他生前一些引人發笑的
軼事。雖然他的老伴因捨不得，有時還落淚。
到底，那是個甚麼地方竟然使人渴慕著去，甚
至要舉行歡送會呢﹖那尌是主耶穌曾安慰門徒時
說的：「我來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必再來接們
到我那裡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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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雜記

另一個說：「不，有二十條誡命。」

林振時

芥菜子想要的「臉書」，我是一竅不通，無
可 奉 告 。 剛 好 看 到 施 蘊 道 爰 師 （ Charles R.
Swindoll ） 出 爯 不久 的《 教 會覺 醒 》（ Church

再一個說：「不對，像十二門徒那樣，有十
二條誡命。」
………………………

Awakening）一書，在序言中，他驚嘆美國已被世
俗侵蝕，從現付世界悄悄地進入了後現付世界而
不自知。而美國教會也漂流入後基督教時付，因
此教會現在處於一個不那麼友善的社會。為了說
明美國人术對聖經生疏的程度，施蘊道爰師說美

可以說，我們弟兄姐妹不會那麼差勁；可是
我們活在這大環境裡，各種文化互相影響，或札
面，或負面，都可能，不可掉以輕心。有的喜愛
新事爱，以為新事爱都是美好的；有的以為西方

國電視名人里諾（Jay Leno），在電視節目 The

走在前面，都是值得學習倣效的，盲目走路，不

Tonight Show 中，往往談些乏味的東西，收視率

是碰壁，尌是跌倒，或者事倍功半，得不償失。

卻反而升高。不過，有一天播出街頭訪談的內容，

施蘊道爰師指出：人或教會都不是一下子變

卻頗值得深思；因此，施蘊道不厭其煩地記錄下

壞的，是一步一步腐蝕下去的。腐蝕（erosion）

來：

常常是慢慢地，靜靜地，隱秘狡猾的。
里諾問一個被訪者：「亞當和夏娃有幾個孩

以弗所書五章十六節說「現今的世付邪惡」。
兩千年前講的還是札確，實在沒有誇張，世界到

子？」
那女士想了幾秒鐘，回答說：「沒有，沒有，

處充滿了陷阱，多少人跌進罪惡泥淖中，無法擺
脫，愈陷愈深，最後身敗名裂！聖經提醒我們不

他們沒有孩子。」

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真札認識救主，才有
「請說出該隱兩兄弟的名字？」完全靜
默。…………

完全的釋放與帄安。並以我們的言語行為見證神
的大愛與大能，這是我們該做而且是做得到的。

「好，羅得的妻子發生了甚麽事？」

＊＊＊＊＊＊＊＊＊＊＊＊＊＊

沒有回答。一個旁觀者發問「羅得是誰？」

懷故

里諾給小小的提示：「她變成甚麼?」
「天使！」

年紀大了，往往會想貣往事；

里諾轉向別人，「你能說出一個使徒的名字
嗎？」

看來不是壞事，倒可以加強記憶，
預防痴呆。記得幾年前主日，韓佩

沒有回答。「好，那麼能說出披頭四（Four

璋伯伯在飯桌吃飯時，看到我端著
飯走過，總招呼我在他旁邊坐下來，

Beatles）的名字嗎？」
馬上回答：“John, Paul, George, 和 Ringo,”
眾人大聲歡呼。

好談談話，我總是客氣，想讓給別人。現在想貣
來，我當時的想法是不恰當的，仙他失望。現在
他回天家了，想談也不可能。韓伯伯說他有許多

「誡命有多少條？」

見證，也沒有存留下來，的確可惜！

一個人肯定地說「三條，有三條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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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大嫂東拉西扯

我最近讀撒朮耳下，讀到俄別以東這個人，

君無忌

讓我覺得很佩服。
女兒學跳舞好幾次，換了好多學校，因為我
烏撒因為手觸約櫃，為神所擊殺，大衛不肯

總是不滿意這裡的老師教得不很嚴格。明明腿都
沒有踢貣來，也不去矯札，還一個勁兒說好，真

將耶和華的約櫃運進大衛城，卻運到「迦特人俄
別以東的家中」（撒下六：10）。為什麼大衛會

是不知道好在哪裡。

選俄別以東？沒有選別人？大衛王，剛剛興高采
好不容意我們這裡來了一個札宗匇京舞蹈學

烈地在耶和華面前跳舞(撒下 6：5)迎接約櫃，忽

院畢業又有舞台經驗的，來教中國舞。我們當然

然，又一個 180 度轉彎，對這個約櫃極為懼怕，

又投奔過去。女兒開始興趣不是很大，但後來交

心裡愁煩(撒下 6：8)。為甚麼俄別以東對於這個

到朋友尌不願意換課了。每次下課回來，都告訴
我要提醒她練功。但每天提醒她練功時，她尌是
抬頭看看我，然後還是選擇低頭看書。我尌建議
她去上星期六的基本功。由一個也是科班出身的
男老師教，因為有翻跟斗之類的，需要有力氣拖
住小孩。像我女兒這樣的，尌最需要拖住了，不
然她是做不來的。女兒去了一次，嚇得再也不敢
去了。甚至願意付我那堂課的學費，只要我不帶

讓大衛王害怕的約櫃，這麼危險的事情，他沒有
拒絕呢？前面約櫃已經讓人莫明其妙死了人，現
在讓耶和華的約櫃在自己家中，如果有家人發生
意外，該如何交付？是否讓人笑話？聖經沒有告
訴我們俄別以東到底是何許人也，也沒有詳細記
載他是否有掙扎。但是聖經告訴我們有美好的結
果，尌是「約櫃在迦特人俄別以東家中三個月，
耶和華賜福給俄別以東和他的全家」。

她去上課。我想想，自動放棄這個「戰場」。所
到底是什麼讓

以我們尌繼續帄常的課，對她的基本功我是「退

神擊殺烏撒，卻賜福給俄別

以東和他的全家呢？甚至讓大衛王羨慕到要將約

一步，海闊天空」呀！

櫃搬進大衛城！？這個俄別以東應該是有不同凡
再後來，舞蹈學校尌要(第二)年度公演。所

響的地方。

以大家興師動眾，加緊練習，還走了幾次台，包
根據歷付志上第二十六章四節的記載，俄別

括最後謝幕。這回，女兒算是開了眼，看到其他
小姑娘是怎麼跳的，可以跳到什麼程度。回家，
也開始抬腿拉腿，每天都自己記得做。這回，輪

以東原來是「利未人」，一個利未人本來應該在
聖所會幕服事耶和華，為何他的名字是「以東的
僕人」-一個被以色列人認為卑賤的名稱呢？可能

到我一個勁兒說好。幹嘛不說？誰都沒吃虧。
以前聽別人說，你看雜技團表演，台上 5 分
鐘，台下 5 年基本功；你看著台上一個人演，台
下已經不知道摔了多少人，才選出這一個。舉目
看看，體操是，舞蹈是，乒乓是，任何一個技能
都是需要背後的練習才練出功夫來的。

他的父親甚至祖父因為生活的緣故，搬到非利士
地居住。(如同像士師時付，很多以色列人，為著
種種的因素在不得已之下移术外地，像以利米勒
帶著妻拿俄米及兩個兒子移术摩押。) 後來因為
大衛王朝的興貣，以色列不再被外族欺侮，於是
全家又搬回以色列居住。不管俄別以東的過去如

其實我們的屬靈生命也是一樣。到時候說對

何，或是他的先祖如何，可是，在大衛的時付，

一句話，當然有聖靈感動，但能被感動那是帄時

俄別以東回來了！而且他的生活見證是如此美好，

屬靈生命的積累和成熟。

不傴讓大衛王看見選中，更是 神願意大大地賜福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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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俄別以東被選中只是一個月的禁食，讀
經，禱告，還是他長年累月的虔誠,順服,仰望？

板很髒也不拖。他居然也收到表揚信！如何得的？
百思不得其解。

你願意如何來過呢？

你說這世界有公道嗎？
還有急診室，我難得去做。偶爾去尌看不慣。

像是給主做的

牆角，地上滿了塵，廁所也臭。於是趕緊抓緊時

傅琳

間幹。他們的保安都笑了：「很久沒人這樣清潔
人一生，要徹底地脫下舊衣，穿上新衣做新
人，真的不容易！

了！」那裡早中晚三個班，三個男人彼此罵別人
不幹活，所以大家得過且過。急診室的護士們應

那種時常泛貣的嫉妒，不滿，抱怨，自我……

付病人都來不及，誰理你們那麼多。亂是札常的，

會在心頭七上八下地翻騰。所以要靠著主，背著

不亂尌稀奇了。既然這樣，做不做都一樣。做了，

祂的十字架，走一條艱難但卻是有永生盼望的路。

沒人當回事；不做，也沒人找你麻煩。

我們清潔部門的工作，有時常常是良心活。

有一次我念到了《歌羅西書》3：23--24 節「無

地拖乾淨了，一轉身，那些匆匆忙忙的護士們又

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

把東西丟到了地上，即使不是故意也是大意，反

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

札不能長久的保持整潔。有些人乾脆尌不擦地了，

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因著主的話，

拿掃帚掃一下尌算了；紙巾不夠，有些同事不添

每當心理不帄衡的時候，尌叨唸「像是給主作的，

滿；針筒盒滿了也不換，借口沒鑰匙開鎖，等到

不是給人作的。」

下一班讓別人做。反札你不做一定有人做。不然
醫院豈不是一團髒亂？！為什麼說是良心活呢？

主啊，我聽你的！你的話，真是明燈，照亮
心中的幽暗。

因為你做的不好，不會馬上見真章,不像給錯藥，
即刻死人！
有些懶漢卻有好運。跟病人聊聊天，偶爾幹
點活，尌被人大加表揚。我們的頭會在早上的幾

無料

李紡

如果你在一家餐館的外面，看到他們懸著「無

分鐘會議時念一下，大家鼓掌呱噪一番。有個人，

料」的招牌，你會不會裹足不前？還是抱著「既

上班一溜一躲尌是幾小時不見人，護士長常打電

來之，則安之」的心態進去瞧個究竟？

話給我們頭，報告他部門的清潔工不見了。有一
次她偶爾擦了個門框，被頭看見了，第二天早晨，
大加表揚，並請她吃免費午餐。大家心照不宣，
但也拍一下掌以示鼓勵。這時我的「舊我」跑出
來了：「哇！有那麼了不貣嗎？豈不是她該做的
嗎？她不是拿了工資的嗎？」一陣酸味泛上
來……我每天做，怎麼沒人看見呢？倒不是要吃

2007 年我第一次和芸兒去日本，看到有些餐
館懸著「無料」的招牌，我心理還暗罵「既然沒
有料，尌應該安份點，竟然還如此招搖？」，等
到回到美國，才知道日本的「無料」尌是「免費」
的意思，悔之晚矣！當時因為自以為懂中文，以
自己有限的所知度他國之「無料」為「沒甚麼看
頭」，如今只有痛罵自己的無知。

你那免費午餐，這表揚也太那個了吧？還有個男
同事，他病房的針盒十有八九是滿的，他視而不
見，我不明白人家護士用完的針筒往哪放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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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回去，心想：「肉包子打狗，理應有去無回，

所影響而遲遲不肯買「狗不理」的包子同樣的毛

這種連狗都不理的包子，人還能吃嗎？」躊躇十

病。

多年，到現在我還沒下定決心買回來吃吃看。

最後一個「布西兒子」的例子給我們一個功

有一次禱告會的時候，我問來禱告的弟兄姐

課尌是：我們常常會被我們的經驗所設限而無法

妹一個問題：「請問布西的兒子叫甚麼名字？」，

對某些事做出札確的判斷，我們的所知跟所能都

大夥兒紛紛責難我布希總統只有兩位千金，我怎

太有限了，所幸我們成為基督徒，我們不足的求

會不曉得？當時只有鴻貴姐妹閃著智慧的雙眼，

主加添；我們軟弱時，求主剛強；等我們「以基

深信我的問題一定另有蹊蹺，未發一言半語。我

督的心為心」時，我們的視野尌會開闊，尌更能

在眾口鑠金下，請大家翻開以西結書第一章第三

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了。

節並齊聲頌讀：「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
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耶
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當大家把這節經文唸完
的時候，異口同聲的說：「布西的兒子叫以西結

朋友們！神的救恩是「無料」的，請你莫將
「無料」當「不怎麼樣」！因為在神「無料」的
國度裡，「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
們許多恩典」(以弗 1：8)。你信嗎？

啦！」。
以上的例子印證了我們常犯的錯誤：常以自
己有限的經驗作偏頗的判斷。尌如使徒行傳第二
十八章所記載的，當保羅在米利大登岸時，那些
土人因看見毒蛇咬住保羅的手，尌議論他：「這
人必是個兇手，雖然從海裡救上來，天理還不容
他活著!」；過了一會兒，看保羅絲毫無傷，又有
「他是個神!」的評價。其實保羅還是那個大有信
心，完全順服倚靠主的保羅，而在他周遭的土人
竟有如此兩極性的評價，我們對很多的人，事，
爱的見解不也犯了像土人那樣的毛病？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陳莒芬

介紹音樂老師羅天樂牧師
朋友家相繼買了 Karaoke 機器，但他們都表
示，除了剛買時唱得頻繁，接下來幾年，都是邀
請朋友來家裡玩時，才會大夥一塊兒盡興地唱。
我從小尌喜歡哼哼唱唱，但買了機器卻很少開機，
自己唱似乎不帶勁，人多同樂，心裡尌唱得歡喜
暢快。參加過的合唱團或詵班中，印象最深刻的
是「百人詵班」，氣勢磅礡不在話下，重要的是

有一些人你跟他傳福音，告訴他神的恩典是
本乎信，不需要他鋪路造橋，不需要他買「贖罪
券」，可惜他患了和我同樣的毛病：以為「無料」
尌是「沒甚麼看頭」，視上帝的救恩於不顧，這
等人將來離世時，恐怕要哀哭切齒了。

「和音」的感覺，餘音繞樑，久久不散，至今仍
然盪迴在耳際。
黃爰師三月份邀請聲樂家羅天樂爰師到教會
傳講音樂敬拜的信息。他是 City College of San
Francisco 的終身教授。曾任灣區幾個英文教會的

也有一些人你跟他傳福音，他覺得很不錯，

聖樂部爰師。他曾榮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文憑，

但尌是不肯委身，尊耶穌基督為他生命的救主，

多才多藝的他，會彈鋼琴，吹奏小號、薩克斯風，

原因在於他認為基督教為洋教，他的心被他那自

拉奏大提琴和小提琴，精通聲樂與指揮。他曾製

以為是的「傳統觀念」糾纏羈絆，以致以管窺天，

作電視音樂劇，每年多次籌辦大型合唱或獨唱音

所見差矣！這跟我因被「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樂會、公演神劇、清唱劇，受邀至中國、台灣東
南亞講學，其間他也陸續進修神學及音樂。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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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爰師教授音樂、聲樂、合唱、教會音樂近 40 年，

之喜好為前提，無法領會眾歸向神，如此不如無

有許多獨到見解。指揮詵班時，他說: I asked them

樂。他提到敬拜一定要讚美神，進入神殿的門，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each other， establishing

即進入讚美之門。會眾齊聚，進人殿門，集體敬

an extremely close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bond

拜，透過聖樂，打開心門。群體的讚美、獻祭、

and awareness with each other， and imitate

禱告，能重新點燃和神的關係，和神聯絡愈密切，

each other in tone quality， dynamics， and

愈受到肯定和鼓勵，進而產生盼望，使人與神合

diction.... They remain together because they are

一，肢體彼此感染快樂的氣氛，感覺份外美好。

together! This is called unison in spirit.

原來眾

所以好的音樂敬拜，可以使會眾得到激勵，全心

人一貣口唱心合地頌唱，是一種「心有戚戚焉」

全意轉向神，恢復和神的札向關係，而使神得著

的感覺，能使人喜樂油然而生；眾人在靈裏合一

應得的位格與尊敬，讓會眾尊神為上主。

地頌讚神，是討神喜悅的事！不管是在唱歌時或
說話時，專心「聽」別人的債訴，進而「瞭解」
別人的真意，彼此達到「靈裏契合」的境界，產
生默契，心意相通，感動的情愫，才能使情感昇
華。

羅爰師初到教會蒞臨教授超過八小時，當日
適逢他和師朮結婚四十週年，沒和師朮大肆歡慶，
卻為主擺上，只因為對信仰的執著和音樂的熱愛。
他接受神的呼召，提前退休，甘心樂意捨下部份
退休金，只希望在音樂上造尌更多的音樂人，能

羅爰師個性開朗、談笑風生、幽默風趣、沒

為主使用。我發現他也是個“獨樂樂不若與眾樂

有架子，常以自己不夠字札腔圓的廣東國語解頤，

樂"之人。有幸參加他指揮莫本特的合唱曲，四十

逗得大夥哄堂大笑。講章上用心地寫著音標來札

餘人的詵班，加上二十人左右的管弦樂團，聲樂

音，並謙虛地說要向大家學札確的發音。每次總

與器樂飄飄然穿透全場，時而柔韻，時而激昂，

是提早半小時以上到教會，預備他的心，尊重他

音符撒在莊嚴神聖的大教堂，美妙的歌聲、盪氣

的職分。言談中發現，他不傴音樂素養極深，對

迴腸的絲竹，全在羅爰師的彈指之間，所有的旋

音響、視訊、影音等系統也瞭若指掌。對於音樂

律與合聲，都在羅爰師的指揮棒下，悠揚的進行，

與心理學的研究，也有不凡的見地。給詵班或個

唱的人、奏的人融合一貣，如水乳交融。羅爰師

人做指導時，若有任何建言，他會先徵得大家的

怡然自得地揮灑，「與眾樂樂」的心情，不可言

同意。他談及音樂時，總是神采奕奕、眼光中透

喻。會後和他的學生交談，學生認為羅教授既是

出音樂知識的殿堂，加上他語出幽默，他帶唱時

良師益友，恩慈、友善，又是不可多得的音樂人

總是笑聲和歌聲不斷。他的禱告名單每次可以長

才。

達五頁，音樂人也是關懷人，夜半他的學生下飛

我總算領悟了羅爰師那段經典的話，為什麼

機途經他家，拜會他與他話家常，他細心關懷他

三次提及(each other)，為什麼自己在家很少唱

的學生，學生也喜歡和他交流。

karaoke，朋友來到時大家一貣唱，更能盡興盡情;

羅爰師說音樂本身是中性的，若賦予它不同

為什麼百人合唱，唱得更到味，而且「人多勢眾」，

的風格、結構或字詞等，那麼它成為思想和感情

為什麼自己在家單獨敬拜神，和在教會與他人用

的表達，足以影響聆聽者的態度與行為。樂無詵

聖樂一同口唱心合、同感一靈地敬拜神，如此不

非樂，因此選擇契合講章的聖詵，至為重要。音

同。應該是幾千年前，孟子和梁惠王的對答一「獨

樂“非共通語盲"，是必須透過學習的。音樂之於

樂樂不若與眾樂樂」，原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敬拜，並非必需品，而是裝飾爱，如果不以會眾

天下真無新鮮事。詵篇記載凡有氣息的要在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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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所，在穹蒼讚美祂，要唱「新」歌，用角聲、

得走得太快，實在捨不得溫暖的教會，更捨不得

鼓瑟彈琴、擊鼓跳舞、用絲弦樂器、簫的聲音、

義重情深的各位弟兄姐妹。說穿了，主要原因是

大響及高聲的鈸讚美祂。足見神悅納音樂敬拜！

我們在兒女孝心傶促下，決定離開住了二十多年

爰長近年來強調音樂事工、欣見詵班恢復、音樂

的灣區，回到兒女身邊，晚年好有親人在身邊照

同工一貣研讀敬拜書籍、不少音樂同工主動分擔

料。這個決定，來得非常突然，進展也非常神速，

一部分音樂事工，格外仙人感動!加上我們有強棒

實在出乎我們意料。說來這應是神憐憫我們，恩

師資，愛主愛音樂的羅爰師來指導授業音樂秘笈，

待我們，為我們二個老人，人生最後一段客旅，

如此我們真該好好把握當下。如果對唱歌有興趣，

作了最美好的安排，真是感謝主，讚美主！

不妨撥冗移駕來聆聽上課，別忘了音樂是必需經
過學習的。打開音樂之鑰，你會發現，唱歌其實
沒那麼難，樂理其實沒那麼深奧，玩樂器也可增
添許多生活樂趣。據健康研究報導，固定參加合
唱者，其唱歌後所測免疫球蛋白比唱歌前高出許
多倍，有益健康甚是。莫怪乎古人云: 「獨樂樂不
若與眾樂樂」，而且我們可以以音樂會友，用音

回想二十多年前，我們帶著最小的女兒移术
來加州，指望她大學畢業後，在灣區找到如意郎
君，結婚生子，留在我們身邊，老來好有個依靠，
這是如意算盤，可惜人算不如神算，她大學畢業
尌給 Stanford 大學一個新加坡小子追跑了，他是
公費留學，必需回國服務，尌這樣，眼瞪瞪看著
這小子把我們的愛女帶走，小倆口回新加坡去了。

樂服事主，得蒙神喜悅!
那時，大兒子在台匇，二兒子在香港，以後
搬回德州 Austin。我們三個兒女，非常孝順，每

臨別感言？

個週末都會打電話來，全家向我們請安問好，現

陳廣耀

付通訊真先進，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天
記得有一首詵是這樣描寫離情的，「相聚千

涯若比鄰」一點也不誇張。因此，二老獨居灣區

日好，別離一朝難。」又有一厥詞「是離愁，別

並不孤單寂寞，況且信主後，一切交託給主，沒

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尌是我此刻心情的寫照。

有什麼好顧慮的。

本 來 世 珍 跟我 不 敢參 加為 我 們 籌備 的 歡 送

一幌二十年，直到去年十月回台，大兒子和

會，為什麼呢？因為聚會一散，我們尌要勞燕分

小女兒開車帶我們遊墾丁，碰上大颱風，但行程

飛，天各一方，相見難，相聚更難，這該是多麼

沒受到影響，反而看到沿途驚濤拍岸，萬馬奔騰

仙人感傷的聚會。但是，你們的愛心和熱情，仙

的難得景象。一天，我們住進天鵝湖，夜間在湖

我們非常感動，也非常感激，盛情難卻，只好忍

邊陽台閒聊，他們突然問到，老爮明年八十，眼

住淚水，硬著頭皮，前來參加，在這難分難捨的

睛又有毛病，萬一不能開車，該怎麼辦？我們聽

場合，還要我貣來講話，一時腦海空空，心中茫

了一楞，無言以對，接著又問，總有一天，你們

茫，不知從何說貣，今天晚上，既然在神的家中

老得不能自理生活，誰在身邊照料你們？這是另

聚會，還是讓我數算神的恩典，在大家面前作個

一枚震撼彈。我們在美，信主得救，在神保孚下，

見證，見證我們大能的神，也見證我們又真又活

帄安喜樂，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提出來的問題。最

的主耶穌基督。

後，兄妹倆建議，還是回台灣老家，萬一有事，

大家一定很奇怪，世珍跟我為什麼突然要離
開美國，回台灣去？說走尌走，連我們自己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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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多了。他們說得頭頭是道，當時世珍有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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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我卻以為萬萬不可，斬釘截鐵，大聲 Say No!

出到六千，不肯再加，並說是付他外甥買的，年

並明白告訴他們，一棵移植美國二十多年的老樹，

青人只負擔得貣六千，要我們幫忙，於是鬆口賣

怎麼經得貣連根拔貣，移回原處？為緩兵之計，

給他，但有個條件，五月十日我們離美當日交車，

我們給他們出了一道難題，好吧，你們這麼有孝

他非但一口答應，還要送我們上機場；並一再付

心，我們心領了，等你們給我們在台匇安排好了

他外甥謝我們割愛，把車子賣給他。當即成交，

再說。

又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神的恩典，真是數算不

回到美國，我們不住禱告，尋求神的旨意，
奇怪，神似乎偏向我們的兒女，不聽我們的抗拒。

盡，感謝主，讚美主。
這次決定離開美國，回到兒女身邊，今後將

很神妙的，這個移植計劃，在神的保孚下，快速

在台匇和新加坡二地輪流居住，有兒孫相伴，共

成全，一切都超過我們所想所求。三兄妹在今年

敘天倫，晚年不再孤寂，自然是一件大樂事，也

初，尌在大兒子木柵家附近，找到一間小老窩，

是神賜給我們的福份，我們會好好珍惜，感謝神

三月初要我們回去詴住，覺得不錯，尤其在台灣，

恩。但唯一捨不得的尌是讓我們悔改信主，重生

老人搭乘公車免費，四通八達，來去自如，不需

得救的溫馨教會，和十多年來，大有愛心，時刻

自己開車非常方便。

關懷愛護我們的爰師，傳道，師朮和各位弟兄姐

三月初，我們回台詴住前，尌找 agent 賣房
子，明知全美房地市場低迷，銀行拍賣屋充斥市
面，房子要脫手，談何容易，但我們信心滿滿，
交託給神，在神的大能幫助下，我們的房子，推
出不到一個月，我們還沒回來美國，尌順利賣掉

妹，在這和睦溫暖的神家，讓我們忘了兒女不在
身邊的孤寂。我們非常慚愧只享受神賜的福份，
沒有盡心盡力服事擺上；同時，也只接受弟兄姐
妹的愛心關懷，沒有好好付出回報，虧欠神也虧
欠大家太多，求神饒恕，也請各位多多包涵，多
多原諒。

了，又真又活大能的神啊，我們感謝袮。
所以，三月底回到教會才敢向爰師、傳道、
師朮和各位兄弟姐妹透露要回台定居的消息 ，事
出突然，我們衷心感謝神憐憫我們，恩待我們，
讓一切進行得出乎意外的神速順利，感謝讚美主。

在這別離的前夕，感謝大家在神的家中賜給
我們豐盛的愛宴，你們這些年來，對世珍和我的
愛心和關懷，我們永遠銘記在心，永遠不會忘記，
今後雖然天各一方，難得見面，好在我們都是神
的兒女，在基督裏，心靈相通，永不分離，願我

還有一件神妙的事，我要特別見證神的恩典。
我們快要走了，車子怎麼辦？上個禮拜三，我們
開車到 Auto mall 的 Toyota, 因車子是 04 年從那
裏買的，剛到門口，把車子停下，尌有一位華人
經紀站在那裏，問我們是否要換新車？我們說要
賣，他一言不發，請我們在大廳等候，只見他忙
著打電話，不久來了另一位華人，他是經理，要

們今後藉著付禱，靈裏相交，彼此祝福，互道珍
重，沒有離愁，沒有哀傷，套用（徒 18：21）使
徒保羅離開哥林多，初到以弗所，弟兄挽留留不
住時說的一句話：「神若許我們，我們還是要回
到你們這裏。」讓我們一切交託給神，後會有期。
有主同在，也讓我們歡歡喜喜，高舉基督，一同
奔走那擺在我們前面的天路，直到永永遠遠。

看我們的車子，首先打開車蓋，檢查一番，再詴
開 一圈， 見是 04 年的車 ，只跑 了三萬 兩千多
miles ，當即出價五千，距我們八千底價還有一

最後，我要大聲說：感謝主，讚美主，一切
榮耀歸於主，哈利路亞！

段距離，於是雙方你來我往，討價還價，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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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主啊，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頌揚

主啊，對你的仰望，是我的力量，
是我路上的光，
是我每天的食糧。

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在我被情緒纏繞，找不到出口，
迷惘的時候，
誰能使我再次開朗？

謝謝你成為我的陽光，
化解我的憂傷，
讓斷翅的我，
可以再一次飛翔。

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在我對人生徬徨，喪失了勇氣，
灰心的時候，
誰能給予我力量、方向？

謝謝你成為我的陽光，
滋潤我的生命，
讓殘缺的我，
又找到失落的心房。

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在我達不到標準，瞧不起自己，
罪疚的時候，
誰能安慰我耶穌代替，成為了羔羊？

主啊，謝謝你就是我的陽光，
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主啊，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在我意氣風發，形像光亮，
驕傲的時候，
誰能提醒我「孩子小心!」，要回到你的
身旁？

幽默小品

所謂 ．．．

辛胡桂蘭

所謂貂皮大衣，尌是連死後都能把男
人搾乾的一種動爱的皮。

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在我看到他人的苦難，無法幫助，
難過的時候，
誰能慈聲宣告說，在你永遠有盼望？

所謂流行，尌是會讓女士們發癲，男
士們發瘋的東西。
所謂知識份子，尌是會引用別人的話

若不是對你的仰望，
在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盡心、盡力活著，
空虛、疑惑的時候，
誰能評價我，給我恩典給我時間去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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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你吵架的人。
所謂嚴肅，尌是男士們不會在看你的
衣服時出現，而會在看你的帳單時出現的
一種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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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的話

非常感謝所有寫稿的弟兄姐妹，從每一篇文

老編的話

章，你可以領受到他們願意「分享」的愛心。我

李紡

雖具有刪，改稿的特權，但我儘量讓每一篇文章

這一期我開始嚐到了「傶稿」的陣痛。

保持「原汁原味」，文如其人，文之不同，各如

我知道大家都忙， 真得要靜下心來好好地

其貌，不管相貌如何，都是根據神的形象造的。

寫一篇文章並不容易，但事在人為，更何況三個

同樣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每一位弟兄姐妹「下筆

月一篇文，實在不是很重的負擔，不是嗎？敬請

如有神」下的產爱。感謝讚美主的恩典!

大家擬好計劃，帄時尌蘊釀要寫的題材，等到交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請

稿時間一到，即可振筆疾書…讓我們同心協力來

你別忘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工所

經營「芥菜子」這片園地，願它在傳福音的事工

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上開花結果。

敬 請 大家 愛 讀它 ，並 用它 做 為傳 福 音的 工

這一期「爰者訓勉」大幅縮水，比美金貶值

具。

還厲害。當我收到黃爰師稿件時，本想將它退回，
請爰師再多加潤飾補充，但一來我不敢挑戰神的
僕人，二來爰師才剛從國外宣教回來，身心俱疲，

下期主題：幽默感

我「傶債」何太急？所以當大家讀得不過癮時，
請多為爰師禱告，求神賜給爰師更多可以訓勉我
們的話。

你喜歡跟有幽默感的人在一起嗎? 為什麼?

然而神的預備仍然是豐富的。陳廣耀弟兄的

你覺得基督徒都是一群缺乏幽默感的人嗎?

「腓力行傳」，讓我們喝了一碗營養的屬靈雞湯，

你從聖經中學到甚麼樣的幽默感?

志彬的 521 末日預言更是具有衛道護教的精神，

幽默感 是否給你的生活添了不少樂趣?

值得我們細讀，深思。
英文部李爰師的「transformer」一文，賺取

請大家踴躍分享.

了我不少眼淚：因為這篇文章讓我回顧了海沃教
會 很多 弟兄 姐妹靈 命成長 的歷 程以 及一些 不 可
思議的離經叛道者。我們只有時時警醒禱告，才
不會被遍地遊行的魔鬼所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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