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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訓勉】 

爭戰的人生 葉耿齊牧師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

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使徒彼得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耶穌基督 

「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裡去了…與兒女

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使徒約翰 

 

爭戰是免不了的 

平安是大家都渴望的，但爭戰是免不了的，因為我們還活在一個

墮落的世界中，而新天新地還沒有完全來到。 

爭戰會因著撒但的攻擊，世界的反對，和我們自己的罪性，不請

自來，躲也躲不掉。想要過一個完全沒有爭戰的人生，未免天真得可

怕，想要藉由信靠耶穌，來免去一切的挑戰，同樣是嚴重的誤解。 

基督應許將祂的平安賜給我們，但那樣的平安不是不用經過爭戰

的平安，而是在爭戰中有平安。經過十字架的爭戰，才有復活的平安。

沒有死亡，也就沒有復活了，同樣，沒有爭戰，也就沒有得勝了。 

避免爭戰，其實也就是規避了生命，因為所有生命的成長，免不

了一場拉扯，一場爭戰。害怕爭戰，就是害怕生命。爭戰證明了我們

還活著，還有力量為所堅持的，奮戰。 

 

爭戰總比不爭戰好 

我們怕爭戰，其實不外乎自身愛安逸、怯懦的心，而這樣的心，

正是愛我們的神所要除去的，所以祂容許爭戰臨到我們，這也是一種

恩典，一種化了妝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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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爭戰中，神並不是袖手旁觀，祂給同

在的應許，祂賜夠用的恩典。 

難怪聖經提到 365 次「不要怕」！其實每

個「不要怕！」的安慰背後，都伴隨著令人畏

懼的挑戰，令人想逃避的爭戰；但雖然怕，還

是要鼓起勇氣去爭戰，否則就得不著那美好的

應許之地。 

爭戰讓我們正視內心的恐懼，從硬著頭皮

中，生出老練和勇氣。爭戰總比不爭戰好，爭

戰代表我們還沒有向恐懼投降，爭戰代表我們

還有力量向邪惡反抗。 

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充滿爭戰的人生，因

為在爭戰中，我們才能得到在平順時，淬練不

出的生命品格，而神在乎我們的品格，甚於我

們的平順。有生命的冠冕，要從靈魂的爭戰中

產生。 

 

爭戰的甜美果實 

沒有真實的危險，就產生不出真實的勇敢，

沒有真實的傷害，就不會有真實的饒恕，沒有

真實的難處，就用不著真實的信心，沒有環境

的攔阻，就生不出真實的忍耐，沒有等待，就

用不著盼望，沒有失敗過，就不會需要恩典。 

神要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但應許

之地不是沒有敵人，而是充滿了敵人，沒有爭

戰就進不去。應許之地就是爭戰之地，這也是

出於神的刻意選擇。 

聖經說：「萬事都互相效力」，爭戰中的

難處，每時每刻，都在為我們的品格效力，都

在鍛鍊我們信心的肌肉，而這些，會存到永恆。

復活的耶穌，仍然帶著釘痕，而釘痕在此時，

不再是個傷痕，反而是榮耀的得勝標記。 

在爭戰中，我們真的覺得苦，覺得難，覺

得力不能勝，但也因此真的還在爭戰，還在困

難中，選擇認同神的話，相信神的應許，那麼，

我們這些「忍耐到底的，終必得救」，並且明

白「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

賜。」 

上過戰場的戰士，會有不同於平常人的勇

敢。 

 

爭戰的結局已經定了 

爭戰是要打的，但結局已經定了。 

因著耶穌基督，有新天新地和榮耀的復活

為我們存留。我們註定是勝利者，因為我們爭

戰的元帥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面對生命的考驗，我們有時失敗，有時得

勝，有時信靠，有時跌倒，但最後的結局如何，

不在乎我們爭戰的能力，而在乎耶穌已經一次、

決定性的勝過死亡和撒但的權勢。 

我們就算摔跌，也是跌落在祂的恩典中；

而神的恩典，永遠大過人的軟弱。我們的重擔

可以放鬆，我們的愁眉可以舒解；祂已得勝，

我們在祂裡面，也要與祂一同得勝，祂的得勝

是屬我們的，因為我們是屬祂的。 

面對人生的爭戰，讓我們勇敢！讓我們積

極！讓我們信靠！因著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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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ers of God (Luke 1:39-56) 

Luke 1:1-38 gave us examples of how people love God.  In Luke 1:39-56, we discover how lovers of God become 
worshipers of God,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and worries of life. 
 
[Luke 1:39-45] [39-41a] Mary makes a 70-mile trek from Nazareth to the hills of Judea, a pregnant teenager, alone, on 
foot, through wilderness & mountain terrain, to visit her older aunt Liz, who’s also pregnant. As they greet each other, 
baby John responds to Jesus’ presence by leaping around in his mom’s womb “with joy.”  Why? An angel pronounced 
that, even in utero, John would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cf. 1:15), the 3

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sent by God to 

people, to convict, comfort, counsel and empower us to know & follow Jesus (cf. John 14:26).  As we connect with 
Jesus, God fills us with His Spirit. So John & Jesus come together for the first time, the old covenant meeting the new, 
the promises of God meeting the fulfillment, the Lord’s prophet meeting the Lord. And John, filled with the Spirit, 
worships Jesus, dancing & celebrating for joy in utero. 
 
[41b-45] Liz is also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can’t contain herself; she prophesies (speaks truth from God) about 
Jesus, blessing them & proclaiming Mary to be “the mother of my Lord.” She is the first to call Jesus “Lord” (i.e., God; 
cf. 1:6), while He’s still in Mary’s womb. She worships Jesus as the eternal Son of God who comes into human history 
through the womb of a poor, rural, marginalized, unmarried young woman, to identify Himself with sinners by living a 
humble life, tempted like us but doesn’t sin, so that He could reconcile us to God, take away our sin, and send the Holy 
Spirit that we might have new life. Liz’s proper response: “I can’t believe I’m in His presence.” She hasn’t seen Jesus 
live, preach, heal, walk on water, raise the dead, die on a cross, or be resurrected, but she already worships Him & 
claims He’s God. This lover of God has the proper response to Jesus: He’s Lord, and I worship Him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1:46-49] Then, Mary also has an unusual response: She bursts into a song we call “the Magnificat”, magnifying God, 
giving Him glory for who He is, and what He’s done.  Keep in mind, she is probably illiterate; it would be very unusual 
for a girl of her age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to be formally-educated in a rural town. More likely, she’s heard 
Scriptures read aloud in the synagogue during the weekly worship service, committed it to memory, and lives simply in 
light of it. She knows who God is, trusts Scriptures, and worships the Lord through biblical & theological truths about 
God from His Word.  So we learn from John, Liz & Mary why we worship, because Jesus is Lord, and how we worship, 
by the power of God’s Spirit and through the truths of God’s Word. This is why Jesus will later teach a woman at a well 
that we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John 4:24). 
 
Mary’s worship addresses her worries.  Worry is when we are fearful or anxious about tomorrow, based on the 
circumstances we see today.  Many of us worry: about health, money, relationships, our kids, future & security.  We 
have concerns about tomorrow; Mary does too.  Unlike Liz (whose pregnancy is the long-awaited answer to prayer), 
the script of Mary’s life is being rewritten with this unplanned pregnancy. She will spend this season away from home 
(cf. 1:56), and doesn’t know what awaits her when she returns: Will Joe still want to marry her? Will he believe she was 
a virgin? Will he give up, divorce & abandon her as a single mom? Will people call her an adulteress? If she told 
everyone: “This is a miracle; God made me pregnant”, will they laugh? As her child grows up, will people ridicule Him: 
“At least we know who our dad is” (i.e., your mom’s a whore)? If she’s accused of being a harlot, they could take her to 
the town center, beat, mock, spit on her, and leave her as an example. What about her family? Will they reject her, or 
believe God is using her? Plus, imagine the weight of being a mom to God; for a junior high girl, that’s a lot of pressure. 
If anyone has reason to worry, Mary does. 
 
She looks at her circumstances, and rather than worrying, we find her worshiping. She sees the Lord for who He is, and 
what He’s done for her, and her worries pale in comparison.  [46] “My soul magnifies the Lord”: He is Lord; Caesar 
isn’t, nor Herod or anyone else. He’s God, in charge; I trust Him. It’s easy to say Jesus is Lord when circumstances are 
great, but what about when life is difficult or the future uncertain? [47] He’s “God my Savior”: Mary wasn’t sinless; she 
needs a Savior. Like her, we’re all sinners and need a deliverer from sin & death. The Bible is God’s story of His 
involvement in human history, and how He’s on a rescue mission as our hero. Ultimately, her Savior will be her own 
son, Jesus, who will be born, live without sin, die for her sin, and rise for her salvation. [48] She praises the God who 
pays attention to her, in her lowly, humble state, and who will give her dignity. Some of us have been hurt, abandoned, 
betrayed, our dignity taken; the God of the Bible gives it back to us, so much so that He calls us His own sons & 
daughters, if we will take a long-term view like Mary, and patiently trust in Him. [49a] She proclaims that God is powerful 
& mighty. Do we believe that nothing can thwart God? Not Satan, demons, sin or circumstances. If we believ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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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worshiping. [49b] She also sees God as personal: He “has done great things for me.” You 
struggle to pray and worship God when you forget what He has done for you. We must keep track of the evidences of 
God’s grace: What has He forgiven? How is He teaching you, changing you, providing for you? What has He saved you 
from? What opportunities is He calling you to? Worship is the answer to worry. 
 
[Luke 1:50-56] Worship is not only the answer to worrying, but also to its cousin, coveting. To covet is to look at 
someone else’s life, the evidence of God’s grace, blessing, provision & care, and to be jealous of it. It’s so destructive 
that it’s included in the Ten Commandments. How do you stop coveting? Start worshiping. We live in a world that exists 
to make us covet; we call it marketing & advertising: “See their car? Don’t you wish you had it?  See their house, job, 
family, life? Don’t you wish it was yours? Don’t you wish you were married? Or wish you were single? So Mary switches 
gears: First, she celebrates the evidences of God’s grace in her own life, then she looks at the evidences of it in others, 
and rather than covet, she worships. Worship can become a narcissistic, individualistic, selfish activity: “As long as God 
does something good for me, then I’ll praise Him.” We are to worship God because of who He is, what He does in our 
life and in others’ lives; we worship Him for all of it. 
 
She praises God for being strong in others’ weakness: [50] He’s merciful; He holds back the justice we deserve as 
sinners, replaces it with grace, and gives us good we don’t deserve. [52b] He also lifts up others from a lowly state, 
giving them grace & glory too. [53a] He’s generous, filling & fulfilling those who are empty and in need. She praises God 
for being just against people who think they’re Lord over others: [51] He flexes His biceps to knock down the proud 
self-worshiper, who [52a] think they are mighty (not compared to Him), or [53b] who use wealth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poor.  She praises God for being faithful to keep His promises: [54-55] The long-awaited help, mercy, comfort and 
salvation promised to God’s people for generations has finally come, through Jesus. 
 
Mary could’ve looked at others’ lives and said: “They’re rich; I’m poor. Their life is perfect; mine is complicated. I had a 
script for my life, but God rewrote it.” She doesn’t; she sings! She previously said: He has been good to me.  Now, she 
says: He has been good to them. I worship Him for who He is, for His grace in my life, and in theirs. Worship replaces 
coveting.  Maybe you’re not in a season where it seems like God is doing something for you, but for someone else. 
Rather than coveting, start worshiping: “Thank You, Lord. Though I’m sick, but they’re healthy. I’m struggling, but 
they’re growing. I’m unemployed, but they found a job.”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be part of a church community; if all 
you do is worship God because of His grace in your life, you’re going to miss out on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true, deep joy. When we get connected to His family, we get to see people become Christians, sins forgiven, lives 
changed; we have so much to celebrate and be glad for. It fills us with joy, and causes us to want to sing and cry out to 
God in gladness, because He’s been so good to so many. 
 
Reflection Questions: 
Is God going to fix every problem and worry in this life, the way I want? No; until Jesus returns, we live in a sin-cursed, 
fallen, broken world, but we must remember that our God is good, faithful and sovereign.  Circumstances should not 
affect our view of who God is; who God is should affect how we view our circumstances. Jesus is Lord, God, Savior. 
He’s on a rescue mission to atone for the sins of the world, make enemies into friends, murderers into worshipers, 
idolaters into sons & daughters. He speaks today through Scriptures and the Holy Spirit. That’s why we can know Him, 
trust Him, love Him, follow Him, enjoy Him, and serve Him. He blesses us (with forgiveness of sin, removal of our old 
nature, and gives us a new nature, the presence of His Spirit, the enjoyment of His people, and eternity with Christ). 
God blesses us, and we worship Him, under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1. Are you a worshiper of God like John & Liz, filled with His Spirit to worship because Jesus is Lord? 

 
2. Are you a worshiper of God like Mary, worshiping with truth about God from His Word? 

 
3. How do you need to replace worry with worship? 

 
4. How do you need to replace coveting with worship? 

 
There are a lot of worries in life, and a lot of other people’s blessings we could covet.  Worship is the answer. It puts 
everything in the right perspective when we recognize who God is, what He has done, and respond to Him. May you 

surrender worry and coveting, and replace it with worship of Jesu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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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爭戰的人生】 

Toil and the 

Search for 

Truth 
Victor Huang 

 

At my work I see a lot of patients who were 

injured on the job, many due to freak accidents or 

incidents where they simply overworked their bodies.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I have had patients 

shake their head as they say to me directly, “Don’t 

work too hard. You’ll regret it.” The first time I 

thought it was a joke and laughed lightly. But as time 

went on I have seen grown men come to tears as 

they describe the causes of their injuries. At the end 

of it, many of them tell me, “Never get hurt on the job. 

You’ll be all alone.” By now I have seen enough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mean. What’s the point? They 

work hard at their job only to get hurt, and eventually 

they will be let go for someone healthier and 

stronger. Insurance doesn’t want to cover any of 

their treatments, and many members of society see 

them as leeches and slackers. 

  

Our office has recently undergone several 

staff departures which have resulted in an increased 

workload for those of us who remain at the practice. 

This past month the clinical staff has been half of 

what it once was, yet somehow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 producing the same amount of work as 

before. All of us are exhausted, but are doing “a 

great job”. We are assured that we will get help soon, 

but as time passes, I can’t help but get more and 

more skeptical. One night I tried testing my mom 

during dinner, asking her, “Mom, what happens 

when you work hard?” Instantly she replied, “You 

work more.” I couldn’t help but laugh at how fast she 

responded. “That’s life,” she added. My dad has 

once worked 12 hours a day for 360 days in a single 

calendar year at incredibly low wages. I work 5 

minutes from home and get paid a decent amount of 

OT. Life is hard. What I’m going through is really not 

that bad. 

  

Nevertheless, I really hope I get into grad 

school. Every week I wonder when it’s time to move 

on to the next stage of my life. Hopefully it will be 

soon, but for now the Lord has kept me here. In the 

meantime I’m still trying to find out what He’s trying 

to teach me. Maybe it’s not really about getting into 

school. Maybe I need to learn to be thankful even 

when I feel worn down. Maybe I need to believe that 

right in this moment; I am just where I need to be. 

  

In my time of trial I have found one verse 

which has especially comforted me: 

  

“Trust in the Lord, and do good; dwell in the 

land and befriend faithfulness. Delight yourself in the 

Lord, and he will give you the desires of your 

heart.”        

 Psalm 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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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的人生 
 郭海燕 

當一個人被神的愛得著，決定選擇放下自

己，跟從主耶穌，做耶穌基督的門徒，就選擇

了爭戰的人生。 

神是何等樣的神，我是何等樣的人。我們

的創造主，全然聖潔！充滿榮耀。而我們人作

為神按照他的樣式被造，本有他的樣式和榮光，

但因始祖亞當驕傲背叛神，從此生命與神隔絕，

在地上過漂流寄居的生活。各種各樣的罪在我

們人類身上泛濫，世界也被罪惡污染。正如羅

馬書三章 23 節所說：「世界人都犯了罪，虧缺

了神的榮耀。」 

如今，感謝神，藉著祂預定的旨意，祂差

遣他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降世為人，為要拯救

罪人。「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愛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信主以後，向主認罪悔改，離棄罪惡，生

命有一個方向性的翻轉，耶穌在前頭，世界在

後頭。從此決心，凡事信靠神！不求人間的榮

耀，但求在神眼前得蒙恩典和喜悅。使徒保羅

說：「立志在我，行出來卻不在我」。我真是

體驗到人的軟弱。比如耶穌吩咐門徒：「你們

要禱告，免得入迷惑」。這是主的命令，順服

就會蒙福。這命令使我不會入迷惑，擁有神從

天而賜的智慧與能力，但是我在順境中會忘記

禱告，直到痛苦臨到，才想起來禱告。人的本

性竟是如此！懶惰、貪圖安逸、不能警醒。到

後來又有教導說要禁食禱告。心裡既嚮往禁食

禱告所帶來的能力，比如病得醫治，趕出邪靈，

與主相親等等，另一方面體貼肉體，害怕飢餓，

害怕身體虛弱不能做事，害怕勝不過撒但的攻

擊，害怕周圍人不理解，好不容易和弟兄姐妹

一起禁食禱告了，跪在地上，一會膝蓋疼，一

會腳麻了，好不容易忍耐過去了，禱告了一會

兒，又覺得口乾舌燥，一次又一次起來打水喝。

要不然就是人在這跪著呢，又不知道要禱告什

麼 ，腦子裡一會兒想啥時候去市場買菜呢，孩

子吃飯沒？哪句話讓心裡很煩惱啊！最後著急

了就流淚跟主哭訴：「主啊，我不行，我不行，

求你帶領我，你來掌管我，賜給我禱告的心吧！

賜我禱告的話語和能力！」 

哈利路亞！神真是行！記得有一次女兒半

夜發燒很嚴重，我們在離醫院很遠的地方，我

心裡憂愁地無計可施，甚至也不知道如何禱告！

也不知神是否垂聽我這樣軟弱無能的罪人的禱

告。只是流淚對主說：「我很害怕，女兒和我

就交給你了。我的心思意念都歸給你，今夜是

你的受難節的夜晚，就算我與你一同受死，一

同埋葬，我也甘願！只求你第三日復活的時候，

讓我和你一起復活吧！我相信你是復活的主！」

等禱告結束後，回到孩子睡覺的房間一看，她

出了滿身的汗，高燒也退了。早晨起來查看，

口腔裡的潰瘍腫痛也消失了。我才知道神真是

奇妙！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主也對血

漏的婦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原來跟從主

就是信靠他。依靠他的大能大力。禱告就是親

近主，認識主，在他裡面得到生命豐富的供應，

使信心和心裡的生命成長起來。 

因此我也越發想認識他，喜歡讀聖經，因

他的話語甘甜，比下滴的蜜更甘甜！他的話語

寶貴，比精金更寶貴。神與他的話語同在，他

說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靈也運行在他的話

語當中。神將他的靈賜給凡求告他的人，他將

我們的身體作為聖靈的殿，以馬內利的神與我

們同在。耶和華也是我們得勝的元帥。在以弗

所 3:20 節說，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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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因此我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

慾，靠著神的大能得勝！ 

最後以以弗所書 6 章 10-18 節與兄弟姐妹

共勉。主的使徒保羅說：「你們要靠著主，依

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

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

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

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

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

子束腰，用公義當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

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拿著信

德當作藤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並

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

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阿門。」

 

 

 

爭戰的人生 袁清梅 

我們從小在中國的儒家文化熏陶下長大，

長輩們總是教導我們要走中庸之道，與人無爭，

與世無爭，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然而當我們

來到美國，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教育，就會發現

基督教與儒家在思想道德上是截然不同的。基

督徒的人生是爭戰的人生。要與什麼爭戰？要

與自我，要與世界爭戰，為的是普世得救，榮

神益人。 

基督徒經歷的自我爭戰，是與「舊我」的

爭戰。「舊我」是什麼？是奸淫，邪蕩，仇恨，

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嫉妒，醉酒，

荒宴等類。（見加 5:19,20,21,22）「舊我」是

由於人都有罪性，容易順著肉體情慾驅使而行。

而「新我」是聖靈在我們心中動工所結出的果

子。它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節制。要結出「新我」的果

子不是一蹴可幾，而是要用一生的爭戰來行出

來。比如說早上按時起床。「舊我」會說，再

躺一會。「新我」說，不，按時起床。「那就

再躺十分鐘」。「一分鐘也不行。」「新我」

說。「新我」若是勝利了，你按時起床的好習

慣就會養成了。 

我有每天早上 6 點多起床後去跑步的習慣，

是從二十多年前上大學的第一天開始直到今天。

而我知道跑步可以健身美體。而有健康的身體

才可以為神，為人多做工作。如果我們讓「舊

我」戰勝了「新我」，我們的壞習慣，壞脾氣

就一直跟隨著我們，讓我們得不到進步。我們

要靠什麼讓「新我」去戰勝「舊我」？不是靠

「自省」與「自察」。因為「自省」「自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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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太無力了，就像一個生病日久的人，免疫

力已低下。靠自身的力量戰勝疾病已難。只有

尋求名醫，對症下藥，方可藥到病除。醫治「舊

我」的良藥，是聖靈。讓聖靈澆灌充滿你。「舊

我」已沒有地方站立，只有退下了。所以我們

要靠著每天禱求神，求神讓聖靈充滿我們，得

著從神而來的智慧力量，將心中的陰霾灰暗一

掃而空，一個新生的自我就會顯現出來。 

每個人一生中每天都在經歷著「舊我」與

「新我」的爭戰，而且是沒有止境的，因為人

生中最大的敵人，不是外在的敵人，卻是你自

己。是你的率性而行，被肉體情慾驅使。例如

你見到什麼好的東西，你都會情不自禁想看，

想要。即使你隨著心中的欲望去爭奪了全世界，

卻賠了自己的性命，這又有什麼意義呢？相反

地，讓心中的「新我」，也就是聖靈在你心中

所結的果子，去克制「舊我」，你就可以行出

克制忍讓，有基督的樣式，讓世人稱讚這是一

個真的基督徒。即使我們今天已是基督徒了，

我們每天還要繼續地操練自己，在靈命上成長，

在每天與自我的爭戰，不至跌倒。 

基督徒爭戰的人生還表現在與周遭的世

界的爭戰。基督徒生在這個世界，卻不屬於這

個世界，這是因為基督徒是神揀選的一群人，

他們被聖靈充滿，是要過一生都聖潔的生活的

人。然而這個世界都是在魔鬼統治下的世界，

是沒有一塊你理想中的淨土存在的。所謂的「桃

花源」、「烏托邦」不過是人們幻想中的世界。

看著我們的社區，就有一些人隨地扔垃圾。帶

寵物出外，卻不清理其在大街上的穢物。打開

網絡，不少的陷阱誘惑已布好棋局，專等你受

騙上鉤。更有駭客主動出擊，竊用我們的信用

卡，盜用國家，公司，或個人的資料錢財為其

所用。如若更不幸，會有持槍殺人，攔路搶劫

的事件讓你遇上。每每讓人感覺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靜和平的環境。你搖頭嘆氣一點用處也

沒有。我們只有爭戰，並終其一生與這個世界

爭戰。有時我們要應戰，不能讓惡勢力占了上

風。像「同性戀」合法化的提案，基督徒可以

聯合起來，一齊用反對票抵制。有時我們要退

避。例如詩篇 1:1 所說：「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對毒品，對誘惑我們要

退避三舍，就如約瑟躲避波提乏之妻一樣。有

時我們要主動出擊。像約翰在曠野呼喚，預備

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

洗禮，使罪得赦（見馬可 1:3,4）。我們更要有

耶穌清理聖殿的勇敢。將那些在聖殿大聲叫賣

的，兌換銀兩的和賣鴿子的統統趕走（見馬太

21:12）。我們要走出去宣教，用福音的真理，

打碎人們心中膜拜的偶像。 

我們要如何在爭戰的人生中取得勝利？

使徒保羅告訴我們要靠著神，依靠他的大能大

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抵擋魔鬼的陰謀詭計（見以弗所書 5:10,11）。

當我們凡事信靠神，按照神的要求去行事為人，

剛正不阿時，魔鬼怎能奈何我們？只有當我們

信心軟弱時，偏離神時，就是魔鬼可利用之機

會了。魔鬼就如細菌一樣無時無刻不在我們周

圍。當我們自身的免疫系統強時，才可百病不

侵，屹立不倒。我們信靠神，藉著讀經禱告，

吸收從神那裡來的智慧力量，戰勝我們心中的

「舊我」。然後穿戴好神所賜給我們的全副軍

裝，拿上神所賜的盾牌寶劍，去向魔鬼統治下

的世界宣戰，並打贏這美好的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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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息爭戰不止  

陳雲 

今天是美國陣亡將士紀念日，我俯伏禱告，

敬畏和讚美上帝，哀思和悼念先人亡靈。閱讀

《詩篇 139》，神聖的主啊！「你已經鑒察我，

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

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若升到天上，你

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裏。…我

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主啊，你是無所

不知、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神，我願意順服

你。去年的這個月份，由於你的指引，我來到

海沃教會，從此福音環繞著我，認識了三位一

體的主，在十字架的恩典中感悟耶穌的愛是何

等長闊高深，靜心思考人生的意義和死亡的內

涵。主啊！我願意敞開心靈，接受你的鑒察、

試煉，每個心思，每個情緒都由你來檢查，求

主光照我，引導我戰勝罪惡，走有盼望的永生

之路。 

記得，在一次姐妹查經學習前，師母激動

地要與大家分享，講述她和大兒子 Isaiah 之間

發生的一次爭戰的由來，相互生氣責備的激烈，

各自內心掙扎的痛苦，經歷神的奇妙，是神的

恩典終止了彼此埋怨，愛火重燃，最後倆人開

懷擁抱，喜樂的熱淚交融。分享見證的我熱淚

盈眶，師母是有福的，爭戰得勝，必有靈命的

成長。（雅 1: 12）「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

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日常生活中矛盾常有，爭戰不斷，我是初

信主的基督徒，兒子是無神論者，媳婦是佛教

徒，孫子剛滿四歲，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的三代

人之間的紛擾和爭執沒完沒了，有時爭論不休，

有時忍耐寬容，有時痛苦爭戰，有時微笑抱歉，

爭執使雙方都不開心不如意，紛爭耗損的是所

有家人的精力，有時表面隱忍退讓，內心卻孤

獨痛苦而無能為力，感謝主每次有求必應，感

謝姐妹們的見證分享，幫助我面對矛盾，修養

忍耐的靈性。（雅 1: 5）「你們中間若有缺少

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

神，主就必賜給他。」主的光明照耀著我，經

常禱告祈求神賜予我謙卑、忍耐和智慧，心裏

就有力量和辦法，能化解矛盾改善關係。 

很喜歡佩玉姐妹設計製作的《姐妹五誡》

書籤，幫助我直接具體地領略到神的旨意，並

時時提醒我遵照神的旨意和方法，在現實生活

中行出來。師母帶領姐妹們學習的《雅各書》，

使我領會到，生活的基礎是生命，生命的基礎

是靈命，有靈的生命才能不斷堅固信心，有靈

的生命才能學會真正忍耐，有靈的生命一定有

智慧有能力，有靈的生命才能戰勝撒但平息紛

爭，有靈的生命就有喜樂的生活。（雅 1: 2-4）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

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

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

毫無缺欠。」神安排了百般試煉，所以每個家

庭在現實的生活中，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爭論常

常有。不管天晴還是下雨，我每天一早先禱告，

首先真誠感謝讚美主，每當感謝讚美主耶穌的

愛的時候，心中就充滿了愛，充滿了以耶穌基

督為榜樣的意念，追求不求回報之愛的感動，

我不妄求，只求得到忍耐的智慧和平安，這樣

每當面臨困擾，心不怒不急躁，從容應對，不

卑不亢；被稱讚時不驕傲，有冷落嫌棄時不傷

心不痛苦，忍耐不動搖，因為我是神的寶貝女

兒，行在神的道上直到成全完備。 

雖蒙神悅納成為神的女兒，但我的靈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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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必須操練成長。葉牧師的證道《為生命

掘一口深井》關於靈性操練的資訊告訴我，神

的恩典是免費而充足的，但不是自動的，神的

恩典好像深井下香純甜美的甘泉，只有不停地

往深處挖，付出艱辛勞作的代價，才能挖到深

處湧現泉源。想要執著專注信仰的目標，戰勝

頑固存在的舊我，要走一段觸及靈魂的爭戰路

程，我現在把《聖經》當作我的靈糧，以求在

各樣爭戰中能經歷到神的恩典，戰勝撒但後得

到成長。《聖經》中神的話語博大精深，雖然

字都認識，就是理解不了深邃涵義。若不通過

解釋，就不能明白神的心意。常看輔導材料，

感覺輔導材料容易明白。喜歡聽別人講道，通

過分析解釋，慢慢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漸漸才

能理解聖經話語中的奧秘。面對靈命初級階段

的閱讀困難，我想只有持之以恆地讀下去，閱

讀千遍也不厭倦，同時結合聽講道、看參考資

料、參加團契查經，結合現實生活的爭戰操練

靈性。 

（雅 1: 22-25）「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

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不行道

的，就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

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惟有詳細察看

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並且時常如此，

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

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神的這段話告訴我，

光聽不順服，光聽不操練就是自己欺騙自己，

就是小信或半信半疑的基督徒。 

信主以來，雖然少有缺席主日學，聽牧師

講道還算認真，小組查經前也能預習等等，這

些都是外在的，內心如何？神是一清二楚的，

聽道中有沒有左耳進右耳出，操練是否膚淺是

否持之以恆，是否常常還是在靠自己的力量、

知識、意志在生活，有沒有自私、虛偽和不順

服的念頭？（雅 1: 21）「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

的污穢和邪惡，存溫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

就是能救你們靈魂的道。」靈命成長過程中的

爭戰和掙扎永遠不會停止，所有不屬於神的意

念一定要拋棄，單單信靠神，單單與耶穌建立

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只求基督的生命在我的

心靈裏頭逐漸長大，待靈命足夠強大時，就能

爭戰得勝。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雅 4: 14）「你們

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

少時就不見了。」日子過得飛快，三腳二步我

就跨入了古稀之年，靈命尚未長大，肉體卻在

自然衰弱，白髮、皺紋讓我慵懶，記不住、忘

得快讓我憂慮老年癡呆的悲涼……（腓 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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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感歎人生是多麼短暫，肉體是多麼渺小時，

神是在勸勉我不要掛慮，又在催促我抓緊當下

時間，聽清大牧者的聲音，緊緊跟隨耶穌，從

幼小靈命開始一天一天長大，（雅 4: 6）「神

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同時還警

告我不要驕傲，不要有貪念，不要浪費稍縱即

逝的光陰。 

生命苦短幾十年，莫過於昨天，今天，明

天，該走的都是風景，該流失的都是波瀾，留

下的才是真實的生活。人生最重要的是神所賜

予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用心靈和誠實敬拜感

謝讚美主，堅定不移地相信創造主在眷顧著天

地萬物，神在安排草木生靈的平衡，上帝在主

宰地球萬物的生長繁衍，耶穌基督在保守我們

的心懷意念。我要聽從順服神的話，回應神的

話，向神禱告祈求一顆謙卑的心，一個受教的

靈，只有當上帝的手撫摸著我，讓我在祂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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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無能為力時，才是戰勝舊我的開始。 

《聖經》是神的旨意，有真理有恩典，我

現在初級明白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耶穌基督為罪

人受死的福音真理，有關憑著信心祈求的真理，

那要根據我靈命操練的程度，經歷了神的恩典

後才能真正明白，還有很多很多真理是我這輩

子永遠不能明白的，因為我只是一個被上帝創

造的微小肉體。 

擁有國度、權柄、榮耀的神是我們爭戰得

勝的保證。（詩篇 73: 25-26）「除你以外，在

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

愛慕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

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生

活中常常能夠體會到來自主耶穌基督救贖的恩

典，能夠暫時帶來從罪中得到解脫的喜樂，但

是我個人仍然生活在種種爭戰與掙扎之中。我

知道，生命不息爭戰不止，這也是神的安排，

只有當回歸天國時，我才能徹底從那種爭戰中

解脫出來。 

 

 

 

 

 

 

 

 

【宣教士介紹】 

Dr. Robert Long 龍樂德醫師 

 
http://www.hwe.org.tw/award_winners_1_14.asp  

厚生基金會 

 

基督教教會中有一種職稱「宣教士」的工

作人員，他們本身有特殊技能，以此技能，他

們由一國到另一國傳導基督教教義，稱為「帶

職侍奉」。宣教士沒有薪資，沒有固定收入，

他以及他家人的基本生活費用，全由教會人士

奉獻。  

 一個協同會宣教士 

 龍樂德醫師便是一位帶職事奉的基督教

協同會宣教士。基督教協同會與中國的淵源十

分深，至今已超過一百年。1890 年〈清光緒 16

年〉瑞典人范嵐生〈Fredrick Cranson〉在美國

創立「基督教協同會」，同年他率領一小隊宣

教團到中國大陸，在大陸宣教近六十年。大陸

淪陷，宣教人員播遷至日本及台灣。1961 年協

同會開始在台灣東部地區展開醫療傳道，習醫

的宣教士一邊學習中國話與阿美族語一邊看診。 

最初協同會只計劃在東部沿海岸建立巡

迴醫療網，但不久便發現醫療網的力量太弱，

於是便著手建設醫院。建設醫院，經濟的難題

自然是最不易解決的.但經由募款，1970 年「台

東基督教醫院」正式接受住院及重病病人，展

開對台灣東部居民的重要醫療工作。龍樂德醫

師〈Robert G. Long. M.D.〉便是在協同會的召

喚下，於 1977 年來台灣。 

http://www.hwe.org.tw/award_winners_1_1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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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樂德醫師，美國紐約人，十八歲那年信

奉了基督教，他的虔誠使他認定了「要讓主來

決定自己的路」，後來去當兵，年輕的龍樂德

漸漸感到上帝有旨意要他去傳教。1969 年龍醫

師便來過台灣了，當時他與妻子 Judy居住琉球，

他是琉球醫院的小兒科醫師。 

自謂熱愛東方的龍醫師一直不斷地再接

觸東方，1968 年，他與妻子在琉球收養了當時

才七個月的美韓混血兒，這便是他們的長子大

衛〈David〉。原本龍醫師在 1969 年便要到「基

督教醫院」來，但當時適逢越戰，許多醫師顧

慮到家庭與孩子的安全不願前去越南，龍醫師

夫婦卻去了，帶著三個孩子，1970 年至 1975

年，五年之間都待在越南南部的 Danang，做小

兒科醫院的醫療宣教工作，直到越共進佔

Danang，龍樂德才率了家人離開。 

1975 年至 1976 年，龍醫師到哥倫比亞聖

經學院與宣教士研究所進修。當時名傳道者葛

理翰牧師由其著作「天使」一書的版稅中奉獻

了一筆基金，指名要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成

立小兒科病房。而龍醫師便在幾度研商後，透

過許多教會支援來到台灣。在台中，龍樂德夫

婦在語言學校學了兩年半中文，

1979 年全家搬遷到台東定居，

從此將自己奉獻給台東基督教

醫院。 

我們看看嘴巴裡有沒有米老鼠 

今年五十五歲的龍樂德有

著滿頭白色的髮，182 公分的身

高站立在小兒科的小小孩面前

行成衣服有趣的畫面。對於巨人般的龍醫師，

孩子們一些都不害怕，由問診的看喉嚨「我們

看看嘴巴裡有沒有米老鼠」這一句中國話開始，

小孩子們立刻被這「美國大夫」的奇特魅力給

折服了。 

台東基督教醫院的小兒科充滿著熱鬧喜

樂的氣氛，牆壁上張貼了彩色的海報，天花板

上垂懸著可愛造型的動物、玩偶。有藥水味的

壓舌板看過了喉嚨，冰冷的聽診器巡行過胸口，

醫生又捏脖頸又按肚子，小傢伙正嚇得發呆時，

龍醫師像變魔術般隨手一抽，不知由哪裡抽出

一張貼紙來，望著色彩漂亮的小貼紙，小傢伙

早樂開了！這樣的看病方式，病人與家屬的心

都安了。 

但病房之中也不全然是簡單的看看感冒、

拉肚的病症。1984 年一對夫婦將一名奄奄一息

的早產兒送到醫院來，那名女嬰提早了四個多

月出生，置放磅秤上，恰好是六百公克。六百

公克正是一台斤，大約是三個橘子或兩個蘋果

的重量吧？真的是「巴掌大」。這樣的小小嬰

兒家屬與醫院都不敢抱存什麼希望，但龍樂德

對早產兒及重症兒從來不曾放棄過，他始終執

著於「對生命尊重」的理念，奮力地救治每一

個孩子。早產小女嬰竟然在龍醫師日夜的努力

下被救活了，並且，龍醫師還打破自己不為新

生兒命名的慣例，為小女嬰取名「美恩」，意

謂「神奇的恩典」。小美恩按時回醫院接受龍

醫師細心的治療

與照料，身體全無

殘疾，目前長得活

潑可愛，已經八歲

了，她常常回醫院

訪探龍醫師。 

堅持「站在

人的立場看病，而

不是站在職業的

立場看病」的龍樂德，因為這個理念而感染過

一場來勢洶洶的急性肝炎。那是有一年，一名

罹患肝膿腫的病人陷入緊急狀況，在無計可施

的情形下，龍樂德明知危險卻仍然毫不考慮地

以口對口人工呼吸法去急救病人，結果他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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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了 B 型肝炎，躺在病床一個月才復原，而他

卻說「不用口對口，來不及，沒有辦法。」 

給張博雅署長寫了一封信 

暇時喜歡彈鋼琴、插花、照相的龍樂德和

妻子及四個孩子一直感恩於過著「好日子」，

因此龍樂德也希望他最愛的台灣孩子也能過好

日子，他發現許多台灣的孩子從來從來不曾與

醫生接觸過，更不要提身體健康檢查這件事，

龍醫師說美國的制度，學童每四年要做一次健

康檢查，若是從事特別運動的學童則每年都要

檢查一次。 

1986 年起，台東基督教醫院即與世界展望

會合作，在台灣南部偏遠地區為「貧困資助童」

做學校體檢工作。1987 年應台東縣賓茂國小校

長所請，為全校學童做健康檢查，發現賓茂國

小與南部許多學校的學童都罹患有各種不同的

疾病，但不經檢查都是無從發現的。 

於是，「大膽」又「愛管閒事」的龍樂德

覺得有必要為台東縣其他的孩子做健康檢查!

於是，他給行政院衛生署張博雅署長寫了一封

信，要求衛生署資助台東基督教醫院為全台東

的學童做一次身體健康檢查。龍醫師說，「張

署長真好，她答應了!」然後，龍樂德擬了周詳

的計畫;成本方面，每位學童是 100 元，台東基

督教醫院負擔 30 元，衛生署負擔 70 元，醫療

檢查小組的醫師膳食、交通費、各種表格印刷

費部分自理部分衛生署支援。檢查的項目則包

括頭、眼、耳、鼻、牙齒、心、肺、脊椎、肝、

脾、淋巴、皮膚、生殖器……等。龍樂德並決

定由最偏遠地區的少數學童開始檢查，理由是

「他們較少有機會看醫生」。 

1991 年一月到 1992 年三月，龍樂德及台

東基督教醫院的醫師，用了 15 個月的時間為全

台東 101 所國小及 8 分校 12 處分班的 24649 名

學童做了健康檢查。台東縣地處深山迷你國小、

分校、分班都多，有時候全校才二十多名學生，

而分校分班常只有六、七名或八、九名學生，

但每一個有孩子的地方都是「翻過這一個山頭」

才可以到達的。山路難行，「醫師團」去了南

橫公路上的啞口、利稻、下馬、大武附近的森

永、大鳥、大竹，每次出動六至八名醫師，大

規模時則有十一位大夫，連蘭嶼、綠島也去了

（這二處尚包含國中學生健檢）。去的地方太

遠，走的路太多，龍樂德甚至發出心得之言：

「天下最難走的路是越南的路，第二難走的便

是成功附近的七塊厝了！」 

健檢的結果如何呢？嚴重疾病如肺炎、心

臟病、腎臟病、脊椎側彎、疝氣約占健檢總人

數的百分之五六，即一千三、四百人，其中疝

氣的兒童即有四百人左右，這健檢結果令醫師

們也心驚！其他頭蝨、結膜炎、耳炎、鼻炎、

齒病、疥瘡、癬……根本就是小病了！ 

裹好他們的傷處 

由歷年來醫病的累積經驗，龍樂德知道台

東縣中有些家長對兒童並不關心，同時也體恤

某些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寬裕，又向醫院訂下了

這樣的規定：凡參加本次健檢的學生在回基督

教醫院治療時一律八折優待，只收受打了八折

之後的醫療費用，而扣除了學生平安保險，一

個病童其實無需花費太多的治療費用。台東基

督教醫院的社工蔡秀卿小姐說：「即使如此，

仍有大部分病童並未回醫院來治療。」到目前

為止，一千三、四百名病童中，回醫院做手術

及治療的不過四百多人。那怎麼辦？蔡秀卿說：

「龍醫師拿了該治療的名單請我打電話追蹤，

要問清有否去別的醫院治療？否則請家長一定

要帶孩子來醫院！」蔡秀卿很感慨地說：「其

實龍醫師設想十分周到，凡是離醫院較遠或不

方便來醫院的地方，譬如山區國小，只要不是

需要開刀的疾病，醫院都一律免費給了藥，

但……」但，應該到醫院複診或進一步治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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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童是那樣的少！ 

到台灣十五年了，在台東定居也已十三年，

龍樂德的四個孩子都在台灣長大，都說一口比

他更好的中國話，目前三個孩子都已回到美國，

最小的女兒也將回去，問龍樂德醫師是否也有

回美國的打算？龍樂德醫師說：「如果上帝沒

有帶領，我或許會一直留在台東，直到退休。」

台東人想必希望龍樂德留在台東。而留在台東

的龍樂德有什麼希望嗎？龍樂德說：「許多想

來台灣偏遠地區奉獻自己心力的外國醫生都沒

法來台灣，因為三年前考試院堅持外國醫生要

以中文來參加醫生考試，考試及格才可以取得

中華民國醫師執照，目的大約是防止某些國外

醫生來台灣開業而有礙台灣的醫生，但也因此

使想要來台奉獻的醫師如美國、加拿大等地的

醫師們無法前來，是不是能想些什麼辦法，將

開業賺錢及赴偏遠地區奉獻的兩種目的分離對

待……」 

龍樂德，這真是一個熱愛台灣的人！被台

東人形容為「以行為傳播基督教義」的這名宣

教士大夫，大約真正能夠代表台東基督教醫院

大門上的兩行字： 

詩篇 147: 3「衪醫好傷心的人，裹好他們

的傷處」。相信，極多的台東人都深深感謝這

位被稱為台東「小兒科之父的醫師，讓我們向

他敬禮，希望他一直留任，也讓我們向他敬禮，

希望他一直留在他愛的台東。 

 

編註：龍醫師生於 1937年，40歲時來到台灣，並

於 2002年退休回美。龍醫師為台灣第一屆醫療奉獻

獎得主。本文寫於 1992年。 

【好書分享】 

我不是耶穌的粉絲 
章志彬 

三月份我回了趟台灣，逛書店的時候，看

到兩本令我印象深刻的書，當下就買了回來。 

其中一本給我極大的感動，因此我買了幾

本分送給我覺得會喜歡的親友；另外一本則令

我得著相當大的提醒與感悟。 

這裡要分享的，就是這第二本書的感悟；

至於第一本的感動，則會由芥菜子老編李紡姐

親自出馬介紹（天下沒有白送的書，哈哈）。 

近年來，台灣的出版界，很喜歡用語不驚

人死不休的方式來給文章下標題或是給書本命

名。我自己不是很喜歡這樣的做法，所以對於

這類名稱特別的作品，都會以比較仔細，乃至

於有點挑剔的眼光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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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書名叫做「我不是耶穌的粉絲」

（Not a Fan）。當時我在架上看到時，猜想或

許又是一本貶抑基督教信仰的書籍。原因很簡

單：台灣一般書店裡面宗教方面的書原就不多，

有的也多是以佛道為主流，另外就是一些帶有

一點宗教色彩的勵志書籍；除此之外，就是一

些以所謂的中立眼光來分析或批判宗教的書，

近幾年一些所謂宗教哲學出版社出的跟基督教

有關的譯著，有不少屬於這類明褒暗貶的。 

我拿起這本書端詳一番，發現它的副標題

是「你是在崇拜偶像，還是在追求信仰？」

（Becoming a Completely Committed Follower 

of Jesus）作者則是肯塔基州東南基督教會

（Southeast Christian Church，全美前五名的大

教會，主日聚會人數約兩萬五千人）的艾德曼

（Kyle Idleman）牧師；又看到封面左上角的幾

句話，更讓我產生了興趣： 

為什麼那麼多人在經營宗教組織，而不是

在實踐信仰？ 

為什麼那麼多人嘴上說著愛，做的卻是恨、

分化與排擠？ 

為什麼那麼多人在教會裡長大，之後卻離

信仰愈來愈遠？ 

因為，他們可能都只是耶穌的粉絲。 

作者在自序中提到，有一天午後他獨坐在

空無一人的會堂，預備即將來到的復活節主日

講道。由於很多人每年只會在聖誕節跟復活節

到教堂，因此他挖空心思，希望給屆時來聚會

的三萬會眾耳目一新、印象深刻的信息。 

但是他腦海中突然浮現一個想法：當耶穌

面對千萬群眾時，祂傳講的是什麼？艾德曼牧

師仔細思想，發現「耶穌面對大群會眾時，祂

所宣講的內容不但留不住人，而且經常導致群

眾轉身離去。」這個想法徹底改變了艾德曼牧

師，他發現他自己不僅應該成為一個傳道者，

更應該成為基督的跟隨者；而這也使他聯想起

所謂「粉絲」（fans）跟「跟隨者」（followers）

的不同。 

書中提到：很多耶穌時代的信徒跟隨耶穌，

為的是要看神蹟、要醫病、要吃飽，但不是尋

求耶穌祂自己；很多現代的信徒自稱為，甚至

自認為是耶穌的跟隨者，但是如果誠實地以耶

穌的標準，為自己與主耶穌的標準下定義的話，

艾德曼牧師以為，他們可能不算跟隨者，而是

耶穌的粉絲。 

到底他所謂「耶穌的粉絲」是什麼？作者

提到字典裡對「粉絲」的定義是「熱情的仰慕

者」。有些人對球員的背景如數家珍、瞭若指

掌，願意花大錢坐在前排搖旗吶喊；但是他們

既不必加入球隊，也不需要流汗參賽；而球隊

表現不理想一段期間之後，他們可能就轉而支

持別隊了。這些人是球迷，當然也是粉絲。 

也有些人熱愛某位影星，知道她從小到大

的家庭、求學、工作歷程，知道她的代表作、

她的戀愛史，乃至於她頭髮的真正顏色，似乎

對她認識得極為透徹。但是這位明星卻不認識

這些瘋狂的影迷，也就是粉絲們。 

簡單講，這些粉絲對他們所著迷的對象瞭

解極深，有著理性的充分認識，甚至也有感性

的足夠熱情；但是他們與所追逐的對象，卻沒

有產生真正生命上的連結。 

那麼，一個基督徒到底真的是以生命追隨

耶穌基督的「跟隨者」，一生信靠祂的「信徒」，

還是對耶穌生平如數家珍，熱心參與教會活動，

但是生命卻沒有改變，生活也沒有實踐的「耶

穌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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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列出了一些自我評量的問題，好比說 

1. 你決定相信耶穌，或全然獻上給耶穌？ 

2. 你只知道有關耶穌的事，或者你真的認識

祂？ 

3. 耶穌是你眾多選項之一，或者祂是你的唯

一？ 

4. 你在乎表面更勝於內在嗎？ 

5. 你是自我強化的粉絲，或是聖靈充滿的跟

隨者？ 

這本書裡逐條逐步列出了許多基督徒的

信仰狀況，也有真人見證故事。坦白講，有很

多對讀者發出的問題是不留情面的挑戰，但的

確可以讓我們重新檢視自己與主耶穌的關係。 

這本書有將近四百頁，這裡無法一一細說，

在此摘錄封底幾段話做為文章結尾： 

「今天的美國教會，已經慢慢把聖殿變身

為體育館，每週日，大批大批的粉絲群聚在偌

大的體育館內，高舉雙手為耶穌歡呼，但並不

想認真跟隨祂。…人們趨近耶穌為要索取各樣

祝福和好處，從不問自己該付出什麼。 

「粉絲有一種普遍心態：擔心一旦太投入，

便無法抽身。…. 我們並非不願意和耶穌建立

關係，只不過，我們希望代價不要太大。 

「上帝絕非『需要』你的時間，上帝絕非

『需要』你的金錢，上帝也絕非『需要』你的

敬拜。祂需要的是你，祂要你的愛，祂要渴望

你熱切地追求祂，而那些外在的要求，不過是

因著愛而自然發生的事。」 

 

 

 

【受洗見證】 

張元桂 
我是 Angie，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決定信主

的歷程。在我和志斌結婚前，我是不信基督的，

甚至我對基督教很反感，這可能是我從小受到

家庭影響的原因吧。我的爸爸是一個師傅，有

點像法師這樣的，專門幫別人看風水，祈福，

還福，還會幫死人超度. 總之，家裡很反感基

督教。甚至我們家買房子都有個前提條件，就

是絕對不能靠近教堂。 

在我結婚後，發現我老公志斌經常說要去

教會做禮拜，還要帶我去。我心想，難得周末，

應該要陪我一起去玩才對呀，去什麼教會。你

看別人周末都去玩，你周末都不多陪陪我，去

什麼教會。我覺得不開心，甚至有時候會生他

的氣。每次他和我提到教會或者基督教信仰方

面的事情，我都會很堅決地和他說：你不要再

和我提什麼基督和教會的事情了！我不想聽這

些。每次提到我都會生氣。 

但是，後來，自從我和他們約書亞團契的

人接觸多了，才發現，原來，教會的人還挺好

的。所以，後來，志斌去教會，我也不那麼生

氣了。 

可是，我心裡還是抗拒基督教。還是不願



 

芥菜子第 55期 第 17頁 2015年 6月 

意跟志斌去教會。每次他去教會做禮拜，或者

參加他們周六晚上的團契，我都會跟他的車一

起去，可是，我去的不是參加團契活動，也不

是去教會做禮拜，而是去我的堂姐家。因為，

他們家就住在我們教會停車場隔壁，只隔著一

道牆。可以說，是我們教會的鄰居。我會在我

堂姐家玩，然後等志斌團契結束後，再帶我回

家。 

直到去年六月份，也不知道是什麼力量，

讓我不知不覺得跟著他來到教會做禮拜。記得，

第一次在教堂，認真地聽著詩歌，突然間有種

莫名的感動，然後，發現眼眶裡有淚水，真的

很奇妙！還記得，葉牧師當時在講愛的方程式，

聽完後，我覺得這篇講道真得太好了。對我的

婚姻有很大的幫助。從講道中也認識到自己不

好的地方，比如，夫妻之間不該動不動就發脾

氣吵架。我被牧師的講道吸引了。之後，在家

裡，我經常打開教會的網頁，在網上聽牧師以

前的講道。發現真得收穫很大，也能從講道中

得到安慰。後來，我就經常跟志斌參加他們周

六晚上約書亞的團契活動，一起學習聖經。星

期天一起來教會，唱詩歌，聽牧師的講道。更

進一步地接觸和了解基督教。 

然後，還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當我

每次唱三一頌的時候，我就會很感動，現在我

甚至比志斌更渴望來教會了。有時候，他會賴

床，而我，早早地起床準備去教會。因為來教

會我看到的是每個人都很喜樂，我也會感受到

喜樂。來了教會後，更發現自己不應該常常為

了一些小事情而發脾氣。 

還有一次，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的身體

不那麼好，那個禮拜日，我聽完牧師講道後，

志斌說：不如我帶你去找牧師一起做個禱告吧，

求神來幫忙。我想了想，答應了，於是跟他一

起來到大堂前，找牧師為我禱告。禱告的時候，

我的眼淚不知怎麼地，嘩啦嘩啦地流出來。真

得很感動。這是我第一次聽牧師禱告。而且不

久後，牧師禱告的，我們的神都應許了。我當

時感覺已經被神的愛所包圍和充滿，之後我決

定，我要相信主耶穌是我生命中的主，他是位

真的神，唯一的神，只要我們信靠他，他會聽

我們的禱告。不久前的一個禮拜天，禮拜結束

後，我和老公一起找到牧師做了決志禱告，我

願意接受和信靠我們的神。現在，我也會經常

看聖經，常常禱告。很感恩神能帶我來到美國，

讓我認識我老公，讓我有一份好工作，有個很

好的老闆，還有很好的同事。我也希望，我們

的神能與我同在，陪我走好人生的道路。 

 

曹超 
我是山東人，

出生在農村，從

有記憶起就知道

耶穌基督的一些

事情，因為我們

村子的教會點就

在我爸爸的爺爺

家裡，也就是我

老爺爺家，聽老

人講，是在我老

爺爺年輕的時候，德國的傳教士到我們那裡傳

教，我老爺爺就相信了耶穌. 並且安排在自己

家裡作為敬拜的地點，一直到現在還是我們周

圍幾個村子的聚會點。但是那時候很小，也不

知道到底是這麼回事，就知道每周日都有好多

人到老爺爺家唱歌啊什麼的，反正很熱鬧。 

我爺爺奶奶也是很虔誠的基督徒，奶奶春

節前剛被神接走了，爺爺現在仍然堅持每周兩

整天的禁食禱告，每周一和周四，已經有三、

四年的時間了，原來都是禁食禱告一天，這個

多長時間我也不太清楚了。很久以前我問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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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禁食禱告，他說就是為了求神幫助我

們全家人中還沒有相信耶穌的，盡快地認識耶

穌，相信耶穌。我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信耶

穌了，我父親呢是在大概十年以前，就是在 2005

年的時候，突然就和我媽媽一起去教堂聚會了，

相信了耶穌，現在也是非常愛主的。 

我是兩年前才開始慢慢地開始去教堂聚

會的，因為從小就不斷地聽家裡人講信基督教

啊，耶穌啊這些事情，多少也了解了一點，很

早家裡人也一直都在勸說要相信耶穌，要去教

堂禮拜，說信耶穌多麼好多麼好的事情，但是

自己心裡總是容不下，總在持懷疑態度，覺得

有那麼神嗎？他真的能做到嗎？總是不能真正

接受，後來呢，也就是在兩年多以前，工作上

出現一些很糾結，很煩心的事情，自己也沒法

跟別人說，後來就突然有個想法，去教堂吧，

不為別的，就是為了平靜一下心情。 

其實那個教堂離我們家很近，就在路口上，

每天基本上都從那走，原來從來沒想過要進去，

就是那天突然有個想法，進去坐一下。現在想

起來也應該是爺爺禁食禱告的作用吧。後來聽

牧師，還有傳道人的講道，同工的交通，真正

感受到了耶穌的力量，感受到了自己的微不足

道，明白了：只有相信耶穌，把自己完全交託

仰望在耶穌的手中，才是唯一的道路，再後來

就帶這我太太和兒子一起去教堂了，現在他們

也都相信了耶穌。感謝主，這次我們來到美國，

第一個敬拜日來教會，就得到了復活節要洗禮

的消息，感謝主，感謝主的預備！最後我想讀

一段經文：哥林多後書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藉著這段經文，希望以往所有的事，因著基督

的救贖都過去了，一切從現在都變成新的了。

 

 

張輝 
蒙慈愛的天父主

的恩典，我在復活節受

洗歸入主的名下，做主

的兒女，心裡非常高興

和激動。這可以說是我

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事

情。 

去年八月我們全

家來到美國。從生活了

四十年的家鄉，來到了

陌生的國度。剛剛到來

的時候，可以說是舉目無親，感謝上帝讓我們

認識了陳志弟兄一家。陳志弟兄和鮑蘇藝姐妹

帶領我們來到教會，讓我們感受到了家一般的

溫暖。我參加了福音班課程的學習。通過陳志、

傅祖義、傅琳幾位老師的教導，讓我明白了神

的存在和神的恩典。 

自從我來到教會後，就參加了茁壯小組的

小組活動，通過與大家一起對聖經的學習和討

論，增進了我對基督教義的了解。 

以我過去的生活經驗，認為我還需要一個

漫長的學習過程，才可能有受洗的資格。經過

後來的學習，我更加感受到了神的大愛，信必

得救，只要信主耶穌，接受主耶穌做救主，就

可以奉主耶穌的吩咐和命令而受洗。 

信主後，我感到心境清明了許多，我覺得

有了依靠。過去學習工作都是為了我的小家，

為了能給自己的家庭更好的生活環境。信主以

後，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榮耀神。我通過禱

告將事情交託在神的手中，求他引領我走正確

的道路。 

我在信主以後最明顯的是感覺到肩上的

擔子輕了。無論儒、釋、道都強調自我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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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是自力。加上過分的自信，什麼問題都以

為自己可應付，心理負擔很大。認識主後，知

道事事都有他帶領，依靠神的恩典，心情上是

輕鬆多了。 

雖然我信主的時間還不是很長，雖然我禱

告的話語還很是稚嫩，但我知道我已走在神指

引給我的道路上，還有眾多的兄弟姐妹與我一

起同行，幫助我在主裡成長，以後的日子將不

再孤單。 

回想過去，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曾蒙受

主的感召。那是八十年代初，我當時正在學習

無線電技術。在一些媒體上聽到一個詞，叫「收

聽敵台」。十幾歲，正是好奇心強烈的時候，

所以我特想知道，「敵台」是什麼，說什麼。

我記得那是一個夏天的晚上，短波信號傳播特

別好，我那天沒找到敵台，卻找到一個香港的

福音台，這裡強調一下，我家在河北省，距離

香港兩千多公里。現在回想，也許這就是主在

顯能。當時電台裡正在講一個聖經故事，我一

下就被吸引住了。在後來的時間裡，每當信號

傳播好的時候，我就去聽。斷斷續續的收聽了

很長一段時間。這一段經歷讓我知道了世上有

一本書叫聖經，聖經裡有很多很多有道理的故

事。我覺得在那個時間裡，聖經在我人生最重

要的青少年時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去年的感恩節，我夫人王葉在神的感召下，

接受了洗禮。受洗後不久，她就回國了。回國

後，她在家中，替我照看父母，並向我的家人

們傳播神的福音，讓他們感受神的恩典。從她

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後的變

化，這使我更加堅定了我走入基督殿堂的信心

和決心。 

我決定受洗，洗去舊我，獲得主內的新生。

 

 

【科學與信仰】 
 

科學與基督教信仰 
陳海峰 

在當今這個科學技術發達的時代，人們一

提到科學，就立刻產生幾分敬意，因為科學總

是與真理、客觀、正確、真實等等字眼連在一

起。就連江湖騙子也都要掛上科學的字眼，以

表明他的「騙方」是真的。而當人們提到信仰

時，卻常常把它當作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看待，

輕者認為這只是個人心理的需要，個人的私事；

重者認為那是無知、愚昧的表現。他們覺得，

現在科學都這麼發達了，還信這個？事實真是

這樣嗎？ 

我從前也是個無神論者，從小接受的是無

神論的教育。我經歷了從無神論到有神論信仰

的轉變，深切認識到科學與信仰是知識的兩個

途徑，缺少其中一個，我們就無法認識人生的

真實意義。我也體會到對科學、信仰、它們之

間的關係有多一點的了解，就加深了我對神的

認知、堅定了我對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我

心裡有個願望，希望借助《科學與信仰專欄》，

與大家一起來探討一些有關科學、進化論、唯

物主義、智慧設計、自然、超自然、信仰等等，

還有它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話題。希望通過這樣

的探討，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基督教信

仰不但與科學沒有矛盾，而且還是現代科學誕

生的搖籃；唯物主義的哲學觀點，不管它表面

上多麼富麗堂皇，其實包含邏輯上的錯誤；智

慧設計論的觀點，雖然遭到很多達爾文進化論

者的激烈攻擊，其實比進化論更加能夠解釋科

學所觀察到的很多現象。今天我們先來探討一

下科學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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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代科學的誕生與發展歸功於基督教信

仰 

人類自從出現在地球上，就對自身周圍的

環境產生好奇和探索。這種探索就形成科學的

雛形。古代的巴比倫人、埃及人、和中國人至

少在主前 3000 年就有基本的天文和數學，包

括對天體的運動，都有相當準確的了解和預測

的能力。這可從他們的年曆和其他的記載看出

來。在古希臘有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主前

350 年）、阿基米德（Archimedes，主前 250

年）、托勒密（Ptolemy，主後 150 年）等人對

自然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中國在同

樣的時代，也發展到相同的程度。可是在那之

後的一千多年的時間裡，科學基本上沒有什麼

發展。為什麼呢？是那一千多年裡的人類都很

笨嗎？不是的，是因為那時候的信仰禁錮了人

類的思想。那時候多神論流行，典型代表如古

希臘、古羅馬的多神論；東方有中國、印度的

多神信仰。各種神靈脾氣各異、各顯神通、互

相爭鬥。世界處於一種混亂無序的狀態，是不

可知的，隨時會變的。現代科學無法在這樣的

環境下誕生。 

現代科學源於十三到十七世紀的科學革

命，當時的基督教信仰是現代科學誕生的搖籃。

那時由基督徒科學家們創立的科學就是「研究

理性的神所創造的有序的自然界」。英國備受

尊崇的數學家和哲學家懷海特（Alfred North 

Whitehead）及美國物理學家奧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aimer）曾經寫作許多關於科學

的主題，兩人均強調現代科學來自於基督徒的

世界觀。 

基督教信仰相信只有一位神，祂是理性的、

智慧的、善良的、慈愛的、全能的、全知的。

聖經《創世紀》開宗明義地說「起初，神創造

天地。」這就奠定了現代科學的基礎。想想看，

世界由神創造，基於這樣的信仰我們就可以推

斷，物質的宇宙是有統一規律的，因為是由一

位理性的神所創造的。物質的宇宙是被造的，

因而它不是神。天上的太陽、月亮、星星等等，

也不是神，它們只是由神所造的一部機器的各

種部件而已。因而它們是可以被研究的，不會

因為哪天不高興了就給你表現出不同的規律，

讓你摸不著頭腦，研究不透。整個宇宙就像一

部機器一樣在運行。這種機械自然觀是現代科

學研究的前提。世界和時間是有開始的，不再

是無始無終，循環不息。這種思想導致了宇宙

大爆炸的科學理論。基督教信仰並且相信人有

神的形象，所以也有理性、智慧等等。正因為

如此，我們才有信心，相信通過我們的理性獲

得的知識是可靠的。人又被賦予一種高尚的地

位，是神萬物的管家。因此人類要研究宇宙萬

物、摸清其規律，以便能夠完成神所託付的任

務。所以，沒有基督教信仰，就沒有現代科學。 

 

二、 科學只是知識來源的兩個途徑之一 

現代科學發展到今天，滲透了我們生活的

每一個層面。每個人的生活都被現代科技產品

包圍著，離開了它們，你能想像如何生活嗎？

科學不但能夠給我們提供有用的產品，改善我

們的生活條件，也能讓我們發現自然的奧妙，

滿足我們的求知欲。但是科學有非常清楚的界

限，它只對物質的世界進行探索，物質世界之

外，它無可奉告，因為超出了它的範疇。科學

可以研究宇宙如何運作，但不能告訴你為什麼

要有宇宙存在；科學可以研究出原子彈，但不

能告訴你是否可以用它來毀滅生命；科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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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體的各種生理現象，但不能告訴你人生

意義為何。在你心中愁苦的時候，需要的是安

慰的話語，而不是科學的方程式；在你人生迷

茫的時候，需要的是信仰的亮光來指引你的路，

科學絕對無法告訴你如何前行。總之，當我們

不是討論與物質有關的問題時，科學就只能靠

邊站。這時候，人需要另外一種知識，那就是

信仰。 

我們每個人都有是非對錯的觀念，我們知

道罪是不好的，善是好的，那時因為神的公義

和美善彰顯在我們的心中，科學那裡是找不到

的。如果你要把進化論也當作科學的話，它就

明明與神的美善對著幹，它鼓吹弱肉強食、優

勝劣敗。所以，如果只懂科學，沒有信仰，人

生是黯淡無光的。典型的無神論者美國科學家

卡爾·薩根是這樣看待自己的：「我，卡爾‧薩

根，什麼都不是，但只是標有『卡爾‧薩根』

這個名字的一團原子的集合。」還有另一位大

家熟知的無神論者美國大科學家，DNA 雙螺

旋發現者之一，法蘭西斯‧克里克是這樣看待

人生的：「你，你的喜樂和哀傷，你的記憶和

雄心，你的認同感和自由意志，只不過是神經

細胞及其相關分子巨大組合的行為而已。」劉

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童話小說裡的人物）

也許會這樣說：「你只不過是一堆神經元而已。」

按照這些沒有信仰的科學家的邏輯（他們只有

一種知識），人生是毫無意義的，人已經不再

是人，而只不過是一堆物質而已。 

 

三、 基督教信仰是理性客觀的信仰 

只要存著一顆誠實的心，神的存在實際上

是可以通過推理而得出來的結論。你只需要理

解兩個概念，「存在」和「因果關係」，就可

以明白。看看你周圍的東西，比如你桌子上的

電腦，它現在是存在的。可是不久之前，電腦

被生產之前它是不存在的。又比如你現在是存

在，可是你出生之前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世間

一切存在的東西，在它們之前的某個時刻，它

們都是不存在的。那誰讓這些原來不存在的東

西成為存在呢？只有一種最大的、無限的存在，

即存在的本源，才能使萬物存在，那就是神。 

我們來看看因果關係。你現在之所以存在，

是要依賴空氣、適當的溫度、水分、食物才能

存在。你是果，空氣、溫度、水分、食物是讓

你存在的因。而其中而水分子的存在是因為有

氫原子和氧原子的存在。氫原子或氧原子是因，

水分子是果。當我們這樣依照因果關係一路推

論下去時，就找到一個終極的因，這個因是宇

宙萬物存在的來源，必須是個無因之因，這就

是神。所以，憑著理性的推理，我們就可以得

知一定有神存在。聖經說，「神從一本造出萬

物」，即神是萬物的起因，與我們的理性推理

是一樣的。那基督教信仰所說的耶穌呢？他自

己說是神的兒子，有客觀的證據嗎？這個需要

很長的篇幅才能列出證據並加以解釋，以後再

專題詳談。 

簡單來說，耶穌來到人間跟你我不一樣，

他是童女懷孕而生的，我們必須有父母才能被

生下來。所以耶穌的出生很神。他行過很多神

跡，最大的神蹟是他死而復活，有空墳墓為證。

甚至連反對基督教的人，也不能否認耶穌復活。

他們只能說耶穌沒有被釘死，或者說耶穌沒有

上十字架，是找了個替身云云。所以耶穌離開

世界也很神。神是全能無限的。無限的神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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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因為如果有兩位神的話，他們都不可

能是無限的。兩位神必須劃界分開，各自就變

成有限的了。既然無限的神只能有一位，那耶

穌就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無限的神道成肉身，

來到人間。並且祂留下了充分的歷史證據，可

以讓人們去研究、考察。只要你心存誠實，你

就不得不信。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基督教信仰

是理性的、客觀的信仰。它是以歷史的事實作

為依據的。 

 

四、 科學與基督教信仰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的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現代科學的誕生與發

展離不開基督教信仰。歷史上眾多的偉大科學

家，是因為他們的有神信仰，造就了他們的偉

大貢獻。反過來看，科學的舉證又更加堅定有

神的信仰。過去 50 年來科學的發展，各門學

科都不約而同指向神的存在。也只有有神論足

以為這一切證據提供理性上令人滿意的解釋。

比如說，宇宙有一個起點—這是近代宇宙學家

所公認的，那麼宇宙之上必須有一個超自然的

因在那裡。科學證明宇宙有個起點，指向「起

初神創造天地」的聖經說法。德國出生的美國

射電天文學家，猶太人，諾貝爾得主阿諾·彭齊

亞斯（Arno Penzias）說：「我們所掌握的最

佳數據，正好與我單憑摩西五經、詩篇或全本

聖經所作的推測一無二致。」 

生命的語言（DNA）的存在指向智慧的

創造主。生命的語言由 A，G，T，C 四個字母

通過不同的排列組合形成。我們知道，要傳遞

訊息，需要不規則的排列。隨便翻開一本書，

你不會看見不斷重複的某一個字，你只會看見

不同的字按照不規則的排列出現。文字可以傳

遞訊息，因為它們依照已知的獨立模式組成，

即是它們遵從了詞彙與文法的規則行事。DNA

也是這樣，其中四個字母是極不規則的排列，

卻又是遵從規則才可以有所用。這規則就能排

成正確次序的氨基酸，造出有用的蛋白質，再

由蛋白質組合成奇妙的生命，讓無生命的物質，

成為有氣息的生命。 

愛恩斯坦說：「沒有信仰的科學是瘸的，

沒有科學的信仰是瞎的。」基督教信仰既超越

科學，又與科學相輔相成。科學的研究對象是

物質世界，是被造物；而信仰的對象是非物質

的，是靈性的，比科學研究的對象具有更高的

層次（以後我再與大家作更詳細的探討）。科

學的發展依賴信仰作為它的基石，科學是信仰

的產物，而信仰是科學的基石。據蓋洛普甫統

計，前三個世紀的三百位著名的科學家中，百

分之九十二是神的信徒，其中幾乎囊括了人們

熟知的所有大科學家，如牛頓、焦爾、歐姆、

法拉第、孟德爾、巴斯德、馬克士威爾、蒲朗

克、愛因斯坦等。在當今，各個領域的傑出學

者、科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中，也不乏虔

誠的基督徒。如果有人還想爭辯說，基督教信

仰是愚昧、無知的表現，與科學有衝突，那就

讓他看看蓋洛普

的統計數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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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分享】 

看寒夜怒放的曇花有感 

 梁鈞襄 

幾月前，David 還未生病，他和 Linda 來

我家看望孫姐妹。他們送給我們兩盆花，其中

有一盆紅色曇花(註)，那時我不認識它。上周，

孫姐妹在例行的後院康復活動後對我說，曇花

已含苞欲放，要抓住時機欣賞它的一現。我興

沖沖出去，看到一枝紅色花苞已從翠綠枝葉中

奪路而出。原來我幾十年前便知曉的曇花就在

面前，有眼不識泰山。 

等候到第二天夜裡十時許，孫姐妹說曇花

常在夜裡開放，也許就是現在。於是她推著

walker，揺揺晃晃隨我到後院用手電照曇枝。果

然花已怒放。你看它，花瓣輻射，「手舞足蹈」；

你看它，花蕊挺立，頻頻挑戰；你看它，明艷

端莊，不避幽暗和春寒。我不禁哼哼幾句去舒

發感受： 

來去誠匆匆，喜樂決潰癕； 

因信由神造，燦爛墨黑中。 

基督徒不正是如此嗎？我們也與眾人一

樣，一生的年日不長，猶如一現的曇花，「如

飛而去」，只因信靠神，能常常喜樂，敢決戰

邪惡；在幽暗中挺立，得永久的生命。 

不過，能如此，絕非易事。在世時間雖短，

災害、人禍、困苦、疾病、嫉妒紛爭、驕傲，

等等卻總是隨著我們。約伯的朋友以利法形容

說：「人生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

撒但使用這些來攻擊和折磨基督徒，要我們跌

倒，離開神。在與管轄這幽暗世界的悪魔的無

可避免的爭戰中，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抵擋

魔鬼的詭計，或落荒而逃，或退縮委頓。誠然

這是少數。然而在苦難中抱怨神，實不乏其人，

我便有過。 

的確，我本不是魔鬼的對手，今年四月，

孫姐妹因不適應一種療法，疼痛的兩腿格外麻

木軟弱，在走近床邊時突然墜落，坐在地上，

又因碰到痛處而臥倒。我試圖用抱、揹、扶、

推的辦法幫助她離開令她疼痛的硬地，躺到床

上去。但做不到，因她無處不痛，無處可下手。

她掙扎，她呼喚：「神助我！」就這樣幾乎一

小時。我心裡對神埋怨，「神啊！她受了這樣

的苦，過去了兩年半，為什麼不見你救她？」

其實，神一直在動工。後來，藉著一個小凳子，

孫姐妹搭上一條腿，動動歇歇，邊滾邊爬，終

於用神給她的智慧和力量上了床。這時我默默

向神禱告，承認自己的軟弱，後悔不該在苦難

中忘記神的救贖，懇求神堅固我的信心。 

要打好與惡魔的爭戰，必須穿戴神所賜的

軍裝：堅信神，牢記和依靠神的話語，多方的

禱告，憑真理、行公義。在這些方面，教會的

兄弟姐妹在耶穌基督裡的所行，令我們不能忘

懷。孫姐妹受傷以來，將近三年，教會一直為

她禱告；更新小組的弟兄姐妹不斷幫助我們，

今年四月還為她禁食禱告；艾苓若不外出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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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來家和我們分享對「症」的經文，一起禱告；

身患重病的安靜竟拖著氧氣瓶，和崔弟兄來家

探視禱告。此外，眾弟兄姐妹如鴻貴姐妹和興

國弟兄經常，甚至在旅途中，給我們送來支撐

我們的經句；則惠姐妹和祖義弟兄不時用神的

話來鼓勵我們；葉牧師一次一次地來家帶領我

們領用聖餐，紀念神為救贖我們而死；等等等

等。切切為我們禱告，安慰、勸勉我們的兄弟

姐妹很多很多，無法一一列舉。 

因著這一切，我們相信神就在我們中間，

從而放膽無懼，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住敵。可見，

穿戴神所賜的軍裝，靠神的大能大力，作剛強

的人，一定能打好與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的爭戰。

穿上這軍裝，基督徒豈能不勝過曇花，臨狂瀾

而不倒，歷風寒而不凋！ 

(註) 網上資料說紅色曇花是從“正宗”白色

曇花培育的變種，仍是同類，屬性略有不同。我把

這株曇花與資料上的白色曇花相比較，除了顏色外，

它們的外貌完全一樣。同一朵白色曇花的花期約

5～6小時，這朵紅曇花約一周，雖長一些，仍嫌短

暫。資料多說白者夜裡開花，紅者白晝，其實不盡

然，這株曇花也在夜間開。 

在芥菜子上無法顯示它的本色。照片已貼在

Facebook 中 

 

嫣然彩虹風景線 
張繼揚  

 

喧囂世俗有港灣， 

中華歸主神照看， 

教會姐妹大會集， 

嫣然彩虹風景線。 

 

聖經查考開心眼， 

淺說慢論細尋端， 

藐觀世間甜酸苦， 

天父救贖已了斷。 

 

好書分享妙語點， 

愛主火熱心重燃， 

姐妹分別暢心扉， 

幸福相愛耶穌伴！ 

 

姐妹圍桌廚藝現， 

主食點心花樣全， 

兩岸風味贅鄉情， 

衆人交口齊稱讚！ 

 

感謝會後主愛宴， 

葷素瓜果色彩絢， 

鮮花蛋糕同慶生， 

歡笑完美多浪漫！  

 

苦樂人生擔重擔， 

定睛救恩生命轉， 

天父護佑姐妹會， 

聖經告慰無憂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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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的成長 

辛胡桂蘭 

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和我一樣，平時聽

葉牧師講道，聽得如醉如癡，深受感召，當場

聽得興致勃勃的，真是覺得靠著那加給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做。但回家以後，面對著一成不

變的生活，每天要面對許多現實與煩惱，聽道

後帶回來的決心與勇氣就消失一大半，一切又

歸於原狀。 

我有一個老朋友，有一天很沮喪的來找

我，對我說她星期日才走出教堂的門外，就與

人發生衝突，而且只是爲了停車的小事。令她

特別愧疚不安的是，當天的講題是「原諒與饒

恕」。聽道時，她聽得十分入神，覺得很有道

理。沒想到自己如此不受教，才踏出教堂門就

忘了。我們都希望自己的靈命能日益成長，但

現實生活的種種壓力，常使我們忘記神的教

導，本能的就用老我來處理一切。其實追根究

底，乃是花在研讀聖經的時間不夠。主耶穌很

明確的告訴我們，沒有一樣錯誤不能被改變，

只要我們對祂有完全的信心與依靠，祂會賜給

我們足夠的智慧與力量，來面對我們人格上的

缺點與不足，慢慢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當我們很沮喪地認為「我太老了」「我不

夠聰明」「我以前做了太多壞事」「我實在不

夠好」等等時，不妨看看聖經中許多真人真例，

他們的行為比我們更不好，更愚昧，但他們都

能靠著神的幫助而得到解脫，他們都能，爲什

麽我們就不能呢？ 

但願我們都能靠著神的話語來過每一

天，做個榮神益人的基督徒。 



茴香,回想 
 李紡 

黃鶯姊妹送了我兩個她自製的茴香包

子，味道清香可口，我吃著吃著，竟魂遊了年

少時的蔬菜園子；跳躍在綠油油的茴香菜園

裡... 

我們家的菜園子是媽媽在百忙中一刀一

鋤整治出來的，園裡種了各式各樣的應時蔬

菜，其中茴香香氣最銷魂。媽媽常常在割採十

分鐘內就下鍋烹煮，茴香既嫩且香。至今每一

想起，仍然垂涎欲滴！ 

媽媽生長在雲林縣的「竹頭腳」鄕，那地

因出產很多鮮竹而聞名。因為地處偏僻，交通

不便，每次去外婆家，都得跋山涉水，雖然有

些驚險，但我們總是視之為勇者的考驗。當年

惟一的家庭旅遊就是去外婆家！只要媽媽宣布

要帶我們去外婆家，我們會興奮地等待，直等

到台西客運在未鋪上柏油的石子路上顛簸地載

我們到竹頭腳鄉。 

媽媽因為在艱困的環境中長大，所以粗工

細活，樣樣都會。她那時最大的心願是讀完護

理學校，以後當個助產士。可惜當年日本常常

空襲台灣上空，媽媽常常在上學途中得去躲警

報，有時候躲得太久，延誤了回家的時辰，外

婆就以為她被炸死在途中，一邊哭喊著媽媽的

名字，一路尋她去了！最後外婆因為怕媽媽在

上學途中發生不幸，勒令媽媽休學，在家幫忙

家務，並等著嫁人。媽媽的求學之旅也因著大

環境的戰事頻傳而擱置了。 

媽媽本姓鄭，我們有時候問她是不是鄭成

功的後代，她總是告誡我們：「不管是不是鄭

成功的後代，如果自身不努力，是永遠成功不

了的！」後來她嫁到李家，一切以夫家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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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子弟兵們，個個酷愛杯中物，不知我們是

不是李白的後代？我大女兒兩歳左右，媽媽來

美助我一臂之力。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媽媽

告訴我：「妳女兒很恐怖喔！才兩歲就一直吵

著要喝酒！」，我問明原由，才知道女兒叫「阿

媽！juice!」是要喝蘋果汁，「juice」的發音與

「酒」的台語發音類似，老媽以為兩歲的女兒

已經遺傳了李家的惡習，讓她憂心不已！ 

媽媽是個古道熱腸的人，尤其是家境貧困

者，她常常「多走一里路」地幫助那需要幫助

的人。當年哥哥的一位同學就一天到晚在我家

食宿，最後乾脆認我媽為乾媽，堂而皇之地在

我們家來去自如！媽媽在他需要的時候適時地

伸出援手，等他成家立業之後，逢年過節一 

定包紅包謝謝老媽，連乾嫂也很孝敬她。

媽媽不問回饋的付出，竟然有出乎意料的

回報，讓她倍覺窩心。視別人的孩子

如己出的愛心，是媽媽給我的最好

身教！ 

媽媽生了四男兩女，不過她命運多舛，

其中有三個兒子都先她而去，人生之至痛莫過

於白髮人送黑髮人！媽媽在她七十三年的歲月

中，竟需三次嚐此苦果！我雖常常嗟怨她離世

太早，但想到如今她無需跟著我受盡煎熬與傷

痛，倒也感謝上帝讓她去了更好的地方！只是

一到五月，我仍然情不自禁地要找媽媽：媽媽！

我好想妳！ 

當年我要坐上結婚禮車，拜別父母時，媽

媽拉著我的手，殷勤叮嚀：妳一定要心存感恩

你公婆生養了一個兒子給妳當丈夫，不管如

何，都要好好孝敬，照顧他們……哦！親愛的媽

媽，我不敢忘記妳的叮嚀，也不會忘記的！ 

媽媽生性簡樸，她小小的衣櫃裡，像樣的

衣服不到十套；所以要出門時，她總是第一個

準備妥當，因為她不需要為到底要穿那件衣服

傷腦筋……媽媽如果還在世，看到我衣服這麼

多，我肯定被唸到頭皮發麻……不知哪天我才能

像她那樣，不被衣物所綑綁而過著輕鬆自在的

日子！ 

媽媽每次來美，鴻貴姐妹總是來拜訪我

媽，並用流利的台灣話向我媽媽傳福音。媽媽

知道信耶穌好，但她不想「背叛」根深蒂固的

傳統習俗，一直不敢貿然決志！一直到一九九

五年我在家裡被歹徒持槍搶劫，媽媽情急之

下，跪下來向耶穌禱告：「耶穌呀！我女兒現

在正有危難，你今日如果救她脫離這個苦

難，我就信祢！」媽媽簡短禱告後，站

了起來，自忖：「糟了！我忘了告訴耶

穌到底是要救哪一個女兒，萬一祂先

去台灣，發現不對，再回來美國，是否

就來不及了？」於是她立刻又跪下

來：「耶穌啊！我今天請求你救的是

我的大女兒李紡喔！情況危急，祢千萬

不要搞錯喔！」當媽媽轉述她的情境給我聽

時，我覺得媽媽超級可愛！但她對神的認識不

明確，正可趁機向她講明耶穌的無所不知、無

所不在以及無所不能的神性！媽媽終究信守承

諾，信了耶穌！我的被搶，雖然驚嚇一場，但

換得媽媽的信主得救，實在太值得了！  

如果用書來比喻：我的媽媽就像林良的作

品，沒有華文麗藻，卻是平易近人中充滿機智！

她是一本讓我百讀不厭的好書，它永遠伴在我

身邊，讓我可以隨時翻閱！ 

媽媽走了十五年了，不思量，自難忘！尤

其在這充滿懷親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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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信 袁霞 

教會的各位弟兄、姊妹： 

感謝神！ 

首先，我代表我們全家向教會的各位弟

兄、姊妹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自從我們踏上美國的土地來到教會，我們

全家人得到教會眾多的關愛。尤其是對快生寶

寶的我更是關愛有加。在我沒有生寶寶之前，

教會的姊妹就送來了小推車、衣物等用品，葉

牧師還特意送來了紙尿褲，並為我們全家人禱

告！讓我們不勝感激！ 

感謝神，讓我於 4 月 23 日順利產下女兒！

教會的兄弟、姊妹知道後，出院的第二天就排

班輪流來看我和寶寶，並給我們帶來了煲好各

種催奶的月子湯還有雞、豬蹄、魚等物品，同

時還告訴我坐月子和照顧寶寶許多注意的事

項，還和我們一起禱告！這種關愛一直在我截

稿之前還沒有停，讓我們全家都感到神的關愛

和教會的關懷！ 

這裡除了感謝，我不知道如何來表達此時

此刻的心情！在我們背井離鄉，最需要親人的

關愛時，是教會給了我們溫暖！除了感謝，還

是感謝！感謝神！感謝教會！感謝弟兄、姊

妹！ 

 

【網路精選】 

十個房間的故事 
李美瑩師母提供 

你有很多想勝過的事，卻怎麼也勝不過

嗎？你每天都在跟煩惱、憂慮、脾氣....纏鬥嗎？ 

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位年輕人，他擁有一棟極漂亮的透天

別墅，這棟別墅總共有十個房間。 

他非常高興擁有這棟房子，而且引以為

傲。 

有一日，有一個人輕輕敲門：叩叩叩…叩

叩叩… 

他開門，驚訝地發現原來是主耶穌。 

耶穌對他說：我敲門想要進來，你要讓我

進來嗎？ 

年輕人十分高興，說：歡迎，歡迎，這棟

屋子最好的房間在樓上，裡面有最好的傢俱，

是最大，最好的房間。我要把最好的房間給你

住，請進，請進。 

耶穌禮貌的對他說：謝謝你。 

第二天早上，又有人急急地敲門：叩叩

叩…叩叩叩… 

年輕人心想誰敲門敲得這麼急．．．他打

開門，看看是誰… 

是撒但…… 

年輕人立刻叱喝：撒但走開 

撒但說：不！我已經進來了！ 

年輕人說：我不要你！ 

於是兩人便開始扭打成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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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整天都在年輕人心中注入污穢的試

探，情況危急…… 

到了晚上，年輕人才勉強把魔鬼推出去，

將門鎖上。他筋疲力盡。 

然後，他說：等一下，耶穌住在我家，祂

為什麼不幫助我， 

難道祂沒有聽見我在喊叫，需要幫忙嗎？

他為什麼不來幫助我？ 

於是，他走到樓上，說：我得問耶穌為什

麼不幫助我，我給他最好的房間。 

他走上去，對耶穌說：主耶穌啊，難道你

沒聽見撒但整天在煩我嗎？你為什麼不幫我？ 

耶穌說：孩子，在這十個房間中，你住了

九間，我只住了一間。 

年輕人好像被敲了一下，說：噢，主啊，

我知道我犯了錯誤，我們一半一半好了，你住

樓上，我住樓下吧。 

耶穌是個紳士，他說：好的，謝謝你。 

 

到了第二天早上，沒想到又有人急急地敲

門了：叩叩叩…叩叩叩… 

年輕人說：糟了！一定是撒但又來了！我

不想開門……可是，萬一是別人呢？我怎麼知

道不是別人呢？我只要開個小縫就好了；偷看

一下，如果是撒但，我就趕快關門。  

於是他把門只開了一小縫，從裡面偷看一

下……是誰？ 

又是撒但！！！ 

他趕快想要關門，但撒但非常狡猾，牠已

經用腳擋住門縫， 

於是他們又扭打了一整天，情況實在激

烈…… 

到了晚上，年輕人才勉強把魔鬼推出去，

將門鎖上。他筋疲力盡。 

然後，他說：等一下，我給耶穌一半的房

間，包括最好的房間，耶穌為什麼不來幫助我，

我一定要問問祂。 

他走到樓上說：主耶穌啊，撒但又來找我

了！我給你五個房間。你為什麼不幫我？ 

耶穌說：孩子，我們換個做法好了，你把

十個房間都給我， 

然後你來住我家，而不是我來住你家。 

年輕人跪了下來，他把前門的鎖匙拿出

來，他說：主耶穌，我現在把整棟房子交給你，

從今天起我要住在你家，這樣做好嗎？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太陽出來之前，

有人用力敲前門：叩叩叩… 

年輕人還在睡覺，他嚇得跳下床，哭喪著

臉，說：撒但又來了！ 

當他哭時，突然他聽見房子裡有腳步聲：

踏…踏…踏…踏… 

他說：我曉得了！我不再是房子的主人，

擁有房子的主人必須去開門。 

他看見耶穌走下樓梯，以萬王之王、萬主

之主的姿態；耶穌不只開一個小縫而已，他把

門大大的打開； 

年輕人躲在耶穌後面，他想看會發生什麼

事。 

當撒但看見是耶穌站在門口，牠就恭敬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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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 

撒但說：對不起，我敲錯門了！ 

 

讓耶穌為你爭戰，耶穌會打擊魔鬼，你站

在耶穌後面。 

有些基督徒給耶穌九個房間，但在第十個

房間的門口貼了一張特別的告示：「閒人勿

進」。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第十個房間放了污穢的東

西，他們在那裡犯罪，他們不要耶穌進去，因

為祂會看出不對勁。你騙得了太太，但騙不了

耶穌；你騙得過先生，但神的眼睛像火。 

把整棟房子給耶穌吧！把整顆心都給耶

穌吧！  

 

房子比喻做心，我們需要將整個心都獻給

主，甘心樂意事奉主，所有全奉獻，主必為你

爭戰，並且必要得勝。(文章改寫自網路) 

 

 

痛苦背後的奧秘 

郭海燕提供 

有人將苦難比喻為化妝的祝福，誠然如

此。有限的人，在世上，必定遭遇許多始料未

及的痛苦。面對痛苦的角度和心態，決定了我

們是否可以更堅強地走下去。 

今天，推送一道短詩，作者用詩意的筆

觸，略帶隱喻的寫法，寫出我們生命中眼淚，

重擔和痛苦背後隱藏的盼望和恩典。 

昨天我做了一夢 

夢見我來到天堂 

（一） 

天使將我領到第一個花園， 

這個花園名叫“沒有眼淚”。 

在花園中間，有一群人圍著天父， 

有的跪著，有的側坐著。 

每個人不是正在哭，就是剛哭完， 

而天父將一個個抱在懷裡， 

親自拭去他們的眼淚。 

于是，他們的哀慟變為歡笑， 

兩眼閃光，兩腮泛紅，極其喜悅和滿足。 

可是，我卻不能上前， 

因為我一直躲避眼淚。 

（二） 

天使又領我到另一個花園， 

名叫“沒有痛苦”。 

這個花園裡，上帝正在一群人中間。 

這群人都有過極大的疼痛， 

有的在呻吟，有的在捶胸。 

天父挨個給他們的傷處塗油， 

于是，他們漸漸變得舒展起來， 

呼吸暢快，面容安詳，如沐春風。 

可是，我卻不能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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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一直迴避痛苦。 

（三） 

天使又領我到另一個花園， 

名叫“重擔得脫”。 

這個花園裡，來了一群背負重擔的人。 

我們的膽子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別人

的。 

他們衣衫破舊，彼此攙扶，經歷過長途跋

涉。 

主耶穌帶著讚許的笑容，來親自為他們卸

下這些擔子， 

于是，他們驚訝地發現， 

那些沉重的擔子，變成了一個個發光的冠

冕。 

可是，我卻只能呆呆地觀看， 

因為我一直逃避重擔。 

（四） 

突然，我為自己羞愧，為自己懊悔。 

我的人生原來可以像他們這樣啊， 

我卻活得單調，干癟，乏味。 

我滿心打算在地上就過天堂的日子。 

于是，我躲避，迴避，逃避那令人不悅的

眼淚，痛苦，重擔。 

哪知------ 

眼淚是歡呼的一部分， 

痛苦是快樂的一部分， 

重擔是榮耀的一部分。 

這些上帝在信上早已告訴我的奧秘， 

我竟全然忘記。 
 

 

您已經「詛咒」孩子多久了？ 

黃淑敏提供 

擔心是一種輕度的詛咒，抱怨是一種負面

的祈禱，積少成多也會成為真實。要把擔心改

成關心和信心。關心是一種有形的保護，信心

是一種無形的保佑。讚美、祈禱和祝福是上天

送給每個人最大的財富和禮物。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在美國奧勒岡州的波特蘭有一位牧師和

他的太太。他們有個兒子，這兒子帶給他們許

多煩惱。不只如此，這兒子離家出走、斷絕音

訊已有三、四年了。牧師於是找了一位心靈諮

詢師，把他心中的苦楚告訴對方。簡單溝通之

後，這名諮詢師看著他說：「你已經詛咒兒子

多久了？」牧師十分訝異，他說：「你說我在

詛咒我兒子，這是什麼意思？」諮詢師回答說：

「所謂詛咒的意思就是，口說與心想另一個人

的不是。剛才你所說的，都在告訴我有關你兒

子的不是。你這樣詛咒你兒子多久了呢？」 

這位牧師低著頭，說：「是的，他一出生

我就開始詛咒他到現在，對他，我從來都不曾

說一句好話。」 

諮詢師說：「結果是無效的，對吧？」牧

師回答：「是的！」 

於是，諮詢師說：「我現在請你和你妻子

給你們一個挑戰。什麼挑戰呢？ 

就是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當你們想到這

個兒子時，都要祝福他，而不是想到他的不好

之處。 

我要你們禱告，求上天賜福給他。 

當你們一說起兒子時，我要你們記得他好

的一面，只說他的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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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回家後，把這事告訴太太，他們同意

這諮詢師的意見，也願意這麼做。 

當他們為這兒子禱告時，他們求上天賜福

予他；當他們談起兒子時，他們嘗試著記起並

談論兒子的優點。 

從此，他們每天都持續這麼做。 

大約到了第十天，牧師正在書房念書，電

話響了。 

是的，電話的另一端竟然是那位兒子！ 

兒子說：「爸爸，我真的不確定為何我會

打電話給你，我只想告訴你過去一個多星期，

我一直想到你和媽媽，還有我們的其他家人， 

所以我心裡很想打電話給你，看看你們最

近還好不好。」 

這位父親激動的

說：「兒子啊！我真的很

高興你打電話來。」 

他們在電話中聊了

幾分鐘，然後父親問：「我

不知道你心裡怎麼想，但

周六我們要不要一起吃

個午餐呀？」兒子欣然答

應。 

周末午餐時間，這對

父子見面了。 

這位兒子穿著很破舊的衣服，留著一頭又

亂又長的頭髮。 

過去，父親肯定會嚴厲苛責兒子，然而這

次，父親以接納的態度面對兒子，在心裡祝福

他。 

他問兒子問題後，他就聽兒子的回答。 

兒子說到一些對的地方，他給予肯定。 

午餐約會快結束時，兒子望著父親說：「爸

爸！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過我很享受今

天和你在一起的這段時間。」 

父親回應說：「兒子，我也很享受和你在

一起啊！」 

兒子說：「嗯！爸爸，我想今晚在家裡過

夜好嗎？ 

就今晚而已，我想看看媽媽和家人， 

還有我那張舊舊的床。」 

父親說：「當然可以啊！我們很高興你能

和我們在一起。」 

那一整天，父親心裡驚覺，當他停止詛咒

兒子，而以祝福代之

時，情況就有了如此極

大的改變。 

那天晚上，當兒子

躺在他自己的床上時，

父親來到兒子房間，坐

下來對兒子說：「孩子，

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對你

很不好，你願意原諒我

嗎？」 

兒子說：「爸爸，

我當然原諒你啊！」 

然後他就擁抱了他父親，他們父子的關係

從此開始和好。 

然而，他們和好的關係真正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的呢？ 

是從這對父母開始為兒子祝福時開始的。 

就像播種的農夫，我們種的是什麼就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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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什麼。 

如果我們撒下詛咒的種子，我們就會收獲

到詛咒； 

若我們撒下祝福的種子，我們就收獲到祝

福。 

【後記】 

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上司對下屬，先生

對妻子，公婆對媳婦……， 

你願意收到被祝福還是被詛咒？ 

那就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對人吧！若我

們改變心中念想和對人說話的方式，尤其是當

我們總是心繫對方優點與好處，或者想到對方

的缺點就開始為對方祝福和祈禱，我們會在一

段時間後驚喜地發現，對方的狀況或彼此的關

係已經在不知不覺發生了改善。 

讓我們藉著讚美、祈禱與祝福，解決一切

人際關係的難題！ 

 

【彼前 3 : 10  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

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願天下父母和孩子在主的恩典裡幸福快樂一

生！ 

成熟與不成熟 
張瑞敏 

人成熟與不成熟跟年齡沒有關係。人成熟

不成熟，就是你能不能站在對方的角度去看待

事物，就是能不能把我的世界變成你的世界。

這個社會有很多的成年人，還沒有脫離幼稚的

行為。一點小事情就跟別人爭來爭去。 

 

一、 人不成熟的第一個特徵：就是立即要回報。 

他不懂得只有春天播種，秋天才會收獲。

很多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剛剛付出一點

點，馬上就要得到回報。（學鋼琴，學英語等

等，剛開始就覺得難，發現不行，立即就要放

棄。）很多人做生意，開始沒有什麼成績，就

想著要放棄，有的人一個月放棄，有的人三個

月放棄，有的人半年放棄，有的人一年放棄，

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麼輕易放棄，但是我知道，

放棄是一種習慣，一種典型失敗者的習慣。 

所以說你要有眼光，要看得更遠一些，眼

光是用來看未來的！對在生活中有放棄習慣的

人，有一句話一定要送給你：「成功者永不放

棄，放棄者永不成功」。那為什麼很多的人做

事容易放棄呢？美國著名成功學大師拿破侖希

爾說過： 

窮人有兩個非常典型的心態： 

1、永遠對機會說：「不」 

2、總想「一夜暴富」 

今天你把什麼機會都放到他的面前，他都

會說「不」。就是今天你開飯店很成功，你把

你開飯店的成功經驗，發自內心的告訴你的親

朋好友，讓他們也去開飯店，你能保證他們每

個人都會開飯店嗎？是不是照樣有人不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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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是窮人一個非常典型的心態，他會

說：「你行，我可不行！」。一夜暴富的表現

在於，你跟他說任何的生意，他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掙不掙錢」，你說「掙錢」，他馬上就

問第二個問題「容易不容易」，你說「容易」，

這時他跟著就問第三個問題「快不快」，你說

「快」！這時他就說「好，我做！」呵呵，你

看，他就這麼的幼稚！ 

大家想一想，在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一種：

「又掙錢，又容易，又快的」，沒有的，即使

有也輪不到我們啊，所以說在生活中，我們一

定要懂得付出。那為什麼你要付出呢？因為你

是為了追求你的夢想而付出的，人就是為了希

望和夢想活著的，如果一個人沒有夢想，沒有

追求的話，那一輩子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在生活中你想獲得什麼，你就得先付出什

麼。你想獲得時間，你就得先付出時間，你想

獲得金錢，你得先付出金錢。你想得到愛好，

你得先犧牲愛好。你想和家人有更多的時間在

一起，你先得和家人少在一起。 

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你在這個項目中

的付出，將會得到加倍的回報。就像一粒種子，

你把它種下去以後，然後澆水，施肥，鋤草，

殺蟲。最後你收獲的是不是幾十倍，上百倍的

回報。 

在生活中，你一定要懂得付出，你不要那

麼急功近利，馬上想得到回報，天下沒有白吃

的午餐，你輕輕鬆鬆是不可能成功的，一定要

懂得先付出！ 

 

二、 人不成熟的第二個特徵：就是不自律 
 

不自律的主要表現在哪裡呢？ 

1、不願改變自己： 

你要改變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模式。你

要改變你的壞習慣。其實，人與人之間能力是

沒有多大區別，區別在於思考方式的不同。一

件事情的發生，你去問成功者和失敗者，他們

的回答是不一樣的，甚至是相違背的。 

我們今天的不成功是因為我們的思考方

式不成功。一個好的公式是：當你種植一個思

考的種子，你就會有行動的收獲，當你把行動

種植下去，你會有習慣的收獲，當你再把習慣

種植下去，你就會有個性的收獲，當你再把個

性種植下去，就會決定你的命運。 

但是如果你種植的是一個失敗的種子，你

得到的一定是失敗，如果你種植的是一個成功

的種子，那麼你就一定會成功。 

很多人有很多的壞習慣，如：看電視，打

麻將，喝酒，泡舞廳，他們也知道這樣的習慣

不好，但是他們為什麼不願意改變呢？因為很

多人寧願忍受那些不好的生活方式，也不願意

忍受改變帶來的痛苦。 

2、願意背後議論別人： 

如果在生活中，你喜歡議論別人的話，有

一天一定會傳回去，中國有一句古話，論人是

非者，定是是非人。 

3、消極，抱怨： 

你在生活中喜歡那些人呢？是那些整天

愁眉苦臉，整天抱怨這個抱怨哪個的人，還是

喜歡那些整天開開心心的人。如果你在生活中

是那些抱怨的，消極的人的話，你一定要改變

你性格中的缺陷。如果你不改變的話，你是很

難適應這個社會的。你也是很難和別人合作的。 

生活當中你要知道，你怎樣對待生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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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也會怎樣對待你，你怎樣對待別人，別人也

會怎樣對待你。所以你不要消極，抱怨。你要

積極，永遠的積極下去，就是那句話：成功者

永不抱怨，抱怨者永不成功。 

 

三、 人不成熟的第三個特徵：經常被情緒所左

右。 
 

一個人成功與否，取決於五個因素： 

學會控制情緒 

健康的身體 

良好的人際關係 

時間管理 

財務管理 

如果你想成功，一定要學會管理好這五個

因素，為什麼把情緒放在第一位呢？把健康放

在第二位呢？是因為如果你再強的身體，如果

你情緒不好，就會影響到你的身體，現在一個

人要成功 20%靠的是智商，80%靠的是情商，

所以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緒，情緒對人的影響是

非常大的。人與人之間，不要為了一點點小事

情，就暴跳如雷，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在生活中，你要養成什麼樣的心態

呢？ 

你要養成「三不」，「三多」： 

不批評、不抱怨、不指責; 

多鼓勵、多表揚、多讚美。 

你就會成為一個受社會大眾歡迎的人。如

果你想讓你的伙伴更加的優秀，很簡單，永遠

的激勵和讚美他們。 

即使他們的確有毛病，那應該怎麼辦呢？

這時是不是應該給他們建議，在生活中你會發

現有這樣一個現象，有人給別人建議的時候，

別人能夠接受，但是有建議的時候別人就會生

氣。其實建議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就是「三明

治」：讚美，建議，再讚美！ 

想一想，你一天讚美了幾個人，有的人可

能以為讚美就是吹捧，就是拍馬屁。讚美和吹

捧是有區別的。 

讚美有四個特點： 

1、是真誠的 

2、是發自內心的 

3、被大眾所接受的 

4、無私的 

如果你帶有很強的目的性去讚美，那就是

拍馬屁。當你讚美別人時候，你要大聲的說出

來，當你想批評別人的時候，一定要咬住你的

舌頭！ 

 

四、 人不成熟的第四個特徵：不願學習，自以

為是，沒有歸零心態。 

其實人和動物之間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動

物的自我保護意識比人更強(嬰兒與小豬)但

是，人和動物最大的區別在於，人會學習，人

會思考。人是要不斷學習的，你千萬不要把你

的天賦潛能給埋沒了，一定要學習，一定要有

一個空杯的心態。我們像誰去學習呢？就是直

接向成功人士學習！ 

你要永遠學習積極正面的東西，不看，不

聽那些消極，負面的東西。一旦你吸收了那些

有毒的思想，它會腐蝕你的心靈和人生的。在

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裡，學習是你通向未來的

唯一護照。在這樣一個速度，變化，危機的時

代，你只有不斷的學習你才不會被這個時代所

拋棄，一定要有學習，歸零的心態。去看每一

個人的優點，「三人行，必有我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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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不成熟的第五個特徵：做事情不靠信念，

靠人言。 
 

我們說相信是起點，堅持是終點。很多人

做事不靠信念，喜歡聽別人怎麼說。對自己所

做的事業，沒有 100%的信心，相信和信念是兩

個不同的概念，相信是看得見的，信念是看不

見的。 

信念是人類的一種態度，但是很多的人他

們做事，不靠信念的，而是要聽別人怎麼說，

你要登上山峰，要問那些爬到山頂的人，千萬

不能問沒有爬過山的人。 

這裡不是說別人的建議不要去聽，你可以

去參考，但是你要記住，你來做這個生意是為

了實現你的夢想，實現你自己的價值。其他的

人是不會關心你的夢想的，只有你自己關心你

自己的夢想，只有你自己關心你自己能否真正

的成功。這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你的選擇是正確的，永遠不要在乎別

人怎麼說，以上的人不成熟的五個特徵，你們

自己去對照，那一個特徵是你有的，你一定要

在最短的時間裡改正，只要你相信你自己能夠

戰勝自己的不成熟，你就會逐漸的成長，成熟

起來，你就會得到你想要的那種生活。你就會

實現你時間自由、財務自由、精神自由的人生

夢想！（本文並非原創，重在分享！） 

 

編按：張瑞敏 山東省萊州市人，知名品牌海爾的執行長

與創辦人。在 1999 年曾被英國《金融時報》選為「全球

三十位最受尊崇的企業家 

老編的話 
李紡 

這一期的芥菜子新闢了兩個專欄：「好書

分享」與「科學與信仰」。後者之誕生由陳海

峰自告奮勇提出，並願意親自執筆，足見神的

愛是如何地激勵了他！他愛眾人能同得福音好

處的心也在此顯明了！至於「好書分享」的專

欄，這一期由志彬弟兄當家，以後大家輪流上

陣，期待我們教會每個人都能因為好書的介紹

與分享，多讀好書，少説是非，人有詩書氣自

華！志彬送我的好書是有關廖智的故事：一個

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女兒、婆婆，後來先生也

離她而去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她的故事是讀

了宇宙光雜誌，心有戚戚焉！沒想到志彬弟兄

真貼心，竟買了這本書送我。我當然得義不容

辭地「付代價」，寫心得，限於篇幅，還是下

期刊載吧！因為我希望「好書介紹」的專欄是

每次只介紹一本好書，這樣才能比較「專注」！  

這一期的主題是「爭戰的人生」，有三位

姐妹提筆為文，再加上葉牧師的，共有四篇，

大家可以看得痛快！袁清梅姐妹能寫，願意

寫，也是第一個交稿的。我能有機會和她攀上

關係，都拜加入詩班的好處；陳雲姐妹信主才

一年，「快跑」跟隨主的精神可從她的文章看

出端倪，真是可喜可賀！我們這些「在前的」

也要儆惕自己，別不進則退，那天跌落成「在

後的」就對不起主了！ 

説真的，我們從信主的那一刻起，就一直

過著爭戰的生活：與世界的價值觀爭戰，與帶

著罪性的老我爭戰，與眼目的情慾爭戰，與「爭

競、嫉妒、羨慕」各種情緒爭戰！無時無刻，

幾乎都是戰場！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我和志

彬都在寫主日講道信息的筆記，他寫的非常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4%B8%9C%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8%9E%8D%E6%97%B6%E6%8A%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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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幾乎把牧師所講的一字不漏地記載下來，

而我的只是大綱而已！我第一次看到志彬的筆

記，除了驚喜，還有羨慕！（covet 的情愫是十

誡中之一誡，這一期李龍山牧師的文章也有講

到，請細讀！）然後我就有「既生瑜，何生亮」

的抱怨，（心中對神抱怨，沒人知道！）接著

在吃飯時，有一位姐妹開我玩笑：「妳是台大

的，怎麼老是輸人！」真是傷口上撒上一把鹽，

於是我的情緒受干擾，憂愁取代了心中原有的

喜樂。我為了回復心情的平靜，幾乎花了兩個

星期才「馴服」我自己！我終於明白，只要做

最好的自己就能蒙神喜悅！一切順服聖靈的引

導，才能在爭戰中獲勝！ 

有一首小時候常常唱的歌：「我現在要岀

征，我現在要出征，有一人要同行，還有一人

要同行！…」在爭戰的人生裡，我們不但自己要

穿戴屬靈的軍裝，還要有一群屬靈的同伴，彼

此勉勵，相互提攜，才能免於失腳！ 

臉書老闆的姐夫兩個月前死於意外，他的

姐姐，Sheryl Sandberg，在哀痛中曾分享一句最

有力量的禱告辭是:「Let me not die while I am 

still alive」, 簡而言之, 就是求神保守她的靈警

醒，不要做個行屍走肉的人；唐崇榮牧師也曾

說：一個沒有爭戰的人生是一個不值得活的人

生！孟子所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都

是告誡我們不要怕任何不順利的環境，因為一

切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基督的精兵們，在你的

一生中，你是否願意為主打那美好的仗？還是

要唯唯諾諾地讓世界的王－魔鬼－牽著你的鼻

子走？ 

梁教授在觀看曇花的開與謝，體會了生命

的短暫；他的文章如暮鼓晨鐘，人生何其短暫，

我們怎可不愛惜光陰，做個智慧人？感謝主賜

給孫阿姨這麼好的良人長相左右，以減輕她背

疾之痛！ 

希望大家看了「芥菜子」都很開心，請你

別忘了所有同工們的辛勞，相信大家與主同工

所付出的努力，神都記念。 

敬請大家愛讀它，並用它做為傳福音的工

具。 

 

 

 

 

 

 

 

 

芥菜子季刊 

發行人： 葉耿齊、李龍山 

總編輯： 李紡 

編校同工： 林育如、章志彬 

 郭紹漢 

打字同工： 黃一文、陳姝娘、張美倫 

裝訂同工： 蔡昌萍、李威娜 

刊頭設計： 沈倍德 

 

中華歸主海沃教會 CFCC of Hayward 
22416 MeeklandAve., Hayward,  CA94541 

TEL  510-581-1630 FAX  510-581-5653 

EMAIL  church.office@cfcchayward.org 

Website  cfcchayward.org 

Facebook  http //www.facebook.com/cfcchayward 
 

 

 

請貼 

郵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