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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甚麼

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詩篇 13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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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中觉醒 

 

詩篇中的『心』 

 

李紹沅 牧師 

 

教會成立二十週年是慶賀的日子，

也是回顧的好機會。我們需要數算神過

去的恩典，也需要思想教會與個人生命

的成長。幾年前跟一位要好的牧師談話

的時候，他問我：“你會如何衡量教會

屬靈生命的光景？”相對來講，數算教

會的人數增長或受洗的人數比較容易，

但我們怎能衡量屬靈的事呢？我們不僅

沒有任何單元可以使用，屬靈的事也是

深藏在人心裡，甚至自己都測不透的。

雖然這是無法克服的難題，但是這也告

訴我們心是屬靈生命的關鍵。比如說，

耶穌教導我們「你要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馬可福

音 12:30）如此地愛神是出自內心的。

在慶祝教會成立二十週年的時候，讓我

們來思想自己心的光景。 

在詩篇裡，詩人經常提到『心』。

事實上，也應該如此。因為詩是用來表

達詩人的內心世界，而不是述說客觀知

識的方式，譬如課堂教導。雖然詩的內

容肯定包括教導，但是，詩人不是以旁

觀者的身份，說明一件客觀的事實；詩

人而是要表達出他個人對某件事實的感

受。因此，我們可以說，詩篇中的內容

表達了詩人的內心世界，使讀者能感受

到詩人的感受。從聖經裡的詩篇裡，我

們可以體會到向神敞開心的真切含義。 

講到最深的層面，詩篇裡的『心』

代表一個人的生命本身。詩篇 119:11

說，“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

罪你” 。將神的話藏在心裡，目的不是

要隱藏神的話，乃是要“消化”或“吸

收”神的話，使神的話影響生命，甚至

成為生命本身。以至於“不得罪神”且

能包括整個人，包括思想、情感、意

志、行為、言語、目的等等。 

若要徹底活出這節經文，我們要做

的是明白神的話（思想），愛慕神的話

（情感），遵行神的話的決心（意

志），行出神的話（行為），傳揚神的

話（言語），以及為的是順服神（目

的）。當我們缺少任何一項，我們就不

是將神的話藏在『心』裡了。簡單地

說，將神的話藏在『心』裡，就是使神

的話成為我們的本能，所以，向神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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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意思就是，在任何的處境裡，我們

都能“自然”、“自由自在”和“立

即”活出神的話，使我們不得罪神。在

這裡，『心』是代表完整的人，包括人

裡面不同的層面。 

在詩篇裡，『心』是用來作為人心

中真正的想法。詩篇 44:21 說，“神豈

不鑑察這事嗎？因為他曉得人心裡的隱

秘。”這“隱秘”就代表著這人心中真

正的想法。向神敞開心的意思就是讓神

的心意、作為和目的，成為我們心中真

正的想法。若我們外在的話和行為不是

我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們就成為假冒

偽善的人。即使在外表上好像親近神，

心卻遠離神，以至我們不是真正地親近

祂。因此，雖然神的旨意是我們要行出

來的，但是『心』是行出神旨意的出發

點，所以連心都要順神的律法，就好像

詩篇 119:80 所說的，“願我的心在你

的律例上完全”。只有如此，我們才是

真正的、完整的，全心地在親近神。向

神敞開心的意思就是心裡的想法符合神

的心意。但是，因為罪的攪擾，我們的

心經常對神不是真心的，所以我們要向

神敞開自己的心，使心符合神的話和神

的心意。 

當大衛在詩篇 51:10 裡向神求，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

面重新有正直的靈”，他要求的『心』

是神眼中看為清潔的心。一般的解釋是

將這首詩篇看為是大衛在拔示巴事上犯

姦淫和殺人之罪之後而寫的。雖然大衛

所犯的罪是與肉身和行為有關的事，但

是，大衛將他的罪看為是內在的，也就

是與心有關。因此，他所需要的就不僅

是在外表上能勒住犯罪的行為；更重要

的是，他需要清潔的心。既然心能因清

潔而討神的喜悅，也能因罪惡而引起神

的憤怒。當詩篇 78篇論及以色列人在曠

野中漂流的時候，第 36 節提到 “他們

卻用口諂媚他，用舌向他說謊。”接下

來的經文告訴我們他們口中所犯的罪的

來源：“因他們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

約上也不忠心。”（37 節）因此，我們

的心需要被潔淨。 

向神敞開心的意思，就是願意神來

潔淨和塑造我們的心，使心能符合神的

心意和神的言語 。我們的心願意接受、

相信、順服，愛慕神的話。到某一地

步，心與神的話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的。結果是，神的話就是自己的心意，

而自己的心意也就是神的話。這是向神

敞開心的目的。當心向神敞開的時候，

我們不僅願意接受神的塑造，更是迫切

追求神動工，改變我們的心，並將此事

看為是每日生活的目的。當心是如此地

向神敞開，心會對神有適當的，合宜的

回應。當我們有這樣意願的時候，我們

的心就會切慕神的話。 

在詩篇裡面，『心』也是渴望所在

之處。詩篇 21:1 說，“耶和華啊，王

必因你的能力歡喜；因你的救恩，他的

快樂何其大！”。所以，第 2 節說，神

賜給王“心裡所願的”。什麼是我們心

中應該有的願望呢？我們的願望應該是

切慕神的心意，也就是向神敞開心的意

思。以至當我們行神的心意，這不是出

於勉強的心，乃是甘心樂意、自由自

在，快快樂樂地順服神。毫無疑問，我

們的順服會帶有勉強的心，但這並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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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們就不應該順服神。不論是否勉

強，我們總是要順服神的，順服神肯定

比不順服神要好得多。但是，我們也要

曉得，勉強的順服不是我們的目的。所

以，詩篇 42:1 要成為我們的禱告：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

水。”向神敞開心的意思就是切慕神的

心意。當我們的心貼近神的心意的時

候，心對神就會有回應。 

在詩篇裡，『心』帶有許多的感

受，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我們的心中

有快樂（4:7）、不害怕（27:3）和稱

謝（9:1），也會不安（38:8）、傷心

（34:18）和痛悔（51:17）。向神敞開

的心不是麻木的，乃是有反應的，而我

們的反應與神的心意是一致的。當我們

順服神，或者當神的心意顯明的時候，

我們的心會歡喜快樂。當我們違背神的

心意，或者看見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發

生，我們的心會憂傷。當我們讀神的話

語的時候，更要如此。當所讀的經文是

有關神的作為或拯救罪人的恩典的時

候，我們的心充滿讚美。當所讀的經文

是有關人的罪的時侯，我們會有傷心、

痛悔的心。當所讀的經文是有關神要人

遵行的命令和使命的時侯，我們就有順

服神的動力。向神敞開心的意思就是心

對神有適當的回應，而這也會使自己的

生命成為討神喜悅的生命。但是，不論

是符合神的心意，還是渴慕神，回應

神，我們經常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們極

其盼望神來鑑察我們的心。 

詩人渴望向神完全地敞開自己的

心，所以他求神來鑑察自己的心。詩篇 

139:23 說，“神啊，求你鑑察我，知道

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

當我們讀聖經的時候，我們需要這樣地

向神敞開自己的心，使神鑑察自己的心

也成為我們讀聖經的目的之一。我們需

要解經的原則，使我們不會誤解神的

話。我們需要正統的神學，使我們的解

經不致脫離聖經整體的教導。除這些以

外，我們也需要敞開自己的心，讓神的

話顯示出自己內心的狀況。這原本就是

神的話的目的；希伯來書 4:12 說，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

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

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

和主意都能辨明。”向神敞開心的意思

就是願意讓神的話來鑑察我們自己的

心。可是，我們經常做不到。很多時

候，我們有盲點，即使神的話明顯地指

出心中違背神的念頭，但是仍然感受不

到。有時就算感受到神的話的指責，仍

然會找藉口，為自己辯護，結果是不認

為自己違背神。向神敞開心的意思就是

接受神的鑑察，讓聖靈光照我們的心。

我們願意這麼做，也願意向神這樣地

求，目的是使心中的思想與神的話是一

致的。 

我們可以繼續查看詩篇是如何顯示

出心與神之間的交往，但是以上的分析

已經足夠我們開始注重以心來親近神。

不論我們是什麼時候加入教會的，自那

日開始到如今，我們的心是否更親近

神？讓我們立志以心親近神來慶祝教會

成立二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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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 in Psalms 

 

Pastor Steven Le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urch is 

a day of celebration and a good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our past. We need to count the 

blessings of God in the past, and we need to 

reflect on how much our faith and the church 

have grown. When I was talking to a good 

pastor friend a few years ago, he asked me, 

"How would you measure the spiritual life of 

a church?" How can we measure spiritual 

things? Not only do we have no measuring 

unit to use, spiritual things are also so deeply 

hidden in people's hearts that we cannot even 

fathom them in ourselves. How can we 

measure spiritual life? Although this is an 

insurmountable problem, it also tells us that 

the heart is the key to spiritual life. For 

example, Jesus taught us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Mark 12:30). Such love for God 

comes from the heart. As the church 

celebrates its 20th anniversary, let us consider 

the state of our hearts. 

In Psalms, the psalmists often refer to 

the "heart". This is because poetry is used to 

express the inner world of the poet and not 

objective knowledge. Although poetry 

interacts with objective knowledge, the poet 

does not explain an objective fact as a 

bystander; rather, the poet expresses his 

personal feelings about it.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the content in the psalm expresses the 

inner world of the psalmist and enables the 

reader to feel his feelings and have a glimpse 

of his inner world (heart). From the psalms in 

the Bible, we can appreciate the true meaning 

of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At the deepest level, the "heart" in 

Psalms represents one's life. Psalm 119:11 

says, "I hid your word in my heart, that I might 

not sin against you". The purpose of hiding 

God's Word in the heart is to "digest" or 

"absorb" God's word so that God’s Word may 

transform lives and so that life may become 

one with God’s Word to the extent that it "not 

sin against God", including the whole person, 

thoughts, emotions, wills, actions, words, 

purposes, etc. 

In order to live out this verse 

thoroughly,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nderstand God’s Word (thought), love God’s 

Word (emotion), resolve to obey God’s Word 

(will), do God’s Word (deed), preach God’s 

Word (words). When we lack any of them, we 

are not hiding the Word of God "in the heart." 

Simply put, to hide God’s Word in our “heart” 

is to make God’s Word our instinct. Therefore, 

the meaning of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is 

we can “naturally”, “freely”, and 

“immediately” (without thinking) live out 

God’s Word in any situation so that we don't 

sin against God. Here, "heart" refer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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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person, including the different levels 

within the person. 

In Psalms, "heart" is used as one’s true 

thoughts in the heart. Psalm 44:21 says, 

"would not God have discovered it, since he 

knows the secrets of the heart?". This "secret" 

represents the true thoughts of the man's heart.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means letting 

God's heart, actions, and purposes become the 

true thoughts of our hearts. If our outward 

words and actions are not what we really think 

in our hearts, we become hypocrites, and even 

though we appear to be close to God on the 

outside, our hearts are far from God. In this 

case, we are not really intimate with Him. 

Therefore, although it is God's will that we 

must do, the "heart"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doing God's will. We must obey God’s law in 

our hearts, just as Psalm 119:80 says, "May I 

wholeheartedly follow your decree…" Only 

in this way are we truly, completely, and 

wholeheartedly intimate with God.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means that the thoughts in 

the heart are in line with God’s will. However, 

because of the effects of sin, our hearts are 

often not sincere toward God, so we must 

open our hearts to God and make our hearts 

conform to God’s words and His will. 

When David prayed to God in Psalm 

51:10, "Create in me a pure heart, O God, and 

renew a steadfast spirit within me", the "heart" 

he was asking for was a heart that is pure in 

the sight of God. The common interpretation 

is to see this psalm as having been written by 

David after his adultery with Bathsheba and 

the murder of her husband. Although David's 

sin was related to the flesh expressed through 

external action, David saw his sin as internal, 

that is, related to the heart. Therefore, what he 

needs is not only the outward restraint of 

sinful behavior; more importantly, he needs a 

clean heart. Since the heart can please God 

because of its purity, it can also arouse the 

wrath of God because of its sin. When Psalm 

78 talks about the Israelites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 verse 36 says, "But then they 

would flatter him with their mouths, lying to 

him with their tongues." The following verses 

tell us the source of their sins committed by 

their mouths: "their hearts were not loyal to 

him, they were not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v. 

37). Therefore, our hearts need to be cleansed.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means that 

we want God to cleanse and mold our hearts 

so that they can conform to God’s will and His 

words. Our hearts are willing to receive, 

believe, obey, and love the word of God. To a 

certain point, the heart and the words of God 

are tightly bound together, and the result is 

that the Word of God is my own thoughts, and 

my own thoughts are the Word of God. This 

is the purpose of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When we open our hearts to God, our 

intention is not only to be shaped by God, but 

also for God to change our hearts and see this 

as the purpose of our daily lives. When the 

heart is open to God in this manner, the heart 

will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God. When we 

have this will, our hearts will long for the 

Word of God. 

In Psalms, the "heart" is also where 

desires lie. Psalm 21:2 says, “You have 

granted him his heart’s desire” What is the 

desire we should have in our hearts? Our 

desire should be to eagerly desire God’s will, 

which is what it means to open our hearts to 

God so that when we do God’s will, we do not 

do it reluctantly, but rather willingly, fre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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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eerfully. Whether forced or not, we 

must always obey God, as it is better to obey 

God than not. However, we must also know 

that to obey reluctantly is not our goal, so 

Psalm 42:1 should be our prayer: "As the deer 

pants for streams of water, so my soul pants 

for you, my God." The meaning of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is to desire the will of God.  

In Psalms, the "heart" has feeling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We have joy (4:7), 

fearlessness (27:3), and thanksgiving (9:1) in 

our hearts, but also restlessness (38:8), sorrow 

(34:18), and contrition (51:17). The heart that 

is open to God is not numb, but responsive,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God's will. Our 

hearts rejoice when we obey God, or when 

God's will is revealed. When we go against 

God's will or see things happening that are not 

in line with God's will, our hearts will grieve.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when we read the Word 

of God. Our hearts are filled with praise when 

we read passages about the works of God or 

the grace that saves sinners. When we read 

scriptures about human sin, we have sad and 

contrite hearts. We are motivated to obey God 

when we read scriptures about God's 

commands and missions.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means that our heart responds 

appropriately to God, and that makes our life 

a life that pleases God.  

The psalmist longed to open his heart 

completely to God, so he asked God to search 

his heart. Psalm 139:23 says, "Search me, God, 

and know my heart; test me and know my 

anxious thoughts." When we read the Bible, 

we need to open our hearts to God in this way 

so that God may search our hearts. We need 

principles of interpretation so that we do not 

misunderstand the Word of God. We need 

orthodox theology so that our interpretations 

do not stray from the teachings of the Bible as 

a whole. In addition to these, we also need to 

open our hearts and let the Word of God reveal 

our inner state. This i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word of God; Hebrews 4:12 says, "For the 

word of God is alive and active. Sharper than 

any double-edged sword, it penetrates even to 

dividing soul and spirit, joints and marrow; it 

judges the thoughts and attitudes of the heart.”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means that we are 

willing to let God’s Word search our own 

hearts. However, we often fail to do it. Many 

times, we have blind spots. Even though 

God’s words clearly point out the thoughts 

that go against God in our hearts, we still can’t 

see them. Even when we feel the rebuke from 

God's Word, we make excuses to defend 

ourselves and the outcome is that we do not 

think that we have disobeyed God. Opening 

our hearts to God means to be searched by 

God and to allow the Holy Spirit to illuminate 

our hearts. We are willing to do this, and we 

are willing to ask God to do so, in order to 

align our thoughts with the Word of God. 

We could go on to see how Psalms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rt and 

God, but the above analysis is enough to start 

focusing on intimacy with God in our hearts. 

No matter when we have joined our church, 

from that day on until today, are our hearts 

closer to God? Let us celebrate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urch by pursuing 

intimacy with God in our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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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神國與教會 
胡閩虎 

 

當我們慶祝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成

立 20週年之際，回顧教會走過的風風雨雨，

看到教會的成長，也看到教會的分裂。當

教會在神的話語里扎根，弟兄姐妹主內相

愛，教會就成長。當人看自己比牧師和弟

兄姐妹都“能幹”或“富有”，在教會拉

幫結派，教會就分裂。回顧二千多年教會

的歷史，初代教會雖然受到許多的迫害，

卻不斷的成長；因權力，財富和教義之爭，

教會的分裂；回歸到神的話語，教會的再

成長。 

什麼是教會？馬太福音 16：18“我

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

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權柄原文作門）”和 16：19“我要把天

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

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

天上也要釋放。”在這節經文耶穌第一次

提到建造教會，並把天國的鑰匙和權柄賜

給了教會。聖經中教會的希臘原文是艾克

利西亞（ekklesia），是由兩個字合組而

成的：頭一個是艾克（ek），是出來的意

思；第二個是卡利歐（kaleo），是蒙召

的意思。這兩個字合起來，就是蒙召出來

的會眾，或蒙召之人的集聚。因此按希臘

原文字義說，教會就是蒙神從世界裡呼召

出來之人的集會或團契。哥林多前書 1：

9“神是信實的，藉著他你們被召（kaleo）

進入他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團契中”

（按希臘原文翻譯），教會就是蒙神從世

界裡呼召出來的人進入主耶穌基督的團契

（koinonia）中。 

什麼是天國？天國,神國和天堂有

什麼關係？天的希臘原文是烏拉諾斯

(Ouranos)意思是天上的神，象徵希望與

未來，並代表了天空。在聖經裡，

Ouranos 翻譯成天（國），天上（也要捆

綁，的飛鳥），天空的（的飛鳥），普天

（下萬人聽的），諸天（的大祭司）。只

有在希伯來書 9:24“因為基督並不是進了

人手所造的聖所，（這不過是真聖所的影

像）乃是進了天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

前。”和彼得前書 3：22“耶穌已經進入

天堂，在神的右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

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他。”將烏拉諾斯

(Ouranos)翻譯成天堂。所以天堂是中文

的翻譯，其實原文意思就是“天”或“天

上”。 

兩約之間，以色列人怕妄稱耶和華

的名，用天國來表示耶和華的國度。馬太

福音是寫給猶太人的，耶穌就是那位猶太

人的彌賽亞，舊約聖經預言的應驗。所以

馬太福音用天國來表示耶和華的國度的來

到。馬可福音是寫給住在外邦的猶太人，

路加福音則寫給外邦人，因外邦人不明白

天國的含義，用神國來表示耶和華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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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7:20-21“法利賽人問神的國幾

時來到？耶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是

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裡。

看哪，在那裡。因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

(心里或作中間)。”馬太福音 4:17“從那

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

們應當悔改。”（馬可福音 1:15 用“…

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和

11:12“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

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

從這幾節經文就知道天國/神國不是“在

世上公義的國”的含義，而是屬靈的，是

神動態的統治王權，神統管所產生的生活

及所帶來的福份。神藉主耶穌基督作王統

管，藉其身份，事工，救恩而統管我們。

主耶穌基督藉聖靈及十字架的救贖打敗撒

但，使悔改相信的人可以進入天國/神國。

[1]所以“天國近了”是神藉著主耶穌基

督要在人心中作王統治，要帶來神統治的

福份，要實現神統治的生活，以致人活在

神統治的範圍。而神的統治是藉著神的救

恩而臨到世人。如馬太 5：3“虛心的人有

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和 5:10“為

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是”的希臘原文時態是現在進行

時，表示天國一直是屬於那些“虛心的人”

和“為義受逼迫的人”。 

基本上，我們都清楚天國/神國就

是神在我們心裡掌權和統治。然而在救贖

史上，神卻以不同的階段來實現祂的統治，

所以人可以在不同的階段進入神的國，並

且承受程度不同的福份。一方面，神的國

是屬於未來的世代（the age to come），

可以稱作天堂。在天堂因神作王而帶來的

祝福，是已經達到完全圓滿的地步；另一

方面，神的國同時也是今生今世實現的，

這算是一種屬靈的福份，是我們現在就可

以進入，並享受神在我們身上掌權的祝福，

雖然尚未達到完全，卻是真實可信的。 

[2] 這就是聖經的神學和信仰意涵“已然

但尚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 

那教會與神國有什麼關係？在奧古斯丁

（Augustine）時代，神的國度被認為是

教會。當羅馬君士坦丁皇帝在 313 年於意

大利的米蘭頒發了一個寬容基督教的敕令

《米蘭敕令》後，教會迅速增長，羅馬教

皇的權柄，也隨著教會在世上擴展，成為

有掌管王權的政治勢力，有許多人相信神

的國已經來到。但後來伊斯蘭教的興起，

羅馬帝國的衰亡後，人們就不再認為神的

國度等於教會。其實神國與教會是密切關

聯不可分割的。神國(從神方面來看)是神

的統管（神的王權）帶來的福份和生活。

教會(從人方面來看)是被神統管之下的人，

享受神帶來的福份，在主內的團契（集

會）。 [3]  

神國產生教會：神強而有力的統管，

已經藉著耶穌的傳道事工臨到，呼喚人回

應，帶領人進入主的團契（可 1:15）。教

會見證神國：信徒傳講神國的道，見證神

的國度（太 24：14；徒 20：25；28：23，

31）。教會是神國的器皿(與撒旦爭戰)：

神國的能力透過教會彰顯出來，赦罪，醫

病，趕鬼，得勝陰間的權勢(太 10：8;路

10：17；弗 6：12)。教會是神國的管家：

耶穌把天國的鑰匙，即福音知識的鑰匙

(路 11：52；太 23：13)賜給了教會，傳揚

神的福音。那些接受福音的人便成了神國

真正的兒女，進入享受神國的福樂與能力。 

[3]教會在地上有捆綁與釋放的權柄(太 16：

19；18：18；約 20：23)，決定教會內的

行為規範，讓牧者，長老甚至全教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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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5：1-13；林後 13：10；多 2：15；3：

10-11）在教會裡行使監督權柄，可以准

許人進入神國福樂的領域，或不准異端邪

教背道犯罪之人進入神國。教會的持續發

展取決於紀律，就如他（教會）取決於真

理一樣。忠心地宣講真理就會帶來紀律，

也是紀律的前提。 [4] 

教會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

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以

弗所書 2：20）“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

他。”按希臘原文和上下文翻譯應該是

“陰間的門，不能抵擋他（教會）”。就

是說主基督耶穌的教會要永遠長存，因為

他已經打開陰間（死亡）的門，並且得勝

出來。 

所以教會就是蒙神從世界中呼召出

來的人，因信耶穌基督，接受十字架的救

恩，進入主的團契中，一起學習福音的知

識，傳揚天國的真理。當教會擴展，神的

國也擴展。神的國擴展，帶領更多的人加

入教會中，教會也擴展。當教會的弟兄姐

妹遵守主耶穌基督的教導，“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

就是說，要愛人如己。”（馬可 12:30-

31），教會就見證神的國度。願櫻桃山華

人基督教會繼續尊主耶穌基督為王，在教

會中彰顯神國的能力，帶領更多的人接受

神的呼召，來進入主的團契中，在主內一

起成長，擴展神的教會。 

 

參考書 

1.黃子嘉牧師，新約神學，更新學院 

2.George E. Ladd，認識神的國度  

3.George E. Ladd，新約神學 

4.D.A. Carson, 馬太福音，美國麥種傳道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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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我的心向神敞開》的心得 

鄭莉 

 

這一段學習了《我的心向神敞

開》這本書。在這本書裡，我學習到了

四大祈禱路徑。第一，聽神向你說話一

專注的禱告 。第二，注意你內心的變化

一反思的禱告 。第三，自由回應神一回

應的禱告 。第四，在靜止中與神共處一

存有的禱告。 

 

特別是在第四種存有的禱告中，

它包括歸心祈禱這種方法，我從來都沒

有聽說過，當然我也沒有嘗試過。但是

通過這一章的學習，讓我想到我們教會

周三晚上的禱告會。牧師讓我們先安靜

下來，然後他會念一句經文，花兩三分

鐘讓我們思想這句經文，哪個詞彙讓我

們有觸動，有思想，有記憶, 就讓我們

圍繞這個詞彙想到神的種種……然後我

就很安靜，很專注，很用心地思想神的

作為……當我結束這個動作後，人很放

鬆，很滿足，很充實。 

 

我看到書中所用耶穌禱文的做法和

歸心祈禱寫到：“重複禱告字詞，集中

註意力”。這應該和牧師的做法是一樣

的。書中還提到歸心祈禱的建議：1，選

一小段經文，聆聽神向我們說話，讓我

們專注，反思，回應，然後單純在安息

和愛中與神共處。 2，用耶穌禱文操練

自己的思想，不要游離去想其它的事

物，專心操練，成為你在無言安靜中與

神相遇的持久習慣。 3，我們要選擇一

種與神共處的自然形態。重點是與至高

者共處，而不是掌握某種練習。 

 

當我了解這些以後，想到自己禱告

有時候總有一種主動性祈求的方式，成

就心中所想。往往忽略祈禱是一種聆

聽，一種關係。禱告並非滿足一己欲

求，以至於我無法感受到聖靈的同在和

引領。我沒有帶著單純的信心，在神面

前安靜停留，等待神的臨在。我要學會

安靜下來，凝聚心神，深深的呼吸，心

裡輕輕地向神說：我願意常在你裡面，

也邀請你常在我裡面……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實踐，留意神

在何處，祂正在做什麼，讓自己的心靈

與神聯繫而甘願捨棄自我的生活方式。

慢慢展現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裡面活著。邀請你當下此刻安靜

下來，閉起雙目，凝聚心神，深深的呼

吸，心裏輕輕地向主說：我願意常在你

裡面，也邀請你常在我裡面…… 

 

在這本書中有段話是這樣寫的：

“祈禱不是用來改變神的，它的目的是

改變你和我。” 是的，我在這本書裡學

習到了祈禱的路徑，就是讓我們通過不

同的方式和渠道學會向神敞開心扉與神

獨處，交流；向無限者開放，讓我們有

更新轉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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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讓的智慧: 寫給夫妻，父母，朋友， 弟兄姐妹 
 

楊冰白 (感恩團契) 

                       
寫這生活策略的目的是讓我們看到謙

讓，就是讓別人贏不是世界末日， 而是

減輕心理壓力， 使我們每天生活得輕鬆

愈快，從而給家人， 朋友， 同事及周圍

的人帶來平安喜樂， 做和平的使者。不

論是孩子還是成人，生活在一個充滿詳和

友善的氛圍中非常有利於心理健康。因為

大腦的生理機制很大程度上受情緒的擺控， 

極積向上的情緒孕育出聰明智慧，更加有

利於學習，有效思維，使復雜的問題得到

周全的解決。另一方面， 當對方贏了， 

並不意味著你就輸了。事實上， 允許對

方感覺到被聽見， 被尊重的效果遠遠高

於用填鴨式灌輸你的見解， 或者使出渾

身的能力去勸說對方和周圍的人，證明你

是對的。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對事物有不

同的看法很自然。因為成長環境，所受教

育形成個體偏好。對事物發生的原理，解

釋和處理都有獨特的認知和方式。一句話， 

對事物的判斷，邏輯基本按照自己的心理

狀態。 

如果雙方對事物存在分岐，又刻意堅

持自己的觀點，形成對立，難免產生摩擦，

到最後動用自己的地位權勢平息紛爭。以

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或戰胜對方，能帶來

成就感嗎？相反，在雙方的爭鬥中會消耗

大量的正能量， 產生很多負面情緒，如：

沮喪，惱怒，挫折，壓力，互相摧殘，自

我折磨。有些人甚至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血

壓升高，心跳加快， 失眠，胃腸道功能

紊亂等等的身體不適，使身心遭到不同程

度的摧殘。這不僅僅是個人的災難，它還

禍及周圍的親朋好友。最後結果很可能是

兩敗懼傷。 

怎樣才能實現雙贏呢？認識耶和華是

智慧的開端。神的話是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 “唯獨從上頭來的，先是清潔，後

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

沒有偏見，沒有假冒。並且使人和平，是

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雅各 3：17-18 

拒絕爭執並不是放棄正義和原則，而

是用從神來的智慧釋放愛心和善意。選擇

謙卑退讓，用愛感動對方。其結果往往是

雙贏，並且將增進和提高相互的良好關係。 

謙讓不等於你的意見不重要，不正確。

很多情況下，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同時

誠心尊重理解對方的意見。這樣可以消除

在抗爭的壓力下心理產生的沮喪，惱怒等

不良情緒。讓對方體會到愛心，善意，從

而降低對抗意識和行為，防止滑向極端的

境地。尊重理解可以讓對方把最好的表達

出來，自己也學習把最好的展示出來，達

到雙贏的效果。 

謙讓需要極大的愛心，忍耐，勇氣，

智慧。神愛的真締給我們搭起了通向和平

美善的橋樑。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

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

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

是永不止息。哥前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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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凡到不平凡 
陳建吉 (David Chen) 

 

李牧師帶我們小組查經時，要我們

思想並列舉自己生命中“水變成酒，從平

凡到不平凡”的經歷。 

回顧我的人生, 我出生在二次大戰

後，大體説來，風平浪靜，平安度日。但

有兩件事改變了我人生的方向。第一件是

1976 年台灣行政院選派我出國公費留

學，拿到統計碩士學位。第二件是 1980

年有機會全家移民美國。這些事，現在或

許稀鬆平常，但在那個時代是鯉躍龍門，

人人稱羨，光宗耀祖的大事。從世俗的眼

光來看，這兩件事把一個平凡的我變得不

平凡。但我仍然是水，並沒變成酒。 

我在 2019 年 COVID 前開始信主和接

觸塵封多年的聖經。我從小到大，為了應

付考試，為了學位，為了工作升遷，讀了

不少書。但沒有一本書像聖經那樣，讀不

完，讀不夠。不但自己讀，跟屬靈同伴一

起讀，還在小組查經，主日學，主日講道

中讀。無論是新約，舊約，都讀得津津有

味。特別是從牧師和弟兄姊妹的分享中更

得到許多亮光、啟示、教導和安慰。 

聖經這本書不但開卷有益，更成為

我的生命靈糧。聖經上的話語，使我受益

無窮，聖靈幫助我、引領我，使我得著知

識的言語、智慧的言語，並相信能藉著聖

靈的幫助使我慢慢聖潔。 

我每次拿起聖經，想著在我唸過的

這麽多書當中，這麽一本平平凡凡白紙黑

字的書，只因為是神的話語，就能歷久而

彌新。對我個人和世上這麼多人產生如此

巨大，深遠的影響。這本書在信的人手

中，真是有“水變成酒,平凡變成不平

凡”的奇蹟。 

而我呢？我這個平凡如水的人，因

著信聖經所說的：“只要心裏相信，口裏

承認耶穌是主，便得永生；便成為神的兒

子，呼叫神為阿爸父。” 

藉著讀經，禱告，靈修，牧長的教

導，我更多的認識神，親近神，愛神也享

受神的愛。內心因主的話得到潔淨，外在

行事為人也漸漸改變。如今外表的我，就

像迦南婚宴的桶，桶仍是桶，但天知地知

神知我知，現在因為有聖靈的內住，成為

神手中的工作，所以原先裝進的平凡水，

已經變成不平凡的酒了。 

酒是葡萄汁液，是生命的象徵；而

水是像徵死亡，因為神曾以大水來淹除地

上不法邪悪之事物，變水為酒，表徵將死

亡轉為生命。 

我年輕時兩件不平凡的經歷，只改

變了我人生的方向，並沒有改變我的本

質。只有在認識並信靠這位造天地萬物，

也造我的神之後，才親身經歷約翰福音記

載耶穌的第一個神跡「水變為酒」，顯示

唯有耶穌能讓人生命改變，把短暫貧乏的

生命變成永恆豐盛，從平淡變精彩，從平

凡變不平凡。              7/2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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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超越：五餅二魚的超越 
鄭莉 

 

五餅二魚的故事，是四部福音書中共

同記載的唯一一個神蹟，它分別記載在

《馬太福音》第 14 章 13 至 21 節，《馬

可福音》第 6章 30至 44節，《路加福音》

第 9 章 10至 17 節，以及《約翰福音》第

6章 1至 13節。五餅二魚的故事，我們每

一個基督徒都耳熟能詳，仔細讀來，又別

有滋味。 

 這個故事裡，耶穌對門徒的考驗，

也是對我們的考驗。那我們又是怎麼看待

耶穌對我們的考驗呢？我們都是渺小的平

凡人，每一天的辛勤勞碌，努力的追求知

識，就是為了我們屬肉體的生存。但是，

聖經告訴我們，一切都是虛空（傳 1:2），

在世上並無新事（傳 1:9）。我們的生命

有什麼意義和價值呢？既然日光之下並無

新事，那日光之上必有新事。 

  在耶穌的手中，“五餅二魚”可以

餵飽五千人，甚至一萬人。日光之下，神

一樣可以創造奇蹟！同樣，“五餅二魚”

也可以餵飽我們。約 6:35 里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人必定

不餓，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渴。“ 這讓我

看到神揀選大衛的時侯，神不是看他高大

威猛，日光之下的大衛並沒有什麼特別，

而且是被遺忘的那一個。從神的眼光看

（日光之上看），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選。

我們的價值不是出於自己，乃是出於神。

神不看外貌，而是看內心（撒上 16:7）。

讓我們追求日光之上的事， 在上帝的手

中我們是他貴重的器皿。雖然我們不起眼，

主耶穌卻看我們為無價之寶。雖然我們很

平凡，主卻視我們為掌上的明珠、眼中的

瞳仁。雖然我們很卑微，卻是上帝造就的

獨一無二的絕版精品。所以，我們沒理由

嫌棄自已，輕視自己，藐視自己，我們是

天父上帝寶貴的兒女！在耶穌的手中，我

們不是渺小的！ 

 讓我們追求的方向不是為了被人認

可，不是讓人說我們好，不是讓人評價我

們是一個怎樣的人，這些都不重要，最重

要的是上帝怎樣評價我們。我們不好，但

我們是努力活在上帝面前的人；我們能力

有限，但是我們盡力為神而活出見證；我

們的才華不多，但是我們竭盡全力把我們

所有的都做了。在神的眼中做一個盡心竭

力活出生命精彩的人。求神給我們一顆謙

卑柔和的心！愛神，渴慕神！願我們被神

使用，成為神手中的“五餅二魚”，讓我

們的生命有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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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靈命塑造 

 

學習靈命塑造課的一點感想 
吳冀川

感想 1 

 

我們屬靈生命的成熟程度需要在與人

相處的關係中檢驗，在與家人相處中最容

易顯出我們裡面真實的光景，因我們此時

常不需要掩飾。神也要藉各樣相處中的不

舒服、傷痛來塑造我們。 

 

在第一堂課中，師母分享了她與家人

一次大的爭吵後心裡很難受、很受傷。在

禱告中，神將大衛在詩篇 51 篇中的一句

禱告話語放在她的心裡，“我向你犯罪，

惟獨得罪了你”。神的話光照她，讓她看

到與家人的爭吵，不單是雙方之間的關係

受影響，彼此受傷，更是讓為我們捨命的

主傷心。這句禱告也讓師母在雙方的爭吵

中看到了自己的責任，而不只是看到盡是

對方的責任。神的話給了師母力量，她主

動與家人坦誠自己的責任，恢復了關係。 

 

當主十字架的救恩臨到我們自己和我

們的家庭，我們自己與家人的關係不再只

是兩個人彼此之間的關係，而是主在我們

中間的相連關係。當彼此爭執誰對誰錯時，

我們的眼目只盯在事情上、盯在對方上，

內心常被情緒控制，出言相傷。但我們傷

害的不僅是彼此雙方，更是傷了主、得罪

了主。藉著師母的分享，神的話同樣光照

我，讓我看到在倆人彼此爭執中，自己心

中的不平怨氣是因為堅持自己是對的，是

因為更看重自己的感受，以自我為中心。

感謝神讓我看到自己裡面掩飾的罪，並讓

我從自義、抱怨指責的捆鎖中得釋放。感

恩師母在主裡敝開的分享。求主幫助，給

我悔改的力量。如大衛在詩篇中的禱告，

“神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

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詩篇 51:10）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

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篇 

）51:17  

 

感想 2 

 

課上牧師、年輕傳道及新受洗的弟兄

分享了他們三人“老、中、青”的門徒小

組，透過彼此敝開、信任、透明的主內關

係，輪流帶領，分享自己的感恩、得勝及

軟弱，一同塑造屬靈生命。 “老”的是

帶頭放下、敞開、剖析自己的軟弱、掙扎，

願意靠神的話、神的靈來改變自己，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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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青”守望。 “青”的生命改

變的見證，對“老”和“中”是再次的激

勵。這種相伴成長的 3-4 人小組會持續 1

年左右時間，小組中的“中”和“青”將

會分別成為新小組中的“老”和“中”。 

 

回想自己信主受洗後生命成長經歷，

沒有經歷這種門徒相伴的成長，感覺屬靈

生命成長緩慢。雖然在教會參與了一些服

事，然而內心卻蓄積了許多抱怨、自義等

苦毒，心靈仍會被罪捆鎖。因為自己以偽

裝、逃避的態度去對待裡面的罪、苦毒、

負面情緒，心靈仍背負重擔。靈命塑造課

程中小組的分享，讓自己受益於小組弟兄

的敝開分享，也感受到卸下重擔的輕省。 

 

靈命塑造就是要塑造心中的至愛。你

心中的至愛是什麼，決定你活出怎樣的生

命。屬靈生命成長需要在一個有信任、有

愛、敝開透明的關係環境中成長。主是葡

萄樹，我們是連於葡萄樹的枝子。因此，

枝子也彼此相連。主要我們在他的身體裡

彼此相助，在主愛中建造自己。 

 

門徒小組的核心精神就是關係：恢復

與神的關係，建立與自己、與人的關係，

目標是成為合神心意的門徒。因此，彼此

相伴、信任敞開，有神的話、神的靈光照

帶領的生命成長小組，非常有助於屬靈生

命的成長。我們都有軟弱，心裡都有許多

不討神喜悅的舊我習慣、偶像、罪性等需

要對付，需要被新的生命替代。生活中、

工作中、教會服事中都會遇到挫折、挑戰、

艱難，這些可能成為我們心中的重擔，影

響我們身心靈健康，影響我們與神與人的

關係。世界的潮流、自我成就的目標，可

以成為心中的偶像，引導我們遠離神。門

徒小組的相伴，使我們更有力量勝過裡面

的舊我、罪性，行走天路不再孤單。 

 

生命成長塑造是一生的功課，求主帶

領夫妻、弟兄姐妹相伴同行，彼此守望、

扶持，同走天路，成為合神心意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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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塑造隨想: 學習感想 
 

劉亞霖 

 

隨想一 

基督徒“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

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

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4：

1）。保羅提醒我們，耶穌就是將這分裂

的世界，走向合一的唯一道路。這道路是

相信祂，教會的事工是向全世界宣揚這信

息。 

基督徒若要擔負教會重要的事工，必

須要具有以上的品格，在世界上作為助成，

1）人與人和好，2）人與上帝和好，3）

基督的工具。而教會的不合一，就是因為

教會參與服事的基督徒，缺乏“聖靈所賜

的合而為一的心“。在服事當中產生驕傲

的心，對其他不參與服事或服事的理念與

自己不同的弟兄姊妹缺乏耐心和愛心; 同

時也產生對權柄的熱愛，和對自我觀點的

執著。陳牧師在這堂靈命塑造的課程中引

用加拉太書五章 16-17節提醒我們 “ 你

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

了。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

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

願意作的。” 當不順聖靈行時，人的私

慾必然顯現，也就是肉體的情慾必然佔上

風。在教會的服事當中，基督徒對權柄和

名利的崇拜，必然產生為得名利和為得人

的稱讚而“爭競”；對阻礙其權柄的人的

“仇恨， 忌恨，惱怒”；也必然帶出

“結黨“，惡毒的言語等，從而導致教會

的不合一，和最終的分裂。在我們大多數

人裡面的天然人往往要堅持我們的權利；

不過基督徒沒有權利─他只有義務。 

而順著聖靈而行，就必然帶出“ 聖

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凡屬基督耶穌

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

釘在十字架上了。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

就當靠聖靈行事。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

氣，互相嫉妒。” （加 5：22-26）。 

陳牧師也用以弗所書4：29-32，提醒

我們” 不要冒犯聖靈 “，” 污穢的言

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

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不要叫神的聖

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

贖的日子來到。一切苦毒、惱恨、忿怒、

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或作“陰

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

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 

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神的話語句句扎心，靈命塑造真正是

在塑造我們對聖靈的順服和敏感，順聖靈

行，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更要像陳牧師

講的“不要冒犯聖靈”。感謝主！也感謝

陳牧師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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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二 

靈命塑造這堂課給我的印像是深刻的，

反思也是深層次的。下面我引用課程和書

本中的一些重要的觀點來總結學習心得： 

- 靈命塑造：不只增添我們智慧，塑

造心中的至愛。關鍵是你窮盡一生愛甚麼？ 

-  教會的事奉若沒有藉著更深的 與

神同在 ，終究帶來：自我、權力，需要

別人 贊同；從別人得到肯定、 獲致成功，

害怕失敗。我們的事奉，只能從與神同在

的生命中湧流而出。我們不能給與我們沒

有的東西。 

-  身為罪人，我們不得不在神面前謙

卑承認，在面對困境和苦難時，我們自然

的反應和舉動都是充滿罪性。有罪的人， 

因為自義、屬靈盲點 ，讓我們認為最大

的問題是在我們之外，而不是我們自己。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 

- 我們生命最需要改變的，不是環境、

或人際關係，而是我們的內心。 

感謝主，陳牧師從課程的一開始和最

後的結束，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主做

見證：他個人和家庭的爭戰和改變；神對

他從台灣到美國的呼召和帶領；和他所服

事的教會人數的快速增長。陳牧師在教會

門訓小組的帶領，教會裡弟兄姊妹靈性的

改變，和門訓小組成員的見證，等等，都

非常值得我們眾教會學習和反思。 

同時，這堂課讓我思考，我們讀這些

神學課程的真正目的是什麼？若我們因知

識和技巧上的裝備而自高，自大和自義，

卻忽略和神建立關係，和弟兄姊妹共同屬

靈成長，那就得不償失了。 

  教會經歷紛爭和分裂之後，更加體

會到靈命塑造的重要性。靈命塑造，門徒

培訓，牧師的帶領是一方面；弟兄姊妹在

神的話語上的紮根，提高屬靈分辨力是另

一方面。弟兄姊妹之間相互代禱連接和順

服聖靈的帶領尤其重要。讓我們服事當中，

除去自己的驕傲和自義，時時謙卑自己，

不論斷人，避免好為人師。讓聖靈親自帶

領，將一切榮耀歸給神。因為我們所有的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我們不配得的！ 

 

 

 

 



20 

 

我的“靈命塑造” 
張磊 

 

今年的夏天，透過“靈命塑造”的課

程，神的靈重新抓住了我。我向來不大喜

歡分享，但是聖靈感動我，還是忍不住想

把這份喜樂分享出來。 

牧師開宗明義，“靈命塑造”的目的

就是要塑造我們心中的至愛，以耶穌基督

為至寶。肉體的情慾和屬世的偶像常常不

能從我們心裡根除，只能被取代。每個人

都被這個墮落的世界潛移默化和影響，很

多的偶像在我們裡面，成為我們生命的一

部分，揮之不去。只有當我們真正把主耶

穌基督看為至寶，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才能脫胎換骨，把那些屬世界的偶像慢慢

在心中隱藏甚至消滅。 

這兩年因為疫情和教會紛爭的緣故，

我的靈命走到了低谷。具體表現在個人成

長沒有初信主那麼大，甚至有倒退的跡

象；對教會事工不冷不熱，感覺離耶穌越

來越遠，成為一個標準的禮拜日基督徒。

尤其在團契的侍奉當中，受到一些打擊

後，就完全提不起勁來了。牧師在課程

裡，多次提到“我們的侍奉，若沒有藉著

更深的與神同在，必然會帶來需要別人讚

同、被人肯定和害怕失敗”。牧師所講的

正是我的問題，我意識到自己在侍奉的時

候完全依靠自己，沒有把它帶到主的面

前，交在主的手裡，靠主得力，所以困難

重重。現在我把一切的事工都交在主手

裡，儘自己最大的能力，至於別人的讚同

和批評，都不再攪擾我。不只是教會的事

工，我把每日的工作也都同樣交在主手

裡，完完全全享受這種在主裡得到解脫的

感覺。 

另外，“靈命塑造”一個很重要的內

容是情緒管理。儘管我知道壞情緒對我們

的生命沒有益處，比如怒氣，抱怨等，但

就是控制不了，好像它們已經成為我生命

的一部分。孩子做得不好，習慣性地帶著

怒氣去管教；同事工作不配合，馬上就開

始抱怨。牧師在課程裡，很清楚的告訴我

們：“情緒不健康，靈命不可能成熟。”

這一句話如醍醐灌頂，讓我一下子明白，

情緒問題是我自己的問題，是我的靈命出

了問題。就像葡萄枝如果離開了葡萄樹，

就漸漸枯萎；我如果離開了神，生命也就

漸漸死亡。於是我禱告，求神幫助我。我

開始刻意訓練自己，不要發怒，不要抱

怨，牧師也特意挑戰我們 30天不抱怨。

剛開始有時還是會忍不住，但是一想到牧

師的話“情緒不健康，靈命不可能成

熟”，就警醒。慢慢地發怒和抱怨的次數

越來越少。現在感覺自己就像以弗所書

4:22-24所說的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完

全是一個全新的自己。 

為什麼這個課程會有這麼好的果效？

牧師在課程中反復強調，靈命塑造需要在

關係裡藉著神的話、透過神的靈，在神的

百姓彼此陪伴下成長。生命的改變，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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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離開群體的關係。因此，牧師對課程的

安排很用心，每次三個小時的課程，牧師

只有一個多小時的信息，接著是牧師教會

弟兄姐妹 30分鐘的見證，然後是參加學

習的弟兄姐妹的小組內分享。每次的見證

都很精彩，特別地坦誠，非常真實的把自

己的軟弱和不足展示在大家面前，讓聽課

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共鳴。分組也非常的

用心，每個小組 3-4個人，弟兄和姐妹分

開在不同的組，同組的都是同一教會熟悉

的弟兄姐妹，便於大家敞開分享。當聽到

成熟的弟兄分享他在同一事情上的軟弱，

讓困擾了我很久的問題一下子放下了，原

來不只是我才有這樣的軟弱。 

課程雖然結束了，但是靈命塑造才剛

開始。我們身上還有許多不潔的地方，需

要我們藉著神的話，透過神的靈，在弟兄

姐妹的陪伴下，一點點地洗淨。我們心裡

有創傷的，需要我們勇敢地敞開自己，讓

神在我們心裡動工，才能得著釋放和醫

治。最後，引用腓利比書 3：13-14 節來

勉勵自己，忘記背後，努力向前，向著標

杆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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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塑造筆記 

涂漢明 

 
由陳欽文牧師所帶領的《靈命塑造》

課程從我在達拉斯遠程聽課，到最後一堂

在三一教會的實體課，五週的課程很快就

結束了。這次不是一次枯燥的書本知識的

學習，而是一次享受來自其他兄弟姐妹特

邀分享的盛宴，更是一次自我塑造靈命的

操練。這裡我分享一下我這次學習的筆記

和收穫。 

1. 靈命塑造的概要 

這是靈命塑造的第一課。我在 1500

英里之外的德州達拉斯的旅館裡參加陳牧

師的課。通過這一課我學習到如下幾點： 

● 靈命塑造的源泉：我們的侍奉只

能從與神同在的生命中湧流而出， 我們

不能給予我們沒有的東西。即使我們有服

侍的心願，但一定要與神連接，才能有愛

的湧流。 

● 靈命塑造的必要：身為罪人，我

們在神面前不得不謙卑；我們要靠主喜

樂。問題所在在於自義，總以為自己是對

的。冰山之下，炎熱之中，我們是否有改

變？痛苦是推動改變的動力，朝著福音邁

進。 

● 靈命塑造的結構：老中青組成一

個 3-4人的小組。信主的路是由基督，

群體和品格所組成；門徒環境裡要有真

理，透明和守望。 

● 靈命塑造的動力：馬其頓的呼

聲：內心想要的是什麼？由神來開啟我們

的心。腓立比書 1:1—11 Agape 的愛；

什麼是誠實無過的人，靠著耶穌基督結滿

仁義的果子。關鍵是你窮盡一生愛什麼？

你愛什麼就會成為什麼。腓 3:7-8 約

1:38 你想要什麼？要塑造我們心中的至

愛。 

● 靈命塑造的過程：師母的分享，

讓我學習到要信耶穌基督為我們所做的。

我們是照著神的形像所造的，我們要脫出

舊人， 穿上新人，更是要心志改換一

新。 《以弗所書》4：17-24 。 

我個人靈命的光景在 0-10的這個尺

度上我現在只是在 5。對照今天的學習，

我覺得我還沒有及格。在一兩年前，我可

能還要差，是遠遠不及格的。我原來很多

時候是生活在一種“自義”之中。但通過

參加三一神學班，我認識到了我的不足，

對比神對我們的要求，我真的是還遠遠不

足，讓我有一個想學習的心願，有一個願

意被塑造的心。 

2. 靈命塑造的組織結構和重要要素 

陳牧師正在組織實施的“老中青”小

組（3-4人）是靈命塑造的一個重要組織

結構，也為我們的靈命成長提出了要求。 

“青”是指剛剛信主受洗，對神的話了解

不多的人；“中”指信主有一段時間，開

始在查經小組或教會侍奉；“老”是在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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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比較成熟，願意帶領“青中”門徒的。

這個小組應以聖經為真理，用生命影響生

命，相互守望扶持，一同學習作主的門

徒。對於每個門徒，我們應該由“青”，

到“中”再到“老”， 由被帶領到願意

出來帶領其他門徒。 

在這樣的小組中，靈命塑造不只是增

添我們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塑造我們心

中的至愛。今日的教會往往過多注重信徒

人數的增加，缺乏一個“長期處在親密關

係中所產生的力量”，教會應該更好地領

人作主的門徒，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響應主的大使命為主軸。要建造一個這樣

的門徒環境，我們要注意三個重要的要

素： 

● 神的話：神的話就是真理，是我們

的拯救，就像保羅在腓 1：19所講的：終

必叫我得救（和約伯記 13:16 這要成為

我的拯救 原文是一樣的）。 

● 神的百姓：指所有信主的門徒；神

百姓的禱告是門徒與神建立關係（縱向）

和門徒之間的關係（橫向）；這種關係的

建立需要有一個透明和互相守護的環境。 

● 神的靈：聖靈在習慣中與我們相

遇：聖靈是在聖言和聖餐中，因此，我們

不僅要在密室中與聖靈相交，也要在小組

查經和在主日聖餐中與聖靈相遇。 

 

通過今天的學習，使我學習到，建立

一個長期的門徒小組是很重要的，建立這

樣的小組要有一個良好的環境，其中以神

的話為真理，以神的百姓為基礎來建立透

明的環境，以神的靈為通道來建立互相守

望的關係。 

3. 靈命塑造中的六 P拷問 

今天陳牧師通過講述他最近看過的舞

台劇《大衛王》，引入了兩個有關靈命塑

造的話題：  

● 門徒環境：大衛在錯誤的地方和錯

誤的時候，看到了不該看的景象，受到誘

惑，而犯下重罪。我 2019 年初去以色列

旅遊，導遊特地指出當時大衛所站的地方

和他俯視看到拔示巴的那一片房屋。舞台

劇以震撼的形式展示出大衛在受到拿單的

批評後，其內心憂傷和懊悔和心情。大衛

王寫出了詩篇 51，並喊出“神啊，憂傷

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陳牧師的三問

對我震動很大：“你的拿但是誰？你在對

的地方嗎？和對的人在一起嗎？” 作為

一個基督徒，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三 P：

Priest，Place，和 People。 

 

 ●心中追求：內心深處想要的是什

麼往往決定了我們的核心身份，也是觸動

我們一切行動和行為的源泉。我們讓事工

(Performance)界定了我們的身份嗎？我

們讓掌握(Possession)的聖經和神學知識

界定了我們的成熟嗎？我們讓成就

(Popularity)界定了我們的生活形態嗎？

我們不能被世上的行為(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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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Possession)和名望(Popularity)所

定義和捆綁。就像奧古斯丁指出的：人一

生最迫切要明白的是認識上帝和認識自

己。我們要在神裡認識自己，在認識自己

的深處裡發現神！ 

 

 靈命塑造就是塑造心中的那個至

愛，不被世上的 3P所困擾。我們要建造

一個健康的 3P 的門徒環境：裡面有以神

的話為至寶的屬靈導師(Priest)，有神的

靈所充滿的教會(Place)和一群堅持禱告

的神的百姓(People)。 

4. 靈命塑造：我們當好了神的管家

嗎？ 

張康平傳道從“不義的管家” (路加

福音 16:1-12)開始了這一堂的靈命塑造

課程。每次讀到這段經文時，我總有些不

太明白第八節“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

做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

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為什麼主人要

誇獎這個管理不當，公為私用的管家“做

事聰明”？主耶穌還作出“今世之子，在

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的評

價？耶穌用這樣的一個寓言故事要教導我

們什麼樣的功課呢？從這一課中我學習到

如下幾點： 

● 靈命上要有危機感：我們在靈命上

的追求是否正確？我們今生的至愛是什

麼？在這個末世的時代，我們有像那個

“不義的管家”那麼急迫的危機感嗎？我

們的眼光不應該只在今世的財物，名望，

和家人上，要積攢在天上的財寶。 

● 生命要與永恆連結：主耶穌借比喻

要教導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世界觀：我們

在地上只是做管家，今生是為了永恆，將

來的才歸屬我們。聰明的世人會利用目前

的機會，為自己的將來打下基礎；作為信

徒，我們應該把今生的資財，設法轉成永

遠的資財。 

● 生活中要廣傳福音：我們有一個創

造天地萬物，擁有世上和天上一切財物，

具有無限的恩典和慈愛的阿爸天父。我們

好好地利用了這些嗎？我們將神的愛，耶

穌基督的救贖福音傳給和活出給了身邊的

人嗎？要是世人(「今世之子」)都曉得把

握時機，為自己的安全爭取保障，信徒

(「光明之子」)豈不更應善用才智，廣傳

福音，多節果子，來努力爭取天上的保障

和獎賞嗎(太 10:16)？ 

張傳道還講到創造與墮落， 救贖與

成全來進一步闡明和幫助建立生命成長所

需具備的世界觀： 1)深化創造意識：我

雖尊貴如兒女，在今生卻是管家; 2) 深

化墮落意識：我怎可把不屬於自己的佔為

己有？ 3) 深化救贖意識：向著基督，倚

靠聖靈，做光明之子 (慷慨、在善上精明

有智慧）4) 不要只說不做，為自己朝向

永恆做人生規劃，這就是靈命塑造。 

5. 靈命塑造：偽裝與表現 

今天的靈命塑造由姜學智弟兄分享

“操練敬虔”開始。姜弟兄從詩篇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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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摩太前書 4:7-10出發，以一張挖有

深溝，深溝左右有著不同的景象的圖，來

展示是否敬虔操練所帶來的不同的結果。

在敬虔的操練上，我們不僅是要得到神學

性的知識，而是要每天追求神蹟般的經

歷；不僅僅是要學習服事，而是要學習跟

隨，與神建立敬虔而親密的關係。 

陳牧師隨後復習了前面幾次講到的

“老中青”3-4 人小組的原則和透明和信

任關係的重要性。這種信徒操練小組的原

則是要以透明信任的關係為導向，以聖經

為真理，生命影響生命，相互守望扶持，

一同學習作主門徒。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更

多是假裝(pretending)和表現

(performing)。這種假裝和表現來自於人

的罪性。沒有人喜歡自己的罪被揭露, 使

我們以偽裝、表現自己，來掩飾真正的自

己。想到我自己原來在家里夫妻之間設有

多個“熱鍵”，互相不能觸碰，來假裝平

安無事；以堅持參加和帶領團契來表現自

己的屬靈；在家裡對太太不服軟，來掩蓋

自己在有些事情上沒有做對或者沒有做

好；以堅持參加到教會服侍來展示自己的

虔誠。陳牧師從《創世紀》3:7-23深度

分析了這種行為的起源和後果。自從人類

犯罪後，我們就學會偽裝、掩飾、隱藏、

裝假或是表現，在外努力做出讓人喜歡的

一面，在內以為用人的方法可以達到神的

悅納。 

事實是如果沒有耶穌赦罪的恩典，我

們不會對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認識；而作為

基督徒，我們對罪有所覺察而又無力勝

過，這種積重會成為壓碎我們的力量。我

們只能信靠耶穌基督，在神的恩典中得釋

放。我們要過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 更多

看到神的聖潔和更多看到自己的罪；我們

要籍著耶穌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坦然

來到神的面前, 坦然承認內心的破碎和罪

惡的深度；我們需要神的話語餵養心靈；

需要知道神聖潔和公義的本質。越認識神

就越認識自己；越認識自己就越發現神。

我們要努力轉離表現和假裝，坦誠地以神

兒女的身份而活，過一個透明，坦誠，敬

虔，與神有著至愛的關係和與人有著友愛

的關係的人生。 

6. 靈命塑造：謙卑與驕傲 

今天蔡朝暉弟兄分享了職場靈命塑

造，通過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信主

前的人生模式轉移和信主後的三種人生模

式轉移，以及靈命成長曲線圖。並強調工

作是神的呼召，職場也是禾場，要克服驕

傲，謙卑順服，信靠耶穌，遵循耶穌所頒

布的愛神愛人的大誡命和使萬民作主的門

徒大使命。 

聖經中有很多關于謙卑和驕傲的教

導。陳牧師帶領我們讀了腓立比書（2:3-

9）和彼得前書（5:5-6），讓我們學習耶

穌的謙卑和認識人的驕傲及其表現。耶穌

“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

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

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

萬名之上的名”（腓 2:6-9）。所以我們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

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 2:3-

5）。因此彼得在彼得前書中要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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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

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

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

叫你們升高” 【彼得前書 5:5-6】。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

有謙卑【箴 18:12】。謙卑的反面就是驕

傲。今生的驕傲，“就像肉體的情慾，眼

目的情慾”，“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

世界來的”【約壹 2:16】。但人由於處

於罪中，不謙卑，總認為自己是對的，總

覺得自己很好，處於自義驕傲之中。自義

不僅是教會混亂的總根源，更是我們新生

命成長的大敵。自義驕傲可能會以種種形

式表現出來，究其根源，“就是從人心

裡，發出……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

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可 7：

20-23】。靈命塑造就是一個心靈的塑

造，是一個克服驕傲，學習謙卑，操練順

服的過程。 

 7. 靈命塑造：認定耶穌基督是救贖

主 

陳牧師從分享幾篇學生寫的靈命塑造

作業開始，然後講到中華福音神學院週學

信教授所提的一個讓他至今難忘的是非

題：耶穌最愛我嗎？要我們回答這個問

題。我覺得要真正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對

耶穌要有兩個層次上的認知： 

● 我認識耶穌為我所做的嗎？耶穌作

為神的獨生子，為了拯救我們，道成肉

身，來到世上，被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

流盡了寶血；三日從死裡復活。 “當我

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

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弗 2:5-6）。我們真正認識到耶穌為我

們而死而復活的意義嗎？ 

● 我認定耶穌是我的救主嗎？我們認

識到耶穌救恩的實際意義，在生活中我們

認定祂作為救主，跟隨耶穌了嗎？我們還

是被這個世界上的各種事物所誘惑，所淪

陷或變得情緒不健康了嗎？情緒健康，靈

命成熟，密不可分。真正認定耶穌為救

主，要認定耶穌的主權，認定真理的權

威，認定聖靈的引導和認定上帝的應許。 

我們如果不認識耶穌愛我們的意義，

不肯定和認定這個真理，即使我們說“耶

穌最愛我”，我們也沒有確切地理解這裡

面的含義。就像聖經上所說的：可見信道

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羅 10:17】；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

像人對著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雅

1:23】；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

道，自己欺哄自己【雅 1:22】。當我們

認識到“耶穌最愛我”，我們就會感受到

主的這份愛，經歷主的同在。在今天的證

道分享中，王華姐妹通過自己所經歷的幾

件神奇的事情，特別是在她 2021年克服

病痛，戰勝癌症的過程中，她經歷到主的

同在。在她的禱告中，她能夠聽到主的聲

音：孩子不要怕，我與你同在。 

8. 靈命塑造：重建習慣，重新出發 

陳牧師今天給我們播放了一段 7 份鐘

反向轉向自行車實驗的影片，展示了我們

通過多年的學習所形成的習慣是如何地難

以改變；會在我們的腦中形成神經通道，

讓我們不假思索地行動，潛意識地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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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在所喜愛的事物情感上產生繼續為

之的慾望。由於人的罪性，人往往有罪行

的慾望；即使是重新獲救的耶穌基督信

徒，我們有時也會習慣性地回到舊我，重

犯舊習。因此在重新建立新的習慣上，我

們要注意如下幾個方面： 

● 從”腦“到“心”：要在頭腦中認

識到舊習慣的存在，從心裡有意識地去改

變；心雖然抽象，但會具體呈現在所愛的

人和事物上，那就是我們的慾望。陳牧師

介紹的《一切從「心」的習慣開始／ You 

are what you love : the spiritual 

power of habit》這本書中講到：慾望是

神賜給人的禮物，是人類力量的來源。只

是我們必須留意慾望的方向，因為如果慾

望失序了，我們崇拜的目標就會從上帝迅

速飄移到各種敵對上帝的偶像。 

● 從“舊”到“新”：我們是固守習

慣的生物；我們的思想、情感和舉動等經

過多年的演練和重複，往往會變成我們的

一部，成為我們的生活習慣。生活中充滿

好與壞的習慣，在思想、感情與行動上，

有榮耀神和不討神喜悅的習慣。我們要脫

去舊人，穿上新人【西 3:9，弗 4:22】照

著神的形像，具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

4:24】。 

基督徒的靈命塑造之所以需要大力去

重建習慣，是因為我們一生早已累積眾多

混亂失序的惡習。要想脫下壞習慣，就需

要採取反塑力（counter-formative）的

行動。我們無法靠“知道”來養成新習

慣，而是要校準心所喜好，將心所渴望的

指向神，信靠順服，跟隨基督，建立討神

喜悅的習慣。我們要校准我們的方向，重

設我們的出發點，在神恩典的道路上重新

出發。 

我很喜歡陳牧師總結的兩張圖，顯示

了兩種不同的出發點和道路：以律法主義

為出發點，就會以世上的標準，去不自覺

地嫌棄，論斷，和批評自己和自己所愛的

人；而從十字架的救恩為出發點，就會以

恩典與真理為標準自覺地接納，饒恕和憐

憫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 

 

 

 

9. 靈命塑造：認識聖靈，認罪悔改 

從這一節課開始，陳牧師開始講聖

靈。首先帶領我們學習加拉太書 5:16-

25。保羅命令（the command）我們“當

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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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聖靈和情慾相爭，彼此相敵（the 

conflict），聖靈和情慾會結出完全不同

的果子（ the contract）；我們若信靠

耶穌基督，情慾就與肉體同釘十字架，若

靠聖靈行事，就能靠聖靈得生（the 

conquest）。 

但現實中的我們，往往是自我為中心，

信靠自己的能力。在信主之前，我是一個

信靠個人奮鬥的人，覺得自己所得到的完

全是靠自己的努力。靠學習一項新技術，

換一份新工作，增加一檔工資，將家裡的

經濟條件更上一層樓。我覺得自己很有能

力，很自信，很自救（Resolution）。我

相信我有能力改變自己，下決心改善經濟

條件，就能掙到更多錢，養活家里新增的

人口；更努力些就能買到更大的房子。但

當我因為腰椎間盤突出，在家痛得不能起

床，手術後，不能抱起剛剛會走路的兒子

時，不得不考慮把兒子送回國內，讓父母

帶 時 ， 又 覺 得 很 無 力 和 很 自 疚

（Remorse）。自救和自疚是人自傲的表

現，源於人內心的情慾，來自與這個世界，

是沒有順著聖靈的結果【加 5:16，6:8】，

源於人的罪【約壹 2:16】。 

當我在事業的高峰時，一個偶然的機

會去了一次教堂，我就親身經歷了聖靈的

做工。常言道，男兒有淚不輕彈。但那一

次在教堂聖詩音樂中，我的心深受感動，

我禁不住熱淚盈眶，一發不可收。之後，

我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感到天格外的藍，

路十分的寬，心中更充滿了說不出的平安

和快樂。我確信那是聖靈在我這個不信者

身上做了兩樣工作：1）為罪責備了我自

己(約 16:8)；2）啟示了耶穌基督(約

16:14)。自從我信主之後，我意識到神的

聖潔和自己的罪，聖靈也引導我去悔改，

使我認識到“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

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羅

8:5】。以福音為中心的悔改（Repent）

使我更深地相信耶穌的福音，聖靈也時常

提醒我要轉離表現和假裝，坦誠地以神兒

女的身份而活。 

10. 靈命塑造：依靠聖靈，作主門徒 

最後一堂靈命塑造課我參加了在三一

教會的實體課。雖然不能像前面幾次課那

樣在電腦上做筆記，但面對面的課，讓我

們同學之間，師生之間有更直接和更密切

的互動。靈命塑造不只是要我們學習一些

靈命塑造的知識和技巧，更重要的是讓我

們認識自己，認識聖靈；建立關係，愛神

愛人；順從聖靈，做主門徒。 

2000年在洛杉磯的一間教堂經歷了

聖靈後，我就認識到我不是一個像我想像

的那樣完美的人；當我太太懷孕住在美國

東海岸，我卻在西海岸的大城市，個人奮

鬥，想著通過公司上市，而在經濟上更上

一層樓。認識到什麼是更重要的，我就毅

然決然地辭職回到了太太身邊。回來後我

就參加了查經班，學習認罪悔改，了解得

救重生。不到一年，就受洗歸到了耶穌基

督的名下。後來來到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

後，我從黃媽媽的主日學中認識到當我重

生得救時， 神在我的身上做了三件事

(3R)：a)賜新生命(Reborn，約 3:3)；b)

死靈復活(Rehab，弗 2:1)；c)聖靈內住

(Receive，弗 1:17)。即使成為了信徒，

由於人的罪性，人會常常背離神，常令聖

靈擔憂(弗 4:30)。即使這樣，聖靈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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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徒身上做工作：使人順服基督

(林前 12:3)，使人重生(約 3:5-6,8)； 

● 加深信徒與父神的關係：賜給信徒

得救的確據(羅 8:15-16)，幫助信徒按照

神的旨意禱告(羅 8:26-27)； 

● 改變信徒的生命：治死身體的惡行

(羅 8:13), 結聖靈的果子(加 5:22-23)。 

聖靈之所以可以做這些工作，是因為

聖靈是神的靈，是有位格的靈。聖靈的位

格表現在，聖靈能教導，隨己意，作見

證，會說話，會禁止，差遣工人，恩膏領

袖，知道神的事。當我自以為是，驕傲自

滿，聖靈就會提醒我，使我謙卑；當我發

了脾氣或是看了過多的電視劇，聖靈就會

責備我；當我因為懶惰或其受他因素的影

響，不想去教會，聖靈就會為我擔憂；當

我情緒低落和心情不好，聖靈就會鼓勵

我，給我力量，賜我平安。聖靈是我的中

保，是我向神禱告，與神說話的通道。我

要依靠聖靈，學會禱告。求神讓我按照神

的旨意禱告；有滿懷信心的禱告態度；並

能不住地禱告，直到我得到神的應許；我

要時時祈求聖靈的幫助，不要消滅聖靈的

感動(帖前 5:19)。作為一個信徒，我要

請求聖靈繼續不斷地充滿我(路 11:13，

弗 5:18)。求聖靈幫助我，引導我，充滿

我，使我成為神合用的器皿，作主門徒，

信福音，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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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恩典脚踪 

 

恩典的腳踪 
 

巢國良，趙潔 

 
前言 

   

櫻桃山華人教會的建立完全是神的

恩典與作為！但神也揀選了我們在櫻桃

山 Cranford Road 的家開始了一個查經

班，並且引導祝福查經班快速擴大成

長，以至需要搬到 Cherry Hill Baptist 

Church 聚會，成為該教會的 Chinese 

Mission，再後成為他們的中文堂，最後

獨立成為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前後兩

年多而已。 

    

今年是教會二十週年的感恩慶祝，

藉此機會我們想分別分享神在我們身上

的恩典，帶領，預備，使我們成為祂卑

微的器皿，在成立教會的事工上被祂使

用，成就祂美好的旨意。 

 

（一） 追述櫻桃山查經班的開始

（巢國良） 

     

我在 1972 年意外地得到一份獎學

金，讓我從香港來到美國的 Baylor 

University讀研，於 1973年蒙恩信主，

在 7th & James Baptist Church受洗。

神恩待我，使我認識了 BSU （Baptist 

Student Union）一位弟兄，他願意來我

的宿舍每週查經，帶領我進入了這奇妙

恩典之路。他畢業後離開時，我已經轉

入博士的 Program，跟我一起作研究的

有兩位基督徒，他們提議開一個查經

班，並提議由我帶領，我不知天高地厚

就答應了，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蠻有根

底的基督徒，其中一個甚至懂希伯來

文。這樣我在查經的道路上多進了一

步。 

    

很可惜，到我結婚，畢業，工作

後，搬到 Houston，卻失去了查經的生

活約六年，滿足於主日聚會。雖然在詩

班裡非常享受服事，但在讀經上倒退

了。我的前妻是基督徒，而且在神學院

畢業，但她的神學概念卻非常自由派。

她在 Houston 到處尋找適合她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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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不了沒有穩定教會的生活，她建議

我自己試一下在家附近的一個小小的華

人教會，就是休斯頓西北華人浸信會。

牧師植堂不久，借用一間美國教會的房

間聚會，只有二三十人，我就自己安定

下來參與。 

   

當時教會需要一位替牧師講道翻

譯，從國語翻譯成英文。他們知道我是

從香港來的，就請我幫忙。我雖然國語

懂的很少，但卻大膽地答應下來。結果

發現自己非常不足，尤其是在講道中翻

譯經文時更是困難。這時神在我身上有

兩個奇妙的作為：一是讓我非常快地在

明白國語上進步，這是恩賜的神蹟；二

是神給我重新讀經的決心。我在一年內

讀完中文聖經，再一年讀完英文聖經，

再一年讀完上下兩冊的註釋聖經，使我

打下比較紮實的根基。 

   

我在休斯頓西北華人教會的成長是

一段複雜的過程。我們大部分時期沒有

牧師，也沒有長老或執事，教會的運作

就由每年一次的會友投票選出來的“同

工”負責。由於會員人數本來就不多，

靈裡成熟的信徒更少，我們幾個本該向

牧師和屬靈前輩前學習的，被推出來輪

流在各部門事奉，我也兼職當上主日學

老師。我在這間教會共約十七年，可謂

在實習中成長。我在這段時期誠心愛主

愛教會，盡心事奉，除了音樂部外我在

每個部門都曾當過同工，熟悉了教會諸

般運作。由於教會小奉獻不多，常常兼

做秘書和清潔工作。主日前預備好聚會

程序單，早晨第一個到教會準備，聚會

後清理，然後最後一個關門，有時候甚

至清洗大門外和修剪教堂後面的野藤。

當我們有牧師的時候，神也安排我跟牧

師密切配搭同工。只可惜教會總是發生

各樣事情，阻攔成長，不能超越六七十

人的關口。 

    

與此同時，我的保守神學概念跟前

妻的自由開放派神學使兩人不但不能同

心，且越走越遠，加上我自己個性太沉

默，她最後提出離婚。我自己家庭失去

見證，是我的羞恥，更使我知道自己在

神面前一無所誇。然而教會沒有讓我從

事奉退下來，讓我繼續按照神的恩賜服

事。我再婚之後開始也經歷了磨合期，

我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大有虧欠的，只

是在諸般情況下，我對讀經查經沒有放

鬆，我相信神一直用祂的話語來引導磨

練我，我對聖經的知識也點滴地積累了

下來。 

   

一九九九年，我在AMOCO石油公司穩

定美好的工作突然結束。  BP 買下

AMOCO，我也意外地在裁員之列。失去工

作約八個月，卻非常意外地得到遠在費

城 Temple 大學的一份工作。雖然薪金約

為以前的三分之一，但內心卻非常平安

地讓我接受，來到了完全陌生的環境。

當時由於不了解是否能夠習慣新工作，

所以太太跟孩子仍然留在 Houston，自

己在費城住了近三個月，然而內心出乎

意料的平靜，並且很快就認識了一位華

人牧師，讓我帶領他的小小查經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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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週查經的生活沒有間斷。 

   

三個月後太太和兒子搬過來，我們

便定居在 Cherry Hill。奇妙的是我們買

下 Cranford 的房子，竟然發現右邊鄰居

就是 Cherry Hill Baptist Church 的牧

師，Larry Nees 一家，房子離教會只有

步行六七分鐘的距離。 Larry 牧師告訴

我們他們已經禱告，求神帶領基督徒作

鄰居，而且他們的女兒一直熱愛中國

人，並渴望有一日可以去中國宣教。 

Larry 知道我們有意在家開始查經班，

就介紹我們認識曾經到過教會的兩家中

國人，王建華弟兄和冰白姐妹，孫敏弟

兄和羅中明姐妹，加上費城王牧師的幾

個朋友，我們便開始了周五晚上的查經

聚會，然後就目睹了神的恩典如滂沱大

雨般降下 …… 

 

（二） 從感恩團契到櫻桃山華人基

督教會（趙潔） 

 

   話說神將我們從千里外的休斯頓

帶到人生地不熟的櫻桃山的確是出自祂

豐盛的恩典與憐憫，只有經歷其中的才

有非常真實的體會。記得最早老公找到

Temple 大學的工作時，我是一肚子不願

意，因為一個人都不認識，又要從舒服

熟悉的環境連根拔起，實在不想。但是

神藉著一個夢就讓我心甘情願地順服，

離開我們熟悉的地方，到神要我們去的

地方。 

    

到了櫻桃山，我們非常清楚神不會

帶我們千里迢迢到異地只是為了在

Temple 的低薪工作，一定有神的美意。

我們當時夫婦在分別禱告靈修時有著共

同的感動----向華人傳福音。我們當時

連一個華人都不認識，實在不知從何下

手，就求神帶領。神藉著我們美國教會

的鼓勵支持，2000 年一月就開始在周五

家庭團契。在短短的幾個月，查經班就

增加了幾個家庭。那年的九月，神在我

身上彰顯了祂的作為，將一個腫塊神奇

般地拿走，讓我從手術預備室走出來。

當時我和老公非常不理解為什麼在聖經

裡讀到的神蹟竟然發生在我身上？神在

那個時候清清楚楚地告訴我：“不是為

了你的好處，乃是為了榮耀我的名。我

要你傳揚我的作為，為我作見證。”從

那以後，團契裡真的增加了很多慕名而

來的人，他們來求禱告。我們就藉機跟

他們分享福音，神就真的將得救的人加

給我們，讓周五的團契非常興旺。記得

那時我要去中國城買最大號的廚具煮

飯，每個週五都先吃身體所需的食物，

然後再吃從神而來的靈糧，每次聚會到

很晚都依依不捨…… 

   

後來，家裡聚會的人數已經到了超

過可以容納的地步，到衛生間下水都被

堵，第二天請公司來緊急修理。有弟兄

也提醒我們，可能我們的地板會承受不

住……記得一次大家半夜才離開，我和

老公收拾桌椅的時候，他冒出一句：

“照著這樣的聚會人數，恐怕我們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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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一間華人教會了。“我當時立刻回

答：“打住！千萬別！如果你開華人教

會，我第一個離開”，記得那時我仍然

對以前華人教會裡的是是非非心有餘

悸。 

   

然而，神要想成就的事有誰能阻攔

呢？記得那個時候美國教會讓我們成立

了中文堂（Chinese Mission），我們從

台灣請來了周建中牧師幫助我們，於

2002 年十月開始了中文主日聚會。後來

周牧師因為身體不適離開返台，主日就

由黃媽媽和巢國良輪流講道。另一方

面，黃媽媽召集趙曉蒼王永慶夫婦，

George 和 Linda 夫婦，鮑維方弟兄和我

們夫婦每週二晚上在她家為成立教會禱

告。經過幾個月的禱告，神按照祂的心

意在櫻桃山建立了祂的教會------櫻桃

山華人基督教會。還記得我當時第一個

反應嗎？我說如果成立中國教會，我會

第一個反對，離開。然後神竟是用我的

手親自去申請了成立教會的每一個環

節，從政府註冊立案，到申請非盈利的

503-C，到申請電話號碼，到申請銀行賬

戶，點點滴滴都是神的手在那裡掌管

著，我們只不過是祂的器皿。 

 

後來教會的成長都是大家共同目睹

經歷的。跟大部分教會一樣，成長的過

程都是高低起伏，但是神沒有離開過祂

的教會！神藉著不同的僕人，在過去的

歲月裡帶領教會經過流淚谷，到祂的歡

樂之地。我們為著教會常常不住地感

恩，因為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是神所設

立的燈塔，要為祂發光，照亮著黑暗的

世界，將不信的人帶到主耶穌面前，在

這悖逆彎曲的時代成為主的見證！ 

 

（三） 感恩與勉勵 

  

在歡慶教會成立二十週年之際，我

們一方面滿心歡喜地向神獻上我們的感

恩----感謝祂在過去二十年的看顧，保

守，帶領和祝福，讓櫻桃山華人教會不

斷地成長。我們特別感恩神藉著我們聖

誕節回東部看望兒子一家人的時候，讓

我們跟當初在我們家開始的感恩團契能

相聚，並賜下恩典讓我們可以藉著 ZOOM

參加週五的團契聚會，讓巢國良有機會

帶領查經。能夠跟弟兄姐妹一起團契實

在是神賜給我們極大的恩典！    

    

另一方面，我們盼望激勵弟兄姐妹

能夠願意在成聖的道路上繼續追求長

進，成為在這末世時代被神所使用的精

兵！我們的靈命是需要裝備，才能在充

滿罪惡的世界中生存。看到世界無止境

的敗壞，我們不應該只有悲嘆或是靜觀

其變。我們乃要佩上神所賜的全副軍

裝，按照聖靈的引導不斷地征戰，並向

著標杆直跑。保羅告訴我們：“聖經都

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

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

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后書3章16-17節）由此可見，

查經是多麼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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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姐妹們，我們愛教會，就是愛

主，因為教會是主的身體。在末世，撒

旦最擅長的就是分裂教會。而我們作為

神的兒女就是要竭盡全力愛護神的家，

彼此相愛維護主里合一，使我們成為黑

暗裡的光，照亮人的心。 

 

  我們知道如果要保持健康，除了

需要日常鍛煉外，我們還需要定期身體

檢查，以便提早發現問題，避免健康狀

況惡化。同樣的，我們屬靈生命也可以

籍著耶穌在馬可福音 12 章 30 節所提出

的大使命來問自己幾個問題，檢查自己

的屬靈健康狀況： 

   

我是否因為神先愛我而盡心地愛祂

呢？我比較看重世間的財富名利，還是

在基督裡的福音呢？我是否一個合神心

意的人，盡性愛祂呢？我是否不再以個

人的意願為重，而是以耶穌基督的心為

心，愛祂所愛，恨祂所恨，並更有憐

憫，恩慈，謙虛，溫柔和忍耐呢？我是

否竭盡全力地愛主，讓耶穌掌管我的心

思意念？我的想法行為是製造問題還是

解決問題？是帶來團結還是分裂？是造

就人還是絆倒人？是饒恕還是報復？我

是否盡力愛祂？是否依靠神的恩典在所

行的事上榮耀主的名，彰顯神的能力，

並引人歸向耶穌？ …… 

    

當我們時常用神的話語來檢查我們

的屬靈健康，並且“用各樣的智慧，把

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時，

祂就會裝備我們，好讓我們彼此建立，

相互幫助，健康成長，成為被神所使用

的器皿。 

   

最後，盼望我們一點點的屬靈生命

成長見證可以勉勵弟兄姐妹：我們都有

很多虧欠，都是罪人，但只要我們願意

花時間學習神的話語，願意順服神的帶

領，甘心樂意使用從神而來的恩賜來服

事，神一定會按照祂的心意使用我們。

盼望神祝福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的弟兄

姐妹與牧師同心合意完成主的使命-----

-傳福音，領人作主的門徒！ 

    

親愛的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弟兄姐

妹，願耶和華賜福給你們，保護你們；

願耶和華的臉光照你們，賜恩給你們；

願耶和華敞臉垂顧你們，賜你們平安！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平安與你們同在，

直到祂再來的日子！（民數記 6:2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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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和感激 

張雪梅

回憶 

我是從咱教會成立一開始那會兒就

開始來聚會的老人了。我常常感慨的是感

謝主帶領各種恩賜的弟兄姊妹來到我們中

間來服侍。在這十幾二十年的時間裡，神

把不少弟兄姊妹帶到我們櫻桃山，有各種

背景經歷的。有人來，有人走。我一直感

謝主對於我們的恩典。 

作為一個非常內向，很宅的人，我

知道的教會裡面的事情和認識的人並不是

特別多。但是作為在櫻桃山教會的老會員，

還是知道一些早年的人和事的。 

前一陣和唐夢宇姊妹聊了聊早年服

侍教會的人。在她的幫助下，我這個記名

字廢物總算可以寫寫我的回憶和感激。 

早年服侍我們教會的有黃媽媽，巢

國良夫妻，包維方夫妻，羅建璋夫妻。還

有趙曉蒼夫妻，賴松夫妻，週功耀夫妻，

還有最近又回到我們教會的周國成夫

妻。 。 。 （如果忘了誰，大家幫我補

充。。。夏宇明夫妻，董成鵬夫妻，他們

不是最早期來的，他們應該屬於教會中期

來的。。。） 

教會圖書室的書絕大部分是黃媽媽

捐的。最早圖書室是羅建璋太太秀茹姊妹

管理的。當我接替秀茹管理圖書室的時候，

發現她使用的是使者書房的分類方式編輯

書的目錄，分得非常細緻。我估計秀茹姊

妹花了不少時間，才完成了成百上千本書

和音像製品的分類整理工作。雖然黃媽媽

一直感慨現在愛讀書的人很少，圖書室的

使用率不是很高。雖然目前已經是電子時

代了，看紙書的人少了，但斷斷續續總有

些人使用。我管理圖書室的那些年，每年

總會增加幾本新書和一些福音佈道會的音

像製品。 

那時候，夏宇明弟兄在我們教會做

教育執事。圖書室是在教育執事管理之下

的。他帶領我們一些人整理了 Cherry 

Hill Baptist Church 留下的英文書籍。

他還督促我監督書籍的歸還。逼得我不能

再犯懶，追踪大家還書。 

記得有一位弟兄已經搬家了，書沒

有還，也找不到了。他寄來了一張支票，

還特意感謝我在圖書室的侍奉。收到他的

回复，我心中一暖。有時候在教會做事情

看不到什麼成效，似乎沒多少人使用圖書

室。但是神還是藉著這位弟兄鼓勵了我。 

（我之後圖書室交給孫輝姊妹管理，

之後又交給青蔚姊妹管理。） 

包維方夫妻，估計大多數人都不認

識了。當年他和羅建璋都是教會的執事。

他家和羅建璋夫妻跟隨康牧師離開了我們

教會。我對他們印像不多，只記得他太太

Tina 姊妹是個很活潑的人。有一天晚上，

他太太讓教會所有有孩子的家長都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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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她家裡 2小時，給我們家長一段可以浪

漫的時光。至今我不太記得他們長什麼樣

（不好意思，我不但是記名字廢物，還是

認臉廢物），但是還記得那天晚上我們在

他們家聊天的一些內容。 

巢國良夫妻兩人的性格很互補。巢

國良善講道，性格內向木訥，而趙潔姊妹

外向開朗，她常負責主日獻詩。 

除了中文堂，英文堂也是如此：有

一些以前服侍的弟兄姊妹離開，又有一些

弟兄姊妹來到我們中間服侍。好些人我記

不得名字，記得的有 Blake 和 Claire 一

家，Bryan Turner 和胡蓉一家，Steven 

Freytag  和孫桐一家，還有 Carm。 （周

國成夫妻是最早在英文堂服侍的一家。） 

我就先回憶到這裡，希望大家趕緊

幫忙補充，補充。 。 。 

總之，我就是感激神帶領有各種恩

賜的弟兄姊妹到我們中間。 

 

感激 

最近，一次我家老公忽然發感慨。

他說有時候是時勢造成的結果，有些我們

得到的並不完全是我們能力所配得的。比

如我們教會的建築。如果不是當時

Cherry Hill Baptist Church 人員銳減，

不能維持，而我們正好有發展需要，那麼

靠我們自己是不可能擁有這麼大的教會的。

看看我們費城周圍華人教會的情況就知道

了。 

除了感激珍惜，反省 Cherry Hill 

Baptist Church等美國教會發展中出現的

問題，我們在大局勢面前，似乎除了謙卑，

就是更加謙卑了。 

我們教會以前的發展，正是趕上了

大批大陸華人留學熱。離開故土，文化心

靈的空虛，金錢物質上的缺乏，使得教會

有吸引力。然而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 

娛樂的發達，留學生物質上的豐富，社會

競爭的加劇，教會的吸引力在減弱。面對

新時代，新挑戰，願主加添我們的智慧和

力量。 

 

雅各書 1：17 

各樣美善的恩澤和各樣完美的賞賜

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

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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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隨思錄 
 

朱奎午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我們在世寄

居的幾十年，轉眼匆匆地過去了一大

半，思前想後，感觸頗多。尤其是想到

神給我們的恩典，那份厚厚的愛，每思

之都會熱淚盈眶。主耶穌基督在我們還

未認識祂之前就認識了我們，他那無形

的聖手，在一路攙拉著我們走人生的

路。若你暢開自己的心扉，認罪悔改，

祂的靈就會住在你的心裡，讓你少走彎

路，說話做事蒙神喜說。 

 

保羅在羅馬書 12 章 9 至 12 節中說: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

近。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

推讓。殷勤不可懶惰，要心里火熱，常

常服侍主。在指望中喜樂, 在患難中忍

耐，禱告要恆切。” 我們若把它作為自

己的生活守則，繁重的生活擔子則會輕

省很多。做基督徒, 要真正理解何為一

個忠心良善的神的僕人。行公義，好憐

憫，愛主愛弟兄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

而是要行出來，因為我們的主每天鑑

察。基督徒都知道傳福音是主耶穌基督

給我們的大使命。既然是大使命，這任

務絕不輕省，經常還會遇到挫折。但是

挫折、失敗不能成為我們不做工的理

由。馬太福音 25 章中領一千銀子的僕人

是個我們該拿來經常警醒自己的反面教

員。行筆至此，多年前主給我一個向小

和尚傳福音的經歷，再一次地展現在我

面前。今天在此與大家分享。 

 

一九九八年，公司派我去遠東出

差，一路經香港，馬來西亞、深圳，廣

州，最後一站到了上海，住在建國賓

館。因為是最後一站了，人比較累，第

二天睡到早上九點半才去下面的自助餐

廳用餐。那餐廳像個四圍高，中間低的

舞池，我一不小心,一腳踩空，一個埌

蹚, 緊跑幾步差點跌倒。只聽到耳邊響

起 “哦彌陀佛” 的一聲念咒。我抬頭

一看，只見一個身披袈沙的老僧在坐著

用餐，見我差點跌倒，應聲念咒。旁邊

站著一個小和尚，年約十五六歲，在看

著老僧用餐。從小和尚的眼神中，我看

出他已經很餓了。以那時的物價，五星

級賓館的自助餐可以是一個工人半個月

的工資。所以老僧會自己獨享美食，把

小僧晾在旁邊而不顧。這時，主耶穌的

話馬上在我耳邊響起: “你們往普天下

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 6 章 15

節)。我就禮貌地走到那倆和尚面前，對

小和尚說；“先生，你怎麼光看不吃

呢?” 小和尚回答說: “噢，我不

餓”。老僧馬上接下話頭說：“是的，

是的，他不餓。。。。。。”我說：

“他看上去很餓了。”說罷我把服務員

叫來，吩咐小僧拿來他的碗，筷，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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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請他一起用餐。小僧感動得連聲道

謝。我說：“你不用謝我，這餐是耶穌

給你吃的。要謝, 得謝耶穌。知道耶穌

是誰嗎?” 小和尚眼睛睜得大大的，一

臉茫然。老和尚的眼光頗為尷尬。為了

避免老僧的不堪，我就提議小和尚與我

一起去拿自己喜歡的食物。在去拿食物

的時候, 我就向小和尚講述耶穌是誰，

及祂為眾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

待我們拿了食物回到座位上，小和尚已

等不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老和尚

見 狀 , 害 羞 地 不 敢 直 視 我 的 眼

睛。 。 。 。 。 。此事過去雖已二十

四載，小和尚聽我向他傳講福音時的神

態，卻經常清晰地在我腦際出現。我有

時想，這何償不是神在提醒我，不要忘

記基督徒的大使命，到普天下去傳揚天

國的福音。約輸福音 6章35節里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 必

定不餓; 信我的, 永遠不渴。” 

 

讓我們經常用神的話語來激勵自己

屬靈的生活，行在祂的光里永不迷失。

愛主，愛弟兄，把一切仰望在神的手

裡。因為我們的主是主宰一切的主，公

義的，邪惡的，祂都看在眼裡，祂知道

怎麼處理。或恩慈，或教訓，或勸勉，

或懲罰。我們只管做好自己，好好事

奉，做神忠心良善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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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恩典 

趙淑蘭 

 

我來到美國是 2008年，經我的老師

介紹在 2009年認識了蔡沐並於 7月 28 日

結婚。蔡沐在香港出生，在聖保羅中學和

美國的 Berkeley and Stanford 讀碩士

和博士學位。他的英語水平極好。我們結

婚後，不管到哪裡蔡沐都會陪我一起去。

有時候不想讓他去，他也執意要去陪我，

不放心我，知道我的英語能力。他經常說

些單詞和句子讓我學，我也參加了一些學

習培訓，但因為我自己的原因都沒有堅持

下來，讓家務和孩子拌住了手腳。覺得有

老公陪著，什麼事都由他去做，一點也沒

有去學習英語的壓力。老公的寵愛加上我

的懶惰，多年來英語一點長進都沒有。有

老公在身邊，我很安心，在美國生活沒有

感覺到語言障礙。 

 

“耶穌拉著瞎子的手，領他到村外，

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按住在他身上，

問他說：“你看見什麼了？ ”他就抬頭

一看，說：“我看見人了，他們好像樹

木，並且行走。 ”（馬可福音 8:23-

24）2021年 3月 27日事情發生了巨大的

變化，蔡沐腦出血和梗塞同時發生，語言

功能受傷害，和醫生交談要用翻譯才行。

這時我感到非常無助，看到了我平時沒有

學習英語是多麼大的損失。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詩篇 23:1）2021 年 8月份教會

組織了英語學習班，我參加了學習。上了

幾節課後，感覺我的基礎太差，跟不上，

就放棄了。我在教會做事奉時，就神奇地

遇到了 Phil 老師。當時他不認識我，姐

妹就幫我翻譯，與 Phil 交談。我說我上

了英語課，但我跟不上那個班，就不上

了。沒想到 Phil 馬上就說，沒有關係,他

可以每週一早上 7:30專門給我一個人上

課。我當時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嗎？並且

感到很不安，怕會給他增添很大的壓力。

姐妹們告訴我說 Phil是一個很虔誠的基

督徒。我知道他以前給青少年上主日學，

我的先生經常和他交談。後來 Phil 每週

都會按時給我上課。有時候我遇到了學習

上的困難，懶惰時，想到 Phil老師那麼

多的事情，還抽時間教我，我便有了學習

動力。 “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

你”。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了我身上。弟

兄姐妹們，想一想，難道還有什麼比這位

永恆的造物主的應許更寶貴的呢？ 

 

後來就有了英語基礎課，我就參加了

這個班。班上的同學哪個有問題 Phil 老

師都耐心回答，特別有愛心，從來不嫌麻

煩。很多同學說，在其它地方學英語都沒

有堅持下來，知識掌握得很差。但在這個

班，Phil 不厭其煩地因人施教，往往是

一個小時的課，都會拖延到一個半小時才

下課。所以大家都反應學習進步大。 

 

從 Phil 老師身上,我們看到神的大

愛在他身上顯示給我們, 並有主耶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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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來榮耀神。藉著這些更加堅固了我的學

習信念。因為上帝主宰這一切，而且以他

看為合適的方式來榮耀他自己。 

 

感謝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又在

基督裡賜給我們一切豐盛的上帝，讓我們

毫無缺乏。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

與獨一全智的神，直到永遠，阿門！”

（羅馬書 16:27） 

 

 

 

歌曲： 全是恩典 

 

Verse  

昨日 那禍患使我心抖顫  

曾流淚過 疑惑過 前路再沒法走  

但祢張開我心眼  

讓我仰望祢影蹤  

是祢輕輕對我呼叫︰ 

「我在這裡，不要嗟嘆！」  

 

 

Chorus  

全是恩典 祢使我心聽見  

回看 全是祢恩手帶領著每一天  

全是恩典 我得與主相見  

 是祢令我路頃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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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與醫治 
 

李梅娣 , Cathy 劉芳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

記祂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詩篇 103:2-3） 

值此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 20 週年堂

慶之際，我和我的家人要稱頌、感謝耶和

華，為我們的神做見證。 

我是 Cathy劉芳的母親，12年前我和

她爸爸在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受洗成為基

督徒。今年 7月，我兒子劉欣經歷了疾病

的考驗，感謝教會的李牧師和弟兄姐妹的

代禱，見證了神的奇異恩典。 

恩典一，神的力量賜平安。劉欣 7 月

1日初診為乳腺癌疑似，7 月 12日各項檢

查結果定性為 98%是乳腺癌，手術預案為

摘除腫瘤和腋下淋巴。疾病來得突然、凶

險，驚惶和恐懼一起襲來。當想到我們是

基督徒，神說：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兒

女必得救。耶和華給了我們力量，從不安

到平安，從懼怕到不怕，從軟弱到剛強，

兒子的淡定也感染了家人。 

恩典二，神賜憐憫和如願。住院後，

劉欣祈求神兩件事：1.等穿刺結果出來後

再施行手術（因醫生擔心穿刺難度高，會

影響結果準確性，決定不等穿刺結果出來

就做手術）；2.希望醫生盡量不要切除腋

下淋巴。 

7月 14日一早，也就是手術當天，正

當他禱告結束，醫生就推門而入告知穿刺

結果為良性（雖然還是擔心其準確性），

手術順利的話，也不用切除淋巴。術後兒

子醒來後繼續向神禱告，之後他發瞭如下

消息：“感謝神！特別是我剛在微信給家

人發完“相信神，一切交託神”，黃醫生

就推門進來說：‘冰凍切片顯示腫瘤是良

性的，所以沒有切除腋窩淋巴。’ 由98%

是惡性腫瘤的術前預判轉變為僅有 2%可

能性成為真實的確據，真是神蹟，是神的

恩典和醫治的確據，感謝主！” 我們全

家都驚喜不已，感謝神垂聽了我們的禱

告。 

恩典三，神施醫治轉危為安。手術結

果也是良性，有驚無險，耶和華醫治了我

的兒子劉欣。奇妙的是手術從原定為 14

日早上 8 點改到了下午 4 點，而 8:00-

9:30 正是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的禱告

會。李牧師、執事會和眾弟兄姊妹同心合

一為劉欣的手術和病得醫治向神禱告，呼

求。這是神的安排，彰顯神的大能和禱告

的力量。劉欣就這樣在神的護佑下度過了

不平凡的半個月。我們全家經歷和見證了

神的憐憫，醫治和奇異恩典。 

我們要仰望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

的一切恩惠！感謝神垂聽，並應允了我們

禱告！奇異恩典，一切榮耀歸於主，阿

們。 

我是 Cathy 劉芳，通過我弟弟這次得

病讓我再次經歷了我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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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神，是進入到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細

節幫助我們的神，是垂聽禱告的神，讓我

親身經歷和體驗了禱告的力量。在母親告

訴我們弟弟週一要住院手術後，我立刻請

求感恩團契和姐妹團契為弟弟代禱。正在

我猶豫是否正要請教會代禱時，7/14 號

周三中午李牧師就打電話來詢問弟弟的病

情，我驚訝李牧師是怎麼知道的，他說是

剛剛帶領喜樂團契查經時得知的。我馬上

就知道是神的旨意讓我把弟弟的事帶到教

會的禱告會上代禱。 8/5號在感恩團契查

經時我才聽說 7/14 號李牧師也讓喜樂團

契為我弟弟代禱。原來有許多弟兄姐妹在

我不知道的情況下為我弟弟代禱。神垂聽

了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的牧師和眾弟兄姐

妹同心合一的禱告，醫治了我的弟弟，讓

2%良性腫瘤的奇蹟彰顯在我弟弟身上，在

弟弟胸前刻上了神恩典的記號！這 2%的

可能性在我弟弟身上彰顯出了神 100%的

憐憫，醫治，和奇異恩典，這次苦難是來

自於神的化了妝的祝福。神又一次讓我們

成為了那如雲彩一般許多見證人中的一朵

雲，來見證，訴說神的美善和慈愛。 

我們家庭微信群有一個全是基督徒的

群，名叫耶穌是我們的主，成員是我母

親，弟弟妹妹和我。父親也是基督徒，只

是他不用微信。我們常常一起在群里分享

有感動的經文，詩歌，分享感恩的事讚美

神，分享需要代禱的家事一起禱告。我們

全家都為弟弟的手術向神禱告，祈求手術

順利，腫瘤是良性的。在術前幾天的分享

詩歌時，弟弟分享了“谷中百合花”，並

說：“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首詩歌，而且我

很愛這句歌詞：主是山谷中百合花，燦爛

明亮晨星，主使飢渴心靈，常能得安

慰。” 我聽到之後倍感驚訝，因為在我

上一次參加教會禱告會的時候（幾個月

前）李牧師就分享了這首詩歌，以及給他

印象最深刻的歌詞，也是這一句！哈利路

亞，讚美神！我當時就告訴弟弟這件事，

我激動地說：“腫瘤一定是良性的，你一

定會沒事的。因為主早已經知道並且安排

好了，主已經回應了我們的禱告和祈

求！” 

母親前些日子還在群裡發了這條信

息：“小欣從 7/1 就診，到昨天 7/29 不

到一個月完成了檢查，確診，手術，治癒

的全過程，真是奇蹟，有驚無險的轉變，

實在是神的奇異恩典。感謝三位一體的真

神，獨一無二的真神。一切榮耀歸於主，

哈利路亞！” 

詩篇 91:14-16: 神說：因為他專心

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

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若求告我，

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

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足

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正如詩歌「我以禱告來到你跟前所

唱」：我以禱告來到你前 ，我要尋求

你。我已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

你 。每一次我禱告， 我搖動你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

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使列

國歸向你。 

感謝教會李牧師，執事會和眾弟兄姐

妹們的代禱，感謝神垂聽同心合一的禱

告，感謝神讓我們大家見證了神醫治的大

能和禱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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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好 - 來自父親的祝福 
 

朱晨 

 

父親走了，他走得那麼匆忙，我們都

沒有來得及道別。知道這一天總會要來，

但是當真的到來時，還是忍不住傷心難

過。寬慰的是他走的時候沒有痛苦，也脫

離了病魔，這樣想心裡就好受一些。我們

都忽略了疫情的影響，在醫院會有更漫長

的等待。如果醫治及時，父親本可再延續

生命，這也是我唯一特別覺得不捨的地

方。 

 

父親一生正直、開朗。您的這些品格

使得您的周圍始終圍繞著許多好朋友。自

從我 1995年赴美留學以後，與父親在一

起的時間始終很少，這也成為父親與我之

間唯一的遺憾。我們經常視頻、電話。父

親常常說，我的身邊都是好人。每次他這

樣講，我也會笑著接到：只有好人的身邊

才會有這麼多的好人。父親是喜歡熱鬧

的，您的口頭禪就是”滿好、滿好”。您

如果能夠說話，一定會笑著和大家打招

呼：”謝謝、謝謝；滿好、滿好”。爸

爸，這個時候，我們是多麼希望能夠再聽

你說一聲”滿好、滿好”啊。 

 

父親 2007 年第一次心髒病發作，裝

了體內除顫器以後，經常會需要急診和住

院治療。得到了數不清的幫助，一次又一

次奇蹟般地使得父親轉危為安，漸漸康

復。我常常會說，您的命真大，我們的上

帝在保佑您。 

 

一直試著給父親傳福音，數十年的教

學經歷讓父親練就了好口才。常常我開口

才說了沒幾句，他就能引經據典，侃侃而

談，說得我啞口無言。雖然如此，他也從

來沒有反對我們信主。他常常說：基督教

是好的，至少能夠勸人為善，這個最要緊

了。 

 

五年前，我們為父親請了一位住家保

姆，照顧父親的生活。特別是心髒病突發

的時候，家裡有人，可以及時救治。保姆

李大姐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和我們一

樣，常常為父親禱告。父親有時問我：

“小李（李大姐）會禱告很長的時間，而

且會跪下來禱告，你們也這樣嗎？” 我

會回答：“是的，我們有時也會跪在地上

禱告的。” 

 

父親去世後的那天深夜，我與李大姐

通話： 

（李大姐）：小朱，這是自然規律，

沒有辦法的。你也不要太難過了。 

（我）：謝謝李大姐。 

（李大姐）：朱老師是個好人，我從

來沒有遇見過這麼好的老人。他走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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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一個人與他待了兩個多小時，我一

點都不害怕。他的手一直是軟的。朱老師

一定是進天堂了。只有進天堂的人，手才

會一直是軟的。 

（我）：李大姐，特別謝謝你五年多

來對爸爸的照顧。 

（李大姐）：就在前幾天，朱老師願

意贖罪了。我帶他作了贖罪禱告，他一句

句都跟了。今天進搶救室的時候，朱老師

好像預感到這次有可能挺不過去，對我

說：小李，我在天堂，會保佑你的…… 

 

聽到這裡，一股暖流湧上心頭，我幾

乎哽咽得說不出話來。親愛的天父，您真

是那位又真又活的 神，您是那位聽禱告

的 神。我們的每一根頭髮您都數算過，

我們的心思意念您都知道。 

 

親愛的父親，安息吧，祝您一路走

好。將來在天堂裡，我們一定會再見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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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 
 

唐夢宇 

 
 

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遊

必有方。“ 回想九十年代初決定來美國

留學的時候，剛大學畢業，躊躇滿志。一

心想給自己在夢想之國造出一方新天地，

壓根兒就沒想過不遠遊的古訓，也覺得遠

遊美國是合情合理的，絕對是有“方”

的。三十多年過後的今年暑假，我帶著即

將成年的兒子去探望老父老母。父母去年

移民去了澳洲悉尼，投奔弟弟一家；如今

在弟弟家附近租了公寓，終於做到了他們

羨慕多年的可以和兒子只隔“一碗湯”的

距離。但父母和我的距離依然有九千多英

里，需要二十多個小時的飛行時間才能跨

越。這一次探親之後，我禁不住開始質疑

當年遠遊美國的舉措是否真的有“方”。 

 

父母過了古稀之年，身體每況愈

下。這次探親之前，父親一直在和風濕性

關節炎和痛風做鬥爭。幸好我們探親之

時，他身體的狀況好轉，可以每天早上都

去公寓樓下面的小公園散步了；甚至可以

每天下廚，製做簡單而健康的一日三餐。

母親的情況則是大病沒有，小病不斷。探

親的這個月裡，我最大的成就是陪爸爸媽

媽看病，拿藥。終於有女兒在身邊做翻

譯，和醫生約見，解釋病情，老父老母似

乎好久都沒有這麼放鬆和寬心了。我也藉

著這個因為疫情等了三年才有的機會，全

心全意地陪伴著他們，鞍前馬後，盡量彌

補著沒法一直在他們身邊應盡的孝道。 

 

因為父母害怕感染新冠，這次探親

我們先自行在酒店裡隔離了兩天。兒子和

我在入住後和離開酒店前的快速抗原測試

都呈陰性，兩天后弟弟便把兒子接到家里

和倆表弟共處，而把我送到了父母的公寓

裡。這樣的安排，不僅讓大家都有足夠的

生活空間，而且可以讓兒子自由活動，讓

我和父母同出同入，把父母感染新冠的風

險降到最低。往年每次回國探親，媽媽都

不太願意讓我和國內的同學朋友見面，怕

減少了本來就有限的我和家人團聚的時

間。這次更因為疫情，我便自動自覺地沒

有和在悉尼的幾個老同學打招呼，有了百

分之百和父母相依相守的時間。我們仨同

睡同起，一起吃飯，一起散步，一起聊

天，一起追劇。長長的一個月，彷彿濃縮

成了一日。 

 

探親的日子過得飛快。快過一半的

時候，媽媽便說她開始心慌了。再過了一

個星期，媽媽又說：“想想你剛到的時候

多好啊！” 是啊，那個時候，探親伊

始，好像有過不完的時光。離別的日子將

近了，看著時常傷感的媽媽，我總想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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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給她打預防針，好讓樂觀的情緒擠走離

別的惆悵。我說，就像喜歡放暑假的學生

們一樣，放暑假時等到的是開學， 而開

學後反而能等到放假。所以，分離之後，

我們反而能等到重逢。我又何嘗不明白，

媽媽最期待的是沒有分離，沒有重逢，只

是一直在一起。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祖國這

些年來日新月異，有誰能肯定地說當年我

留在國內便是無“方“呢？和肉身的父母

一樣，我們的天父豈不更希望我們這些兒

女常在祂身邊，不離左右嗎？約翰福音十

五章四節說：”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

常在你們裡面。“ 讓我們這些做子女

的，父母在的時候不輕易遠遊，更常常藉

著讀經禱告和昔在今在永在的天父在一

起：因為父母在哪裡，”方“也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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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喬弟兄 

張雪梅 

喬寧弟兄是我研究生時候的同學。

他於今年 5月份因病離世，回歸天家。 

九十年代末我在北卡州（North 

Carolina）讀統計的時候，喬弟兄也是我

們數學系里為數不多的幾個學統計的研究

生之一。 

他太太當時已經工作，他家住在城

南，而我們這些學生則住在城北的校園

區，所以我們在一起的共處的時間其實並

不多。由於他年紀比我們大，來美國比我

們早，平時在系裡面遇到他，他總是和我

們分享一些在美國生活的經驗。他個子不

高，人很瘦，戴眼鏡，說話總是慢慢的。

他給我的感覺是一位成熟穩重，非常容易

親近的人。 

畢業後，他一家搬到波士頓工作，

我們一家則搬到費城工作。那時候，我還

不知道他們夫妻已經在北卡州的教會受洗

信主。我們搬家到費城沒多久，我就收到

喬弟兄寄來的 6 盤福音講道磁帶，裡麵包

含梁燕城等學者的講道，都是科學與信

仰，文化與信仰類的內容。剛到費城的時

候，我也被同事邀請到教會。抱著沒事閒

著去觀望的態度，我也開始參加教會的活

動。所以當我收到磁帶的時侯，那些資料

正好幫助我從科學和文化方面了解基督教

的信仰。 

之後，我聽說喬弟兄把福音磁帶寄

給過很多他在北卡州的朋友。 

這之後的年月裡，我偶爾會給喬弟

兄打電話，聊聊工作，生活，信仰，和教

會服侍。我知道他參加過不少教會的聚會

退修會， 也喜歡讀信仰方面的書。我便

問他是否想過做牧師。他回答說他沒有做

牧師的興趣。我感覺他可能是覺得牧師不

好做。 

記得一年我回北京探親前正好給喬

弟兄打了個電話。他向我推薦了的北京的

溪水邊書屋（一家基督教書店）。以後我

多次回國，溪水邊書屋都是我必去的地方

（直到實體店關門）。 

基督教網站--彩虹之約，好像也是

他向我推薦的。記得有一陣子，他常常上

彩虹之約的網站。 

有一次他忽然聯繫我，告訴我他們

教會的牧師師母會到我們櫻桃山教會講

道，讓我到時候去和牧師師母打個招呼。

我蠻驚訝他這麼多年還記得我是在哪家教

會聚會的。 

最後一次見到喬寧，是幾年前他一

家來費城。他們參觀完賓大的歷史博物館

後，我們約著一起去吃飯。我才了解到他

當時正在波士頓城裡的教會服侍裡面的年

輕人，他常參與組織的活動是面向年輕學

生的。他舉了個例子，比如教會有教如何

化妝的活動。對於我這種在聚會處信主，

強調學習神的道的人，這種服侍方式真是

讓我覺得蠻意外的。由於服侍，他們夫妻

常常在外面和年輕學生聚餐，一周中在家

裡開火做飯非常少。他們的兒子也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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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長大信主，早已經獨立，不需要他們

操心。 

最近幾年和他聯繫，就只是在微信

朋友圈的 moments 裡面了。最後一次互

動，好像是我在朋友圈裡面感慨我遇到的

改革宗的牧師都挺溫和的，和我在網上遇

到的極端改革宗槓精完全不同。他則留言

說他作為改革宗的平信徒，也是溫和的。 

（這是不是證明雖然網上改革宗和聚會處

的槓精讓人頭疼，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是

溫和的，私下交流關係是可以很好的？） 

今年忽然聽到喬弟兄因病過世的消息，挺

意外的，也是挺讓我難過的。喬太太王姊

妹發來了他追思禮拜和生平的視頻。我也

是通過這些視頻才得以更加了解他的人生

經歷和他這些二十年在教會的服侍。 

這十幾年來，他們夫妻一起同工，

關懷幫助訪問學者，接來送往，組織活

動。他們在家中招待過從中國來的訪問學

者超過了上千次。 

我很驚訝於他還有這樣的才能，這

麼能和人打交道。以前從來沒看出來。王

姊妹告訴我他兩人原來都是很內向的人，

是神的呼召讓他們克服了內向的性格，出

來服侍。 

王姊妹告訴我，喬弟兄在離世前曾

經說，身後不做追思禮拜，怕被褒獎過多

讓人忘記他也是蒙恩的罪人。但他們教會

的牧師們和他開玩笑說，這事情可不由得

他。 

我在此寫下此文，一是為了以追思

排解憂傷，同時也是以追思感激神賜給我

們每個人不同的恩賜和經歷。喬弟兄用了

神給他的學識能力，用了他的溫和成熟和

包容耐心，周到地服侍周圍的人。 

各種不同恩賜背景才能的弟兄姊

妹，他們的見證如同雲彩一般圍繞著我

們，在天路的追求中，鼓勵我們不斷向

前！ 

希伯來書 12：1  

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如

同雲彩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樣重擔和

緊緊纏累的罪，以堅忍的心奔那擺在我們

前頭的路程。 

 

喬弟兄追思禮拜 

https://youtu.be/ZS5t1rC4z1w 

喬弟兄生平 

https://youtu.be/a0qWLWrmjWs 

 

附錄: 

• 因為年代久遠，喬弟兄在彩虹之約

的 ID 名字，我不記得了。 

• 網上改革宗和聚會處的槓精指的

是：一些性格極端的人士，由於過

於相信自己教派的神學解釋，並把

它們當成唯一正確的解釋，甚至真

理，從而導致他們過度指責批評排

斥別宗派神學。 

• 雖然我離開聚會處很多年，由於我

的神學觀念教會觀念受到聚會處的

深重影響，所以討論問題總是會自

覺不自覺地表現為自己是聚會處那

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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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疾病,認識經歷神 

餘樂紅

我是六年前受洗成為基督徒的。在

得救之後，因著各種原因，這麼多年一直

過著掛名基督徒的生活，也就是周日去教

會，其他什麼都不會。但我一直渴慕神，

只是我不知道怎麼做才能親近神。可以說，

我就像屬靈的 BABY, 一直都沒有成⻓。 

 

我時常禱告，問主，主啊! 我幾時

能⻓大一點? 我怎樣能親近主更多一些? 

這幾年， 我就是這樣，邊禱告，邊繼續

過世人的生活，為工作忙碌，為錢財追逐。

然而，主，是有計劃的主，在祂的計劃裡，

2022 年對我是個特別的時期。因著一場

大病，讓我認識神， 經歷神，感受到神

的同在。 

 

我沒想過我這麼年輕就會得癌，可

是當疾病來臨的時候，總是讓人猝不及防。

今年3 月份，醫生確診我是乳腺原位癌。

剛開始，我算是淡定的，我覺得現在的醫

療技術，應該能很容易把這個不能算癌的

癌治好，最起碼目前的情況都是可控的。 

 

醫生很快就給我安排了一次手術，

手術很順利。我暗自慶幸癌症並不可怕，

感嘆美國手術沒那麼多痛苦。然而一波未

平， 一波又起。手術之後，醫生並沒有

給我帶來好消息，他通知我需要再次手術，

因為發現新的癌細胞，而且接下來要做什

麼治療還要看下一 次手術後的結果。一

切都成了未知數。我最怕的是，我還能活

多久? 我還能做什麼? 我整個人都懵了。

我不想面對這個現實。 

 

我發現，人真的太渺小了，我們能

做的太有限了，我們沒有方法預測未來，

沒有辦法改變現實。我把自己躲藏起來，

甚至於對主，我也是心存不滿的。我一直

在問，為什麼是我得病? 現在回想起來，

自己真的是太軟弱了，那時候的恐慌無以

言表。但真心感謝 主，祂沒有離棄我。

在我軟弱，困惑，憂愁的時候，在那段黑

暗日子裡， 聖靈住在我裡面，聖靈在陪

伴我。 

 

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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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偉大慈愛的，祂籍著聖靈安慰

我，又藉著種子團契的弟兄姊妹來幫助我，

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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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姊妹們每次的問候都讓我對主

耶穌多一份堅定。是的，神說祂已勝了世

界，我是神最 

寶⻉的兒女，祂定不會讓我們缺失，

我們還有什麼可怕的。這種信念越來越強。

那時候，雖然我人是封閉著的，聖靈卻一

直推著我向前，推著我回到主的面前。那

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內心時常有兩種聲

音的交替對話，消極的我，積極的聖靈。

神就是這麼溫暖失落的我。 

 

等待第二次手術的時間很⻓，約有

一個多月。我的心一直沒有平安，晚上也

無法入 睡。等待總是很可怕的，容易胡

思亂想。我求主能幫助我養成一個有規律

的屬靈生活，我希望能早起禱告，讀經。

我們的阿爸父是聽禱告的神，只要我們求，

祂必成全。接下來的 幾天，我在 6 點左

右，就會自然醒，我就自己做禱告。早上

我會花 1個小時在網上和姊妹們一起讀經，

遇到心裡苦悶，我就呼求主名。感謝主，

這幾個月的苦日子，我沒有一個人承擔。 

 

漸漸地，我不再害怕了，不再徬徨

了，我的心⻔被打開了。藉著每天禱告，

讀聖經，我放下焦慮恐慌的情緒，內心變

得很平靜。我的臉上少了愁苦，每天都很

喜樂平安。因為我信這位信實慈愛的主，

祂會醫治我。 

 

第二次手術算是個大手術，但非常

順利，目前還在康復中。神給我帶來最好

的消息是不需要化療，那真是讓我鬆了一

口氣。主耶穌為我擔當了所有病痛。祂知

我們所苦，祂知我們所求，所以祂不但醫

治我，更是給我比醫治更好的最少的病痛。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

鞭傷，我們得醫治。 ] (賽 53:5 ) 主啊! 

有你真好。 

 

因著這次的大病，我得以更親近主

耶穌，這是何等大的福分！這也是主耶穌

對我們屬靈的計劃，主耶穌要我們數算自

己在世上的日子，讓我們更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我們的神。但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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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 4:6) 因為主

已為我們在世的日子做了最好的計劃，祂

必擔當我們一切苦難險阻，只願我們信祂

愛祂。我願做主的器皿，承載主量給我杯

中的那一份，我願奉獻，在世為主作榮耀

的⻅證。感謝讚美主耶穌，哈利路亞，阿

們！ 

 

         08.3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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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假裡的意外 
 

羅穎 

 

今年春假旅行到星期四的時候，剛剛

爬完 Smith Rock 的 Misery Ridge，我忽

然接到婕銘姐妹的電話。她說，你爸爸出

事了, 在家裡摔了跤，現在兩個手都腫了，

躺在地上起不來。我這才知道, 週三早上

我爸爸起來上衛生間出來的時侯, 摔了一

跤，手腕腫了， 但是他們怕影響我們的

行程， 也不想麻煩別人， 就想等等看。

結果第二天下午, 又摔了第二跤。這次媽

媽怎麼也扶不起他來了， 而且也聯繫不

上我們。 。 。 。 。 。 

 

說來也很神奇。週四那天中午曉紅姐

好像有心靈感應似的，打電話問侯我媽媽

是否一切都好。他們一直對我爸爸信主很

有負擔，之前也做了大量工作，這次也是

關心我爸爸要不要受洗。媽媽開始還不想

麻煩她，說還好。可是在爸爸摔了第二跤

以後， 媽媽實在沒有辦法, 就向她求救。

當時曉紅夫妻倆還在費城上班。曉紅姐趕

緊打電話給偉橋弟兄。偉橋弟兄和婕銘姐

妹立刻放下手頭的工作趕到我家。冀川弟

兄也隨後趕過來一起把爸爸先送去

Urgent care，後又送到 Virtua ER。結果

拍片子顯示爸爸的右手手腕骨折，需要住

院做進一步檢查。因為爸爸語言不通，冀

川弟兄主動留下來陪他過夜。第二天早上

曉紅姐煮好雲吞, 還帶了好些橙子過來看

望我爸爸。後來護士在房間里安裝了攝像

頭監控，他們才離開去上班了。 

 

話分兩頭，我和屹澤得知了爸爸的情

況後就立刻為他禱告， 請求神憐憫和醫

治，然後就準備馬上回家。感謝主, 因為

下雪，我們沒有去 Crater Lake， 接到電

話時已經在返程途中。雖然在山里手機信

號不穩定， 還是打通了航空公司的電話。

主真的是很保守，當天晚上剛好還有幾個

空位。而且因為是疫情的緣故，沒有

change fee，只收取了航班的差價。隨後

我又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和當晚的旅館聯繫。

按理說 24 小時之內是不能取消的，但是

旅館的人聽到我們的情況， 二話沒說就

幫我們取消了。這一切讓我心裡有了很大

的平安。主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回程的路

上，因為離航班起飛還有一段時間，我們

還順便到訪了幾個景點，比如我最想去看

的 Multnomah 瀑布，還有屹澤心心念念的

Bridge of the Gods。總之沒有留下太多

的遺憾。 

 

等我一早紅眼飛機回來，趕到醫院的

時候， 在走廊裡就听到我爸爸大聲說話

的聲音。進門一看， 原來是李牧師已經

在第一時間來看望我爸爸了。爸爸興致很

高， 和李牧師交談甚歡，以至於李牧師

都沒發覺我爸爸聽力有問題。最後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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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陪他讀經禱告。那一刻，我真的覺得聖

靈就在我們中間。 

 

回想這一次經歷， 神的恩典真的是

無處不在。我父母因為疫情滯留在我家快

四年了。因為爸爸有很多基礎病， 不便

外出，這期間我們曾多次帶孩子們短期出

遊， 家裡都還平安。這次原本計劃去希

臘， 後來因為擔心 COVID 檢測的不確定

性，才改成去 Portland。要是真去了希

臘，很可能就趕不回來了。這次雖然發生

了意外， 但是神早有預備。他差遣那麼

多弟兄姐妹， 還有李牧師來關心幫助爸

爸，讓我們深切感受到主內的弟兄姐妹雖

然不是一家人， 卻勝似一家人。就像羅

馬書 8章 28節說的 “我們曉得萬事都相

互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

旨意被招的人。” 這經文告訴我們，發

生在我們基督徒身上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

然的， 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和帶領， 為的

是讓我們得益處， 經歷他的同在。 

 

上帝是慈愛又信實的。 “你們所遇

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

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

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書 10

章 13 節）這次爸爸雖摔了兩跤，手腕骨

折，但是腦部沒有受傷。因為住院當晚有

冀川弟兄陪伴， 沒有插尿管， 所以第二

天就順利出院了。他回到家後恢復很快，

也無需手術。神的恩典真是夠我們用，他

的能力就是在我們的軟弱上顯得完全的 

（哥林多後書 12 章 9 節）。因為他向我

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

禍的意念, 要叫我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

書 29:11）。這末後的指望是無比美好的. 

希望爸爸能早日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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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了神 
 

陶長進 

 

聖經上說，人是看不見神的。但是，

近來我家裡發生了一件事，改變了我的看

法。我有記日記的習慣，請看我的日記摘

錄： 

今年 7 月 29 日 18：50 當我在樓上臥

室看書時，聽到樓下一片哭聲，一陣不祥

的預感，使我放下書來，立即下樓看個究

竟。原來是大女兒的腦部核磁共振（MRI）

結果顯示：巨大腦膜瘤，5.9cm x 4.2cm 

x 4.0cm。全家悲痛不已，老伴和二女兒

痛哭流涕，我也禁不住潸然淚下。男兒有

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我默默地向

神祈禱，但願上帝保守女兒平安，化險為

夷！如果出現萬一，這個家就垮了：我和

老伴都已過耄耋之年，垂垂老矣，13 歲

的小外孫依靠何人？ 

7月 31日 9點多吳冀川弟兄劉曉紅姐

妹前來慰問，他們都是醫學人士，寬慰我

們說這種瘤多半是良性的，叫我們不必擔

心。 9點半到下午 2點我到教堂做禮拜，

朱奎午弟兄主持時，一再向神祈禱保守大

女兒。主日學時，喜樂團契的金先生夫婦，

劉曉燕姐妹，楊莉蓮姐妹，施惠芳姐妹和

尹先生夫婦等都給予我極大的安慰！ 

8 月 1 日週一下午劉曉紅姐妹發來微

信說：這種瘤女性患者居多，且多為良性。

她知道大女兒約了 17 日費城 Jefferson 

醫院的腦外科醫生去看診，她會來接並陪

大女兒去，希望儘早手術。趙崢老師及時

提供了之前給她先生朱晨做手術的醫生的

信息，但是這個醫生要到九月份才能約到。

很快，周國成弟兄的夫人羅超萍姐妹幫忙

聯繫到了 8月 3日另外一個醫生, 給大女

兒加了一個預約，過兩天就可以看了。當

晚全家開了個家庭會議，明確當前的中心

任務是圍繞大女兒的治療和康復，各盡其

職，氣氛十分融洽。我老伴讚揚大女兒心

中有神，堅強和冷靜，而沒有亂了方寸。 

8 月 3 日女兒按時去醫院看了醫生，

中午回來。醫生說腦膜瘤太大，已經沒有

其他的選擇，只能做開顱手術盡快去除。

朱文琴姐妹負責接送女兒去火車站和再送

回家中。 

8 月 5 日 7 點大女兒自己開車來回去

做術前驗血。朱文琴等姊妹們得知後都非

常心痛，一再讓大女兒遵醫囑，不要再開

車。姊妹們自發組織了“鄰里關懷交通團”

可以輪流負責大女兒看病期間家人所需的

各種交通接送。還組織了“姐妹關懷群”

從大女兒出院那天起輪流負責，保證每週

給我們家送飯菜兩次，以減少我們全家在

照顧大女儿期間的壓力。 

8 月 6 日下午 1 點到 2 點半，李牧師

和師母專程到家裡來看大女兒，先聽取大

女兒的病情，檢查經過，確診和將要手術

的情況，確定把大女兒作為教會執事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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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務交由其他執事分擔，再向神祈禱，

希望神保守大女兒的康復。他們勸我和老

伴不要擔憂，要依靠神！二女兒本來 9 月

份回國，但她決定把機票退了，安心留下

來專門護理姐姐。 

8 月 7 日下午 2-3 點半，周璇姐妹專

門 來 看 大 女 兒 ， 並 分 享 之 前 她 在

Jefferson 住院的經驗。 

8 月 8 日施惠芳姐妹特意上門來寬慰

我們，並表達了手術期間如果我們不安寧，

她願意上門來陪伴和寬慰。情真意切令人

感動。 

8 月 9 日中午武莉萍姐妹開車送大女

兒去做了手術前的新冠檢測。 

8月 11日晚飯後，藤靖弟兄和武莉萍

姐妹夫婦專門來家中，祝大女兒明天的手

術順利，並交代在住院期間，我們家裡有

任何事情可以隨時找他們。這給了我和老

伴極大的精神安慰： 家中雖只有老小，

但有神保護，有近鄰和這麼多朋友的關心

和幫助。 

8月 12日清晨 4：50大女兒在二女兒

的陪同下，動身離家去醫院，上車前大女

兒與我和老伴相擁而別。讓我十分感動的

是，周國成弟兄一大早專門開車來接，出

發前在車上虔誠地禱告，求神保守大女兒

平安，手術成功早日康復。教會所有的弟

兄和姊妹們都為大女兒禱告，在此摘錄部

分禱告： 

親愛的天父，主耶穌：我們同心來到

主前，為陶亮姐妹明天的腦部手術，祈求

神掌權，安排最好的醫療團隊使手術順利

成功，並堅定信心予陶亮姐妹，陶弟兄和

晏姐妹，籍此願神的名得榮耀，禱告是奉

我主耶穌的聖名，阿門！阿門！ 

很多弟兄和姊妹們都發微信來鼓勵我

們，安慰我們，要我和老伴照顧好自己和

小外孫，神與我們全家同在。是的，我們

不能時時刻刻陪在女兒身邊，但神與她同

在。神是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現在我們

全心禱告，求神賜醫生和護士智慧與嫻熟

的技術，讓大女兒在整個手術中麻醉穩定，

盡可能摘除腫瘤，不傷及血管和鄰近的腦

組織。求神保守和看顧整個手術過程，她

心中有神，把自己的一切都交託給神。神

必保守看顧。 

下午收到好消息，大女兒的手術順利，

醫生覺得腦膜瘤比預想的切除得好。她順

利進入了 ICU 病房。二女兒過了半小時就

進了 ICU見到了術後虛弱的大女兒。我無

比地激動，一再地感謝神! 感謝上帝！感

謝醫護人員，感謝教會所有的弟兄和姊妹

們。 

在大女兒住院期間，教會的弟兄和姊

妹們在各方面給了我們全家巨大的支持和

幫助，情真意切，點點滴滴，無法一一詳

列。執事會主席鐘禮皋弟兄分別到 ICU 和

普通病房去看望了大女兒兩次，為她禱告。

還有其他的弟兄和姊妹們去看望了、或者

想去看望但是由於醫護人員建議病人減少

外界接觸而沒能去。我們對此無比感動，

感謝神，感謝教會的所有弟兄和姊妹們，

其實沒有任何語言可以表達我們心中的這

份感謝。 

美國的醫療方法和國內有很多不同之

處。大女兒這次的開顱創傷很大，可是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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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求從手術後第 2 天就下床行走，第 3

天開始洗頭洗澡，特別要用洗髮水洗傷口。

我們都擔心這樣大女兒是否受得了，傷口

會 不 會 發 炎 。 教 會 的 蓮 紅 姐 妹 是

Jefferson 醫院的傷科護士，作為專業人

士, 她告訴我們美國這方面的理念確實與

國內有很大的不同，美國醫生認為病人在

床上躺著不動，每一天身體機能的倒退要

花很多天來恢復，相反，越早走動越利於

身體的恢復。至於傷口，國內認為不能碰

水，而美國醫生要求保持傷口的干淨，每

天清洗是利於恢復的。蓮紅姐妹的解釋和

她自己在實際工作中積累的經驗打消了我

們的疑慮。手術後第三天洗頭時，蓮紅姐

妹正好到病房，還親自參與了給大女兒洗

頭，使得她和二女兒安安心心地過了這關。 

遠在國內的小女兒及小兒子得知大姐

的病情非常著急，得知看醫生和手術的順

利進展，特別是被神的保守，教會所有弟

兄和姊妹們的禱告及無私奉獻，深深打動。

小女兒開始仔細學習聖經，天天禱告。她

19 號發來的感悟：神的誡命，第一要緊

的，是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

的神。其次，要愛人如己。 

8月 19日週五下午近三點，出院的大

女兒由周國成弟兄開車接了回來。我向他

致謝，他握著我的手，把真情和關切傳達

給我。在送別他時，我動情地對他說，聖

經上說，人看不見神，但這幾天我從他的

身上，從他夫人的身上，從教會的弟兄和

姊妹們的身上，我看見神愛世人，愛人如

己，我看見了神！ 

謹以此文紀念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成

立二十週年。 

2022年 8 月 20日於新澤西櫻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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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在神的带领下，樱桃山华人基督教会走进了第二十个年头。教会在十月

份进行堂慶，并出版年刊。年刊編輯小組陶亮和唐梦宇姐妹联络投稿人和组

织稿件，王伟桥弟兄幫助设计封面，钟礼皋弟兄负责全面審稿，李绍沅牧師

協助，涂漢明弟兄负责最终排版。感谢弟兄姐妹们的投稿，在这里分享他们

在信仰中的内心觉醒，在盼望中的灵命塑造，和在慈爱中的恩典脚踪。弟兄

姐妹共同見証 神在個人、家庭、工作、團契和教会所彰显的榮美和恩典。我

们也要为未来的岁月祷告，求 神使樱桃山华人基督教会继续归耶和华为圣，

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年刊編輯组同工 

2022年 10月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拉太書 2:20 



 

 

 

 

 

 

 

 

 

 

 

 

 

 

主日聚會時間 

詩班練習 9:00 a.m. – 10:00 a.m. 

中文堂主日崇拜 10:00 a.m. – 11:20 a.m. 

粤語堂主日崇拜 10:00 a.m. – 11:20 a.m. 

英文堂主日崇拜 10:00 a.m. – 11:20 a.m. 

成人主日學 11:30 a.m. – 12:30 p.m. 

青少年主日學 11:30 a.m. – 12:30 p.m. 

兒童主日崇拜 11:30 a.m. – 12:30 p.m. 

愛筵 12:30 p.m. – 13:30 p.m.  

 

 

Celebrating 20 Years of Service 


	❖信：心中覺醒
	❖望：靈命塑造
	❖愛：恩典腳踪
	❖信：心中觉醒
	詩篇中的『心』
	李紹沅 牧師
	❖望：靈命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