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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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訓勉   當耶穌走進今日的教會 葉耿齊牧師 

 

當耶穌走入今日的教會，祂會看到什麼？ 

當耶穌走入今日的教會，祂也許會奇怪為

什麼大部份的基督徒都來自於中產階級，彼此

非常滿足於自己團契的小圈圈。耶穌問自己：

「我不是說過要把福音傳給貧窮的人，給我最

小的弟兄衣服穿，食物吃，涼水喝嗎？為什麼

他們對自己的得救滿意極了，對周遭的人卻視

若無睹呢？」 

當耶穌走入今日的教會，祂也許會奇怪為

什麼有關婚姻、教養、重建自我形象的課程這

麼受歡迎，而關於受苦、捨下權利、簡樸生活、

宣教的書卻乏人問津。耶穌問自己：「我不是

把我大部的教導著重在神的國、受苦、饒恕、

自甘微小、活出登山寶訓中的生活嗎？為什麼

他們只在意他們的需要是什麼，而從來不問我

對他們的要求是什麼呢？」 

當耶穌走入

今日的教會，祂也

許會奇怪為什麼

牧者把絕大部份

的精力放在人前

的服事上，對自己

在講台上的好壞患得患失，對別人的批評極度

沒有安全感，腦子永遠只是想著人數和成功，

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卻輕輕忽忽。耶穌問自己：

「我不是已經把我一天的作息，我生命的優先

次序寫在聖經中了嗎？為什麼他們還是注重表

面，不注重裡面，為什麼他們還是看重人前，

不看重神前呢？為什麼他們做事還是出於恐懼，

而不是對我的熱愛，為什麼他們還是受限於人

的掌聲，人的眼光，而不是我的旨意呢？為什

麼該要像先知嚴厲責備的時候，他們像羔羊，

而又為什麼該要像牧人纏裹醫治的時候，他們

又像豺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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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走入今日的教會，祂也許會奇怪為

什麼信徒老是拿軟弱當做藉口，其實骨子裡是

不想真心跟隨祂，要不計一切代價避免耶穌打

亂他們「平靜、悠閒、舒適」的生活。耶穌問

自己：「我不是說過，凡稱呼我『主啊！主啊！』

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

人才能進去嗎？為什麼他們一面稱我為主，一

面又極力避免我做他們的主呢？」 

當耶穌走入今日的教會，祂也許會奇怪為

什麼祂的子民滿口屬靈術語，神學名詞，但在

敬虔生活、在改變生命大能的經歷上，卻一無

所知。耶穌問自己：「我不是說過，我來是要

叫人得生命，而且是豐盛、湧流出來、能夠祝

福別人，改變世界的生命嗎？什麼時候他們以

為知識就等於生命，知道就等於行道呢？他們

為什麼把聖經當做偶像來崇拜，而不肯來我這

裡得生命、被破碎呢？」 

當耶穌走入今日的教會，祂也許會奇怪為

什麼基督徒抱怨聖經很難懂又很悶，但是卻願

意花更多的時間、精力和努力去學醫、去預測

股市走向、去學語文、去考證照、去發展第二

專長、去規劃退休生活和旅遊行程。耶穌問自

己：「我不是說過，我的民因無知而滅亡嗎？

我為他們寫了律法千千，他們卻以為與他們毫

無干涉。聖經對心靈渴慕的人一點都不難懂，

難懂和很悶，難道不是因為你的心長滿了荊棘，

根本容不下神的道嗎？難懂和很悶，豈不是因

為渴望順服、知道神的心意從來不是你生命的

優先次序嗎？」 

當耶穌走入今日的教會，祂也許會奇怪為

什麼基督教分了什麼福音派、靈恩派，而且彼

此看不起彼此。耶穌問自己：「我不是已經禱

告使他們合一，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使他

們都歸於一個身體了嗎？為什麼他們要比誰比

較正確，而不比較誰比較謙卑呢？我其實不是

他們的主，他們的宗派傳統和教會文化才是他

們的主。當他們在為自己的宗派立場而沾沾自

喜的時候，我的心因我身體的分裂而傷痛。」 

做為一個基督徒意味著什麼？當我們說

我們要跟隨主的時候，我們真明白我們在說什

麼嗎？ 

 

 

 

 

下期主題 
 

主，請說 
你是否曾經靜靜地來到神的

面前，恭敬地說「主，請說」

而尋求主的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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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ed 
(Luke 4:1 & 14) 
 
 
In Luke 4:1-13, Jesus prepares for the inauguration of His ministry through a time of fasting & prayer, and faces off 

against His enemy – that liar, deceiver & tempter we call Satan; Let’s reflect on two verses from this passage: Luke 

4:1 & Luke 4:14. 

 

Let’s start tying some threads together that are interwoven throughout Luke-Acts (which function as a prequel & 

sequel],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The Holy Spirit. You may remember that the Holy 

Spirit has popped up throughout the early parts of Jesus’ story, even before His incarnate birth as a man, turning 

people into lovers of Jesus & worshipers of Jesus. But people often have all kinds of weird associations with the work 

of the Spirit, like preachers in white suits with big hair who manipulate us & extort our money, or out-of-control 

emotional, pseudo-religious craziness devoid of intelligent thought or self-control. So how does this Holy Spirit thing 

work? First off, He’s a Person, not a thing or a force. Second, why don’t we see how Jesus (the Son of God and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relates to Him as an example: 

 

Luke records Jesus experiencing 40 days & nights of ongoing temptations by Satan, culminating in three final 

assaults on His mind, heart & identity. How is Jesus able to resist, being tempted in every way that we are, yet not 

sin? Recall how Jesus was baptized right beforehand, His true identity revealed by the Father & affirmed by the Spirit 

[Luke 3:21-22], as He prepared to launch His earthly ministry. We then see in Luke 4:1: “Jesus,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returned from the Jordan and was led by the Spirit in the wilderness for 40 days…”  We learn that He i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the One who (in the Bible) is the presence & power of God indwelt into people to regenerate us to 

faith & life in Christ, to convict, comfort, counsel, strengthen, empower and gift us for ministry, to sanctify & mature us 

into bearing godly fruit in our lives [Gal 5:16-26]; these are His roles. And then, Jesus is led by the Spirit, to come to 

this desert wilderness region, to prepare Himself for the beginning of His public ministry, by drawing closer to His 

Father & drawing strength from the Spirit (in fasting & prayer), to face off against Satan, the spiritual enemy who is 

gunning for Him.  So here, we find Jesus got to that place by being Spirit-filled, Spirit-led. 

 

Luke repeatedly introduces us to God the Holy Spirit. He shows us that Jesus was filled & empowered by God the 

Holy Spirit, and led by God the Holy Spirit. We believe in Christ-followers being Spirit-filled and Spirit-led too. As 

Jesus was, (by the grace of God), we want to be. We want the Holy Spirit to fill us, to give us new life & new power, 

the life & power of Christ. We also want to be Spirit-led (like Jesus), to go wherever the Holy Spirit calls us to go, 

wherever He leads, not just to those place that are most easy & convenient. Sometimes the Spirit leads us into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good of others. That is always His goal when He leads 

people. That’s what He’s doing here with Jesus, as the Spirit brings Him into the wilderness for a time of preparation 

by relying on the Spirit & facing every temptation, trial & suffering that you and I know personally & intimately [cf. Heb 

2:17-18]. 

 

Moving on to Luke 4:14-15, we witness the inauguration of Jesus’ public ministry: “And Jesus returned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o Galilee… And He taught in their synagogues, being glorified by all.” Jesus began his preaching & 

teaching ministry as a Spirit-filled, Spirit-led, & Spirit-empowered preacher. Today, He is exalted as Lord, God, 

Savior & King, but during His ministry on earth, He came as a Spirit-empowered preacher. This is exceedingly 

important; it means that the focal point of His ministry started with teaching & preaching (about God, people, sin, 

repentance & salvation) out of the Word of God. This is absolutely central, essential & foundational for all that we 

believe and in all that we behave. Jesus did heal, feed & counsel people as part of His ministry, but everything begins 

with, and was sustained by, the preaching and teaching of the Bible. It is my deep, profound, sincere hope that the 

mailto:josh.lee@cfcchayward.org
http://www.thecrossing.cfcchayw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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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s would matter to you, hearing the Word of God would matter to you, because “faith comes by hearing the 

Word” [cf. Rom 10:17]. 

 

The way we do it at CFCC Hayward is through the preaching of the Bible as monologue, and then we gather in 

fellowship small groups for dialogue. We want you to hear & talk about the Scriptures; we want you to be on-mission 

as the church; we want you to work through your issues, concerns, frustrations & immaturities together as God’s 

people in the Word. Everything at our church ultimately rides on the preaching of God’s Word. Why? Because if God 

came to the earth, and made it His first priority to establish His ministry through Bible preaching & teaching, then we 

want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Jesus. 

 

How did Jesus do that? It wasn’t simply a passive form of being filled with the Spirit in order to become a 

Spirit-empowered minister of the Word. God becomes a man and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has a traveling, 

preaching ministry throughout the region of Galilee. He is preaching in small towns, in their centers of worship 

(synagogues), where God’s people gather. Instead of being like the burdensome, man-made rules & traditions of 

many teachers common to that time, Jesus comes as this young, fiery, passionate, wise, life-changing teacher of 

God’s Word. We read earlier in Luke 2:52 that He grew in wisdom, stature and favor with men & God. He studied, 

learned, grew; God humbled Himself to identify with us, and He learned & grew, just as we learn & grow.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Scriptures, as we must devote ourselves to the study of Scriptures. And He become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a rabbi, a Bible teacher. This means He’s educated, literate & learned. Some would say: “I 

don’t need to learn & study; I just want to follow the Holy Spirit. I’m a simple Christian.” Jesus was filled with the Spirit, 

and grew in wisdom, stature & favor, did study, and qualified to be officially declared a rabbi (a teacher of 

Scriptures). He’s a theologian, thinker and student. And if you want to be like Him, 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study the 

Word and grow in your wisdom & knowledge. 

 

What we read is that Jesus was a Spirit-empowered preacher. He based His ministry on the Word, He studied it 

expertly to confirm, explain & connect people with Him as the Savior Christ, and He relied o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of God to do the ministry of connecting people to God through Him & His teaching: leading people to conviction & 

repentance; giving freedom, redemption, hope, salvation; physically, emotionally, intellectually & spiritually. Over & 

over throughout the new era of God’s story, there is an association with the Spirit and power (cf. Luke 1:16-17, here 

in Luke 4:14; Acts 1:8; Acts 10:38; Rom 15:13; 1 Cor 2:4; Eph 3:16; 1 Thess 1:5; 2 Tim 1:7; etc). He never cheated 

through His own ability; He relied o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o do ministry, as we must rely on the Spirit’s power to 

minister into the lives of others. 

 

Jesus lived His lif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t His baptism, in all 4 gospels, the Holy Spirit descended & 

rested on Jesus, to show He never left Him.  In Luke 2:21-52, we pondered how Jesus emptied Himself of His divine 

attributes & relied o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o grow, worship, and say “no” to temptations & “yes” to His Father. He 

did that humbly to serve us & identify with us. As we read further in Luke & Acts, we learn more about the Holy Spirit 

& His connection to Jesus: The promise made that Jesus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Luke 3:16]; Jesus lived 

without sin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He dies for sinners & is raise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He ascends 

back to heaven so He & His Father send the Holy Spirit to the Church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And just as the Holy 

Spirit descended upon Jesus, He descends on His people, empowering us to live like Jesus & become more like 

Jesus, and (as the Church) to continue the ministry of Jesus.   

 

 

Reflection Questions: 

 

(1) What does it mean for you to be Spirit-filled? 

 

There are a lot of strange, unbiblical ideas & practices regarding what it means to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We love the 

Holy Spirit; we worship Him as God. He gifts us for life, ministry & worship. And we are deeply grieved when there is 

false teaching about Him, when He’s said to be a God of chaos when filling His people, instead of the God of order as 

described in the Bible [cf. 1 Cor 12-14, particularly 14:26-40]. What are some of the negative stereotypes you’ve 

been exposed to? What are the actual biblical roles of the Holy Spirit in dwelling in God’s people? How would that be 

expressed in your life? 

 

If you’re a follower of Christ, His Spirit is put into you. Knowing His roles in a believer’s life, how has He been filling 

you up? How have you been resistant t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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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at does it mean for you to be Spirit-led? 

 

How does the Holy Spirit prompt you to go in a certain direction? When have you been led by God’s Spirit? How do 

you know if a prompting/leading is genuinely from God (instead of Satan [like Jesus’ temptations], worldly voices not 

of God, or your own thoughts and/or craziness)? What are ways the Spirit is leading you today? Are you responding 

in obedience to that… even if it’s into & through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3) What does it mean for you to be Spirit-empowered to minister to others? 

 

Have you studied & grown in God’s Word? How has the Spirit empowered you to grow in wisdom & understanding of 

His Word? How has the Spirit used the Word in you to bless, challenge, convict, & encourage others toward Jesus 

(at home, at work, in your family & relationships)?  
 

 
 

生活分享 

主啊,你說  路海英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

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 6；

35） 

二十年前，初到國外，一切新鮮。我所租

住的第一家房東，男主人是出租車司機，女主

人是美髮師，家中一個女嬰，還有一個女傭。

家中裝修在當時我的眼中是美崙美奐，我暗中

打量這一切，心想：這只是極普通的家庭，卻

有這樣的居住環境，我們所受的教育要「拯救

別人於水深火熱之中」是多麼地可笑。 

因為沒有身份的緣故，工作難覓，在打了

無數次應徵電話之後，終於得到一份幼稚園兼

職，最初的喜悅很快被現實衝沒了。低微的薪

水與高昂的房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夢想是那

麽地遙遠。 

夜半，傳來嬰孩的哭聲，勾起我思念在國

內女兒的情緒，是呀，我在國內有一份體面而

又穩定的工作，為什麽要在這裡受煎熬？是去

是留，心中很是徘徊。多少次的輾轉反側，多

少次的牽縈夢迴，最後，因我先生堅決表示要

留下而作罷。 

主啊，你說：「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

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以 5：22）那時，

我並沒有讀過聖經，卻按照你的話做了，雖然

順服的是那麽地勉強，可還是順服了。 

後來，我又到了一家以銷售百科全書著名

的教育機構工作，薪水豐厚。現實與夢想越來

越近。我每天為夢想奔波，疲憊而又快樂。 

一位基督徒朋友要介紹客人給我，約我周

末和她一起去參加小組聚會，我帶上我的書盤

坐在朋友家的地毯上，心不在焉地耐著性子聽

他們學聖經，心裡卻盤算著趕快結束，我好給

客人講解我的書。終於到了最後的禱告，「阿

門！」聲剛落，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書本，沒

想到三言兩語，客人就訂了。出乎意料地順利

讓我特別地開心，心裡說：「基督徒真好！」 

主啊，你說：「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

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 11：28） 

主啊，你這是要輕省我的擔子嗎？這難道

也是你冥冥之中的帶領？ 

在那年年底，當夜幕降臨時，整個城市萬

家燈火，終於其中有一盞燈光是真正地屬於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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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從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沒有？

有尋求他的沒有？（詩篇 53：2） 

在我家附近有一座小教堂，信徒不多，大

堂莊嚴而肅穆。我偶爾會去那裡，喜歡裡面的

氛圍，喜歡唱詩班的歌聲，卻從來沒有感動過，

我漠然地看到教友自然流露出的情感而無動於

衷。 

主啊，你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

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7：

8）我從未想去叩門，卻在無意中走進你的殿

堂。 

教會裡有一姊妹送了我一本華文聖經，我

也只是閒來無事隨手翻翻，並沒有認真研讀。 

這是我與上帝最初的接觸。 

 

公司有一同事，來自大陸，受洗多年，曾

向我們講見證，傳福音。我當時是非常地抗拒，

「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思想，根深蒂固，

並心想：世上有那麽多人，遇到困難都去找上

帝，還不把上帝煩死了。再說了，自出國

以來，我和先生努力工作而擁有這一切，

我們靠的是實實在在的自己，而不是虛無飄渺

的上帝。 

主啊，你說：「你要專心仰賴

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 3：5-6）可是，在那時，我不認為我

有這個屬靈需要。 

後來，到了美國，又重新面對身份，語

言，開車……等一系列的困難，也曾有短暫

的迷茫，也曾心意沉沉，也曾隨女兒做義工

去過教會幫忙，也曾隨會眾一起有樣學樣雙手

合十禱告過（雖然那時我根本不懂禱告），也

曾在聽聖歌時，有過一剎那地感動。 

主啊，這是你在做工嗎？ 

主啊，你說：「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

你們。」（雅 4：8） 

這是我們之間關係的進一步深入。 

直到有一天，我感到了人的渺小和有限，

我需要神的偉大和無限來充實我。「疲乏的，

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以 40：29）

我投靠了在你的翅膀蔭下。 

主啊，你說：「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論

是什麽，只要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可

11：24）有多大的信心，就有多大的力量。讓

我刻骨銘心。 

時光悠悠，過去的那些經歷，讓我變得比

以前更加地堅強和勇敢，那是我人生中最寶貴

的財富。使我更加相信，「在人是不能，在神

卻不然，因為神凡是都能。」（馬

10：27） 

我們都是凡夫俗子，因此都有

軟弱的時候，都有人世間這樣或那樣的

煩惱。想起過去，總有一種往事不堪

回首的感覺。特別是在人生的低谷，

基督的能力更顯明在世人的身上。

讓耶和華的大愛與大能來醫治我們，

享受他賜給我們的平安和喜樂。

讓我們共同唱一首天上的歌，把

心中所有的憂傷，全都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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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傳》的啟示 章志彬 

 

《後宮甄嬛傳》(簡稱《甄嬛傳》)是一部

中國大陸的創作小說改編連續劇，描述雍正皇

帝時代的後宮傾軋鬥爭。故事的女主角甄嬛十

六七歲進宮，原本純真善良想獨善其身，但在

慘烈的後宮鬥爭之下，歷經重重迫害之後，蛻

變為一個充滿權謀的冷酷妃嬪，最終登上皇太

后寶座。 

這部戲最近一年多來紅遍華人世界，海峽

兩岸各頻道重播無數次就不說了，海外華人電

視台也四處熱播，網路上、媒體上的相關報導

有增無減，連美國跟日本電視台也都買了版權

播出濃縮精華版。除了成為流行話題以外，也

有不少的心理、管理等書籍以甄嬛傳為題材，

探討人際互動與職場生存之道。 

身為基督徒，當我看這部戲的時候，也想

到了許多聖經的教訓。這部戲當然不是以信仰

為題材的作品，內容也以虛構為多，但的確有

許多地方值得省思，甚至印證了神給我們的教

誨。 

 淫亂：劇中的皇帝有元配、有妃嬪，但卻視

重妻妾為生養皇嗣，甚或娛樂縱欲的工具；

儘管已經妻妾成群，但平日若有看上眼的女

子，從寵妃的妹子、端茶的奴婢到馴馬的丫

環，無論對方年齡身分背景如何，均千方百

計納為己有；而嬪妃們只要一言不討天子喜

悅，就可能被皇上冷落，進而被宮中人打壓

欺凌。如此風氣與體制，造成嬪妃之間為爭

寵而相爭相害，皇帝看似處於溫柔鄉，卻也

無時無刻不為後宮紛擾而憂心，甚至還得時

刻防備，以免子嗣甚至自身遭人暗算，全無

真愛真心可言。 

反觀聖經之中，神最初的設計是為男人「造

一個配偶幫助他」（創 2:18），是男人「骨

中的骨，肉中的肉」（創 2:23）要男人「與

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 2:24）。女

人跟男人一樣獨特而尊貴，兩人一體互信互

愛，單純但親密的關係，遠比後宮佳麗三千

要完美得多。 

 迷信：從宮女妃嬪暗地裡以人偶巫術對眼中

釘下蠱詛咒，到有權位的皇后貴妃教唆司曆

法天象的欽天監官員以天象吉凶為由左右

皇帝決策等事層出不窮，在在都顯示出迷信

的本質：迷信並非正信，信的人甚至也非真

信，只是把所「信」之事當做欺騙他人與自

己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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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曾有一幕是皇上率皇后離京去為後宮

安寧而祈福，卻在此時傳出留守掌管後宮事

務的貴妃以權位殘害有孕妃嬪，致其流產之

事。這段劇情著實諷刺，也清楚地告訴人們：

求功利的迷信是愚昧無用的，惟有按照神的

法度而行，端正己身，謙卑和睦，方能齊家

治國。 

 貪婪：享有萬千寵愛

的貴妃不知足，對皇

帝陽奉陰違，殘害其

他可能與之爭寵的

妃嬪，並貪圖宴

樂，奢華無度，

收受賄賂賣官

營私；權傾一時

的大將軍言行

傲慢，以權謀私，

陷害忠良，挾軍

功恫嚇百官甚

至皇帝。這些因

貪婪而起者，下

場都無比淒涼。 

神明白告訴我們：做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

夫（弗 5:22）；要順服執政掌權者（羅 13:1）。

更明確地告誡：貪財是萬惡之源（提前 6:10）、

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太 6:21）。

忠於主道，安於本分，神自然會賜給我們所

需的物質與相稱的位分。 

 邪惡：這是我看完此劇之後最深的感觸。後

宮心計之深、鬥爭之慘，是常人難以想像。

看似慈愛敦厚的高位長者，佈局安排卻狠辣

無比；貌似清純，楚楚可憐的新進妃嬪，妒

意與城府之深更令人咋舌。即便是一些正面

人物，也在時空變遷之下，或無法抗拒誘惑

而犯罪，或學會用計害人以自保。整齣戲看

完，多數人物都沒有好下場，即便是女主角

甄嬛，儘管在諸般權鬥之後終獲最後勝利，

但猛然回首，也早已不復當年。 

人類自從始祖犯罪之後，就

失去了原有的純潔無瑕。而

在世事洪流之中，若不以神

的話語和智慧做為處世南

針，很容易就喪失原則，迷

失方向。「沒有義人，連一

個也沒有」（羅 3:10）是觀

看本劇時的慨歎；而「人心

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耶 17:9）

更可以說是本劇的最佳註腳。 

相信很多

人看完這齣戲

之後，都會有

許多感嘆。貴

為天子、皇后、

貴妃等等，仍

有旦夕禍福，更都難逃一死。世上的權勢、名

利、財富，都不能保證永恆，「凡事都是虛空」

(傳 1:2)。不過這倒也勉勵我們，當仰望神的國

和公義，不要以世上會朽壞的物質、名利與地

位為目標，而以耶穌基督為至寶（腓 3:8），如

此一來，就能在世上的日子得著內心的喜樂與

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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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智慧人 辛胡桂蘭 

路加福音十章四十一至四十二節曾說到

『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

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

選擇那上好的福份，是不能奪去的。』 

我一直以來也有這個毛病，雖然平時事情

也並非十分忙碌，但心裏卻忙得很。有時為了

兒女的家庭，身體健康，有時為了孫兒們的學

業而煩惱憂慮。其實我也知道憂慮對事情一點

幫助也沒有，只會讓自己失去平安與喜樂。 

腓利比書四章六到七節也說『應當一無掛

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

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因此無

論我們的試煉有多重，痛苦有多深，困難有多

大，我們都應該將「凡事」帶到主面前，更應

當常存感謝的心，因祂救我脫離死亡與煉獄。 

海沃教會大家庭的弟兄姐妹對我關懷備至，

讓我覺得十分難能可貴，我感受到無比幸福！

但我仍覺得有些遺憾，那就是，我為主所奉獻

的時間與精力實在是太少了。但願我能多傳福

音，多為主作見證，做個真正的智慧人。 

 

 

基督徒的生命 

—聽葉牧師講道有感 傅琳 

基督徒的生命其中有一條是：「放棄自己

的權利」，不為自己伸冤，報復，將審判的權

柄交在上帝手裡，因為祂才是審判官。 

在《馬太福音》5：39-42 裡耶穌告誡我們：

「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

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

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

借貸的，不可推辭。」葉牧師的解釋非常清楚，

當我們的權益受到侵犯或挑戰時，基督徒的責

任是放手，神的責任是出手。當我們自己出手

的時候，就越過了耶穌的教導。耶穌基督告誡

我們的是：基督徒要放棄自己報復的權利，但

不代表上帝會姑息罪惡。將這權利交給法律，

交給政府，交給上帝。罪惡仍會被懲罰，只是

不是由我來執行。 

大約 10年前，隔壁鄰居老先生 90多歲了，

還自己開車出入。有一天我在上班，接到老公

電話，說隔壁老頭把車撞進我家車庫了。他老

眼昏花，我家車房門關著，他居然衝進來了，

好在我不在家，車子開走了。於是車房門壞了，

車房裡面有個冰箱也撞壞了，冰箱又把牆撞了

個洞。他老先生還不知道熄火，馬達還在「轟

轟」地響，直到我老公把他女兒叫來。結果當

然是他的保險公司賠。賠我車門和冰箱，牆上

那個洞就算了，冰箱遮住看不見，我們就不要

他們賠了。令我們想不到的是，他女兒非常「聰

明」，把她的舊冰箱給了我，把保險公司賠的

新冰箱搬回自己家。我一看怒不可遏，衝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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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真想一個電話打去保險公司，叫她把「吃進

去」的冰箱「吐出來」。但是我接下來的反應

是禱告：「天父啊，我該如何做？求你告訴我，

告訴我……」等情緒平靜下來，前面那段耶穌基

督的話在我腦中跳出來：「不要與惡人作對……」

按葉牧師的解釋就是：「不可向傷害你的人討

回公道」。主耶穌叫我們背起十字架與祂同行，

這豈不是那十字架嗎？如果我不記得聖經的經

文，我就會像她一樣，為了一個四到五百元的

冰箱跟她吵鬧不休，並且從此以後再也做不成

鄰居，也再不打招呼。為什麽？為這四到五百

元錢？我這個基督徒跟她有什麽區別？我們決

定放棄追討。結果就是，不說歡歡喜喜吧，起

碼存了平常心接受了那冰箱。主也讓我看到，

我並沒損失什麽，我的

冰箱原本也是舊的。因

著這冰箱，我想在主眼

裡，我是試著與祂同行

的，是蒙祂喜悅的。 

10 年以後，不但冰

箱，甚至我家 60 年的

房子，上帝全都給我更新了。一場火災幾乎更

新了我家所有的東西，保險公司付的錢，這是

我做夢都想不到的。我知道，是上帝將災難轉

化為祝福；是上帝將恩典澆灌在我家。 

再說一個我不願：「有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的故事。 

5 年前，我們部門來了個墨西哥女人做管工，

嘰嘰喳喳，瞎指揮，不尊重任何人，沒人喜歡

她。有一天，州政府衛生部來醫院檢查，整個

醫院如臨大敵，都惶惶不安，生怕哪裡出錯，

害醫院停業。我負責醫院戒毒中心的清潔工作，

那兒井井有條，幹乾淨淨。她突然在檢查的當

天早上把我調到普通病房去，那是一個男人負

責的地方，很髒。叫我去收拾爛攤子，提前幾

天也行啊，起碼給我個時間吧。突然叫我去，

我怎能一下子弄乾淨呢？挑出毛病算誰的？一

怒之下，我居然背起包包回家了。回家後坐在

後院，望著藍天白雲花草樹木，我冷靜下來，

覺得自己意氣用事了。我在上帝面前禱告，求

祂饒恕，因為我沒有聽祂的教導，而是憑自己

的血氣行事。《羅馬書》13：1-5 節：「在上有

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

於神的……。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

罰，也是因為良心。」由此，我謙卑下來，不

是懼怕她，而是上帝的話語。祂的教導，我豈

能塞耳不聽？因為祂是為著我好。我知道，這

次我一定會為自己的「血氣」付上代價的。 

第二天，她把我叫到辦公室，給我一個書

面警告，我們經理還因此給大家開了個會，害

我好沒面子。 

我學了一課——順服。也記住了，權柄不是

一把空空的佩劍。我該將審判的權柄交給上帝，

而不是憑自己的血性。世上的恨惡，復仇，殺

戮，全是人憑自己的血氣，所以這世上沒有平

安。《羅馬書》12：19 節說：「不要自己伸冤，

寧可讓步，聽憑主怒……主說，伸冤在我，我必

報應。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

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

頭上。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上

帝是賞罰善惡的。祂不僅有憐憫有恩典；祂也

是公義的，輕慢不得的。 

幾個月後，她走了。不知是辭職還是被炒

魷魚。她走了，只是換個地方工作而已，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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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不必額手稱慶。不過倒也懂得了，忍耐

不是沒有出路的，也不會是永久的，神早晚會

給你開一條出路的。 

有時回顧走過的路，有對的，有錯的。但

是上帝將這些都轉化為祝福。作對的，心裡有

平安有喜樂；作錯的，學功課。無論是學忍耐

還是學順服，上帝使自己從幼稚一步步成長，

並且繼續學習，長進，直到有基督的生命。 

我常常跟上帝說：「天父啊，我知道自己

不配；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不配，但是你還是

如此恩待我。你的恩典厚厚地澆在我家，讓我

數算不盡！我是不配的，卻是蒙福的。何以回

報？……」每逢數算祂的恩典，止不住的淚水，

無比的感恩！ 

雖然不配，但蒙他的恩典揀選了我這個瞎

眼的，瘸腿的，不完美的作祂的孩子。衷心地

希望自己有基督的生命，得以與祂榮耀的名相

稱。 

 

 

患難中信主的見證 周紅珍 

我出生在中國上海，來美不到一年。在我

還沒來美之前從來沒去過教會，也不知到耶穌

基督，但我老公會打電話告訴我他每星期去教

會。我來美當天我老公就帶我去教會，當時我

帶著好奇心去看看。之後，我每星期跟我老公

去教會。說實在地我當時覺得去教會真沒意思，

什麼主耶和華我一點沒興趣，而且跟我也不搭

界（沒關係）。 

去年七月二十日我參加教會夏令會，那天

老公身體不舒服，兩腳關節疼痛不能走路，我

沒想到弟兄姐妹都來關心老公。黃牧師為

我老公禱告，傅祖義弟兄還特別攙扶我老公

一步一步地走著，讓我非常感動。當我說謝謝

時，弟兄姐妹卻叫我感謝上帝。感謝主，從那

天起我開始認真聽牧師講道，也會跟著學習唱

詩歌。 

在老公生病在這段日子裡，有一次我們到

醫院看病，等到我們去拿藥時藥房已經關門，

那我們只好隔天再來拿藥。沒想到第二天老公

腳痛不能開車到醫院拿藥，而我又不會開車。

在這裡我們沒有親人，叫天不應叫地不靈，讓

我走頭無路。就在此刻，是主知道我有困難需

要幫助，也是主的恩典把傅祖義弟兄賜給我們，

他知道情況立刻來接我們去醫院拿藥。還有在

我老公還沒查出病因期間，傅祖義夫婦帶老公

四處求醫。教會弟兄姐妹也非常關心我們，這

個問好些了嗎？那個拿藥方，還有建議去看中

醫的。去年八月二十六日是我最難忘的日子，

那天早晨老公因病痛折磨一直沒有得到對症醫

治，病情變得非常嚴重，我看在眼裡急在心裡。

這時我想到主，心裡禱告主: 親愛的主，祢是

最偉大的神，請求祢幫幫我，醫治好我老公的

病。這也是我第一次禱告。那天我們還堅持來

到教會，教會的弟兄姐妹看到我老公的病情嚴

重要帶他到醫院治療，老公不肯去，他覺得沒

希望了去也沒有用。傅祖義夫婦說不可以這樣，

強行帶我老公去醫院，教會弟兄姐妹也為他禱

告，也是那天老公住進醫院治療。我晚上回到

家裡特別開心，我感受到主聽我的禱告，祂一

定能醫治好我老公的病，也讓我進一步認識主

耶穌。第二天醫生就查出病因，病因此得到正

確治療，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在老公住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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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琳姐妹每天上午接我去醫院看老公，晚上

Lisa，傅祖義夫婦到醫院把我接回家，黃牧師，

葉牧師到醫院看望我老公，弟兄姐妹打電話關

心問候，讓我感受到主的溫暖，主給了我無微

不至的愛。 

主耶穌在我困難的日子裡不斷開路，供應

我們一切需要，讓我可以一次又一次度過難關。

我是個罪人，同樣感受到主的愛對我不離不棄。

主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

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現

在老公身體已康復，在這裡我要感謝上帝！感

謝主，也感謝弟兄姐妹！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人

類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

著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裡。如今決心願意

一生跟隨耶穌，就像詩歌唱的那樣，袮是陶匠，

我是泥土，陶照我塑照我更像袮，成為袮器皿，

使我永遠不離開袮。 

 

 

我和聖經文化 
 應建華 

第一次知道「上帝」二字是在我讀小學的

課本中，毛澤東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愚

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

名叫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了出

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

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智

叟看了發笑，說他太愚蠢了，父子數人要挖掉

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的

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山雖然很高，卻不會

再增高，挖一點就會少一點。這件事感動了上

帝，他就派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這個

美好的故事告訴我們，上帝關愛世人；世上有

些事情，人做起來很困難，神做起來很容易。

這個上帝，我們當時理解就是聖經中的主人

公。 

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逐漸對外

開放，開始走進這片土地。一九八一年盛夏，

美國雙語公司在 Ohio 州招募的一批大學教師

自願者，不遠萬里，坐海船來到亞洲大陸的上

海，再來到中國的中部，走進我們的大學，給

我們訓練美式英語，介紹美國文化。我有幸參

加了這個 Summer School。學習的過程中，這些

外來的老師除了給我們講一些美國的風土人情，

科技成就，還介紹了一些聖經的故事：亞當與

夏娃，伊甸園，諾亞方舟，馬槽旁出生的耶穌

獻身於十字架等等，這些課堂內容也是多數美

國人熟悉的故事。記得還有個老師拿出美國硬

幣，硬幣上面有聖經中的上帝的表述。此時，

我頭腦中開始有西方人聖經文化的概念。和我

們不同，大洋對面國度的人們喜愛的是這樣一

種文化。 

九十年代，有一次我出差乘火車，臥舖車

廂遇到一位從東南亞來的知識女士，漫長的旅

途中，大家一起聊天，談到聖經和宗教信仰，

她說大陸的人讀馬列書籍，信仰共產主義和雷

鋒精神，這種信仰對個人沒有回報，海外人讀

聖經，信仰上帝有回報，我問信仰上帝對信奉

者有什麼回報？她回答你信奉上帝，上帝就會

幫助你，給你無窮的快樂，這樣的故事聖經中

都有許多的記載。她也介紹到她本人信上帝的

種種靈驗經歷，這種靈驗，就是聖經中常常可

見到的上帝對信奉者的回報。我記憶中這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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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態度至誠，感覺到聖經對世人的吸引力。

西方的電影，香港的電影進入大陸，電影中也

時常有這樣的鏡頭，人們在就職演說時，對著

聖經發誓，法庭作證時，摸著聖經起誓。給人

的感覺，聖經是可靠的，可信的，神聖的。 

零三年初，我從我太太那裡看到一本中文

聖經，才開始讀聖經的原著。由於中文譯本是

很早的白話文譯本，比較難看懂，看得也比較

慢。對聖經的一些情節也開始有了了解。比如：

上帝設彩虹，摩西造銅蛇，耶穌施浸禮，猶大

吻耶穌等等。然而，由於沒有領會聖經的精髓，

只是知道了聖經的文化的一點點皮毛。 

今年春天，我結識了 Hayward 基督教會的

弟兄，我上班的公司也恰巧和他的公司同在

Sunnyvale，我們同車上班和回家的過程中，這

位弟兄給我的聖經學習帶來了許多的幫助和指

導。在他的幫助下，我可以思考和討論幾個主

要問題： 

美國二百年的歷史文化，中國五千年的歷

史文化，為什麼美國比中國強盛很多？近些年

為什麼美國的實力走向低落？ 

人定勝天的錯誤在哪裡？ 

茫茫宇宙中智慧的聖靈存在嗎？ 

為什麼要愛你們的敵人？ 

為什麼我是罪人？ 

讀懂聖經的所有故事，就會成為一個好的

基督徒？ 

也就是帶著這些問題，我走進了 Hayward

中華歸主。 

 

我敬拜上帝的幾個理由 
 應建華 

1. 中國是最早敬拜上帝的國家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敬拜上帝的國家，在這

塊東方大陸上，有最早的宗教形式即「傳統宗

法性宗教」，華人是敬帝而拜的民族。甲骨文

中發現「帝」，是商周之時。記載著「帝命雨」：

上帝命令下雨。「賓於帝」：商王的祖先為賓，

死後到上帝那裡去了。北京的天壇就是皇帝拜

天帝的地方，所拜的天帝就是唯一真神。廣傳

的皇權神授，就是上帝給了皇帝的權力，皇帝

僅是人體肉身。 

周公廟制規定：天子七廟：中間拜上帝，

右三拜遠祖，左三拜近祖，只有皇帝有權拜上

帝。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

寢。老百姓只能在家裡拜祖。由此也可以看到，

中國從古時候，祭拜上帝就不平等，百姓大眾

能信上帝卻不能敬拜上帝，只有另找出路，因

此，其它教派就順勢而入。 

歷史上，基督教四次被請進中國，最早一

次是唐朝貞觀九年（公元 635 年），唐太宗命

唐朝宰相房玄齡到長安西郊，迎接基督教聶斯

脫裡（Nestorians）派的傳教團團長阿羅本（羅

賓，Alopen）進入西安，建立大秦寺，持經像

至我國傳道。作為中國人，信奉上帝是傳統之

一。 

2007 年中國大陸十七大報告，胡錦濤書記

告示天下，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

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在中國又迎來基

督教的春天。 

2. 在宇宙間，人的能力有限 

地球雖大，但，相比宇宙是非常渺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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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的距離是用光年來計算，目前人類可以

看到十一億光年範圍內的物質，還沒有測到宇

宙的邊界。如此大的空間內，比人類更智慧的

物的存在，是一定可能的。目前的人類只是井

底之蛙。人類的能力有限，表現在對自然界的

力量不能抗拒。不要說對地震、海嘯、洪水我

們還沒有根治的辦法，就連圍湖造田、開山取

礦，都要受到老天爺的懲罰。大陸湖北省是魚

米之鄉，也是長江水系自然濕地最多的地方，

我下鄉勞動的地方是浠水縣散花區，這塊美麗

的濕地給我許多難忘的回憶。六十年代末，就

有人在這裡圍湖造田，年年都有千人修堤填塘。

沒有機械化工具，只有鍬挖肩擔，勞作非常辛

苦。我下去的時候，人們已經幹了十年多，還

是常年修堤常年洪澇。農舍牆壁上那褪色的標

語，「向水要地，向天要糧」，似乎表現這裡

人們的意志和希望。1973 年 9 月 8 日，內堤潰

垮，我正在潰堤上堵漏，最後，5 米落差的洪

水沖進家園，像巨大的水龍橫掃一切。霎時，

我被這自然的力量驚呆而忘記逃命。洪水貼近

我的屋簷，我的木衣箱也從屋中漂出，好在人

們都跑到高土地上等待救援。生產隊四百多頭

豬，幾千隻雞成了犧牲品，一望無際的農作物

都泡在洪水裡腐爛。我第一次感到人的能力太

小了，從此，人定勝天在我腦海裡，只是一個

個難忘的故事。 

3. 人的感知範圍有限 

動物的感知範圍是有限的，包括人。比如，

蜜蜂是傑出的建築師，蜂巢的形狀、材料和構

造都是最優化的設計，蜂巢的防水、抗風和隔

熱都是最有效的。小小蜜蜂能活動在 80 平方公

里的範圍內而不迷路。人類許多仿生活動和技

術開發，都是藉助蜂蜜的行為來完成的。然而，

人可感知蜜蜂的本能，蜜蜂卻難以感知人的智

慧。春夏時，人知道採集它們的蜂蜜，秋冬時，

人明白供給它們糖漿。作為這些傑出的建築師，

蜜蜂它們不能理解人的行為，更不能明白有一

個高級的人類存在，引導和管理它們的生活。 

我們人類也是一樣，不容易理解有比我們更高

級的智慧存在，實際在掌控我們狀態。我們的

感知有限，需要更高的智慧引領，他就是上帝。 

4. 巧合中的必然 

世界上有許多巧事，使人折服膜拜，巧事

背後有著必然。說一個真實的故事，上世紀 50

年代初，大陸政府給毛澤東的警衛部隊分配的

番號代碼是 8341，幾十年中，許多人都知道這

支部隊的代號。毛澤東去世後，人們發現他壽

命 83 歲，執政 41 年。這種巧合不是人為的，

而是有智慧的靈在安排這位偉人的。 

再說另一個歷史事實。 1976 年是一個災難

年，一年之間中國大陸三位最高領導人先後去

世，期間的 7 月 28 日，離北京很近的唐山市，

發生大地震，24.2 萬人喪命，16.4 萬人重傷，

造成了世紀最大的災難。對此，我們在深深地

悲痛中，將這種巧合歸於必然，人類是脆弱的，

需要救助，誰能救助，只有上帝。 

5. 多數科學家選擇的理念 

美國科學家蓋洛普氏根據文獻調查統計，

前面三個世紀的世界級大科學家近上百位，當

中信仰上帝的人數有二百四十二位，不信者二

十位，無法確認的人數三十八位。他們分別從

事物理、數學、天文、化學、文學、藝術、社

科等不同學科。這些人知識豐富，思維敏捷，

善於探索，堅持真理，並且他們大多數都生活

在工業發達，經濟繁榮的社會裡，信息文化開

放的環境裡。他們信上帝，應該是理智的，自

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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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榮神益人是我的願望 

我們都敬佩正義、善良，都希望家和、鄰

安。千年聖經記載這些故事，我初讀就感到喜

愛。上帝還排遣他的兒子為人受過，血染十架。

這一切都有見證，都有記載。面對事實，我是

相信的。人有罪，通過洗禮，免除罪孽，得以

新生也是我的願望。 

因此信靠上帝，給我帶來喜樂，平安，智

慧和責任。 

 

 

~輕鬆一下~ 

成語亂解 

1.【知書達禮】 僅知道書本知識是不够的，還要學會

送禮； 

2.【度日如年】 特指當官的日子，非常好過，每天像

過年一樣； 

3.【杯水車薪】 形容領導幹部，每天只要在辦公室喝

杯茶水，月底就可以拿到足以買一輛

車的薪資； 

4.【知足常樂】 知道有人請自己洗腳，心裏就感到快

樂； 

5.【見異思遷】 看見漂亮的異性就想搬到她那裏去

住； 

6.【語重心長】 別人話如果講的太重了，心裏就會懷

恨很長一段時間； 

7.【有機可乘】 出門考察有飛機可以乘坐； 

8.【不學無術】 不要白費工夫學那些不實用的東

西； 

9.【夫唱婦隨】 丈夫進了歌廳唱歌，妻子要跟踪尾

隨。 

神教我又一次看見他的榮耀
 孫儁先 

「耶和華阿，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

阿，求你快來幫助我。」（詩 22：19） 

我摔倒躺在地上時不斷用這樣話向神呼求。

2012 年 10 月 23 日，我與老伴梁弟兄去商店，

在櫃檯前我的腿發軟，不由得往一根支柱上靠，

沒想到它倒下了，我也隨之倒下。頭的後部碰

擊地面的響聲，驚動了人群，很多人過來幫助

我。我沒有昏迷，感覺頸部和背部疼痛，清楚

知道要是頸椎受傷，或是顱內出血，會有怎樣

的嚴重後果，便一面向神呼求，一面示意梁弟

兄和幫助我的人不要扶我起來。不久，救護車

應商店的 911 電話趕到。他們詢知了我的感覺

後，將我的頸部固定，小心翼翼地幫助我平臥

在擔架上，將我送往 Alta Bates 醫院急診室。

MRI 及 X Ray 發現頸椎內淤

血，表明脊髓神經受傷。精於

神 經 和 脊 椎 手 術

（Neurosurgery & spine）的唐

醫生決定作頸椎手術，並立即

準備。這時，我的右半邊身體

已經不能動了。 

「我父啊，… 只要照你的意思。」（太 26：

39） 

梁弟兄得知這情況後十分焦急，馬上給更

新小組、教會去電話，也給認識和幫助我們近

30 年的艾苓去電話（接通後才知她在香港），

請為我禱告。次日，弟兄姐妹給梁弟兄的電話

和 email 紛至沓來。艾苓從香港一次又一次地

給我電話安慰我。一位弟兄發來 Email 說，他

問了他的醫生，醫生說應該首先向手術醫生了

解手術可能發生的問題，這是病人的權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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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向唐醫生提問。他說，「不要問，我不談

未來的事。你只講，你要不要作。」10 月 25

日，應梁弟兄的要求，唐醫生來見。他告知梁，

手術要在次日一早進行。要打開頸椎骨，擴大

它與神經的間隙。他警告，如不作，再有意外

便會全身癱瘓。至於目前肢體已能活動，那是

類固醇的作用，不能代替手術。談到手術前景，

他說他不能保證手術一定成功。 

這天下午 5 時，梁弟兄去見我們的 Primary 

doctor，Dr. Ross （猶太裔美國人）。我的頸椎

受傷消息震驚了他。他不贊成唐醫生次日便動

手術的計劃。梁弟兄隨即把他們的談話用電話

原原本本告訴我： 

「Dr. Ross 說，『為什麼要馬上手術？要知

道頸椎神經非常複雜，稍有不慎，輕則下肢癱

瘓，…應該觀察幾天，聽聽其他專家的意見再

定。』 

梁說，『唐醫生是有名的醫生。』 

Dr. Ross 說，『他確是好醫生。但再好的

醫生也會有差錯。我的錯誤曾造成一位病人終

身坐輪椅。唐也為我的病人作過很壞的手術。

我現在就給他去電話！』 

他和唐醫生在電話上爭論了很久後，對梁

苦笑，說，『我和他無法達成共識。他堅信現

在是手術的最佳時機。我問他為什麼，他說，

頸椎受傷後該立即手術還是該等一等，已經爭

論了 50 年，他無法說服我。如果病人不想作，

他可以等待。』 

隨後，Dr. Ross 又給一位脊椎治療（Spine & 

sports medicine）醫生去電話。最後，對梁說，

『這位醫生同意我的看法。我建議孫取消這次

手術，去看別的醫生，權衡後再定。』」 

我聽完梁弟兄的敘述後對他說，下午 Alan 

Wan 和葉牧師曾先後來病室為我禱告。他們說

雖然不可能直接聽到神說話，但禱告後覺察到

唯有「立刻動手術」能叫心裡平安。洪立安弟

兄也對我說了同樣的話。我過去把脊椎手術視

為畏途，一旦要作，一定是「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但現在，我毫無猶豫，把自己交給神，

照神的意思行。我又說，我已告訴唐醫生，接

受他的計劃。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可 16：17）

10 月 26 日晨 7：30 我被送到手術的準備間，

而後進入手術室。整個更新小組，教會秘書

Carol 和其他小組的一些弟兄姐妹們密切關注

Email 信息。立安、新怡、萌志在手術過程中

一直守候在等待間或病房。11 時許，唐醫生出

去告訴他們手術完全符合預期。第二天，新怡

用 email 公佈了一張在病房為我拍的舉手照片，

表明我的四肢沒有癱瘓。大家看了無不鬆了口

氣，頌讚主耶穌。 

手術成功的消息，也由梁弟兄傳給 Dr. Ross。

他表現出由衷的高興，完全不介意我們沒聽他

的勸告。梁弟兄在給他的信中深切感謝他對我

的健康的關懷。解釋了為何接受唐醫生的計劃。

讚揚手術前 Dr. Ross 給唐醫生通電話。它不啻

一劑清醒劑，預防名醫驕傲症的發作。這對手

術有幫助。 

由於手術成功，我的頸部恢復狀況良好，

10 月 29 日轉住康復中心（rehab）。臨去 rehab

前，留滯導尿管被拔除。到了 rehab 後，才知我

不能自主排尿，每次都要插管導尿，還引起膀

胱炎，真是痛苦。醫生對我說，我的這種狀況，

不屬於手術後的通常反應，而是脊髓神經受損

所致。所以，它的複原不可能是幾天；可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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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幾位姐妹知道後為此禱告。新怡苦心地

在網上搜索，終於找到一種腹部按摩法。我按

摩幾天后，居然能排尿 20CC。我的信心大增。

隨著按摩的不懈進行，自主排尿所佔比例越來

越大。待我離開 Rehab 到了 Nursing Home 後

只插管一次。手術後還不能排大便，醫生用了

各種辦法也不見效，直到第六天，護士為了解

除我的痛苦，在灌腸後用手掏才排出。後來又

轉為失禁。過了一些日子逐漸好轉。 

不久後唐醫生作了 follow-up 檢查。他異常

興奮的說，頸椎手術的癒合超過預期，perfect! 

「臨深淵！履薄冰」！我慶幸沒有掉進深

淵，也沒有淹沒冰下。我默默向無所不在無所

不能的神謝恩。 

「耶和華阿，求你醫治我，

我便痊癒，拯救我，我便得救。」

（耶 17：14）。在 Rehab 的住院

期間，醫院護士罷工。不論是原

來的還是替代的，大多盡心盡責，

按時給我服藥，作膀胱掃描，導

尿等。供應的食品也還好。我的

體質有所好轉。但是，兩腿軟弱

無力，按醫生說法，軟比痛更嚴

重。遵醫囑，理療師加強了腿部

訓練，進步仍不大，反而背部疼痛加劇。按我

的要求，醫生安排我作了 MRI 脊椎檢查，然後

告訴我，我的腰椎（Lumbar spine）有骨折；實

際上是胸椎 (Thoracic spine)有壓縮性骨折

（compression fracture）。她淡淡地講，沒有說

該怎麼辦，我也沒在意。這時，排尿還不能完

全離開插管，加之行走不穩。鑑於此，經 Dr. Ross

一再交涉，醫院原來要我 11 月 8 日出院回家康

復的決定，改變為 13 日去 Nursing Home。 

在我和梁弟兄的觀念中，Nursing Home 多

是又髒又亂的地方，找好的不容易。更新小組

一位姐妹介紹了一家好的。兩位姐妹還專程去

實地考察。看到那裡環境幽美，室內清潔，護

理人員態度和藹。於是決定到那裡去。果然，

工作人員認真負責地幫助我生活起居。我有什

麼要求，管理人員也盡力去辦。兩位年輕的治

療師（physical therapist & occupational therapist）

工作努力，每天要我起來運動，接受訓練。這

樣，我可以依靠 walker 短時間緩慢行走。但是，

背部疼痛更加嚴重。後來的MRI檢查結果表明，

這個時期採用這樣的 therapy 是不當的。但不怪

Nursing Home，他們是按 Rehab 醫生的文件行

事。為了止痛，nursing home 的醫生讓服強力

止痛藥，每四小時服一次。此外，

腹部越來越脹大和疼痛。小便也開

始失禁(Incontinence)。住了一個多

月後，我要求出院。院方先不同意，

擔心無人照顧會摔倒。我對他們說，

凡屬 Nursing Home 能作的，他們

都作了而且作得好。剩下的是去看

專科醫生，診治背部疼痛和腹部脹

痛。這些都不是Nursing home的事。

安全問題，有理療師來家安排就好

了。說服了他們，我在聖誕節那天

出院，回到家裡。 

回家後，小便失禁逐漸好轉。但是，腹部

仍不斷脹大，到了大部分現有褲子不能穿的程

度。由於強力止痛藥已經服了兩個多月，醫生

叫我暫停。腹內和背部持續的，劇烈的疼痛，

前後夾擊，令我無法承受。我對神說，「神啊，

疼痛要折磨我到什麼時候呢？我忍受不住了，

你何不把我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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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教會的弟兄姐妹不斷用郵件，email，

電話，或到家與我分享經文。我記得的有：「黑

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約一 2；8）

「耶穌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

見神的榮耀嗎？」（約 11： 40）「雅各啊，

創造你的耶和華；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

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

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你從水中經

過，我必與你同在，你淌過江河，水必不漫過

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燄也不著在

你身上，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以賽亞

書 43:1-2）讀了這些，又聽說教會在星期日晨

禱中一直為我代禱，我感到神不會不管我。 

不久，Dr. Ross 將我介紹給一位有經驗的婦

科醫生 Dr. Levinsky。她同意為我切除卵巢及囊

腫，但我必須先逐一看泌尿科，消化科，脊椎

科醫生，並且作大面積 CT 掃描，以幫助她確

認手術的可行性。她認為手術雖不會消除腹部

腫大，但可排出疑點，並為有效防病治病

清道。2 月 5 日晨 7:30 時，Dr. Levinsky

開始手術。近 9 時，她出去告訴在

等候間的梁弟兄，手術順利，沒有

發現壞組織，Perfect！這之後，雖

然腹脹依舊，但腹痛漸輕，不再和背痛夾擊

我。感謝主！ 

「不要怕。只要信。」（可 5：36）

腹部手術前的 CT 檢查和脊椎醫生安排的 MRI

檢查都發現 T 12 (第 12胸椎, Thoracic spine 12）

有壓縮性骨折（compression fracture）。MRI

報告還將這次（01/23/13）的檢查結果同二個多

月前（11/2/2012）在 Rehab 時同一部位的 MRI

結果相比較，發現：The T12 compression fracture 

that appeared to be acute/subacute on the prior 

exam has undergone further loss of height 

anteriorly causing a wedge deformity and an 

increased focal kyphosis to 30 degrees, previously 

23 degrees (壓縮骨折處高度縮短，斜度從 23o

變為 30o)。這是一個警告信號，表明骨折處不

但沒有得到保護反而繼續受損。我上美國醫療

網站查找有關資料。它清楚說明，在一段時間

內，胸椎壓縮性骨折病人必須休息，少活動，

以保證骨折癒合。為了對此說法加以印證並謀

求醫治，我求神幫我找對脊椎傷病有經驗有見

識的中醫和理療師。有趣的是，過去我們認為

Oakland 的中醫都是江湖郎中，不屑一顧，這

次卻偏在 Oakland 找到一位張醫生。他祖居廣

西十萬大山，生於森林中草藥世家，畢業於廣

西中醫學院。40 年的醫生生涯，他對脊椎有很

好的了解。他說，壓縮性骨折處的高度縮短一

分便少一分，不可能恢復。要躺臥一段時間，

減少對胸椎的壓迫，加快癒合。骨折癒合了，

不壓迫神經，疼痛也就消失了，受它影響的腹

部脹大也就好了。他的牆上有一張老人照片。

此人有嚴重胸椎壓縮性骨折。聽他的話，躺

了四年便好了，也能走路，送照片表示感謝。

張說，「其實，我並未醫治他。服中藥

於治療他的骨折無補。我只是告訴他，

要立刻停止亂找按摩師。」最後，他告

訴梁弟兄，我不必去看他。要我躺臥時

作下肢運動以防肌肉萎縮。「不一定要四

年。不要怕，會好的！」他和梁弟兄談了半小

時，分文不取。我覺得他的話實在。不久，又

找到脊椎方面的理療師。感謝主！ 

我的心安靜下來。好幾位弟兄姐妹給我送

來聖詩 CD 盤和錄音帶。更新團契的一對夫婦

工作非常忙，他們收集了家裡的 CD 盤，又從

他的弟弟那裡借來手提式收錄機，晚上從 Union 

City 送到我家中。還有弟兄姐妹送來各種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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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物，牧師證道的錄音帶。從此，白天我躺在

墊木板的長沙發上，除了讀經禱告，還可以聆

唱聖詩，欣賞音樂，讀書，作下肢運動，穴位

按摩。從我前面小桌上的電腦上網，可以聆聽

牧師講道，了解我們教會的活動，讀更新小組

的 email。晚上還可以看連續劇。我以喜樂的心

展望未來。 

在整個醫療和康復過程中，弟兄姐妹們在

家裡在教會為我禱告；兩位牧師和師母及許多

弟兄姐妹相繼來看我，在病床前為我禱告。我

經常收到慰問卡和鮮花。在我出現尿失禁時，

一位姐妹急急送來尿布；幾位姐妹見我疼痛，

竭力搜尋民間減痛藥物。弟兄姐妹們還掛慮我

和梁弟兄的飲食營養，總是為我及梁弟兄精心

烹調或烘烤美味健康的菜餚或糕點。送來各種

營養品，水果…，我們常常應接不暇。 

所有這一切，使我深深感受主內的溫暖。

眼見神的兒女們何等愛神，愛人，我和老伴當

努力效法，向著標竿直跑。我在電話上向北京

病中的弟弟妹妹作見證，他們都為我在耶穌基

督裡的經歷所感動。 

願神的恩惠慈愛永遠隨著愛神，愛人，榮

耀神的眾弟兄姐妹和他們的家人！ 

(孫儁先口述，手寫提綱；梁鈞襄整理，打字) 

【附】在這裡，我們請求弟兄姐妹們不要再為

我們送食物及其它物品。你們都很忙，有很重的工

作，家庭，子女，生活，及教會服事負擔。為我們

付出太多，我們心裡不安。梁弟兄的烹調手藝，在

家裡久負盛名；我回家後他又學習作麵食。兩位姐

妹還向他傳授她們的燒魚特技。現在他的體力也好。

因此，弟兄姐妹們盡可放心。以後在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開口向弟兄姐妹求助的。 

 

我妻 頌揚 

 

還記得，  

妳負了傷，還假裝堅強，  

我說，在我面前妳無需偽裝，來，這是我的

臂膀。  

 

還記得，  

妳論談著上帝，眼中發出的星光，  

我說，這是我心的嚮往，我愛慕的光芒。  

 

還記得，  

所謂的無法匹配，種種的蜚短流長，  

我說，這是我的承諾，要給妳一生的保障。  

 

我不願我的生命中沒有妳，那會像船沒了方

向，  

我願保留我的情感，單單為妳癡狂，  

我的心，不再向其他的泉源開放，  

因為妳總是我的選擇，我的新娘，  

 

久久長長。  

 

「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願她的胸懷使你

時時知足，她的愛情使你常常戀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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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編的話 
李紡 

這一期的「芥菜子」出刊時正是我們要歡

送黃牧師和師母「遠征」的時刻。我本以為黃

牧師會給我們一些臨別贈言或勸勉，但他和師

母去以色列，可能無法接到我的伊媚兒，我等

了兩個星期，不見黃牧師回音，只好請葉牧師

趕快「披掛上陣」，葉牧師很快地交了「當耶

穌走入今日教會」一文，我感覺主藉這一篇文

章損了我一頓；汗顏之至！我相信主要向我們

開刀，拿掉靈裡的腫瘤，讓我們成為有基督生

命的「真基督徒」！願我們彼此砥礪扶持，沒

有跌倒的，也沒有絆倒人的。 

孫儁先姐妹的「耶和華啊」，是一篇生病

中的見證，言淺意深，相當感人。此文乃是孫

姐妹口述，梁教授筆錄；夫妻合作無間，鶼鰈

情深，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讓我感動的是：

孫阿姨在半夜傳來伊媚兒，叮囑我要刪加的文

句，可見她是字斟句酌，何等用心！我因此想

到在病中的余春如姐妹，她跟我說過有很多神

的恩典要分享，憾恨自己難以下筆為文，我答

應要為她筆錄，一起見證神恩……想著病中的她，

只有呼求神快讓她清醒過來，好讓我幫她完成

心願。 

應建華弟兄想必是有學問的人，娓娓道來

他信主及對聖經的認識，雖信主沒多久，確能

有精闢的見解，闡述敬拜上帝的理由，使我覺

得他已具有傳福音的裝備。咱教會之幸也！而

他的文章是黃師母邀稿來的。今後師母一走，

不知誰會主動幫我邀稿？嗚呼！ 

周紅珍姐妹的見證平實感人，她和夫君須

分隔中美兩地，難免相思苦，但願他們早日團

圓，夫妻攜手奔走天路，何等美善！想念她也

祝福她！ 

我相信教會中一定有很多人看了甄嬛傳，

讀一讀「甄嬛傳的啟示」，你大概比較有所得，

而不致於「真」的很「煩」喔! 

本期主題是「主，請說」，沒想到海英姐

妹將主題看走了眼，她寫成「主啊，你說！」

倒也別出心裁。足證我們人常常會看走眼，聽

走耳，我們要懂得慎思明辨，就得像辛媽媽所

說的做個智慧人。最後「主，請說」的主題只

好繼續徵稿，下期再見啦。 

不管大家看了「芥菜子」是不是很開心，

請你別忘了所有同工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

工所付出的辛勞，神都記念。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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