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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是一個萬物滋潤的季節，各樣沉睡的樹木慢慢地甦

醒，鮮花含苞待放，散發出淡淡的花香；寂靜的林子裡變得不

再冷清，鳥兒們開始爭鳴；冷森森的寒風走了，換來溫暖的春

風，蕭條的街道變得車水馬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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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周健英  Julian  

會大樓好像是在冬眠後的春天，寧靜的大樓變得生機勃勃、欣

欣向榮。筆者有幸能親身走過這一銳變，記得去年七月，大樓

剛開始有限度的重開，看到牧師、主席、領敬拜的在空無一人 

          疫情下的教

會大樓好像是冬

眠一般的寂靜。

感謝神，在過去

的四月因著疫苗

的普及，因著同

工的付出，更重

要的因著神的眷

顧保守，縱然疫

情依然持續，教 



的大堂上對著鏡頭講道、領會、帶詩，像是對空氣說話。慢慢

的，同工開始為著重開著做預備的工作，喜樂的服事、搬椅子、

重覆不斷的清潔；慢慢的，多了弟兄姊妹的參與，多了小孩快

樂玩耍的笑聲。到了最近，主日大堂在有限制人數的情況下已

經坐滿，弟兄姊妹踴躍的參與實體敬拜；同工在街頭派發單張，

也聽到團契回到大樓，為社區做步行禱告。縱然黑夜還沒有過

去，但神卻帶領我們，步步走過這死蔭幽谷，領我們到可安歇

的溪水旁。 

 

          在這大環境下，《中宣恩刊》第三期的主題是「住在祢裡

面：深化靈命」 

 

          深化，讓我想起一棵深根在大地上的大樹，在狂風暴雨下

卻不動搖！讓我想到對世事的了解，不只是看到表面，卻看到

與了解神背後的作為、旨意和永恆，也讓我想到神與人，人與

人之間的感情，透過時間的相處，隨著年月而昇華。 

 

          希伯來書是一卷我很喜歡的書卷。也許疫情會讓我們的屬

靈生命停頓在寒冬之中, 隨流失去, 但願我們能靠著神深化靈命: 

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

指望，不至動搖，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又要彼此相

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

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當如此。 

(來10: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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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以下的詩歌也成為我們的激勵： 

誰說，沉睡已久的花蕾不能綻放一季繽紛？ 

誰說，寒冬之後的大地不能展現一片青翠？ 

誰說，曾經受傷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地飛？ 

我要抬起頭，張開雙臂擁抱神所賜的世界。 

(讚美之泉– 天堂在我心) 



主文章  

靈命與使命      林永裕牧師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
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腓1:9） 

引言 

主題 
文章  

          在一堂宣教學的課

堂中，聽到一個姊妹分

享，說：「在教會裡，

信徒傾向注重培靈，卻

忽略宣教。」她繼續說：

「教會有靈命卻沒有使

命，即是沒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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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教會是一所相當好的教會。從內部建立而言，

這教會有美好的團契，不是指團契的制度，而是指肢體之

間成為生命和福音的夥伴，一同成長、追求。從外展角度

而言，這教會「在福音的事工上有分。」 

(腓1:5，《新譯本》)                                                                                     

追求與主的親密關係，認識聖經真理，明白主的心意,這些都

是靈命建造的操練。 但是，若靈命建造沒有福音使命就是不 



健全的屬靈生命。反過來說，教會強調福音使命卻忽略與主建

立關係也是頗危險的。福音使命沒有進深的靈命作後盾，這是

屬靈生命的本末倒置。 

 

          在腓立比書中，我們看到保羅關注教會的使命（外展事

工），和使命背後與主的關係（內在靈命）。美好靈性與福音

工作是合乎主喜悅的配搭。 
 

「我所禱告的……」 

          保羅向神為教會禱告。他禱告背後的神學信念有兩方

面：第一，教會是屬於神的。工作的開始來自神；工作的

終成也因著神。保羅認識的神是創始成終的。在創造與終

成之間，保羅禱告、交託、順服、建造，為教會守望。保

羅教導腓立比教會：「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

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1:6)； 

第二，靈命成長是來自神的。神使人稱義，也使人成聖。

稱義與成聖是神賜人雙重的恩典。保羅從開始建立這教會

直到如今，他一直為教會禱告，因為他明白為教會禱告跟 

信徒靈命成長有莫大的關係。 

 

          如期說保羅為教會禱告（Paul prays），倒不如說他是禱

告的保羅（a praying Paul），意謂他不單為教會禱告，而是禱

告是保羅對神認識的表現。這禱告的生命內置在保羅的靈命生

活裡—他是個「禱告人」。 
 

「……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保羅為教會禱告其中

一個目的是他們在愛心上

有成長。腓立比教會要在

哪方面持續長進？在知識

和分辨力的愛心上長進。

這愛心的長進伴隨著兩個

主要的元素：「屬靈知識」

（knowledge）和「分辨能 

力」（discernment）。保羅的祈求是腓立比教會成為一所

多而又多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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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黃朱倫：《腓立比書》（香港：明道，2006），頁73。 

結語 
 

          在上文，那姊妹說：「教會有靈命卻沒有使命，即是沒

有生命。」若保羅聽到她這番說話，我相信他是會同意的。或

許，保羅會把它修改一下，讓教會明白福音使命與深化靈命兩

者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深化信徒的靈命，強化教會的使

命。」主的教會若要在地上踐行主的使命，主的門徒就要不斷

追求、長進，成為識見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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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識」（αἴσθησις）【這字只出現在新約聖經一次，就

在這裡】是對現實一種的觸覺（perception of reality）, 含有辨

別能力的意思。英文的NIV翻譯為 “depth of insight”（深度的見

解/內省力）。黃朱倫寫道：「見識與實踐智慧有關，能深思

熟慮處理事情，有好的理解、體諒和判斷，以致能作出正確的

選擇。」* 

 

          保羅提醒教會要在愛心上不斷長進。但保羅講的愛心不是

基於無知，而是內涵真理的知識、判斷與理解。教會要有愛心，

也要深思熟慮。有愛心而沒有見識，教會便落入濫用愛心的危 

機；有見識卻沒有愛心，

教會便傾向分析、分解，

從而墮入人與人之間的批

判和不接納。教會要在愛

心的知識和見識上不斷長

進，就不致顧此失彼，成

為靈命健全的教會。 



靈性關懷   張文彬牧師  

前言 
 

          一年的疫情生活，不知道你是否有許多情緒的困擾，感到

沮喪，困惑不安。或者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不曉得自己活著

是為什麼? 當日常生活受干擾，原本的事情或活動被中止時，

這種不確定感是否加深你對自我的生存能力，感到害怕？ 

擔心，甚至有「世界末日」將來臨的害怕？ 

 

          這些問題，在關懷 

領域，我們把它稱之為 

「靈性」問題。以下內 

容，是筆者在教導靈性 

關懷課程的摘要，希望 

能對你有所幫助。  

仍平安無事，你與朋友、與家人、與其他人的關係，是否也變得

讓你困惑？ 

 

          看到社會的動盪，經濟的巨變，是不是也讓你對未來充滿 

          經歷到自己或別人感染

新冠病毒，甚至身旁有親人

或好友過逝，是否讓你覺得

生命是脆弱，心想為什麼他

們會遭遇如此處境？與神又

有什麼關係? 即使是你身體 

什麼是靈性或靈命?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

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

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

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1:26-2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

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 」（創 2:7） 

          “靈”（spirit）在舊約的希伯來文ruah，或新約希臘

文pneuma, 有三個基本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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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風即空氣或生氣。(創2:7; 約3:8; 啟11:11 )。凡是動

物，特別是人，需要呼吸才有生命。例如我們常說：「這個人

還有一口氣  」意謂他還活著。 

          第二，生命氣息。神造了人使他有生命，因為神的氣或

靈在他裡面運行（創6:3；伯33:4，34:14、15；詩104: 29、

30）。 

          第三，上帝的生命。無論是耶和華的靈、基督的靈，特

別是指三一神第三位聖靈（保惠師）。所以當創世記敘述人是

「照著神的形像」所造，意謂人有上帝的生命。 

 

          因此人就除物質和生物層面，如基因、細胞、器官、身

體…，等動態的有機生命體；也有精神性層面: 有家庭、社會、

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活動的結構。有認知、瞭解、判斷、

經驗等意識結構，善惡、美醜、對錯、愛恨等價值結構。更因

我們有上帝的生命，就有超越性層面: 宗教、大我、存有性、

無限性、意義性、永恆性的結構面。這就是靈性或靈命。 

 

人的靈性需求  

          在關懷的實務上，人的精神層面和超越性層面是很難區 

分。如果通稱為心靈層面，那麼心靈的內容將涵蓋有 : 1. 價值

觀；2. 道德觀；3. 創造的成就；4. 快樂、受苦的認知；5. 對存

在的焦慮及生活的意義尋求；6. 目標及理想的追求；7. 高峰經

驗；8. 終極性(完成上帝旨意)的目標。 

          這些心靈的內涵將產生一些重要的需求。1. 需要愛、

需全安感、需被接納、需要歸屬感、需要情感表達及被人接

納；2. 需要是非對錯的認知重新評量；3. 需要創造性不受束

縛的自由；4. 需要對快樂、受苦重新瞭解及定義，並接受現

實狀況；5. 需要求生存的意義、知道為什麼的答案、需要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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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及被寬恕、需要被尊重；6. 需要有生活的新目標及新的動力；

7. 需要對自己現況的滿足；8. 需要上帝旨意，永恆的、終極的

肯定。 

 

          這些心靈的需求將是生命的驅動力，讓我們的生命活了起

來。反之，當忽略了這些需求，我們的生命將停滯，無法活動，

最後成了一攤死水。 

 

如何關心靈性需求? 
 

          人是活在關係中的靈性生物，因此活在以下三種: 1. 自我

的內在面(intra-personal): 個我意識的瞭解和整合；2. 人際互動

面 (inter-personal): 人際關係的交流；3. 超個人面 (trans-

personal): 人與絕對者(超越者--即上帝)的關係。 

人也是活在時間中的靈性生物，因此活在以下面向(dimension):  

1. 過去；2.現在；3. 將來。 

所以關懷靈性的需求，就必須面對三個面向的事件。 

壹.  面對過去的事件 

   1.  重組/重新評估過去個人生活的價值和意義:  過去關係的價 

        值、 過去的成就感、 痛苦的經驗/罪惡感/愧疚、 失敗的記        

貳.  面對現在的事件 

     1.   生理、心理、社會的改變後的重整； 

     2.   自尊、自主性的維持； 

     3.   個人生活的價值和意義的重建； 

     4.   自我覺察的能力、對現實的覺察； 

     5.   恢復前瞻的能力。 

 參.   建立在信、望、愛的未來 

     1.   新認知的建立； 

     2.   設定短期目標； 

     3.   表達/處理對未來的恐懼； 

     4.   在基督裡《信仰/希望/愛 》對生命的完整的系統 

            的建立。 

  肆.  關懷自己、關懷別人 

  在關懷的實務上，照顧別人之前，需要先照顧自己。    

  只有自己走過這些靈性成長的過程，才有能力體驗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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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未完成的遺憾、過去痛苦的經驗； 

  2.  目標: 生活意義的肯定； 

  3.   方法: 《生命回顧》 



靈上帝光照及醫治的能力。進而才能與上帝同工，參與上帝在

需要的人身上的作為，陪伴他們經驗上帝的大能。  

的狀況從轉成光明，有生命、有秩序的世界。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創1:2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

成了有靈的活人。」（創2:7） 
 

          人的基礎是上帝所創造，具有上帝形像和生命的活人。 

最重要的靈性基礎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

在水面上。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開了。」（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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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具有創造的大能，把地從「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把祂的能力運行在這混亂之上。於是這些黑暗、無生命、混亂 

「上帝卻回答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

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出33:17） 

「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環繞他，看顧他，

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申32:10）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

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

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

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

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

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

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以弗所書3:14-21) 

          「我按你的名認識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上帝是按著

我們的本像用慈愛接納我們。 

 

          因此 , 總結來說 , 當人來到上帝面前 , 上帝必用慈愛的大能改

變並提昇我們的靈性現況。當我們在崇拜、禱告、讀經、與弟兄

姐妹團契，上帝就充滿在我們當中，如同保羅在以弗所書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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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失  

疫情中 

的 

神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手印 
秦志斌    (江穎秀翻譯） 

   

          我在保險業工作，我的工作是預測未來風險，併計

算能夠抵禦風險的正確保險價格。在二十年的時間裡，

我學會了許多預測方法。在我職業生涯的前5年中，我

學會了使用軟件來預測自然災害風險，例如地震，颶風，

暴風雨和洪水。在接下來的10年中， 我學會了預測醫療

事故的風險，例如外科醫生截錯肢或將手術工具留在患

者體內的風險。然後在最近的5年中，我學會了預測CEO

傳播虛假信息以操縱公司股價的風險。考慮到所有這些，

我越了解財務預測的複雜性和不精確性，就越能理解神

的完美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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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使我們中的許多人驚訝地發現，沒有人能預測這種流

行病的時間和會帶來的結果。充滿活力的城市被迫關閉數月，企業

倒閉，工人失業，許多人喪生。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可能是最黑暗

的時期，但神在詩篇23篇向我們承諾。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詩篇23: 1-4) 

          我想從財務部

門的角度分享神如何

在這樣的困難時期牧

養中宣會，並希望可

以藉此鼓勵並提醒我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詩篇23》的應許是

又真又活的。 

          我於2019年9月加入策劃委員會，離紐約被迫關閉有六個月

的時間。當時我以為這將是一個使用我的財務預測專業知識來幫

助我的教會的好地方，但神還有其他計劃。祂不希望我做財務預

測，但希望我見證祂的完美計劃和遠見是沒有任何財務模型可以

預測的。教會的財務部有許多忠心的義工，例如Linda Mak和她

那一班在財務部服侍了很多年的非常敬業的義工團隊。財務部最

大的任務之一就是對奉獻款的統計和記錄。每個主日，Linda和

她的團隊都要花費數小時認真計算和記錄奉獻款。有神的恩典和

中宣人慷慨樂意的心，義工們總是非常忙碌。有Linda和她的同

工們做財務部的骨幹力量，才能使一切順利無阻地運作。可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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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變了，新冠疫情來襲，教會大樓於2020年3月被迫關

閉。 

 

          疫情初期，財務部面臨許多挑戰，因為大多數金融業務 

和銀行業務都處於離線狀態。例如，我們通常使用紙質支票 

支付大部分賬單，所有奉獻統計都是在每個主日要人手操作 

的。因著疫情，我們採用了使財務部門能夠遠程工作的技術。

經過幾個月的調整，中宣會銀行業務已完全在網上運作，賬

單正在網上支付，還有更多人選擇使用網上奉獻。在此過程

中，我看到了 許多神的手印。 

 

           首先，神知道中宣會需要在疫情期間進行遠程操作，

因此他為我們配備了Planning Center，這是一個教會管理軟

件，用於處理網上奉獻和活動註冊。因神的遠見，我們從

2018年就開始使用Planning Center進行網上奉獻和活動註冊，

因此我們已經有了整整一年的使用經驗。在疫情之前，只有

5％的捐贈者使用了網上奉獻，但在疫情期間，超過40%的捐

贈者選擇了網上奉獻，這一數字還在繼續攀升。我們的大多

數捐贈者仍然喜歡親自來教會奉獻，但是在教會關閉的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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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裡，可以靈活地網上奉獻肯定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現在，

我們收到了更多的網上奉獻，因此需要更少的義工來數錢。奉

獻仍在每個主日進行計數，但是藉助Planning Center軟件，該

任務的可管理性大大提高。過去有六位義工會花費五個小時來

統計奉獻金額，但是現在只需要二位義工，花一個小時即可完

成相同的工作。本質上，Planning Center軟件將總工作量從每

週三十小時減少到了二小時。神的供應非常周到。 



          其次，神看到中宣會在疫情期間需要網上銀行才能運作，

因此，祂確保我們擁有一家具有此功能的銀行賬戶. 中宣會共

有4家銀行賬戶，它們是為不同目的而創建的。每當有新的財

務主席時, 財務部就會在所有4個銀行帳戶上將主席添加為簽名

人。我發現向銀行帳戶添加名稱並不是那麼容易。在疫情之前

不容易，在疫情期間當然會更難，因為這不是您可以通過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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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線完成的工作。另外，該帳戶上的一個或多個原始簽名

者需要出現在銀行分行中, 才能將新人員添加到該帳戶中。

再一次，在神的完美時機裡，我們能夠在整個城市關閉之前

將我的名字添加到兩家銀行賬戶中。在我可以使用的這兩家

銀行中，其中一家正好具有網上銀行功能，這是中宣會在疫

情期間要穩定運作所必需的。神的計劃如此完美。 



          最後，我想談談錢。儘管由於疫情，2020年的總收入減少了

約20％，但神仍然祝福中宣有大量慷慨的奉獻者。我想藉此機會

感謝我們所有的奉獻者和禱告勇士。因著您的慷慨奉獻和禱告，

中宣會可以克服這個疫情。當我第一次看到收入減少20％時，我

很擔心並想：“ 中宣會是否能夠支付賬單和員工費用？”。我自

然地將注意力集中在20％的減少上，並想到了更糟的情況。但是，

在我擔心下，我意識到我忘了感謝神，這只是減少了20％，而不

是減少了50％；這也提醒我，許多人損失了超過20％的收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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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忘了感謝神，因為我們中宣會有許多慷慨的奉獻者。我意識

到我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看到的半空的杯子上，而看不到它是半

滿的。直到2020年底，當我確認我們的收入下降了20％時，神給

我信心 ，祂會通過非常及時和不尋常的奉獻來提供。再一次，在

祂的最佳時間，我們有一天收到了一位慷慨捐助者的一筆大捐贈。

這筆捐贈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驚喜，因為它來自一個遺囑。捐

贈者三年前去世了。她在遺囑中留下了將二十五萬美元轉給中宣

會的指示。疫情期間，神仍然繼續供應。 神的時機是完美的。 

          我想鼓勵我的兄弟姐妹們，

無論疫情如何艱難，神都在掌權。

祂的手印無處不在。我們只需要

用心查看。神為中宣會提供了一

個出色的軟件來處理網上奉獻和

活動註冊。祂為中宣會提供了一

家出色的銀行來處理網上銀行業

務。祂為中宣會預備了許多慷慨

的捐助者。這些只是神讓中宣會 



在疫情期間繼續平穩運作的一小部分手印。願這些見證可以

成為您的鼓勵，並讓您看到神在疫情期間也與您同在。就像

祂在詩篇二十三中所應許的那樣，祂將繼續在死陰的幽谷和

光明的未來與您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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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Handprint During COVID-19 

          I work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and my job is to predict 

future risks and calculate the correct price to cover a risk. Over 

the course of 20 years, I have learned many methods of 

prediction. The first 5 years of my career, I learned to use a 

software to predict natural catastrophic risks such as 

earthquakes, hurricanes, windstorms, and floods. The following 

10 years, I learned to predict medical malpractice risks such as 

the risk of a surgeon amputating the wrong leg or leaving a 

surgical tool inside a patient’s body. Then in the recent 5 years, I 

learned to predict the risk of a CEO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David Qin 



to manipulate the company’s stock price. With all this in mind, 

the more I learned how complicated and inaccurate financial 

predictions are, the more I appreciate God’s perfect tim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aught many of us by surprise 

and no one could have predicted the timing and outcome of 

such pandemic. Vibrant cities were forced to shut down for 

months, businesses shut down, workers laid off, and many lost 

their lives. Although this may be the darkest time for many 

people, God made a promise to us in Psalm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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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lack nothing. He makes 

me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he leads me beside 

quiet waters, he refreshes my soul. He guides me 

along the right paths for his name’s sake. 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darkest valley, I will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Psalm 23:1-4) 

          I want to share 

how God shepherd 

OCM through this 

difficul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nance department. 

And hopefully, this 

will encourage and remind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the 

Psalm 23 promise is alive and well. 



           I joined the Steering Committee in September 2019, 6 

months before the city was forced to shut down. At the time, I 

thought to myself this will be a great place for me to use my 

financial prediction expertise to help my church. But God had 

other plans. He did not want me to make financial predictions, 

but he wanted me to witness His perfect plan and provision that 

no financial models could have predicted. The finance 

department was blessed with many faithful volunteers such as 

Linda Mak and her team of dedicated volunteers who had served 

the finance department for many years. One of the biggest tasks 

in the finance department was the counting and recording of 

donations, and Linda and her team of volunteers would 

meticulously count and record the donation money every 

Sunday for many hours. By God’s grace and the generous heart 

of OCM donors, the volunteers were always kept very busy. 

Linda and her team of volunteers are the backbones of the 

finance department who made everything run smoothly and 

effortlessly. Suddenly, everything changed when the COVID-19 

37 Pandemic hit and forced the church building to close in March 

of 2020. 

  

           At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the finance department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because most of the financial 

operations and banking operation were offline. For example, we 

paid most of our bills using paper checks, and all the donations 

counting were done by hand in person every Sunday.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embraced technology to enable 

the finance department to work remotely.   After a few months 

of adjustments, OCM banking is operating fully online, bills 

are being paid online, and more people are choosing to use 

online donating too.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I saw many of 

God’s handprints. 

 

          First, God knew that OCM needed to operate remo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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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pandemic, 

so He equipped us with 

Planning Center, a 

church management 

software that handles 

online donations and 

event registrations. In 

His provision, we 

started using the 

Planning Center for 

online donation and event  registration in 2018, so that we had 

a full year of practice with this new software.  

 

          Before the pandemic, only 5% of the donors used online 

donations, but during the pandemic, more than 40% of the  

donors chose to donate online and this number continues to 

climb. Most of our donors still prefer to donate in person but 

having the flexibility to donate online definitely made a big 

difference during the beginning months when the church 

building was closed. Now that we are receiving more online 

donations, fewer volunteers are needed to count the money.  



          Second, God saw that OCM needed online banking to 

operate during the pandemic, so He made sure that we 

had a bank that had this function. OCM has a total of 4 

banks, creat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Whenever there is a 

new finance chairperson, the finance department would 

add the chairperson as a signer in all 4 banks accounts. I 

come to find out that adding names to a bank account is 

not that easy. It was not easy before the pandemic and 

certainly a lot harder during the pandemic because this 

was not something you could do over the phone or online. 

Additionally, one or more of the original signers on the 

account needed to be present at a branch to add the new 

person to the account.  Once again, in His perfect timing, 

we were able to add my name to 2 of the banks before the 

whole city shut down. And between these 2 banks that I do 

had access to, one of them had the exact online banking 

function that OCM needed to operate smoothly during the 

pandemic. God’s plan is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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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nation is still being counted every Sunday, but this task is 

significantly more manage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Planning 

Center software.  In the past, 6 volunteers would spend 5 hours 

counting the donation, but now only 2 volunteers are needed, and 

they only take an hour to complete the same job. Essentially, the 

Planning Center software has reduced the total workload from 30 

hours to 2 hours each week. God’s provision is very thought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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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ly, I want to talk about money. Although the total 

income for 2020 has decreased by about 20% due to the 

pandemic, OCM is still blessed with plenty of generous donors.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our donors and 

prayer warriors. Because of your generous donations and 

prayers, OCM can overcome this pandemic.  When I first saw  

the 20% income decrease, I 

was concerned and thought, 

“Will OCM be able to pay its 

bills and staff?"  I naturally focus 

on the 20% decrease and think 

of the worse. But in my state of 

worry, I realized that I forgot to 

thank God that it is only a 20% decrease and not a 50% 

decrease. I am reminded that many people have lost more 

than 20% income. I even forgot to thank God for the many 

generous donors we have in OCM. I realized that I was 

focusing too much on the glass being half empty instead of it 

being half full. Close to the end of 2020, when I was certain 

that our income had dropped by 20%, God reassured me 

that He will provide through a very timely and unusual 

donation. All over again, in his perfect timing, we received a 

big donation from a generous donor one day. This donation 

was a surprise to everyone because it was from a will.  The 

donor passed away 3 years ago, and she left instruc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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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will to transfer $250,000 to OCM. God is indeed providing 

for OCM throughout this pandemic.   God’s timing is perfect. 

 

          I want to encourage my brother and sisters that God is 

in control of this pandemic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circumstance may seem. His handprints are everywhere.  We 

just need to look carefully.   God has provided OCM a great 

software to handle online donations and event registration. He 

has provided OCM a great bank to handle online banking. And 

He has provided OCM many generous donors. These are just 

a few of God’s handprints for OCM to continue to operate 

smoothly during the pandemic. May you be encouraged by 

these stories and recognize that God was also with you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He will continue to be with you in dark 

valleys and bright futures just as He promised in Psalm 23. 



疫情後的春天    陳健維 
背著生活的重擔，卻常帶著笑容叮囑我們說：＂家裡的事情

爸爸會處理，小朋友都不用擔心，只要用心讀書。爸爸就開

心了。＂爸爸很少向我們發怒，儘管我們小時候常犯錯，他

總是以愛包容。上一輩的人生活艱難，家裡百務纏身，為著

一家糊口，爸爸一邊要努力工作，還要同時照顧小時候常常

患病的我。爸爸好像是傲雪寒枝在嚴冬中堅毅的支撐著，沒

有怨言地等待春天的來臨。在朋輩中爸爸是待人熱情、樂於

助人的好好先生。不管是誰有事找他幫忙，只要幫得上，他

一定毫不介意地樂意付出。 

          春天是朝氣蓬勃的季節。去年四月份，爸爸卻在短短一個

星期內因冠狀肺炎突然離世了。 

戚戚念慈父,垂淚濕衣襟。 

聽者憫其孝,聞者憐其心。 

昔羨嫣紅鳥 ,今願守故林。 

朝夕盡祈盼 ,他日共天恩。 

望君多保重,珍惜眼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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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姊妹感人的分享所提的安

慰詩。我們如今朝夕盡祈盼

的，也就是他日共天恩。感 

謝主，有一位愛我們的爸爸。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兒時的記

憶被忙碌的生活鎖在心中的一個不為人知的幽暗處，今日被思

念和淚水解封了。記憶中爸爸常把笑容掛在臉上。雖然他一直 

          爸，雖然疫情無情

地讓我們相隔，我們不允

許到醫院在你身邊陪著你、

看著你。我深信在你生命

的最後一刻，只能透過

conference call時, 你聽到 

了天天的琴聲，妹妹的朗讀聲，媽媽和你兒女對你的呼喚和

牧師對你傳的福音。人生的齒輪不斷轉動。人們在有限的時 



間裡一個接一個慢慢步向歸於塵土的方向。我不能理解在傳

道書12章4至7節裡對老年人光景的描述。而你在病床上身心

所經歷死亡逼切的威脅和無助是何等真實、何等難過。感謝

主，這一切在你相信主的一刻都已經被勝過了。 

 

          如今，我望著蔚藍的天空，從聖經中我知道，你不在大

氣層中，而是在一個非常遙遠，但因為相信卻能觸手可及全

能父上帝的地方。 

          在這個季節裏，春風吹起花瓣和種子。在一個大概三立方

英尺虛空的骨灰龕內存留著你的灰燼。自你離開後，帶著你過

去對我們的期望和樂於助人的美德，福音的種子乘著風在媽媽

的生命裡生根發芽。 

 

          我們的離別是暫時的。再見了，我愛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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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的日子     梁蘭珠 Marjorie 
此時，雅比斯的禱告在我耳邊響起： 
 

「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代上4:10）           二零二零的確是不尋常的一年，百年一遇的瘟疫使我們

活在惶恐不安，焦慮與懼怕中，身邊的朋友有在病床上的，

也有失去親人的，那種無助感是史無前例的，因為這段期間，

我們都要「禁足」，要保持社交距離，不能探訪或見面，頓

時我們都被困住！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

是一個很喜歡工作的人，

不能上班對我而言是痛苦

的折磨，正正在這時我失

去工作，如果是過往，我

會很徬徨，不知如何是好,

拼命找尋新工作。 然而，

這一次我沒有為此憂慮，

只是安靜來到神面前求問

神，我可以為祢作甚麼？ 

          我求神擴張我的境界，為我開一條新的路，是我從沒

走過的路！因此，我開始每天早上深度的靈修，埋首於神

的話語，徹底地認識主，深化自己的靈命，帶動我尋找新

的方向來事奉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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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異象·新方向 
 

          疫情不斷的升級，染疫人數超過百萬，死亡率高達可怕階

段，大家都足不出戶。敎會關閉，牧者們不用回敎會上班。但

教導事工沒有因此而停止，反而因著有線上直播而開始了慕道

班，鼓勵弟兄姊妹帶家人和朋友前來上課，藉此機會認識福音，

林牧師又建立了門訓團隊，推動弟兄姊妹參加門徒訓練，適逢

其會，我參與了這兩個事工。 

          線上慕道班是一件新鮮事，並具挑戰性，老師們除了要花

時間研讀經文，參閱課程指引，預備PowerPoint 圖文並茂講述

課文內容外；每次課堂，當我望著那冷冷的螢幕，孤孤單單的

自說自話，突然有種奇怪的感覺，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嗎？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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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我看到新朋友聚精會神的投入聆聽又抄寫筆記，被邀請

和接受三元福音佈道，決志信主，又願意回到敎會參加主日崇

拜，最後接受浸禮，我的心被溶化了！冷冷的螢幕帶來的竟是

暖暖的感恩！想到嗎？「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提後

4:2）又在我的耳邊響起。 



 

 

 

聖靈的工作 
 

          在這段期間，我也多看了屬靈書籍，其中一本是《坐在

拉比耶穌腳前 - 司安妮/滕蔚蓓合著》這本書改變了我一些想

法，例如這一段「縱使人不完美，主仍然吩咐我們培養其他

人作門徒。保羅就受到這個吩咐，儘管他說自己在罪人裏是

個『罪魁』(提前1:15）」《頁83》作者這段話一直牽引着我，

而聖靈也在催促着我。 

         

           門訓和慕道班不同的是小組制只有兩三個組員，年齡背

景相近，每星期要做功課，一起在線上討論問題，是直接的

關係和近距離的接觸，這又是令一個挑戰！因為我必須要與

組員同步和多預備些資料來作回應，更要聆聽大家在生活上

的分享，從不同角度來了解他們的光景，從而作出鼓勵 、安

慰、勸勉、支持，一起成長，達到在基督裡互相扶持和代禱

的果效。漸漸地我發現在門訓所得着的不單是課本知識，更

是建立了一份主內弟兄姊妹的感情，想不到吧！內住的聖靈

又在呼喚我：「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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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長者 

事工 

Anna Fong 

          二零二零年三月新冠狀病毒在美國爆發了，三月底疫情

迅速擴散，甚嚴重。為控制疫情，紐約市要關閉 「非必要業

務」教會也在關閉行列。眾多民眾非常緊張。來美國幾十年，

從來沒有經歷過＂搶米＂情況出現。父母打來電話第一句就問: 

「你家裡有幾袋米？」當時就想到教會的長者，「他們有儲備

食物嗎？食物夠嗎？他們怎樣應對突然而來改變，他們內心一

定非常恐慌。」我將這負擔跟教牧同工分享，商量如何才能幫

助這些長者。感恩策劃會和所有牧師都支持, 關顧我們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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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長者關懷事工」就此展開。 

 

          神是信實的。經分享與禱告後，很多的弟兄姊妹自告奮

勇參與 「疫情中長者關懷事工」。雖然疫情越來越嚴峻，但

不減他們參與的意願，他們當中有幫長者去藥房取藥、購買食

物和家庭用品，有十多位弟兄姊妹負責每星期打電話關心長者。 

其中一位姊妹專門幫助長者申請政府的老人餐。 

 

          「施比受更為有福」。我每天聆聽長者分享他們的見證， 

述說神如何供應他們所需。感謝

神讓我們有機會在電話中一起禱

告。在這過程中，我很享受和被

激勵，這是神給我的靈宴。沒有

比這更好了。弟兄姊妹因心中有

愛，冒著有機會感染病毒的風險， 

擺上時間，盡心盡力的付出。他們的愛心是可見的，不但有信心

而且有行動，神的愛就顯明了。他們在疫情中及時幫助及安慰了

很多長者。對此，我非常感動、鼓舞。我衷心感謝參與「疫情中

長者關懷事工」所有弟兄姊妹，願神賜福他們和他們的家！ 

Helen Lau 

          大家好，我叫Helen, 有些朋友叫我「玉蓮」，我住在

康州，是一位執照按摩治療師；從前從事於寫電腦程式，

後來轉行後，在診所工作；現在在圖書館做文員。 

去年因新冠狀病毒疫情，三月中我和一般的人一樣，一瞬

間都變成失業一族，也留在家中變成全職煮婦，初級的疫

境廚神。 

 

          平常每逢週末，我會去紐約祖母家，接她一起去唐人

街中宣會做崇拜，但因疫情，因此也沒有再到教會作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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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都變成網上教會崇拜。其實疫情剛剛開始，我也沒有到紐

約市了，直至六月疫情好一點，我才再次回到紐約市; 因此照顧九

十多歲祖母的責任，便落在我姐姐和兩個妹妹身上了。但我還是

每天給祖母電話。現在每星期天，我帶著平版電腦去祖母家，讓

她可以做網上崇拜。 

 

          說回三月底，教會好友來電，看看我們一家及纽約的家人們

如何; 還問我有沒有時間幫忙打電話給一些年長的教會姊妹，作為

一個閑人的我，二話不說的答應她。 

          可能家中有長者，常和她通電話，所以每星期給這一小

組的長者電話，對我來説就變得輕鬆容易了，很多時候雖然只

是跟她們聊聊數句，但她們都會很高興及感謝我們給她們的來

電和關心; 當中一半是獨居或是和老伴一起生活，另外一半有

家人一起生活。當中你會知道那些獨居或和老伴居住的都比較

特別健談，但是記憶力已經不太好，所以下星期給她們電話的

時候, 她們便會談回同一個話題, 很可愛。其實我覺得對她們多

一點關心、多一點聆聽、多一點鼓勵，不要讓她們覺得自已老

了，什麼都幫不上、做不來，其實她們有一樣最利害的東西,  

就是「禱告」，讓她們知道自己還是很有用的，

她們每一個都是禱告的勇士; 也讓她們知道我的

近況，這才有交流！ 

 

          疫情由去年年初至今正正一年！當中由冬

天至春天，看到花草樹本，發芽、生長；到初

夏天氣漸漸轉熱，花朵的盛放；秋天的楓葉，

滿山的不同顏色；現在又回到嚴寒冬天。興幸

身在康州的我，每天可以到外面散步，鍛鍊身

體；遇見鄰居放狗，大家點個頭，打一個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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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社交距離下，擦身而過；偶然我會停下步伐，看看四周

的樹木、叢林、流水，小動物的經過，回頭看看蒼天，藍天白

雲真美麗，心想感謝造物主所創造的一切，在這疫情下，讓我

知道可以慢着腳步，去欣賞家中附近原來已經有很多的美景；

也感謝主給我和家人有平安的生活，雖然疫情讓我們擔驚受怕,

但依靠主，的而且確給了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更感謝主，在疫情

中，我身邊所認識的人,

只有幾位受到感染，但

每一位都得已痊愈，你

說我是不是要感恩！現

在已經開始有疫苗，希

望疫情也快點結終，但

希望大家依舊可以多關

心身邊的人和朋友，一 

個電話、一個問候、多一點關心、多一點聆聽，世界會變

得更美好。 

          感謝神，可以參與「疫情中長者關懷事工」。我們團隊在

三月份開始，有教會的同工，伍師母和Anna方，及我們四人：

April，Helen，Jay和我。因為疫情的緣故，讓我有機會認識這班

年長的姊妹 (感謝神大部份姊妹）。 她們的兒女及孫兒都好關心  

仍不斷保守她，這是很鼓勵的見證。轉瞬之間，我認識她們已經

有十個多月了，有時她們會打電話問候及關心我，我反而覺得自

己是最得益及蒙恩的一位。 

她們。在我關

懷的組別中，

有一個姊妹已

經九十多歲了 , 

每次打電話給

她，她都與我

一同祈禱；也

有一個姊妹分

享她在病中, 神 

Edith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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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e Leung 

小 子 們 哪 ， 我 們 相 愛 ， 不 要 只 在 言 語 和 舌 頭 
上 ， 總 要 在 行 為 和 誠 實 上 。”  
(約 翰 一 書 3:18) 

          記得大概在二零二零年三月中的時候，因為疫症大流行，

教會開始關閉，崇拜和團契都改在網上進行。所有消毒用品，口

罩，防護產品搶購一空，連超市的貨品也出現搶購的情況。我開

始惦記著一班長者，他們不方便外出，大部份也不懂網上購物，

獲得的資訊也不及我們快。我們在家很安穩舒適的同時，他們可

能會覺得徬徨無助。我們年青的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他們呢？ 

“你 手 若 有 行 善 的 力 量 ， 不 可 推 辭 ， 就 當 向 那 
應 得 的 人 施 行 。 你 那 裡 若 有 現 成 的 ， 不 可 對 鄰 
舍 說 ： 去 罷 ， 明 天 再 來 ， 我 必 給 你 。”  
(箴 言 3:27-28) 

於是我向神禱告，「主呀！你若願意，請你使用我和一班弟

兄姊妹，在這個艱難的時候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吧！」 

          之後的兩星期，與方姐妹了解到一些長者的需要，以及

在文康和妹妹Shirley的協助下，我們從不同的地方搜購了一些

食物給教會預備愛心包，送給有需要的長者和家庭。但這兩

星期後的確疹數字已經更嚴重了，老實說要去不同的地方送

食物給素未謀面的人，的確有些害怕，一來害怕自己會受感

染，二來害怕自己會傳染了給別人。———我們應該待一兩個

月情況好一點才去送食物嗎？ 

 

          然而，未知的是我們會不會受感染，可知的是有一些人

很需要我們即時的幫助。我們有能力的時候不去幫助他人，

難道要在我們沒有能力的時候才說後悔嗎？而且，最重要是

神也會喜悅我們幫助有需要的人吧。於是我們在充足的防護

下就平平安安的去了~（哈哈～其實能夠與弟兄姊妹一起為神

工作也是很喜樂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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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

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

施比受更為有福。” (使徒行傳 20:35) 

          真的感謝神讓我們有福份可以參與神的工作，有這次的機

會用行動去實踐聖經的教導，去愛我們的弟兄姐妹，愛我們的

社區。每當我們把食物或愛心包送到各個家庭的時候，有些人

面上帶著喜悅，也有些人面上帶著憂愁，但他們都有一個共通

點：他們都感受到神的愛和溫暖，因為神都愛我們每一個人。

這些愛心包不單帶給他們身體上的需要，還帶給他們心靈上的 

治愈 。其實有時我們所做的真是很微小，但帶給人的幫助卻

可以很大。所以，不要小看神賜恩給我們的能力，把握機會，

全然的為神擺上。願一切的榮耀和頌讚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

父。 
 

 「立志今擺上 傳揚耶穌  

用我的恩賜  獻上最好 

讓我謙卑作祢僕人 存著敬畏去事奉神 

全是祢恩典覆蓋 每步亮明燈」 

（《立志擺上》：曲詞: DJS；編曲: 古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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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mon Wang  

「生有時, 死有時」  
 

          紐約巿居家令前期, 「新冠」殺過大眾措手不及, 物資供應受

阻, 人心惶惶, 恐懼就像病毐般懸浮在空氣中。忽然想到教會中長

者們的困難, 就跟關懷部登記了做義工, 被差去送乾粮包給獨居者。

他們蠻可愛, 有的要給小費, 有的要額外買這、買那, 都是真實的

表達和需要。感謝神, 可以幫一點兒。 

          聖誕節前幾天正午回家, 在門口下車剛缷好東西, 光天下遭

兩名持槍歹徒埋伏, 叱要我交出大麻, 他們當然是弄錯! 但不宜

分說, 反正只有幾袋粮食, 自便! 他們手法老練, 不留証據, 背後

定有幫派, 但情報失誤。當他們要翻車尾箱時, 我在暗笑, 裏面

盡是內子的雜物…簡穙直好, 無牽掛。霉賊也沒再要進屋, 走時

親手還了我錢包和手機。 吓我一跳的, 鈔票竟沒拿, 算是個「陪

罪」吧? 當日十架上的兩個強盜, 一個及時向主認罪, 蒙救贖; 盼

這二兄台會有這福份!  

 

          子彈可不比病毐更致命? 傳道書3:1-8清楚地道出了「生」、

「死」和(古時的)人生都有其規律。我知道這規律是在神的主

權下; 反過來解讀, 若未到期 祂也不讓人提前「退休」的。感謝

全能的父, 無處不在的是祢, 而不是疾病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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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 

訓練 

得救與成長   林宏 Wang  

          我的信仰是真實的是以神為中心的，基督是我生命中

掌權的那一位。回想決志信主已有一年半，這段時間經歷神

的保守和帶領，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改變。未信主之前我不知

道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將很多時間放在自己身上，覺得只要

跟從自己的想法做自己開心的事就好。雖然我意識到我的生

活並不喜悅，尤其當我遇到無法靠自己能力克服的問題時，

心情就會十分低落，可是我沒有怎樣理會或是想去改變而是

選擇逃避。當我還不知道誰是真正的創造主，迷失自我的時

候，神已經為我計劃好救贖的道路。二零一九年九月感恩蒙

召到中宣會的主日崇拜，第一次敬拜已經感覺到實在而又自

然的平安。後來靠著門訓、團契、靈修、禱告及詩歌，我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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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創造我的救主，知道自己的身份價值，並且經歷了很多神

所賜的恩典。信主後我知道生活的重心不應放在自己身上隨

心所欲，而是要盡力去做神所看重和喜悅的事。我相信在未

來的日子無論是順境逆境，當我全心全意地追隨基督，祂將

永遠帶領我走人生的道路。 

          在教會和團契的學習中,

神的話語成為我成長的食糧。

在靈修的過程中，我發現聖經

是真實可信的，這也是我信仰

和行為的唯一權威。我知道在

任何場合都要清楚表明自己的

立場，不違背聖經的教導。當

我感到軟弱無助時，神的話語

就是我信心和勇氣的源頭，衪 

垂聽每一個禱告也實在的幫助我。我在疫情的時候很容易陷

入憂慮,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的掙扎，但當我信靠主耶

穌基督的時候，衪就賜予我能力面對各種挑戰並讓我看見各

樣美好的事物。當我承認自己的不足和罪並轉向主耶穌基督 

尋求祂的指引時，主就以平安來回應我。二零二零年九月，我

發生意外造成鎖骨骨折，醫生告訴我需要做開刀手術，短期內

都很難自由活動。但第二天我已經可以聚會而且之後也沒有中

斷，每一天都能完成工作和任務。我真實看到主的能力常常在

人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出現，不僅醫治我的傷患而且讓我有力量

克服困境，逐漸康復。這恩典讓我對主的能力有信心，因為祂

勝過死亡，勝過罪惡，能夠從死裡復活，沒有祂不能成的事， 

而這大能力也恰恰

是我們得基業的憑

據。神照着祂的旨

意運行在我心裏能

成就一切，超越我

的所求所想。我學

會了放下自己，明

白到我不能完全掌 

握自己的人生，當遇上生命的各樣挑戰時，最重要的是對神

有信心，跟隨主的引領，這樣就可以經歷屬天而來的平安。 

 

          對神的信心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會因為外界影響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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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把雙刃劍，它曾經阻隔我與神的關係，但現在能幫助我

明白神的恩典。雖然理性能夠認知善惡的問題，但是對於人

生命的根本目的卻無法解釋，對人生命的來源和終向也沒有

答案。經過思考會發現雖然人有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但人

是有限的，無法超越自我的限制和不公平的待遇，對很多疑

問沒法解釋，而神的智慧要高於這一切，在衪的真理面前和

祂永恆的計劃中更顯得人微不足道。我知道祂的意念比我高 

很多，所以當我愛慕祂的真理仰

望祂時就不會迷失，因為我相信

祂所行的旨意是最美好的。信任

一個人的前提是真實的交往認識

對方，信任神也同樣要與神多交

往，越認識神的大能和信實，對

神的信心也會越堅固。與此同時

與祂關係也是在學習基督的柔和 

裡謙卑，在過程中常常反省，這樣就可以面對各樣的憂慮，

在主面有喜樂，有盼望，有真理上的確定。 
 

          基督改變了我的生命，曾經阻礙我與祂連接的理性成為 

75 

變。很多人對萬物的感觸是依賴世界或自己的評判作標準，這

些評判不是永恆的。人的行為因天災、逆境、疾病，常常造成

許多問題，我也曾經因此而迷惘、失去對神的信心。當我想起

人抱怨現在的世界變得越来越黑暗的時候，神就提醒我更應該

活出截然不同的生活，將最明顯的差別展現在出来，這就是即

使面對各種困難挑戰我對神的信心也不會改變，我相信神是掌

權的。 

 

          我相信對神的信心是超越理性的，但理性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人不應該放棄理性的追求和探討。我常問自己怎樣才能成

為一個有信仰且沒有違背聖經真理和理性的基督徒？我發現理 



引領我進入真理橋樑，當我渴望真理的時候會深刻地體會到對

神的信心。聖經陳述的，宣揚的是不變的愛和寬容，這引導我

將所學所想的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這是合乎理性的，我相信神

的話語不是負擔，不是枷鎖，反而是使人得自由。 我也曾經只

追求看得見的，看不見的就說不存在，但萬物皆有因果，必定

有一位永遠不改變的創造者在掌握。這些的根源都是從神而來, 

衪從聖經啓示自己，也讓人有自由認知真理的能力，彼此並

不矛盾，無論在任何時代理性都讓人行走在尋求真理的道路

上。我在生活中反思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聖經原則，在過程

中認知到神的恩典和大能力。同樣，當我遇到誘惑時藉著理

性的提醒使我認知這誘惑的淵起，及時悔改。我感謝神賜給

我美好的祝福和計劃，祂的愛和召命也將是我走向未來的美

好見證。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感受到因信靠祂的恩典而得救，這

恩典幫助我在理性探討當中對神能夠有更多的認識，因為理

性和信心並沒有矛盾，所以在信仰當中能成長。雖然我看不

見前面的路，也不明白神的計劃，但當我一心順服，跟隨主

為我所定立的標桿，衪就增加我的信心。回想這一年的道路，

我發現當我在關口中選擇順服的時候，我的靈命就會長進。

感恩神透過教會教導我、牧養我。我知道未來仍有許多不同

的挑戰，唯有依靠神才能勝過環境和軟弱，經歷信心的試煉。

我要繼續在真道上效法基督，不斷學習成長和更新改變，這

是一生之久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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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長進    陳嘉樂 Jeff 

          大家好，我叫Jeff。 疫情讓全世界都按下了暫停鍵，感謝

主，我們參加了由教會組織的門徒訓練線上聚會，雖然都是無

奈的呆在家裡，但卻經歷心靈一天新似一天。 感謝神的揀選與 

不帶能力的。」（路1:37） 直到截稿的時候，我們還一直堅

持每個星期門訓，「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

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18:20）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來4:12）。在門

訓的每一課當中，我們大家都一起查閱了大量的聖經，非常

感受到像以馬仵斯兩門徒遇見主一樣：「他和我們說話，給

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嗎？」（路24：32） 

我們的小組有三個家庭，每一次準備星期六的小組分享時候，

我們是輪流每個家庭負責一課，按照課程內容我們開始都有

背經句環節，之後按照書本的內容去回答問題，大家積極性

非常高， 準備非常充分，就像使徒行傳的記載：「甘心領

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徒17:11) 

 

          以下分享一下我的學習心得，第一就是更深認識神的

工作，「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里造成的。」（弗

2:10）首先是我寶貴的神的揀選，他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

有智慧的羞愧，也揀選了貧窮的，叫我們能在信上富足。 

呼召，讓我們透過門徒訓練

更加認識自己，認識神的工

作，也更深明白何為愛。   

 

          我信主年日也有二十多

年，有熱心過，也有冷淡過，

經歷了單身時候無所顧忌，

也經歷了建立家庭後有心無

力，但正如約翰福音13:1—

「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感謝主有

太太不斷鼓勵，參加了門訓，

我自己雖然心靈活在苦膽中，

但深信神的話，「沒有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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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

身體上顯明出來。」(林後4:11）最後是認識神的愛。「能以和

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

人所能測度的。」（弗3:18-19） 

 

          有時自己都不喜歡自己，但神的愛「在他沒有改變，也沒

有轉動的影兒」（雅3:4）。 還有主承諾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

的人，就愛他們到底，堅固你們到底，都能拯救到底。 透過門

訓，我們不是學多了一些知識，而是沿著主佳美的腳蹤，「若 

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天天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9:23），主十架的

路不是容易走，「如

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榮耀！」 

(羅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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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更深明白神的呼召是沒有後悔，他要使用我，並且是以，愛

為旗, 引領我走義路。 

 

          第二是更深認識自己，「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

成的。」（林前15:10）過去陰影，罪帶來的後果，一直讓我們活

在一個不真實的身份當中，「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但你們是重價買

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6：20）如果我

單看自己的本體，我是多麼的不堪，「我們這 
 



信仰 

平凡人生     俞閻路得老師   

        “我的心哪，你當稱頌耶和華” 

          我好像看見天父的笑臉，心裡充滿了溫暖：我的主一直

在保護......     俞閻路得 

 

          二零二零年感恩節，我向神（上帝）許願：二零二一年

求神賜健康身體，使我繼續彈琴事奉衪。不料，從十二月初開

始發生一連串情況，弄得我不知所措！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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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跌兩跤 

         十二月三日，忘記在洗衣機前放矮凳，結果一下坐在了地

上！第二天早上，慣常在附近散步，沒看清行人道高低不平，

突然一個趔趄向前扑去，眼鏡、手機都跌得老遠！我坐起來，

走了十五分鐘回到家，才發現額頭、鼻樑、手掌和膝蓋都跌傷

了......感謝天父保護！連跌兩跤都沒出大問題，十二月六日平安

地去教會主日崇拜司琴。心頭不由湧上那首以《詩篇》一零三

篇為歌詞的聖詩，《我的心哪，你當稱頌》： 

「我的心哪，你應當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一切恩惠，祂赦

免你的罪醫治你疾病，祂救你脫離死亡。」 

 

一切正常 

           十二月十一日，再出門走了一小時，回家後休息片時。起

身時，突然頭暈得厲害，喉嚨收緊、疼痛，好像心絞痛症狀。

一時心急，趕忙含下一粒舌底藥。不巧，平日所看的心臟科醫

生休息，只好前往醫院急診。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我也曾因心絞痛進入急診室；第二天 

做了血管造影手術

（通波仔），發現

主動脈堵塞了90%，

而植入一個支架。

之後一直保持得很

好，從沒用過速效

救心這類藥。這次

會如何？經過系列 

 

            
腦部檢查，一切正常！ 

 

          心臟醫生建議, 再做心肌掃描和跑步測試，但因疫情之故，

教會很早決定十二月二十日的主日是聖誕音樂崇拜，安排我參與。

主再次保守我平安參與事奉，印證祂的信實：「祂用美物使你的

願望得知足，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使你力上加總不至衰敗，如

鷹返老還童。」 

 

轉危為安 

          新年剛過，甲狀腺和婦科又出現令人擔憂的症狀。心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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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

「天離地有多高東離西有多遠，祂的慈愛亦如此深廣。地上

父母如何疼愛眾兒女，天父也照樣愛你。」朗誦般的旋律和

輕柔的節奏激盪著我感恩的心，特別是副歌所詠嘆的，正是

我現在的心情：「主恩實在更多，主恩實在更多！超乎我想

像，難以測度，主恩實在更多。」阿們！ 

壓之時，弟兄姊妹和親人代禱鼓勵，主更差派天使，把《腓立

比書》四章6-7節的應許放在我心裡：「應當一無掛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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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熟悉、寶

貴的金句，再一次觸摸我的心！我不停背誦，抓緊神的應許，

憂慮不見了，真正享受主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一月底，醫生

告訴我：心臟功能正常，不需要再通波仔；甲狀腺檢查正常；

婦科也無大問題...... 

 

          多麼奇妙，一切轉危為安了！我好像看見天父的笑臉，心

裡充滿了溫暖：我的主一直在保護，祂早已悅納了我的心願。

更深深相信，即使重病纒身、面臨死亡，主的愛與平安也永在

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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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場肆虐全球的冠狀病毒席捲而來，我還以為很快過去。 

我沒什麼危機意識，人們忙於恐慌搶購，我卻安坐家中。 當看

到米缸剩下不多的米和兩三個口罩，我才準備去買。 到唐人超

市才知要預約方可進入，感謝愛我無微不至的天父， 祂豐富供

應！又有姐妹給我一些口罩。 疫情至今八個多月，我一無所缺，

有衣有食， 就當知足！ 

 

          教堂於三月十五開始網上聚會。我可參加全部的三堂崇拜， 

兩個主日學，還有祈禱會。我如饑似渴地學習聖經，也做筆記。 

節省到教會的交通時間，我用來聽道。 我在疫情中的生活忙碌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李德貞 Connie 
 

而充實。藉著參加短宣中心的「耶穌愛全城」傳福音活動，

我主動打電話關心我的親戚朋友， 邀請他們參加網上的佈

道會。正如使徒保羅囑咐，「務要傳道！ 無論得時不得

時。」（提後4:2） 

          我信主二十七

年，好怕像以弗所教

會「把起初的愛心離

棄了。」（ 啟2:4）

所以我提醒自己盡量

日行一善，打電話關 

心問候長者， 有時也發短信丶寄卡鼓勵朋友。 能幫人令我

很開心！ 

 

          有朋友說我好動很難坐得住，但其實 並非如此。一杯

清水，一盞台燈，一本好書，對我而言， 就是一個良宵。

我很喜歡的金句是：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
穩。」（賽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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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給我這段安靜等候的時間，等候並不是什麼都不做，

而是心境平和， 按步就班，做應該做的事。在以賽亞書 30章18

節也提到，「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 好憐

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願

我們都成為有福的人！ 

**編者的話：2020年11月，Connie姊妹已把文章發給教育部，本應刊登在

第二期的《中宣恩刊》。但我們沒有查看教育部的電郵，把她的文章遺忘

了。對不起！在上文她寫道：「疫情至今八個多月……」，因為她是上年

投稿的。** 

          剛在朋友圈翻到一篇推送, 是一個弟兄分享神在他求職

路上的見證。看完以後非常感動。回顧我自己這兩年艱難的

求職經歷, 不禁感嘆, 還好有神!可以毫不誇張的說, 我的工作

完完全全就是神賜給我的, 而且超過我所求所想的。 

 

心碎於分手,鬱鬱不得志 
 

         二零一九年五月, 那時候我剛剛碩士畢業, 父母和女朋友 

(現在是前女友了 ) 

都來到了紐約參加

我的畢業典禮。手

握 NYU 的金融工程

碩士文憑 , 又有一

個非常恩愛的女朋

友 , 當時的我意氣

風發 , 前前途一片

光明 , 甚至覺得自

己就是世界上最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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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長路, 還好有祂    陳浩然  



福的人。 因為前女友家在加州, 所以基本上我投的簡歷都是加

州的金融公司。雖然當時還沒有工作的offer,  但是我覺得憑自己

的能力, 工作肯定會有的。 

 

          意外總是發生在一個人躊躇滿志、意氣風發之時, 因為神

要破碎我的夢。六月中, 一個週三的夜晚,前女友提出了分手。

我懵了:不是前幾天還相處的好好的嘛? 說好的一起要做的好多

事情呢? 那一夜我徹夜未眠, 第二天直接買了機票飛回加州要去

問個清楚。然而即使人回來了, 心也不在了。我必須面對分手的

事實, 這是那麼的痛。兩週時間, 每天晚上都只能睡著兩個小時, 

因為胸悶。 

 

          接下來的三個月時間, 我暫時加入了一個和自己專業無關

的公司, 但是工作時卻心不在焉。感情的破碎依舊影響著我,  每

天活得像一具行屍走肉, 心裡面對神也只有埋怨: 為什麼? 為什

麼讓我經歷這些事情? 我不斷的向神禱告, 希望前女友可以回心

轉意, 可以與我複合。但是神沒有聽我的禱告, 即使分手後我一

直為前女友默默付出, 我們的感情也回不來了, 而且她也有了新

的男朋友。那段時間是我的屬靈黑暗期,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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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事情, 我不明白神在我身上的心意究竟是什麼, 我甚至犯了

很多的罪去報復神, 我覺得是神讓我痛苦的。八月底, 我的身心已

經沒有辦法繼續工作了,而且我還是想做回金融相關的工作, 所以

我辭職了。 

心態轉變, 兩首歌讓我回到初心 
 

          辭職後, 一方面我在準備找工作, 另一方面也給了我身心靈 

充分休息的時間。我開

始去思想我人生的目的, 

以及神為什麼讓我經歷。

這些事情, 不再是埋怨。

而且那段時間,很多團契

裡屬靈的小伙伴都回來

了, 我們又開始了團契, 

再一次, 我又接觸到了神

的話語。 



          一次偶然的機會, YouTube 給我推了一首歌:《我在這裡我願

意》一首那時候剛出的歌, 一首我從來沒聽過卻無比打動我心的

歌。歌詞寫到:“我活著不再為自己, 用我成為你愛的器皿......我渴

望看見, 每一顆心回轉向你, 聽見你的聲音在全地響起。”這不就

是我一開始加入大學團契時的初心嘛?大一的時候, 我對團契的傳

道說, 我想要看到, 在這個校園裡有鋪天蓋地的禱告, 有無數的學

子湧入教會。這是我的初心,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我竟然忘記了我

的初心!  

我站出來了, 回應了呼召。雖不知道以後神會如何帶領我服侍,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 那就是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

華。 

 

          在感情上,一開始我一直試圖去挽回前女友,甚至覺得這是神

要我學習等候的功課,而我願意等她回來。直到有一次, 我的手機

壞了, 去維修的時候師傅說要重新刷機, 這意味著這一年多我的

聊天記錄全沒了, 特別是和她的聊天記錄。我很傷心,和輔導打電

話傾訴這些事,輔導卻一語點醒夢中人。她說, 感謝主, 這說明神

不紀念你的這段感情啊! 我恍然大悟, 原來神的心意不是要我等           我竟然還在這裡問神 , 

我的人生目的是什麼! 聖靈

感動我, 我淚流滿面, 跟神認

罪, 悔改, 並且問神, 神啊你

要如何使用我呢? 你若差遣

我, 我在這裡我願意。 十月

底的時候, 我有幸參加了 Life 

Game, 當牧師在台上呼召侍

奉的時候, 心中的感動不斷

地湧上, 眼淚也止不住的流,  

她, 神是要我完全走出

這段感情, 因為祂不紀

念啊! 漸漸的, 我開始

放下了對她的執念。

我開始重新審視我找

另一半的標準和方式, 

我才發現, 這麼多年來,  

我都是靠著自己的情慾在找另一半, 完全沒有按照神的方式去得

到我的肋骨。 從上一段感情中,我也明白了一個道理: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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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認真的人,才會去欣賞你對神的認真。 

 

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 
 

          然而,橫在我眼前的大山還是沒有解決, 我依然面臨著找工作

的壓力, 而且是極大的壓力。真正開始找工作的時候已經是九月底

了, 熟悉Job Market 的人應該都知道, 這個時候壓根就不是New 

Grads 找工作的時間, 應屆畢業生的工作本應在畢業前就搞定, 最晚

也是七八月。隨著投出去的簡歷一封封的石沉大海, 隨著一封封公 

司的脆拒郵件來到, 我越來越絕望。我甚至投了很多中部的城市, 

科羅拉多州的公司我都投了, 然而都杳無音信。同時還有來自父

母的壓力, 父母覺得既然在美國找不到工作, 為何不回國呢? 可是

我想留在美國工作啊。我對國內的金融市場一無所知, 於是就有

了一次又一次與父母的爭吵。雖然那時候已經從感情中走出來

了, 也拾起了對神的初心, 然而找工作的壓力幾乎把我壓垮, 直到

一個早上。 

 

          一個早上, 腦中一直迴響著一首歌,一句經文:“我必在曠野開

道路, 在沙漠開江河 -以賽亞書 43 章 19 節”。是啊,  我在擔心什

麼? 我的神豈不是在曠野中開道路, 在沙漠中開江河的神嘛? 我跟

著祂, 難道祂會不管我嘛? 我的信心自此被建立起來, 雖然我依然

沒有收到幾個面試, 雖然我父母還在催我回國, 但是我已經有信

心有盼望了, 我的神一定會施行拯救! 

 

          時間來到了十一月, 跟西雅圖的一家公司面試已經到了最終

輪。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準備, 我在神面前認真禱告, 我也拜託我

的媽媽和奶奶替我禱告。等了很長時間,最終輪的結果下來了, 而

且還是一通電話打到我手機上, 拒信。我幾乎崩潰。 晚上跟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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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第二輪我準備的非常充分, 而且面試官還需要是我的學長, 第

二輪面試也非常順利。那時候是二零一九年感恩節前的周三, 我

以為他們會很長時間才告訴結果, 沒想到第三輪面試的通知在那

個週五就發給我了, 而這一次是On-Site 面試, 面兩個考官, 一個小

時。面試在下午一點,我心平氣和的進入公司, 而此時我奶奶在

溫州為我禱告, 凌晨兩點。面試出奇的順利, 而且有一道題正是

我早上複習到了的。走出公司的時候,我長吁一口氣,感謝神!我

知道我這次一定穩了。又是兩天時間,Offer 就下來了。 

 

 耐性等候,成功轉正 
 

          二零二零年一月, 我開始了在投行的工作。說實話這份工

作並不算一份正式工作, 而是一個實習崗位, 實習時間為半年到

一年, 也就是說, 最多二零二零年底, 我又要失業了。 

 

          工作起來還是非常順利的, 雖然有不小的難度 , 但是感謝神, 

我很快就上手了, 而且組裡的老闆都非常喜歡我, 很想把我留下

來, 但是無奈沒有多餘的崗位。 二零二零年八月開始, 我一邊做

著手頭的實習工作, 一邊又開始了無止盡的面試。這一次因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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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的時候, 我奶奶安慰我說, 孩子你放心, 我禱告的時候非常

平安, 神給我感動, 你下一個面試一定能進的。 

 

          下一個面試? 噢，我的確還有一個面試, 那是一家在紐約

的大投行。我想都不敢想, 而且我連職位介紹都看不懂, 我甚至

不知道為什麼這家公司會給我面試。第一輪的面試官是我同專

業的校友, 這讓我非常開心, 也準備了很久。抱著死馬當活馬醫

的心態, 我開始了第一輪面試。果不其然,第一輪的面試非常糟

糕, 有一半的問題我都不知道, 心想肯定涼了吧。然而兩天后, 

我拿到了第二輪的面試,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了第一輪的經 



了些在大公司的工作經驗, 我拿到了不少的面試機會, 然而卻一

次又一次的失之交臂。一次面試高盛的機會, 我已經面試到了

最後一輪, 正在準備的時候, 突然收到郵件, 他們告訴我, 已經提

前決定要了其他人, 而我最後一輪還沒有面試。其實最好申請

的還是我目前在的公司, 然而因為疫情, 公司放出來的全職崗位

非常少。我在九月份也陸續面了幾個我們公司的崗位, 但都無

疾而終。迷茫和壓力再一次佔據了我的心頭。這一次, 神還會

像上一次幫助我嗎? 

 

          又是一首歌,安撫了我的心。 《不變的應許》是我很喜歡

的一首歌,在我很多困難的時候幫助到我。在這一次迷茫的時

候, 我回到公司的小隔間裡, 獨自一人跟神流淚禱告時, 這首歌

出現在我腦海中: “過去所經歷的困難, 更讓我看到你的信實。”

是啊, 去年這個時候, 不是比現在更艱難嘛?神在那個時候幫助

了我, 祂是信實的神, 祂難道不會再幫助我一次嘛? 雖然環境上

我看不到一點點希望, 但是回顧神曾經的奇妙作為, 我的信心再

一次被堅固了。這一次, 我不看環境, 單單仰望你! 

 

          信心雖被堅固了, 但仍需要回歸初心。隨著時間流逝, 在銀 

來才發現 , 是因為原來的 

Manager離開了 , 換了新的

Manager, 而新的Manager 願

意再給我一次機會, 面試我看

看 。 這 一 次 的 面 試 , 新 

Manager 並沒有問我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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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久了, 很容易就丟失了一開始為主傳福音的心志, 工作逐

漸成了賺錢的渠道, 因為同事們聊的都是錢。感謝神, 通過一次

的希伯來書查經, 一句經文“所以,我們當越發鄭重所聽見的道理, 

恐怕我們隨流失去” 再一次的點醒了我。我差點隨流失去了我

傳福音的初心! 工作的目的需要回歸福音, 我人生的目的需要回

歸福音, 我的核心就是福音! 曾經的我那麼愛傳福音,如今我居然

在公司裡不敢開口談論福音, 何等的羞愧啊!我需要悔改, 我需要

重新活出以福音為核心的人生。 

 

          心態轉變了,沒過多久, 神就開路了, 而且又是超過我所想所

求的。九月份我曾經面試過本公司的崗位, 當時的 Manager 把我

拒了。到了十一月底, 我收到一封面試通知, 竟然就是我之前九

月份面試過的崗位! 我很奇怪, 後 



魯莽, 又驕傲, 但是在經歷過這些破碎以後, 我的生命逐漸被神榨

乾 , 如今的我, 深深知道我的工作是神給的, 我自己沒有一點點的

功勞, 我只能將榮耀歸於神。 

 

          我將我的經歷寫出來, 是想用我的經歷去安慰每一位正處於

低谷期的弟兄姊妹, 更是要見證我們信實而偉大的神。我知道你

們正處於迷茫的低谷期, 或正在找工作, 或經歷感情的變故, 或遭

遇朋友的背叛。這些事情, 我經歷過, 我們的主耶穌也都經歷過,  

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

要堅固你的弟兄。”在經歷過

失敗以後, 彼得才會寫出“神

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

人”這樣的經文。從某種意義

上, 我覺得自己很像彼得, 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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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問題, 而是更多和我聊天, 面試也進行的很順利。僅僅

面試了兩輪, 我就拿到了這個崗位的 offer, 幾乎沒有一點點難度。

在別人恭喜的時候, 我自己清楚的知道, 如果不是神的奇妙作為, 

我根本不會有這個工作。 

 

一點感悟 
 

          至此, 我明白了, 為什麼神要讓我經歷這些苦難。祂呼召我

出來服侍, 若我沒有經歷過這些生命的破碎, 我又如何能有成熟的

生命呢? 而且, 只有經歷過感情的失敗, 我才能去安慰其他在感情

上軟弱的弟兄姐妹; 只有經歷過失業、找工作的艱難, 我才能體會

其他同學們畢業找工作的艱辛。正如耶穌知道彼得會三次不認主, 

但是耶穌沒有阻止彼得, 而是為他禱告:“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 

所以祂知道我們最

深的痛處。向祂傾

訴, 向祂禱吧, 緊緊

的抓住祂, 祂一定會

帶領你們走出黑暗

的, 因為這是祂不變

的應許。黑夜終將

過去, 曙光即將來臨, 

在這黎明之際, 你,敢

不敢再相信一次呢? 



圖書 

推介 

天路歷程        仲心珏  
- 拋下行囊，奔向“家鄉” 

          《天路歷程》是我們讀書小組最近讀的一本書。它是17

世紀英國著名清教徒約翰班揚的作品。他的一生因為堅持信

仰而三次入獄，這本書也是他在獄中創作完成的。 

          當初選擇這本書，

一方面是因為它超高的人

氣和評價，它是除了《聖

經》之外發行量最高的圖

書；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它

獨特的題材，它以寓言體

的方式展現了基督徒奔走

天路的旅程。這本書的主

人翁“我” 以夢境的方

式展開了敘述，以旁觀者

的角度來描述他所看到的

“基督徒” 的故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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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每個人物、每座城市的名字，都有它獨特的寓意，讓

我讀的時候能很快明白它的意思，但細細思量之後又會覺得格

外巧妙和發人深省。在讀《天路歷程》的這段時間裡，也讓我

重新思考了下面幾個問題。 

 

我們為什麼要離開過去的生活，開始這段新的旅程？ 
 

          主人公“基督徒”原本生活在“毀滅之城”，當他開始閱

讀一本書（聖經）的時候，他背上（罪惡）的包袱就越來越

重— 他意識到自己將來要被定罪、而他所居住的城也要被毀滅。

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傳道者”為他指引了一條通向 

“窄門” ， 通往 “天國之城” 的道路。雖然看不見“窄門”， 

但“基督徒”還是沿著“窄門”所發出來的光一路狂奔，開啟

了他的天路歷程。讀到這裡的時候，我就開始回想自己最初的

經歷。那時最讓我動容的是馬太福音16:26所說的，“人若賺得

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

呢?” 。雖然當時的我對罪認識得並不深，但心裡的聲音告訴我

主耶穌來要解決生死的問題，是我既要面對又解決不了的，這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但信主這許多年，有時在困境中，我 

也會想如果不信主，不服事神會怎樣，尤其是看到不信主的

朋友好似生活得比我好時，更會有這樣的小心思。但“基督

徒”的開始再次提醒了我，這是一場救贖性的逃亡，不是一

種自我的犧牲，我們也是一樣。 

 

這段旅程要的只是“罪得赦免” 嗎? 我們的目的地到底在

哪裡? 
 

          “基督徒”為能脫下重擔而奔走，他陷入過“絕望譚”，

險些被罪惡內疚所淹沒；又被引誘到“道德村”，試圖用好

行為來減輕重擔，卻越背越沉。當他進入“窄門”，一步步

艱難地走向“十字架”時， 他的重擔奇蹟般地脫落，被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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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我也心潮澎湃，彷彿看到了主在末後為我們存留的盼

望, 尤其是面對現今世代的混亂和不公，家人的離世和疫情下

生命的脆弱，更是盼望主的應許能實現，那時“神的帳幕在人

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做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做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

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

21:3-4） 

 

面對路途中那麼多的危險和考驗，我們要如何應對? 
 

          “基督徒”這一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和“守信”在

“浮華鎮”的經歷。他們來到市場卻不買出售的“世界的榮華”

和“虛空的快樂”，而要買無法出售的“真理”，因此破壞了

市場的秩序而被捕。他們在那裡被無端控告和辱罵，遭到鞭打

和刑罰，但他們都極力忍耐，用仁慈的心對待周圍的人。即使

這樣, “守信”最終還是被殘忍地殺害，但那時有一輛戰車出現，

把“守信”接入天門。讀到這裡時我也在想如果這樣不公義的

事情發生在我身上要怎麼辦? 但最終他被神悅納的場景給這個

灰暗的故事點亮了光 — 神才是公義的審判者。而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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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吞滅；他破爛的衣服被換成了新衣；他的額上也被蓋上印記。

此時才到第4章，讀到這裡時我很詫異，想說故事才剛開始怎

麼好像要結束? 仔細想想，故事確實才剛剛開始,“罪得赦免”

不是我們在基督裡終點，而只是一個起點。神還要我們忍耐等

候，在世上活出他所賜聖潔、慈愛、公義的生命來，正如保羅

所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腓立比書3 : 

13 -14），直等到神的國再來。 

 

          “基督徒”最終要走向“天國之城”。當他到達時，有

天使迎接他們，有號角為他們吹響，有黃金冠冕和公義白袍為

他們預備，有君王與他們同住，一切都充滿了榮光。讀到這裡 



更是給我很大的激勵，因為“守信”致死忠心為主做見證，浮華

市場許多人都想要離開那裡，而跟隨“基督徒”走天路的旅程，

其中就有他後來的同伴“盼望”。“守信”的忍耐和死亡在世人

看來是愚蠢，但在神裡面卻極為寶貴，因為結出了許多新的生命

來。“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

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12 : 23）。我心裡也是禱告，求神

讓我甘願做世上的愚拙人，而做基督裡的智慧人。 

 

          在這一路上還有許多精彩的故事，“基督徒”也遇到了形形

色色的人，有對他所傳的福音不屑一顧的“頑固”、“愚陋”、

“懶惰”和“自戀”；有想進天國得各樣好處、卻半路被引誘走

向滅亡的“柔順”、“刻板” 、“虛偽”和“沾光”；有引誘和

逼迫他離開正途的“俗人智”、“浮華市民”、“底馬”和“諂

媚”；有陪他走天路、給他鼓勵和幫助的好夥伴“守信”和“盼

望”；也有沿途給他引導、教導、安慰、警醒的“傳道者”、 

備註： 

感謝這幾個月來陪伴我讀完此書的張姊妹，袁姊妹，金姊妹，吳姊妹和周姊

妹，因為你們，讓這本書的故事格外地精彩和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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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喻”、“慈愛”和“牧羊人”。我們的天路歷程又何嘗不

是這樣? 我也相信，這一路上所經歷的眼淚和歡笑最終都會成為

我們的見證，而“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哥林多後書4 : 17） 



徵稿 
啟事  

          中宣會教育部計劃每年出版三期《中宣恩刊》（逢二月，

六月和十月）。2021《中宣恩刊》的主題是「住在祢裡面」。主

題經文是約翰福音15: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

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

不能做甚麼。」  

 

下一期的主題是「住在祢裡面：委身教會」。 
 

          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這句話蘊藏著基督

與教會之間那不可分割的關係。保羅寫道：「基督愛教會，為教

會捨己。」（弗5:25）我們所相信和跟隨的耶穌基督，祂愛教會、

委身教會，為她捨己。我們若效法祂，我們就要委身教會、建造

教會（弗4:12），好讓教會成為榮耀的教會（弗5:27）。 

 

          誠邀你們投稿，把你們信仰的經歷與弟兄姊妹分享，互相

鼓勵，見證神恩。 
 

截稿日期：2021年9月5日（主日） 

投稿方式： 

o  電郵給中宣會教育部：ce@ocmchurch.org 

o  來稿請以2000字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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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例               

 本刊歡迎會友積極投稿。  

o 來稿請寫上姓名（發表文章可用筆名） 

o 稿件內容以積極正面、鼓勵信徒靈命長進為原則。 

o 來稿須為原創、不得抄襲或改編。 

o 來稿若為「一稿多投」，敬請註明。 

o 來稿請以2,000字以下為佳 

o 本刊不設稿酬。 

o 作者自負文責，一切立論，不一定代表出版者或本刊 

        觀點。 

o 本刊對一切來稿有取捨、修飾及刪改權，如不欲被刪 

       改請註明。 

o 投稿者若不願文章被轉載，請於來稿時註明。 

o 本會受薪同工文章的版權屬中宣會所擁有；其它文章 

       的版權屬作者本人所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