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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主門徒的教會生活與傳福音的關係 黃嘉松牧師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眾人

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

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

他們。』(徒 2:41-47) 

 

神愛我們不只是拯救我們脫離罪與死亡，並且

也看重我們，讓我們與他同工，去使萬民作主的門

徒。 

作主門徒不只是個人的事，也是教會弟兄姊妹

要同心合一的事。這段經文記載初期教會的門徒共

同生活。他們的教會是一個蒙福的教會，眾人滿有

喜樂，且福音被興旺。這些門徒的教會生活有何特

色？ 

一、 他們恆心遵守使徒的話 

使徒的話是主耶穌與聖靈留給使徒們的。作主

門徒的一個記號就是恆心遵守主的話：『耶穌對信

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

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

由。』(約 8:31-32) 

當教會弟兄姊妹共同注重神的話、活出神的智

慧時，弟兄姊妹就更蒙福，所產生的見證必增強我

們傳福音的果效。讓我們不要輕看我們一起查考聖

經、聽道、與遵守聖經教訓，這些關乎許多人的靈

魂，益己益人。 

二、 他們彼此交接 

這些門徒的交接（團契）不是膚淺的。他們彼

此相愛到一個地步，許多人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

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這是兄弟姊

妹相愛的記號：『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13:35)，這個見

證使得傳福音極有果效，得救人數天天增加。 

三、 他們一起擘餅、用飯與讚美神 

這群門徒很愛主，每次聚會用飯前一定擘餅

（守聖餐紀念主）且讚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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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不要輕看教會目前

每個月的聖餐紀念主禮拜；也

不要輕看每主日的午餐；更不

要輕看每主日的敬拜，這些和

我們的見證很有關。只要我們

在一起時，存著對主感恩與愛的心，別人就會看到

神與我們同在的見證。若我們也不斷帶領人到教

會，傳福音就會有果效。 

四、 他們一起禱告 

門徒一起禱告對門徒的蒙福與傳福音實在有

說不盡的影響。若教會弟兄姊妹都能經常一起禱

告，我相信教會可以少掉許多事工，可以省去許多

經常費，可以把省下的錢去不斷植堂傳福音(在本地

與海外)。 

可惜今天很少教會做到這一點，浪費許多神國

資源。為何人不喜歡一起禱告？除了太忙外，也因

為初時彼此不熟悉、不信任、不會禱告、不信，再

加上沒有耐心，就放棄了。 後甚至連有心的人也

放棄了。但其實只要持之有恆，加以年月，必慢慢

覺得其中甘甜，弟兄姊妹就開始蒙福，就同心合

一，神就大大同在，福音就必傳開。  

聖經筆記   

彼得行傳 陳廣耀 

參考：焦牧師講述使徒行傳錄音  

(續上集) 

五、講道受逼： 

1. 逼害原因： 

彼得傳主的道，高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並大

聲宣揚祂復活了，聖靈動工，感動眾人，信者激增，

震驚猶太當局，嚴厲鎮壓，這是教會成立以來，第

一次遭受殘酷逼害。 

2. 逼害集團： 

由徒 4: 1, 5 經文得知，逼害教會的是祭司們、

守殿官、撒都該人、官府、長老、文士等，有名有

姓的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約翰、亞力山大等

人。總而言之，這個逼害集團，包括整個猶太社會

領導階層人物，都是當時有錢有勢的猶太人，這些

社會上的精英領袖，勢力實在太大，他們竟群起逼

害彼得、約翰、雅各等來自加利利無知的漁夫，他

們毫不把這弱勢的一群放在眼裡，以為只要以泰山

壓頂之勢，加以鎮壓，就可輕易把這些鄉巴佬徹底

消滅。如果他們打壓的是做人的工的一撮人，當然

簡單，定可如願，豈料他們要對付的竟是與耶穌基

督綁在一起的神國工人，麻煩就大了。 

3. 逼害行動： 

主耶穌早已說過「陰府的權勢不能勝過我。」

那就是指教會說的。祂早就預言過，也預先宣告過，

教會的成立，就是從陰府的權勢中，突圍而出，而

今教會剛誕生不久，陰府的權勢就迫不及待，要把

這初生的教會撲滅，但這惡毒的企圖，未能得逞，

結果慘敗。這樣我們看見耶穌基督之名的無比威

力，和奇妙大能。他們採取的逼害行動如下： 

(1) 捉拿使徒： 

猶太當局忍無可忍，終於採取行動，抓了二

個行神蹟的人，這二人是當時使徒中的佼佼者，

彼得善於表達， 會講道；約翰思想細密，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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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主，是主耶穌 愛的門徒，二人在一起，是天

衣無縫的同工搭配。 

(2) 審問使徒： 

二人被捕後，立即受到嚴厲的審問，審訊情

形詳使徒行傳 4:5-12，他們受審時的表現，跟上

次主耶穌被捕受審時的表現，完全不一樣。這次

彼得溫文有禮，不急不躁，這打魚的沈得著氣，

作了一番好見證，實在難能可貴，很不容易。此

外，他更言詞犀利尖銳，語帶諷刺，很有智慧的

指責他們，「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啊，倘若今日，

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善事，查問我們他是怎麼

得了痊癒，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

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癒，是因你們所釘十字

架、神叫祂從死裡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徒 4:9-10）彼得得理不饒人，指責他們濫權枉

法，把從沒做過壞事的子民拘捕，並加審問，天

理何在？同時，他毫不含糊，大膽見證，明白告

訴他們，治癒瘸子的，正是他們釘死的耶穌基督！

他雖言詞尖刻，但內心充滿慈愛寬容，「除祂以

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

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 4:12）他苦口婆

心，勸他們及早悔改，放下屠刀，立地得救。 

彼得在短短的講道中，就讓我們看見聖靈在

他身上的改變工作。的確，在他傳福音的時候，

他本身就見證福音的大能，這不但是他本身的言

教，更是他整個生命的擺上，為主傳福音作見證，

這是何等奇妙的大改變。 

(3) 審問結果： 

彼得受審時義正詞嚴的講道，加上醫好的瘸

子站在旁邊，作實際見證，使審問他的人啞口無

言，窘態百出。這次的審問，不像是彼得受審，

反而變成彼得審問他們，主客易勢。 後這些審

問他的人，抓不到他可以定罪的把柄，又不敢把

他們隨便定罪下獄，無可奈何，便想出恐嚇的歪

主意，企圖嚇阻教會聚眾傳道的活動，尤其嚴禁

他們以後不准再奉耶穌基督的名講論。所以猶太

當局不禁止教會活動，唯一禁止不准舉行的活

動，就是聚眾講道。身為基督徒，如果甚麼都可

以做，就是不准講道，你猜誰 歡喜高興？當然

是魔鬼！ 

(4) 釋放去處：  

經過一番折磨，終於邪不勝正，彼得和約翰

無罪獲釋，他們出獄後，不是趕快回家，而是「二

人被釋放，就到會友那裡去。」（徒 4:23）可見

他們非常看重教會，當時信徒，以教會為家，會

友之間，關係密切，勝過家人，非常親密團結，

彼得和約翰二人，獄中獲釋，不往家裡跑，反而

直奔會友那裡，可見一斑。 

4. 教會反應： 

(1) 對付逼害： 

彼得和約翰二使徒，無罪獲釋，直接回到教

會，會友都為他們平安回來，額手稱慶，會友的

反應，不是戰慄退縮，而是立即召開讚美大會，

齊聲讚美神，會眾特別高頌「外邦為甚麼爭閙，

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

來，臣宰也聚集，要敵擋主，並主的受膏者。」

（徒 4:25-26; 詩 2:1-2）。 

此外，他們也認清，教會受到逼害，不是偶

然事件：「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

民，果然在這城裡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

穌〔僕或作子〕，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

的事。」（徒 4:27-28）可見這是神早預知世界必

然有的反抗，就是罪惡勢力的囂張反動。儘管如

此，會眾的信心非但沒有減損，反而更加堅強，

這事件神早已預知，如今果然按照神所說的成全。 

教會眾人總是從聖經的角度和天上的觀點來

看問題，所以看法與眾不同。這一事件從人的角

度來看實在可怕；但從天上的觀點來看，全在神

了解與掌握之中；明乎此，有何可怕！所以他們

無不同聲讚美神。這給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教訓：

我們看問題，一定要從聖經的角度和屬天的眼光

來看，這樣才看得準，不會發生偏差。 

(2)面對未來： 

二位使徒有驚無險地在神保守下逃過牢獄之

災，直接回到教會。信徒歡喜雀躍，口唱心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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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讚美神，感謝神的恩典。接著大家冷靜下來，

仔細思考。他們受到威脅恐嚇，不准再奉耶穌基

督的名講道。強敵當前當如何因應面對將來？「他

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鑒察；一面叫你僕人大放

膽量，講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

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

（徒 4:29-30）可見他們沒有被嚇倒，讚美神後，

立即求主賜給他們膽量，放膽講道，續行神蹟，

勇往直前，永不屈服，令人敬佩！ 

一般人處此逆境，必定求神改變險惡環境，

封住敵人的口，不再威脅恐嚇；但初期教會的成

員卻勇氣十足，不求神改變凶險環境，只求主賜

能力去克服環境，戰勝敵人。讀使徒行傳讓我們

發現與魔鬼爭戰的軍裝只護前不保後，如護心鏡

護胸不護背、藤牌擋前不擋後—這大概是不准戰

士臨陣脫逃，不保護叛逃者，因此這些裝備的設

計都在保護前面，戰士只要勇往直前，視死如歸，

必定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無敵。 

(3)團結合一：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

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

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

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徒 4:32-35）這

段經文告訴我們，教會沒有被嚇倒，反而更加團

結，一致對外，肢體更加相親相愛，彼此關係更

加親密融洽，人人以教會為家，不攢私財，一切

公有公享，真正合一成為一體。教會對外勇敢面

對挑戰，教內信徒同心同德，全力支持不分彼此，

團結一致榮耀歸主，這就是初期教會的寫照，令

人鼓舞的光景。 

5. 後世典範： 

初期教會因聖靈降臨，在五旬節順利誕生，人

人聖靈充滿，大有能力，行神蹟，做見證，講主道，

深扎人心，得眾民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教

會，使教會信徒日眾，天天茁壯順利成長。豈料驚

動官府與猶太宗教領袖，受到無情鎮壓、逼害、威

脅、恐嚇，不得奉主名講道；幸蒙主保守支持，恩

賜膽量，使教會勇往直前，不屈不撓，屹立不搖。

感謝主！ 

初期教會受逼不屈的英勇表現，在在都是今日

教會的典範。這是神奇妙的工作，經後世歷代教會

發揚光大，使我們信心更加堅固。因為神是活的，

教會也是永遠活的。人的工作從來都是改了再改，

因為凡是人造的，沒有一樣是完美的；教會卻不同，

是神的大工造就，尤其初代教會，可說是造得完美

無瑕，成為今日教會的好榜樣、好典範。凡我信徒

應更虛心效法。願神繼續祝福祂的教會。(待續)  

 

笑一笑 十年少  

原來你也很富有 
有一位青年，老是埋怨自己

時運不濟，發不了財，終日愁眉

不展。 

這一天，走過來一個鬚髮皆白的老人，問：「年

輕人，為什麼不快樂？」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總是這麼窮。」 

「窮？你很富有嘛！」老人由衷地說。 

「這從何說起？」年輕人不解。 

老人反問道：「假如現在斬掉你一個手指頭，

給你一千元，你幹不幹？」 「不幹。」年輕人回答。 

「假如砍掉你一隻手，給你一萬元，你幹不

幹？」 「不幹。」 

「假如使你雙眼都瞎掉，給你十萬元，你幹不

幹？」 「不幹。」 

「假如讓你馬上變 80 歲的老人，給你一百萬，

你幹不幹？」 「不幹。」 

「假如讓你馬上死掉，給你一千萬，你幹不

幹？」 「不幹。」 

「這就對了，你已經擁有超過一千萬的財富，

為什麼還哀怨自己貧窮呢？」老人笑吟吟地問道。 

青年愕然無言，突然什麼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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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介紹 

葉耿齊 李美瑩傳道

伉儷         葉耿齊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

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 139:16  

我和太太 Vicky 都是第一代的

基督徒，我更是全家族中第一個蒙

恩信主的人。Vicky 是在小時就信

主，當時她二姐傳福音給她，說:
「就算這世上沒有人愛妳，耶穌還

是會愛著妳。」她很感動，知道無

條件的愛正是她需要的，就單純地相信了。

Vicky 從小家境並不是很好，常常生病，也沒有

多餘的錢看病，就自己為自己按手禱告，神竟

也垂聽小小孩的祈禱，開恩醫治。因為從小經

歷過大大小小的神蹟，Vicky 心中早己知道耶穌

是又真又活，看顧我們的神。大約在高中時，

神很清楚地告訴她，將來有一天祂會帶她來美

國服事祂，她就默默地把這件事放在心裡。

Vicky 一家六個姐妹先後信主，為父母禱告多年

後，父母也於晚年離世前接受了主。 

我則是生長在一個無神論的家庭中，父母

從小就對我的期望很高，希望我出人頭地，也

教導我凡事要靠自己，世上只有實力 可靠，

因此每當空閒時，我總是想辨法充實自己，但

是這樣「充實」的背後，動機其實是懼怕。我

深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被社會淘汰了。大學時，

我主修商科。求學期間，心中對人生產生很大

的疑問：人生只是為了賺更多的錢而已嗎？賺

了之後呢？這些能給我真正的滿足嗎？我是

誰？我從那裡來，要往那裡去？人生走這一遭

的意義是什麼？我翻遍哲學的書籍，找不到答

案。同學三番兩次邀我到教會去，但我總覺得

基督教的信仰太淺顯、太不合理，不可能有真

正的答案。但後來我喜歡上了一個女同學，她

是基督徒，因此我就為了追女朋友而進到教會

裡去了。到了教會的小組，處處跟人辯論基督

信仰中我覺得不合理的地方，那時覺得自己很

聰明，因為那些基督徒都沒有辨法辯贏我。誰

知後來慢慢自己看聖經、聽講道，突然發現耶

穌話語的能力，心裡非常感動，而後觀察基督

徒的言行，又羨慕他們有的平安喜樂。看到基

督信仰的超越，又知道真神和生命的意義就在

這裡面，女朋友也不追了，就決定受洗，成為

天父的孩子。 

受洗的那一天，我有很強的感動要全職事

奉神，但怕是自己的衝動，就暫時把這個念頭

擱下。後來我和 Vicky 交往、結婚，兩個人都找

到很穩定的工作，存了一筆錢，準備要在台灣

買房子，建立我們自己的家。有一天，從來不

愛看報紙的 Vicky，偶然翻起報紙，突然發現廣

告版寫著小小的「美國綠卡抽籤移民」。她說：

「不妨去抽抽看。」，原來她心中還是記念著

神在以前給她的應許。我心想：「這會不會是

騙人的？怎麼可能有那麼好的事？而且就算是

真的，機率也太小了，根本不可能抽中的。」

但是 Vicky 執意要抽，我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照

辦了。過了幾個月，接到一封從美國來的信，

通知說，Vicky 抽中了。我聽見了，嚇了一跳，

心中產生對神很大的敬畏，心裡想：「神是輕

慢不得的，神說的話真是算數的，事情會照神

說的成就。」。 

「要去美國！」這個挑戰對我們來說，太

巨大了，我們根本沒有準備好要到美國生活。



 
芥菜子 春季刊 第 6 頁 2009 年 3 月 

更何況美國這麼大，我們卻一個朋友、親人也

沒有，我們不知道要去美國的那一個城市，連

要做什麼也不知道。我們心裡很著急，只好禱

告，神讓我們兩人同感一靈，我們分開禱告，

卻得出同樣的結果：「神要我們去休士頓！」。

可笑的是，我們連休士頓在哪都不知道，搞了

半天才知道在德州。恰巧那時 Vicky 的一個大

學同學在羅得島要畢業了，找到兩個工作，一

個在紐約，一個在休士頓，她很煩惱，不知道

要選那一個才好，從美國打電話回來請我太太

為她禱告，Vicky 聽見了，幾乎是用大叫的說：

「選休士頓！選休士頓！」，因為她一直在禱

告上帝為我們預備一個朋友在那邊。後來上帝

真的帶領她來到休士頓，成為當時我們在美國

唯一認識，也是接我們飛機的人。 

我們根本不知道上帝要我們來美國做什

麼，只覺得上帝對我們的人生有一個心意，是

我們要去體會的，所以我們只好一直尋求。神

先透過一些傳道人對我說話，讓我知道，當初

對我的呼召還在，正如祂留意保守祂對 Vicky
的應許一樣，但是我心裡對全職的呼召還是有

許多懼怕，不敢完全地把自己交給神。我心裡

一直在想，我是不是該去唸商學的研究所，以

後比較有出路。就在往美國的飛機上，我反來

覆去地憂慮這些問題的時候，神讓我看到飛機

外的夜空，我在深暗的夜空中看到一輪像一面

牆那麼大的月亮，襯著難以計數的星星。我一

生中從沒看過這麼大的月亮，這麼多的星星，

和這麼稠黑的夜空，那時我感覺自己來到了外

太空，仰看整個宇宙。雖然只是一個自然的景

象，對我來說卻像一幅超現實的圖畫，其中的

浩瀚深深地震撼了我。就在那時，我彷彿在心

裡聽到上帝對我說：「孩子，這宇宙是我創造，

是我保守它運轉如常，如果我有能力創造這樣

的宇宙，掌管這樣的星體，難道我沒有辦法掌

管你的生命，對你的未來負責嗎？你只要信靠

我。」當下我心裡向神折服，說:「主啊，我願

降服，我的未來在祢手中。」於是我便下定決

心要回應神的呼召，去唸神學院，把一生全獻

給主。 

在 唸神 學 院 的過 程 中 ，因 為 經 濟上 的 考

慮，我們一直不想要孩子，但是很奇妙地，上

帝漸漸把「要生孩子」的念頭放在我和 Vicky
的心裡。在生活上的信實，除去了我們對經濟

上的懼怕。在懷孕的初期，我們的保險還不能

啟用，Vicky 幾次出血，我們都慌了手腳，但是

神卻用以賽亞書 66:9 安慰我們：「耶和華說，

我既使她臨產，豈不使她生產呢？你的神說，

我既使她生產，豈能使她閉胎不生呢？」。在

默想中，神給了我一個名字「子手」，意思是

這個孩子要成為聖子耶穌的手，用來做拯救和

醫治的工作。Vicky 也為孩子命名為 Isaiah，意

思是「主是拯救」。我們在母腹中就把孩子奉

獻給神，希望他將來成為一個全職的傳道人，

把拯救的信息傳給世人。 

我們在求學的過程中一直為我們未來的禾

場禱告，我們知道我們是上帝的僕人，選擇服

事的地方不能憑個人的喜好，一定要有上帝的

差遣才行，因此我們去哪裡都可以，只求上帝

的心被滿足。我們從沒想過，也沒求過要到加

州，但是上帝透過種種的安排，和許多的印證，

把我們領到這個教會。我們在面試的過程中就

很清楚，這是上帝為我們預備的教會，因此我

們自此沒有再找其他的服事機會。既然清楚這

是上帝的帶領，我們心裡就多了一份篤定，知

道無論是教會的牧長、會友，或是接下來要面

對的一切事情、挑戰，都是上帝量給我們的環

境，我們要在當中盡力地順服，行祂的旨意。

感謝主，神賜給我們的，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的，當我們走在神的旨意中時，真的覺得連天

使都在為我們開道路。感謝主帶領我們來與你

們一起同工，一起成長。我們本是不配來服事

主、服事教會，但神的呼召大過我們的軟弱，

因此我們不敢看自己，只能憑著神的恩典向前

走。我們感謝神，因為我們的日子尚未度過一

天，祂都早己寫在祂的冊上了，因祂掌管未來，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將自己交在祂的恩手中，感

謝主！也請常常為我們一家禱告，讓我們一家

的服事、生命的氣息，都像蒙天父所愛的兒女，

滿足祂的心，討祂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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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 Melissa Aubrie Chan  

On Friday nights, Melissa can be found working 
with the 7-12th graders at Footprints. Since Josh 
moved to the English pastor role, she's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youth counselors to lead 
youth group. Her primarily responsibility is 
coordinating the Friday program, which includes 
worship, games, small groups, and a short talk. 
Footprints has been a place where she has been 
able to apply her creativity, planning skills, and 
leadership gifts. Over the course of her service as 
a youth coordinator, she has incorporated videos, 
activities, and special programs into Friday night 
programs. She also has the privilege of 
co-leading a small group of high school girls.  It 
has been a joy for her see students learn to pursue 
God passionately and together in fellowship. 

Before joining Footprints!, Melissa served at our 
sister church, Chinese For Christ Berkeley. While 
she attended church in San Jose when she was 
very young, she really counts CFC Berkeley as 
her original home church. During her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her best friend invited her to 
check out CFC Berkeley. While she was 
originally hesitant to regularly attend, the sight of 
people authentically worshipping God really 
attracted Melissa to continue attending. Her 
pastor's wife spen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with Melissa and challenged her to really live a 
life 100% dedicated to Christ. Melissa made a 
commitment to be fully surrendered to Christ her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After 13 years of schooling from Chinese 
Christian Schools, Melissa graduated high school 
and attended UC Santa Cruz. She pursued an 
engineering degree, majoring i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She excelled academically, 
but also grew spiritually. She was involved in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serving as a 
co-Bible study leader, evangelism leader, and 
webmaster. God really used her undergraduate 
years to begin to shape her perspective on 
post-modern Christianity, social justice, diversity 
amidst the body of Christ, and other issues.  

Between the summers of her undergraduate years, 
Melissa interned at various Silicon Valley 
companies including 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 (SLAC) and SAP (a very large German 
software company). She also was involved in 
CFC Berkeley's young adult fellowship, Living 
Stones Fellowship (LSF). Though LSF was 
geared toward college graduates, Melissa thrived 
in learning about young adult life from interacting 
and observing people in her fellowship. During 
the summers, she also served as a Bible study 
leader at LSF. 

Her senior year in college, Melissa applied to 
graduate school at the suggestion of her parents. 
She was accepted to Stanford and Berkeley for 
graduate studies, but decided to attend Berkeley 
so she could continue serving with her home 
church at CFC Berkeley. During the course of her 
two year Masters program in User Interface 
Design at Berkeley, she served as the young adult 
core coordinator of her fellowship (LSF). She 
worked with a group of leaders to plan the vision 
and direction for young adult fellowships, design 
and execute events, and coordinate Bible study 
and other topical lessons. She would also attend 
their young adult small group on Thursday nights 
with Kristy and Noel Esporo.  

After graduating from Berkeley in 2006, Melissa 
accepted an offer at Apple. She continues to work 
there to date as a Systems Analyst/ Project 
Manager for their IT organization. Her work 
focuses on Apple supply chain, which includes 
planning and manufacturing large scale systems 
projects. For Melissa, Apple ha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to further enhance her people,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s. 

In the summer of 2006, the LSF core leadership 
team decided to organize a fall retreat for the 
young adults. The core team invited Josh Lee to 
guest speak for the retreat. After surveying the 
young adult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commitment rate to a weekend retreat was very 
low.  Melissa decided to cancel the weekend 
retreat and host three one-day, once a month 
micro retreats, since the speaker was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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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ed. The first micro retreat was held in 
September 2006. It was later found out that this 
was the day where Josh noticed Melissa and his 
interest in her began. After hosting the third and 
final micro retreat in November, Josh decided to 
ask Melissa out on a date. She obliged, and they 
went out on their first date in late November 
2006. 

Josh and Melissa have definitely felt God lead 
them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relationship. A 
month before they started dating, they both 
prayed that God would open up the possibilities 
of having a partner and significant other in their 
lives. Melissa was open to whoever God brought, 
which led her to accept Josh's first invitation to 
dinner. They thoroughly enjoyed each other's 
company and talked a lot on the first date. God 
continued to confirm their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during their first few months of dating. They felt 
God's blessing and presence in the midst of their 
relationship.  

Melissa decided to officially join CFC Hayward 
in May 2007, after finishing her term as a core 
coordinator at CFC Berkeley. She was joined by 
Noel and Kristy. 
As she prayed 
about ministry 
opportunities, 
she decided to 
join youth 
ministry as a 
youth counselor. 
God has used 
the youth to 
teach Melissa  
a lot about 
humility, prayer, 
and fun/humor. 
It's definitely 
been a blessing 
to see God 
transform the 
youth students. 

After a little 
over two years 

of dating, Josh and Melissa felt like God was 
leading them to the next steps. He received the 
blessing from both sets of her parents, then started 
to initiate a plan for a surprise proposal to Melissa. 
After planning out the details with a group of their 
closest friends, Josh invited Melissa to spend a 
Saturday afternoon in Santa Cruz. He took her to 
lunch, shopping, and the beach. At each one of 
those locations, he also had their close friends 
secretly hold up signs behind Melissa as he took a 
picture. After the beach, they decided to climb a 
very tall tree in Santa Cruz that overlooks the 
Monterey Bay. After climbing the tree about 25 
feet, he invited Melissa to rest and Josh decided to 
sing a song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ir 
closest friends. He showed Melissa the pictures 
throughout the day, each picture captured a word 
and spelled out "Will you marry". He pulled out a 
sign and showed her the "me?", then got down on 
a lower tree branch on bended knee. He proposed, 
and Melissa accepted. They are now engaged.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they have not yet set a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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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品 

試探面前 傅琳 

不久前，我們全家都換了新手機，兒子很

高興，因為我居然讓他挑了個新型的而不是免

費的電話。拿到手不到兩星期，他跟朋友去遊

樂場玩，不小心擠壞了。看他垂頭喪氣地回到

家，我還以為他玩累了。後來他才說實話。我

們 決 定 去 電 話 公 司 問 問 ， 因 為 有 一 年 的 保 修

期。我們沒買電話保險，心裡想著自己弄壞，

人家應該不會同意換的，只能去碰碰運氣。 

到電話公司門口，我先生說：「把電話給

我，我跟他們說電話放在口袋裡不知怎麼就壞

了。」我一聽就不高興，又不想當眾吵架，祈

心就默禱：「主啊，求你的靈與我們同在，教

導我們做對的事情，趕走撒但的引誘。情願再

買一個，也不願得罪你。」甚是奇妙，剛禱告

完，兒子就跟爸爸說：「爸爸，讓我自己來處

理這件事。」順手就接過電話。輪到我們時，

孩子跟人家說了實話。沒料到那人說：「感謝

你的誠實。因著你的誠實我幫你換！有的人跑

來說電話放在口袋裡不知怎麼就壞了，以為我

們沒有常識嗎？」言下之意，那類謊話，一是

推卸責任，二是低估了別人的鑒察力。 

聽到這樣的結果，我又驚又喜，驚的是，

出乎意料，喜的是，在誠實的與謊話之間，孩

子順從了聖靈的指引。他才十幾歲，沒賺過錢，

要重新買，他也心疼，但在試探面前，他堅持

說了該說的話。我跟他說：「媽甚為你自豪！

神是信實的，你堅持做對的事，祂給你的回報

是大的，甚至是你不該得的。」我們全家因此

學到了功課，聽道並且行道，神會加倍地祝福

我們；而我們 要緊的是尋求神的指意，討祂

的喜悅，做該做的事。  

  

時時感恩 傅琳 

有個黑人同事的一句話，讓我難以忘懷，

因此也常提醒自己：時時感恩。她很窮，單親

媽媽，住在 HAYWARD，每月房租一千多元。

得知我住 CASTRO VALLEY，便要搭順風車，

每天送她回家。我跟她不熟，對她的請求甚是

無可奈何，只好答應。後來漸漸的熟了，隔三

貧五的，常跟我借些錢周轉一下，我才知她甚

慘，常常盼著發工資的日子。有一天聊起，我

們醫院的婦產科要合併到柏克萊醫院去，某某

護士便憂心忡忡，擔心合併後工作時間減少，

工 資 收 入 也 要 減 少 了 ， 而 她 的 儲 蓄 只 有 六 千

元。我的黑人同事說：「六千元還擔心？我的

口袋是每天有六元錢夠我上下班搭車就很滿足

了。」有時我帶份午餐或者別人送她一點什麼

東西，她總是快樂地說：「上帝真好！多恩待

我。」她常常數算神的恩典。 

每天口袋裡有六元錢就很好了？！時常有

人借些錢幫她周轉一下，使她能付帳單；每天

有人送她回家，免了車費（她連汽車都沒有）；

有時吃個免費的午餐，都讓她驚喜不已「GOD 

TREAT ME SO SPECIAL! 上帝真是恩待我。」

她從不抱怨日子過得緊，眼睛總是注目那杯裡

的半杯水而不是盯在那半個空杯上。 

想想自己口袋，是哪天都不少於六元錢，

上帝賜給我一個完整的家，至今尚存我的生命

氣息，且有能力照顧好家人，撫養孩子，衣食

無愁，工作無憂，我豈不更是五體投地，萬分

地感謝神恩？不說好處，就算是難處，也是為

了幫助我成長，訓練我依靠祂，順服祂，以祂

為主，無論怎樣都是為了我的好處。「萬事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 8：28）

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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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嘆  

聽禱告的神  陳敏 

如果你不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當你初信

神時是否疑慮重重？是否禱告時金口難開？是

否將信將疑你的禱告神能聽到嗎？神怎麼答覆

你呢？那時候是你靈命開始成長的嬰兒期。 

今年九月我靈命成長滿十歲了，我覺得自

己是如此的年輕，回顧十年來神一步一步的帶

領，心中感恩不盡。初信主時聽年長基督徒的

禱告，說天父的恩手牽著我們從不離棄，心中

默 默 想 什 麼 時 候 我 也 能 真 真 切 切 感 覺 到 神 的

手。第一次的禱告在眾人面前害羞緊張，在神

面前虛幻空洞，不知該說什麼，似乎一生順暢

無所求。 

然 而 一 部 科 幻 影 片 ， 卻 讓 我 在 心 中 呼 求

神。DEEP IMPACT 電影描述一顆比月亮大六倍

的隕石將與地球相撞，美國宇航署派遣大型飛

船加火箭裝滿所有的原子彈要在隕石撞擊地球

之前砸毀它。重重計劃失敗後隕石如月球般的

大碎片落在大西洋，激起幾百米高的海嘯，看

到紐約波士頓邁阿密螞蟻般的建築和逃難的人

群，我在心中呼喊，神啊，只有你能拯救我們。 

團契生活中，我聽到姐妹為搬家求神給個

好天氣，費城多雨的春季，她得到神應允，為

主作見證。教會長老為植堂禱告，愛主的基督

徒為福音廣傳禱告。我漸漸學會了禱告，也領

受到基督徒的福分--任何事情都可以向神求。

求神保佑我的房子賣個好價錢，果然買方開價

一 個 比 一 個 高 。 申 請 一 家 生 物 製 藥 公 司 的 職

位，緊張面對各部門主管的面試，因為從來都

是在大學任職，未經歷過這麼正式的考問，只

好求神給我力量和平安，否則能回答的問題也

會結巴，不出一周就收到聘用信，感謝主給了

我 自 信 和 勇 氣 。 姐 妹 們 都 說 初 信 時 禱 告 特 別

靈。多麼慈愛的天父，在我是嬰孩時祂溫柔呵

護。 

教會聽道和團契學習使我很快就知道：向

神禱告不能妄求，要多讀聖經，體會神的心意，

禱告後靜心等待神的應允或不被應允。我就冒

出一堆疑問：不被應允的禱告我不是白說了，

被應允的禱告我或許不求也能成？ 

六 年 前 我 的 右 上 眼 皮 出 現 輕 微 重 覆 的 跳

動，在家庭醫生的推薦下，看了 EDEN 醫院的

神經科醫生，吃了兩周抗癲癎藥，不見有效，

反而頭暈腦脹，醫生建議注射 BOTOX，一種肌

肉麻痹藥。如果用它，眼皮會不跳，但眼也閉

不緊了，藥物僅三個月有效，需反覆注射，幾

年後肌肉就麻痹了。因擔心其副作用，我不敢

貿然嘗試，又自掏腰包看了另一位醫生，也是

同樣的招術，只好作罷，默默禱告求神治癒這

毛病。 

我很虔誠地在主日崇拜後祈求神，也在姐

妹三人禱告小組提出代禱，但未被神應允。隨

著時間的推移，眼皮跳動越來越頻繁，越來越

嚴 重 。 2005 年 搬 家 到 北 卡 州 又 找 到 Raleigh 

Neurology Associates，雲集幾十位神經學醫生的

診所，他們皆畢業於美國名校如 Duke Medical 

School 等，又有多年行醫經驗。經過全面檢查，

發現我除了眼皮跳動以外，下嘴角也在輕微抽

動 ， 做 過 MRI 大 腦 掃 描 ， 他 又 建 議 我 接 受

BOTOX 治療。眼皮不自主的閉合已經影響到我

的視力，在高速公路開車都不敢換道了。 

06 年我開始接受藥物注射，在眼睛周圍和

唇邊打針注藥後，右邊臉肌肉被麻痹，笑比哭

還難看。從此我見人就躲，能不說話就不說話。

獨自一人先從北卡回灣區後，找了位擅長眼面

部手術的醫生注射 BOTOX，每隔三月一次。我

也學過西醫還行醫六年多，認為這毛病將跟隨

我到死了。仍然時有禱告時而灰心，但除了求

神我別無他法。 

2007 年初我在職的公司被另一家大公司購

買，人事變動雜亂，十月我就跳槽到更大的製

藥 公 司 ， 醫 療 保 險 中 斷 了 一 個 月 正 是 藥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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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OX 失效的時候，擠眉

弄眼與人相見，我恨不得地

上有個縫讓我鑽。雖然從前

曾 在 網 上 查 過 與 此 疾 病 相

關知識，但都一無所得，剛開工不忙，我又在

網 上 瀏 覽 。 谷 歌 上 找 到 Hemi-Association 網

頁，介紹了 MVD---顯微血管減壓手術治療此病

的方法，它是唯一有效的方式，並早從八十年

代就已開始治癒病人。我順藤摸瓜找到神經外

科醫生，下定決心六月孩子放假後就去動腦手

術。隨著手術日子的漸漸到來，心中開始緊張，

在腦內面神經周圍，纏滿了血管和聽神經，手

術能否成功？後遺症能避免嗎？如果倒下永遠

站不起來了，孩子的生活由誰來照顧？一切的

擔憂和煩惱時時浮現腦海，我只能求神看顧保

守我們，我時會高歌耶和華的愛，對神充滿信

心，知道祂掌管明天。 

感謝主應允了我所求，使我緊縮著重如千

斤的臉和眼瞼卸下重擔，讓我好開心，感謝主

讓教會的弟兄姐妹為我禱告，無數的愛和關懷

感動我心。我時時想此病能治好，可為什麼我

曲折了幾年？美國高超的醫療技術和先進的醫

療儀器，為何神經內科和神經外科如各居地球

兩極的部門，互不相連？多年美國名牌醫學院

培 養 出 的 醫 生 的 知 識 怎 麼 不 如 互 聯 網 上 的 信

息？我知道其他病人在一年內就得醫生建議動

手術很快治癒的，而我的經歷是神給的，是獨

特的，我所學到的功課一言難盡。 

我在 FOSTER CITY 的房子雖然賣了高於

我所要的價錢，但神沒有告訴我那房子如果推

遲一年賣價格將翻一翻，2000 年我們搬回灣區

時那心疼勁兒，只好再禱告神啊，你讓我學到

了如何積累財富在天上，而不是地下。雖然我

求職順利，但我遇到些許很不可理喻的上司，

曾經讓我夜裡難眠，藉著禱告和聖經學習，我

總能很技巧地找到平衡點。 

當我手術後恢復期，聽到電視新聞報導，

加州醫院手術事故引起的死亡率統計達百分之

六，感謝主把我排除在這百分之六之外。更感

謝主讓我深知我們的禱告不會改變神的計劃，

但是能夠改變我們自己的心意，我們屈膝禱告

的時候，內心就得到提醒，要謙卑下來依靠神。

我們每天恆切為別人代禱，就會發現自己狹隘

的心胸變得寬廣仁慈。 

一個缺乏自省的人會以為禱告所專注的是

神有否聽他的禱告，然而神的兒女應該知道禱

告 時 與 神 相 交 ， 在 持 續 的 禱 告 中 聽 見 神 的 旨

意，來改變自己。保羅說「主已經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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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為什麼不告訴我？ 唐騖  

「你有沒有聽說，某某弟兄 近失業了。」 

「真的啊？什麼時候的事情？」 

「有一陣子囉！他過完新年就被裁員了。」 

「唉，他怎麼不告訴我？都這麼熟了，我

們可以幫他禱告、幫他找工作啊...」  

這樣的場景我們應該都不陌生。我們每個

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也常常會礙於隱私甚或

面子，難以對人啟齒。對人有如此考量其實無

可厚非，因為有些事情即便是對於非常熟的主

內肢體，有時候也的確難以開口分享。  

然而對神呢？我們常常沒有把自己的需要

帶到神的面前求，是為了什麼原因？  

我們經常會習慣性地設法自己解決困難。

這原是好的，因為這表示我們有責任感，不逃

避問題；然而人的力量卻是有限的；此外，神

也應許我們，祂是我們的磐石、我們的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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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求告神是基督徒

的特權，同時也是責任。  

自從始祖犯了罪，在靈裡切斷了與神的關

係之後，人類所居住的世界就被魔鬼所掌權。

誠然我們的神是至高的神，祂知道我們的心思

意念，也明白我們的需要；然而神卻要我們藉

著禱告，來表達我們對神的讚美與尊崇，到神

的面前悔改認罪，並且謙卑地祈求神的帶領。

神也要我們彼此代禱，以建立肢體間的連結。

也就是說，禱告是神要我們與神彼此連結，以

對抗惡者，與神保持聯繫的方式；也是肢體間

彼此表達關懷、互相勸勉、彼此提攜的途徑。  

我們在天上的父神是慈悲的神。祂饒恕我

們的過犯，也要我們與祂建立親密的關係。就

像父母親疼愛子女，當一個謙卑順從的孩子到

父母面前來求助或是求問時，父母親往往會很

慈祥和藹地幫助他；假若孩子很固執、很叛逆，

把 自 己 的 困 難 隱 瞞 不 說 ， 父 母 親 其 實 心 知 肚

明，但仍可能會耐著性子，在一旁看著孩子在

錯誤中學習。  

當然，即便這叛逆的孩子沒有求助，但在

關鍵的時刻，父母仍會幫他一把，因為他是父

母 親 所 愛 的 兒 女 ； 然 而 父 母 親 的 心 中 仍 會 感

嘆：為什麼你不告訴我？早點說不就省了許多

事情嗎？而我們跟神也一樣。唯有對神敞開心

門，才能在靈裡與主建立 親密的連結。   

想想看，有什麼是你應當跟神說，但還沒

有對祂說的？  

 

三生有幸   李紡 
有一次和隔壁的老太太聊天，她說她現在

天天看世界日報。她是越南來的華僑，會對世

界日報這麼有興趣，讓我有點訝異，她撥開我

心中的雲霧：「我每天都要追蹤阿扁一家 A 錢

的進展…」我也是天天看報的人，從「海角七

億」的事件，讓我慶幸自己生在尋常百姓家，

我的父母安份守己，勤儉樸實，留給我寬廣的

天空去翱翔…  

箴言 30: 8-9：「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

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

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

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想

想自己的原生家庭，沒有窮到繳不起午餐費，

也沒有富足到讓我有恃無恐。知道自己的前途

要靠自己奮鬥，我既不用憂心私生活會被打擾

監視，更不用擔心要坐牢，逍遙自在，誰在乎

昔日王謝堂前燕，飛不飛進去我們這種尋常百

姓家？此乃第一生之幸也！ 

耶穌在教導尼哥底母時曾說「我實實在在

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重生的問題也是我們每位受洗歸入主名下的基

督徒 常反覆思想的課題，有時覺得自己已重

生，在地如在天；有時卻又被罪纏擾，我想做

的，我不去做，我不該做的，我倒去做了，於

是懷疑自己是否重生…我個人認為重生與否，

第 一 要 捫 心 自 問 是 否 有 反 省 的 能 力 ， 即 使 聖

賢，也會有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而要改

過的前提是要有反省的能力。「各樣美善的恩

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

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雅各書 1:17) 可見反

省的能力也是上帝所賜。我喜歡親近神，藉著

神的話語，提醒、反省自己，確信自己是得救

重生的--此乃第二生之幸也！  

約翰一書五章 11, 12, & 20 「神賜給我們永

生，這永生也是在祂兒子裡面。人有了神的兒

子，就有生命…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

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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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位 真 實 的 裡 面 ， 就 是 在 祂 兒 子 耶 穌 基 督 裡

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我很高興耶穌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我有

永生的盼望--此乃第三生之幸也。  

今年教會想方設法地要我們作主門徒，這

是無法一吹氣就成的，必須要下功夫，願我們

彼此激勵共勉，以致我們能夠確信自己「三生

有幸」！  

 

給四十歲的妳       鍾年 
今年的二月至四月中間，有三位女性好友將陸

陸續續邁向四十大關。跟我生日只差兩天的 A 小姐

的先生提議了一個特殊的聯合慶生會，並邀請虛長

數歲的我給一個「Speech」。我聽到有 Party
便欣然答應。可是對於要「發言」一事的交

代，卻沒當回事。 

慶生會當天的美食、好酒、鮮花、甜點

把平時已丟三忘四的腦袋瓜都快塞滿了。等

吹完了蠟燭，B 先生要求我致勉勵詞。我才

咿咿呀呀想敷衍打馬虎眼，就隨便胡說了一

段「今天永遠比明天年輕，所以不要嫌今天老或醜

而隨意刪除數位相機的照片。」當時也不覺得辜負

了 B 先生的託付而汗顏。等到一個禮拜之後，看到

了 S 小姐部落格的精美慶生相片及文字記錄，我才

再次想起自己騙吃騙喝，卻沒有把 B 先生的心意當

回事，頓時覺得虧欠多多，決定藉著芥菜子一角，

來分享自己的拙見。承蒙 B 先生看得起，不怕我把

他太太教壞了，自己也乘此機會，思想為什麼古今

中外皆視“40”這個年紀為一「關口」。例如：四十

而不惑、“intellectually engaged age”。人生若有八十

年。四十正是後半輩子的開始。無論是否成家了，

四十好似與任何「小孩樣式」或「年輕氣盛」都有

段距離了。今天姑且不談四十歲的女人應有什麼樣

的風範，我倒想聊一聊四十歲的女人應如何為自己

「打算」後半輩子。 

如果四十歲以前的您總以家人為重，繞著老

公、小孩團團轉，四十歲的妳請暫停一下，為自己

而活。 

1. Develop your own interest （培養興趣）。不管

什麼樣的興趣，也許是以前想試，但總是抽不

出時間、金錢或是被其他家人之事的優先權而

排擠掉了。您可能可以列一長串。為了不要讓

自己再等二十年，然後怨嘆後悔，我建議您列

一張表，從 想試的開始。試的時候可要全力

以赴，因為不知道還有沒有下一次。若不成

功，至少試過了，無怨無悔。 

2. Nurture your friendship （經營友誼）。您從小

到大，可稱得上您「至交」「姊妹淘」的有幾

位？不用多，但要「親」，要能彼此了解，能

共患難、享快樂。這「姊妹淘」可以是您的直

系（跨年代）旁系親人或純朋

友。英文的“Nurture ”比中文

的「經營」要來得生動。

“Nurture ”像照顧一棵友誼

的小苗，要時時灌溉、施肥，

付出關愛。我建議您一個月至

少抽一、兩次特別的時光（把

老公、小孩拋下）與您的至交聊聊天（喝個下

午茶）分享所見所聞、苦事樂事、研經靈修所

得，彼此鼓勵代禱。參加周間的姐妹查經班，

也是一例。不過別忘了，雖然真正的姊妹淘是

可以和照單全收您的苦水，但感（友）情是雙

向的，要經營的。要別人愛您，自己要先付出。 

3. Take care of your body（保重身體）。雖然我

們的身體不是到四十歲才會有大變化，不可否

認當步入中年，新陳代謝、荷爾蒙、心血管等

疾病都一一來叩門。年輕時不在乎的小病痛，

累積起來還真的要「老命」。再不重視亮起的

黃燈，紅燈一亮，身體有很多功能是不會逆轉

的。趁著能動，多動。偶而的口腹之慾雖然難

免，但可別無節制的常常放縱自己。定期的身

體檢查、婦科檢查都不可以忘記，早早 make an 
appointment 放入月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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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mbrace God’s Power and Experience Renewal
（經歷神的大能與更新）。前三項我只提醒

「四十一枝花」的友人要注意自己。不論是

在生活各方面或是身體保養上，雖然是屬世

的，卻會影響到屬靈服事的品質。一位被神

充滿、有喜樂的肢體是會傳染別人的。當我

們有一個健康身體、健全的靈魂，可以快樂

領受神的託付，不會逃避神所交代的重任。

有成熟品格與成熟的年齡相稱，才能真正享

受神的大能與大愛所帶來的更新。 

僅僅用一晚上時間把自己的淺見用通俗的文

字表達出來，算是給三位「姊妹淘」的生日小禮物。

希望我們能在屬靈、屬世的道路上，都能相互扶

持，共同經歷神的更新。越「長」越有智慧與成熟

的魅力。  

 

金融風暴中的品味再思  
君無忌  

2009 年 流行的字大概是「救市」。每天的

新聞就是救市計劃，到底

怎麼個救法，我還是沒有

看明白。 

撇開救市不管， 近

的金融海嘯風暴想必各位

都有被無形中捲入，想脫

也 脫 不 了 干 系 。 是 痛 是

癢，個人自知。 

我們知道海嘯的可怕，不言而喻，金融海嘯

也是可怕的。很多人失去豐厚的退休金，有人投

資的資產陡然下降，我們辛苦存錢的大學基金也

縮水好多， 近更是什麼公司都裁人，人心惶惶

不可終日。 

在這個危機中，我們基督徒是否和世人一

樣，覺得前途茫；還是面對它，承認這正好是考

驗我們信仰力量的時機？ 

其實如果我們真把聖經當成生活準則，那真是

智慧之舉，因為聖經已經把我們從頭到沒了的世界

將是什麼樣寫得清清楚楚。 

聖經也告訴我們一條簡單的在世生活公式：敬

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一個觀點：只要有衣有

食，就當知足。 

知足是自己使自己滿足，是心態覺得夠不夠，

而不是物質決定我們夠不夠。美國廣告詞常常強

調：不要讓手邊缺一點錢來影響你對生活的品味。

所以美國人活在信用卡上，看著廣告，使用信用卡

繼續著美國夢。 

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也應該享受神所賜的豐

富，但要遠離奢侈。對物質享受的層面，要有感恩

知足的心，要往下比；在屬靈品格學問上，要朝標

竿直跑，要往上比。 

今天的金融海嘯也給我們一個提醒、一個功

課，而這個警告是聖經早就發過的「但那些想要發

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

的私慾裡，叫人敗沉在敗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惡

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

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愁啊，苦啊，多少人落

在網羅裡。 

好了，好了。如果真的虧了好多錢，也不要太

苦毒，太傷心。損失的錢本來也不是你的。那是耶

和華賞賜的，只是被別人拿走了，又太早了些，你

還沒享受到。不過，學學約伯的氣概罷：賞賜的是

耶和華，他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話又說回來，美國人是沒錢，活得像富翁；中

國人是真有錢，但活得像癟三。錢使勁藏著買黃

金，或是存銀行，用真錢換銀行兩張存單。聖經告

訴我們要把錢用在永恆的地方，放在神的手裡，放

在他的國度。 

你別以為我是在教訓你，志彬當年給我一個綽

號「炒樓天后」，你大概可以猜猜今天我有多慘。

但經過波動，我看到神要我學的功課，我看到這個

窯匠如此花費心力，只為雕塑我生命中的一個品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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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生活  

主愛在神州       莊重謙 

過去四年到中國工作，在

沿海城市天津、北京和上海生

活。住在國內這幾年中，有機

會接觸一些當地的教會和信

徒，其中經歷或許能反映一點

國內信徒生活的情況。  

2005 年初，我到達天津，住在城西南開大學附

近。春節假期的一個下午，我到南門外大街鼓樓內

的花市蹓躂。那天雖然天氣嚴寒，但遊客很多，花

市內很熱鬧，張燈結綵，五光十色，吃、看、玩，

應有盡有。當我正在觀賞各式各樣的工藝品時，突

然在喧嘩嘈雜的喊聲、相聲、和叫賣聲中，聽到悠

揚的聖詩音樂在空中飄盪。我循著聲音的方向望過

去，見到一座教堂，門前擺設了一個小攤，一位女

士笑容可掬地招呼路過的遊客，小攤上放了一些春

聯兒，是用聖經金句編成的；另外有各種小飾物，

免費送給遊客。我也站在旁邊看了一會。有幾位遊

客想了解這是甚麼一回事，那位女士便解釋這是教

會在春節期間，與民同樂，跟著邀請他們進入教堂

參觀。  

後來我也進去參觀。裡面有兩位年輕人負責招

待來賓，請我們到一個房間坐下來，不久便有一位

長者出來，簡單地介紹基督教和這個教會的活動，

然後帶我們參觀教堂。 後我跟幾位負責人交談，

知道他們都是這教會的會眾，配合天時（春節花市）

和地利（教堂的位置），巧費心思地傳揚褔音。他

們熱烈地介紹這工作，我聽著深受感動。一般的傳

褔音活動，在海外的弟兄姊妹看來很尋常，但是在

國內是有一些政策規範著，不能直接公開地在教堂

以外進行。我當時被他們的熱誠所感染，覺得心頭

一陣陣的暖意，把週圍寒流都驅散了。後來我與他

們當中兩位繼續有聯絡，直到我離開天津。  

我在北京工作時，住在城外五環亦莊經濟開發

區，起初參加城內崇文門教會主日聚會，那是一座

歷史悠久的大教堂，每逢主日早午兩堂崇拜，總是

擠滿了人，會眾來自四面八方。幾個月後，我工作

的外資企業公司向政府申請在員工宿舍區內舉行主

日崇拜，獲得批准。每個主日由政府三自會派牧師

來證道，其他工作如主席、領詩、招待聯絡等則由

弟兄姊妹來分擔，這樣便成立一個新的聚會點。這

個聚會點本來的對象是公司內的員工，但是我們也

讓外面的本地信徒參加。只是很快地外來的會眾便

遠超過公司員工，因為附近有幾個新市鎮，建了不

少民房，而週圍又沒有其他教堂，所以當新聚會點

的消息傳開後，眾人便蜂擁而至。到後來，外來人

士越來越多，教會的監管同工覺得有點失控，決定

在主日宣佈，請會眾合作，不要再帶新人來教會。

那天聚會剛好是輪到我擔任主席。過去我只有在台

上邀請人來教會，從未試過作這樣負面的宣佈，但

為了讓這聚會點能繼續下去，只好按章辦事，以公

司員工為主要對象。  

其實，這個也不是單一的現象。我在北京、天

津和上海到過好幾家政府教會，主日崇拜都是人山

人海，非常熱鬧。這些教會開放給所有人士，以國

內信徒為主，也有外國人參加。據我所知，在這三

個大城市，每處只有不到十家政府教堂，以每家容

納幾百到二千人計算，加上早午堂崇拜，一個主日

早上只能讓二萬餘信徒聚會。而這些大城市每個都

有過千萬的人口，基督徒應起碼有數十萬，雖然不

少是參加其他形式的主日聚會，政府教堂的數量還

是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因此，主日崇拜一般都是座

無虛席，要想坐在大堂裡崇拜必須提早約一小時到

場，否則只能坐閣樓、副堂、地下室等，甚至在崇

文門教會是坐戶外院子。與這裡不少教會的主日疏

落冷清的情景，形成強烈的對比。我們豈不應更珍

惜這裡方便敬拜的條件？  

政府教堂一般都設有書店或書攤，出售聖經及

屬靈書籍。國內的聖經絕對稱得上是價廉物美，在

聖經基金會資助印刷成本下，幾塊錢人民幣便可以

買到一本精美的新舊約聖經，中英對照的也不超過

三十塊，一般大書店都有出售聖經，甚至有一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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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地鐵站旁的地攤也擺放幾本聖經。屬靈書籍也

很便宜，當然很多是中國基督教機構出版，或是大

學的宗哲系出版，以介紹西方文化為前題。我曾找

到一本焦牧師的《基督生平》，但字體很小；另外

不少是翻譯外國的作品，如 John Stott 的釋經書，

C. S. Lewis 的著作，及華理克的《標竿人生》等。

主日聚會前後，這些教會書店都擠滿了人。  

2007 年移居上海後，住在浦東世紀公園北面聯

洋區。透過一位姊妹的介紹到一個小組聚會，認識

了一群可愛的弟兄姊妹。他們信主數年，大部份是

年輕的白領階級，又以姊妹居多。這樣便開始一年

多愉快温馨的團契生活，我們到那裡聚會，就像回

到家裡一樣。每個主日大家一起敬拜，然後一起進

午膳，那是我們 開心、 熱鬧，七嘴八舌分享的

時光。每週有一晚查經，各人都很認真追求學習，

有些人還把查過的經文（如以弗所書一到四章）一

字不漏地背下來。小組提供很多不同的服事機會，

如帶領查經，領詩，關懷等，我也有機會在主日聚

會分享信息。這樣的小組，在國內為數甚多，特別

是在大城市，幾乎每個住宅小區內都有，可算是中

國一個特別靈活的模式。  

除了固定的聚會，這小組也舉辦一些特別活

動，增進交流。曾去揚州開退修會，到蘇州附近的

華庭採葡萄，又在浦東外高橋開辦培訓班。那次揚

州之行還有一段小插曲。  

話說去年春天，煙花三月，我們一行十來人，

到揚州度週末，退修、分享、品嚐淮揚美點，暢遊

瘦西湖。週六的晚上，我們在市中心文昌閣旁的一

家飯店，訂了一個包廂，方便大家無拘無束地談

話。當上菜後，謝飯禱告完畢，正要開始用餐，其

中一位端菜的小妹妹突然問我們：「你們都是基督

徒嗎？」來得有點突然，我們還未回答，那小妹妹

很高興地說：「我也是信主的！」我們也很興奮，

沒想到會碰到一位從事餐館服務員的姊妹。她一面

替我們分菜，一面介紹她自己是從農村來，在家鄉

信主。後來她又問我們一些關於聖經的問題，彼此

分享了一陣子。  

說到這裡，我感覺國內的信徒很多都願意公開

自己的身份，承認自己的信仰。有時在煙霧彌漫的

餐廳裡，看到有人低頭謝飯，在擁擠不堪的地鐵車

廂內，看到有人讀聖經。這些情景，我在北京和上

海見過好幾次，似乎比國外更容易見到。  

以上的片段，是我在國內一些難忘的回憶和感

受，零零碎碎，只是部分的經歷。其餘的以後有機

會再跟大家分享。  

 

「你老師是誰？」 章志彬 

近 有 個 台 灣 綜 藝 節 目

裡 的 魔 術 競 賽 單 元 很 受 歡

迎。競賽有三個評審，都是資

深職業魔術師。其中有一位評

審，每次碰到特別引他注意的

參賽者時（可能是正面的，例如技巧創意卓越；

也可能是負面的，例如涉嫌抄襲別人的表演），

他都會一臉嚴肅，煞有介事地問：「你老師是

誰？」 

這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魔術師在台

上的表演，可能透露出師承派系；而他在台上

的表現，可能榮耀師門，也可能讓師父蒙羞。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在週遭親友

同事鄰居甚至於陌生人的眼中，也代表著我們

的信仰內涵。好比說我們是否真正如耶穌教導

我們的愛人如己，是否在大小事情上都持守公

平正義，是否如箴言所訓地有智慧地控制自己

的舌頭與脾氣…這些都是心靈更新變化與否的

表徵，也是外邦人眼中評量基督徒行事為人態

度的依據。 

願 神 親 自 幫 助 我 們 ， 活 出 祂 所 喜 悅 的 樣

式，真正做到「榮神益人」，從而讓未信主的

人能讚嘆、渴慕地問我們一聲：「你所信的是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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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獎徵答  

先知書概論 
(有獎喔! 真有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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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 :  直: 

一.猶大王,只作王三個月,即向入侵的巴比倫王投降,

並困在牢房。直至巴比倫王以未米羅達元年,使他抬頭,

提他出監,王賜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賜他一份,終生都

是這樣。 

 1.猶大王,約西亞之子,作王十一年,行耶和華眼中為惡

的事。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攻擊他、把他帶到巴比倫去。

二.舊約中對以東國的指責最為嚴厲的先知書。  2.古代國名,滅巴比倫於 B.C.539。 

三.先知的職份之一,他們藉著口傳或筆述宣證神的存

在、公義及對世人的要求。 

 3.大先知中其中一個兒子的名字,即「擄掠速臨，搶奪

快到」的意思,代表神將來之懲罰。 

四.如啟示錄是新約的「啟示」(Apocalypse),這本書是

舊約的「啟示」。意思是「把神隱密的心意顯明出來」。

 4.這先知的職業是牧人。 

五.先知、逃避神的差使到尼尼微城去;最後被神安排的

大魚吞在魚腹中,才願意聽神的話。 

 5.大先知,他預言猶大百姓被擄七十年後歸回。 

六.舊約聖經最後一本書。  6.神的代言人,字根有「上湧」、「顯明」、「宣告」、

「傳譯」等意,代神傳話、啟示將來。 

七.古代國名,乃雅各兄長以掃之後裔,為神所鄙視和審

判。 

 7.古代國名,先後滅亞述和猶大。 

八.但以理在巴比倫時三個好朋友之一,巴比倫名字叫

沙得拉,其希伯來名字即「耶和華顯恩惠」之意;流亡之

猶人,被派管理巴比倫省的事務;在烈火中被神保守。 

 8.先知名、他是 539B.C.猶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和

城牆時，為主所差，去鼓勵那些遭到困難而洩氣的百

姓 。除了俄巴底亞書之外,哈該書是舊約聖經中最短的

一卷書。 

九.古代國名,滅以色列(北國)於 B.C.722 年,後為巴比

倫所滅。 

 9.巴比倫王,曾三犯耶路撒冷,並亡南國於 B.C.586。 

十.在約阿施王時期對南國人民傳話的先知。他預言耶

和華的日子,描述那日子除了對列國是審判的日子,對

不忠貞之以色列人也是刑罰的日子。 

 10. 他和大祭司約書亞一同帶領以色列人第一次歸回。

十一.繼承尼布甲尼撒之巴比倫王;他也找但以理為他

解讀文字。 

 11.先知名,此先知的書是先知書裡最長的一卷，共有六

十六章。此先知也是新約聖經中最常被引用的舊約先

知；它對彌賽亞的預言更是突出。 

十二.此先知書提供聖經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預言,就是

有關基督的出生地和永恆性:「伯利恆以法他阿、你在

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

列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

這一段經文被文士和祭司來解答希律王有關耶穌的出

生地 。 

 12.巴比倫人之別稱。 

十三.國家名,但以理異象中的豹。  13.所羅門之子、南國第一個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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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小先知書作者之一。他是在猶大被滅亡前、被派

至猶大的最後一位先知。,這先知學會信心的功課就是

「惟義人因信得生。」(2:4)無論環境如何,他都信靠神

的安排。他宣告說,縱然神會賜下痛苦和損失,他仍要以

救他的神為樂,這是整本聖經中最強有力的信心宣告之

一。 

 14.此先知書的預言不是直接針對猶大,而是針對曾經

傾覆北方以色列國的亞述,預言亞述的京都尼尼微必傾

覆,對猶大國有間接的安慰和警告作用。 

十五.先知名,猶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和城牆時，為

主所差，去鼓勵那些遭到困難而洩氣的百姓 。他對有

關基督之預表甚多。 

 15.受膏者的意思,以賽亞書對這「受膏者」的預言更是

突出。 

十六.舊約中先知的聖職之一,神的代表,把神的管理實

施於地。 

 16.繼承伯利沙為巴比倫王之瑪代波斯人;他的顧問們

用計謀使他下令將但以理丟在獅子坑中。 

十七.猶大國最後一個王。  17.南國中惟一的女皇。亞哈謝之妻。 

十八.先知的名稱之一,請參王上 14:18)。  18.大先知書之一,1.本書從第一章生動地刻畫神如何

銳不可當地侵入這先知的世界,到這先知所見異象最後

說的一句話「耶和華的所在」,全書在宣告並反映出神

的主權。 

十九.猶大王,他因進耶和華的殿,強行要在香壇上燒

香,耶和華便降災與他,他身上便長出大痲瘋,直到死

日。 

 19.此先知重覆地對猶大的百姓警告:「耶和華的日子臨

近!」他引述「耶和華的日子」,比聖經中其他的先知為

多。 

廿.國家名,但以理異象中不相同的獸。  20.先知的另一名稱,說參考撒上 9:6)。 

廿一.南國第二個王,跟他父親一樣,沒有誠誠實實的順

服耶和華他的神。但在一次與以色列的戰爭中,因他說

「以色列人哪、不要與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爭戰．因你

們必不能亨通。」(代下 13:12b)而蒙神幫助,打敗以色

列龐大之軍隊。 

 21.自聯合王國分裂後,對猶大國之稱謂。 

廿二.此先知書描寫忠貞丈夫(先知,神)和不貞妻子(先

知妻子,以色列)之關係。基督的存在亦充滿了此書，就

好像先知是他妻子的救贖者,基督就是愛人和祂的子民

的救贖者。此書亦描畫出基督拯救祂子民救主的地位:

「自從你出埃及地以來、我就是耶和華你的 神、 在我

以外、你不可認識別神、除我以外並沒有救主。」 

 22.先知書的性質(例:按對象言:1.首一以當時百姓之

景況為準:2.並將將來之世人有關。  按內容言: 1. 責

備罪惡之昭彰;  2.訓慰真神之慈愛。) 

廿三.北國第一個王。  23.南國最後一個「行耶和華眼中為善」的王。他帶猶

大國遵行神的教訓。 

廿四.先知的舊稱(撒上 9:9)。  24.南國最後一個王。 

廿五.舊約中先知的聖職之一,人之代表,把人的需要帶

到神面前。 

 25.約珥描述那日子除了對列國是審判的日子,對不忠

貞之以色列人也是刑罰的日子。那是什麼的日子? 

廿六.大先知中其中一個兒子的名字,即「所剩餘必歸

回」之意,代表神對祂選民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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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胡蔚萱  

本期牧師再次用使徒行傳的經節來提醒我

們，今日的基督徒當怎樣行來榮耀神。 

這期的新人介紹我們介紹兩位非常重要的弟

兄姐妹。你細讀他們的分享，就知道神對他們都有

非常清楚地帶領。讓我們歡迎他們加入我們的大家

庭。 

本教會有多位我很敬重的弟兄，莊重謙大哥就

是其中之一。他 近結束在大陸的工作，重新回到

我們中間。這次也被我邀稿，請他分享他在大陸的

的感受。不要錯過喲！  

在此，也非常謝謝若愚弟兄，他為教主日學課

程特別準備了一份講義，這些題目正好給我們一個

動腦筋的機會。為了鼓勵大家參與，我們準備了驚

人的獎品給前三位交卷的弟兄姐妹。所以趕快拿

筆！ 

傅琳的生活小品兩則對你我都會蠻有啟發

的，志彬的「你老師是誰？」讓我們汗顏是否常讓

主名羞辱。陳敏的「聽禱告的神」記錄她認識神的

心路歷程，盼望弟兄姐妹閱讀時，都有提筆分享自

己故事的感動。 

李紡姐妹的「三生有幸」讓我一看再看，她在

經歷切心之痛，依然喜歡親近神，更提醒我們只有

耶穌基督帶來永生的盼望。何等的坦然和氣魄！ 

鍾年的「給四十歲的你」對姐妹們有諸多很好

的提醒，請你作筆記，並且在生活中開始操練，你

會更成熟和有魅力。 

我們的「笑一笑，十年少」只想再次提醒你，

有正常健康的身體，不要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何況

我們生活在美國灣區，看天氣、比物資、翻餐館目

錄、訂高科技產品…我們這群人其實是生在福中不

知福，我們是富有

的，有著神無比的恩

典。 

作為主編，我跟

你一樣生活在這個

繁雜匆忙的世界，我

跟你一樣需要在神

裡面獲得安息。我挑戰你是否每天依靠神，並且用

神的話語來彼此餵養彼此的生命。 

我們今年的芥菜子主題議定如下，都是關於

2009 年當中讀經的領受，非常歡迎你來投稿： 

第二期：六月出版：主題：2009 年讀經中，

我最喜歡的聖經人物。 

第三期：九月出版：主題：我最喜歡的聖經地

點/城市/事件。 

第四期：十二月出版：主題：我最喜歡的聖經

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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