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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時才學到呢？ 

鄧灼文牧師 

在多倫多的理髮室輪候時，我聽到兩個中國人在談論九一

一恐怖份子襲擊美國的事件。其中一個說：「美國長久以來利

用別人，現在該輪到他們受苦了。」愈聽他們講下去，我就愈

覺悲痛。難道美國被恐怖份子襲擊是應得的嗎？美國是否因罪

受神審判？我們是否優於那些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殉難者？ 
 
被襲之後兩天，道德的大多數組織領導人方維爾 Jerry 

Falwell 苛刻地說：「我實在相信那些拜異教的，擁護墮胎的，

崇尚女權主義的和患有同性戀的人，都在積極地鼓吹一種另類

生活方式；還有美國公民自由協會（ACLU），美式生活擁護

者（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都是要把美國世俗化；我

可以指著他們的臉說，這事的發生你們其實幫了一把。」（九

月二十日洛杉磯時報） 
 
不到一星期後，方維爾為他的言論作出道歉。他承認這次

論調和自己一貫的神學信念相反，且指出我們不可能知道一件

事的發生是否代表神的審判。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方維爾

改正自己說：「我所說的是，沒有人能明白某一個作為是神的

作為，且知道誰令到神施行審判。如果恐怖份子的襲擊是反映

神的審判，這審判就是向全美國施行的，包括我自己和所有罪

人。」（九月十八日紐約時報） 
 
說到一個人，一群人甚至一個國家因罪受神懲治實在毫不

新奇。在九一一悲劇後的主日，我在講道中就題到這點和如何

去預防，並且引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至五節。後來我發現我一

位好友在他加州河濱市（Riverside）教會所講的道亦是引用同

樣章節。讓我們重讀段經文，看耶穌如何談論人生的悲劇。 
 
『正當那時，有人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攙雜在他們祭

物中的事，告訴耶穌。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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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

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

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麼。 我告

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從這段經文我們至少可以向耶穌學到三樣功課。首先耶穌

告誡我們不要將地上的災難和神的懲罰連在一起。我還記得多

年前加州南北都遭受地震，有些基督徒就引用聖經去指責和判

斷，說是神用地震來懲罰住在好萊鎢和世界同性戀首都三藩市

的罪人。 
 
路加是記錄當時的一個熱門話題，就是一群加利利人如何

死在彼拉多手下（路加福音十三：1－3）。耶穌不同意當時一

般人的意見認為那些加利利人是罪有應得的。耶穌要維護和尊

重死者的名聲，榮譽和懷念。祂不苛刻，不冷漠，沒有對他們

的死和家人的悲痛毫不動情。當問完了『你們以為這些人比眾

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麼。』耶穌自己回答說：『我告

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這裡希臘

文譯本的「不」是用強調式。在整本聖經中這是唯一耶穌連說

兩次「不」的地方。 
 
其次，耶穌告誡我們不要將受苦和罪連在一起。跟著祂用

另外一次發生在耶路撒冷的災難來題問。『從前西羅亞樓倒塌

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更有罪麼。』（路加福音十三：4－5）耶穌特別題耶路撒冷是

有理由的。從處北的加利利，耶穌轉移到加利利之南的耶路撒

冷，是以色列地的中央和猶太人的生活中心。怪誕的意外可以

發生於任何地方，無論你在東或南，西或北，中央或邊壤。換

句話說，不幸事隨地都可發生，無論你在美國，巴西，中國，

法國，澳洲或者肯亞。似乎耶穌特意要錘打，切開，撕裂那些

無情壓抑和令人難以承擔的神罰論調。我們當知世上最深的苦

難可能會臨到一些最好，最友善和最令人喜歡的男或女。 
 
第三，耶穌告誡不要在永恆生命中尋求暫時的解脫。耶穌

叫那些來就近祂的人不要自以為義。換句話說，不要以為自己

幸運，不要以專家自居，更不要自以為高高在上，所向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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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恩寵。無論你身處何方何城何國，沒有永生，你就是邁向

滅亡。這段經文記載耶穌用了「眾」，「一切」和「都要」這

幾個意指「全部」的字眼四次。和大使命的經文一樣，這是聖

經章節中用到「全部」這字眼次數最多的地方。 
 
耶穌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悔改是一種

能影響生命的心志改變。意思是在論調上從「他們」改作「你

自己」，從罪中回轉來歸向神，和將自己的生活搞妥。 
 
這裏讓我題議我們教會可以應用的幾個例子，作為結束： 
 
 對人心存憐憫。 
 同情受苦的人。 
 尊重人的生命。 
 珍惜你的親人和朋友。 
 分享耶穌的救恩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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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醫者的心路歷程 
周明恩 

自幼就讀於天主教小學，對於耶穌的一些神蹟奇事，只當

是童話故事般去聽，並無任何深刻感受。升上中學以後，從科

學上的知識，基本上接受了「無神論」觀念，而對「進化論」

的有限認知，誤以為它真能解釋人類的存在。對生命的理解，

停滯於「不為甚麼而活」。當時姐姐成為全家唯一的基督徒，

我對基督教的反感多於認識。 
 
記得曾被中五的班主任老師問到，「從你的名字而說，你

到底是明白甚麼的恩呢？」刻下直言當然是父母生養之恩…… 
 
直到中學畢業前後，身邊好友相繼篤信天主教、基督教並

佛教，而另一方面，又有致力於反基督教書籍的，實有無所適

從的感覺。當時自己提倡與道家思想相類似的人生觀，以「無

所為而為，無所畏而為，無所毀而為」作為人生哲理；還斷言

縱使要幾經兜轉才能認識真神，仍是在所不計，絕不盲從…… 
 

入讀醫學院後，被學院事務、宿生活動及感情生活壓得喘

不過氣。再加上功課上的壓力，更成為不再思想宗教問題的好

藉口。生活營役，一切順從情慾，無任何標準可言。 
 
九二年結婚後移居美國，從頭開始實習生涯。那時太太已

在加拿大移民期間信主。在半被逼的情況下開始慕道，對牧者

及基督徒評頭品足，挑剔眾人的不是。幾經誘導，仍然心硬。 
 
直到九六年長子出生，未幾便與太太遇上嚴重車禍。忽覺

人的生死委實毫無把握，主宰絕不是我。再加反省生命，在十

二月十七日決志信主，心中竟沒半絲攔阻。其後的改變更是始

料未及的，放棄了主權反帶來無比的平安，對週遭的大自然發

出從心底的讚歎；而對病人的關心及耐性亦跟從前兩樣。九八

年女兒早產後的一段日子，更是親嘗禱告及從神而來的力量，

跟太太的信心日漸加增。以往覺得乏味的聖經、屬靈書籍及錄

音帶，竟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滋潤。聽道的態度亦由從前的

批判角度，轉為虛心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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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當年三十三歲為我死於十字架上，比自己還要年輕，

而成就了最偉大的神蹟並救恩。自慚承認是屬靈的後知後覺

者。但願仍能繼續在靈命上有所長進，明白主恩，為主多作善

工。共勉！ 
 
 
 
 
 
 
 
 
 
 
 
 
 

禱告，禱告，迫切禱告 
郭舜涓 

這些都是那天聽陳振倫弟兄講道所引發的── 
 
提到人子稱呼父神「阿爸、父」裏含存的親暱意義。舉例

是說到我們當父母健在時可能不覺得甚麼，可是當他們不在世

時，想到自己不再是任何人眼裏「特別的小人兒」了，那種失

落的感覺，難受異常。 
 
我聽了，鼻子一酸。啊，這種滋味，我懂，我真的懂。感

謝神，媽媽還健在，幾個月前才到中國去遊了一趟。可是爸爸

三年前的驟然逝世，現在偶而想起，心裏就像 Auntie Judy形容

的，被人掏空似的，冷得寒氣迫人，久久不能散去。 
 
我要自艾自憐了，怎能忘記呢？ 
 
三年前的一個清晨忽然接到長途電話，是姐姐從馬來西亞

醫院急救室打來的，說：「禱告，禱告，迫切禱告，爸爸不行

了！」我腳就軟了，眼淚不住往下掉。怎麼可能呢？才正當盛

年的一個人？接下來是混亂混亂，還是混亂。更多的電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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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失措。護照，文件，機票，我渾渾噩噩的張羅著。發機票

時接觸到機場人員同情的眼光，我腦子裏不知怎的，就抄襲也

變了冰心喪母時悲痛的句子： 
 
「我怎能再享有這樣的溫柔呢？我已是個沒爹的孩子

了！」 
 
在機艙裏，我四下打量，我那不成行李的行李，身上還是

今早上班的穿戴。我心裏空空盪盪，想著我這回是奔喪了。以

前上中文課唸祭妹文、祭十二郎文等文章，不是覺得奔喪這兩

字特別傳神貼意嗎？這下子可不就傳得貼得我自己身上來了！ 
 
轉機了，我在機場裏隨著人群穿梭著，好多機客匆匆擦肩

而過，有冷漠的、有不耐煩的、有疲憊的、有喧嘩的。莫名

的，冰心先前微婉淒苦的句子竟變成我突然的憤怒了： 
 
「你們都不管了嗎？不用停一停嗎？不知道我這時這刻已

是沒爹的孩子嗎？」 
 
那一天所發生的，眼睛看到的，心裏想過的，我到現在都

清晰記得。這就是黃兆鳴弟兄那天所謂的 flash memory 嗎？我

可以譯成剎那記憶嗎？ 
 
這些片刻，時而想起，當然是悲痛的。可是，靠著主的恩

典，不是沒有安慰和喜樂的。怎麼不可能呢？姐姐在爸爸嚥氣

前，不顧家人的異議，毅然把她教會的牧師請到爸爸病床前，

帶領爸爸認罪接受主。神就是這樣憐憫我們一家！我知道爸爸

現在在天家了。正是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那一

天，我也回天家了，見到爸爸，或者可以和他促膝暢談。談喜

不喜歡高喊哈利路亞時，舌尖在口腔裏捲曲流動的特別感覺；

也談在高舉雙手讚美神時，那股從胸中舒展擴延到四肢的暖

流。 
 
這就是耶穌基督給我的盼望。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

必得救。 
 

  禱告，禱告，迫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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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州福音營和我 

馮 偉 

  自從九八年我親自參加了三屆紐約上州福音營。每一次參

加，都有相同與不同的感受。相同的是，看到那麼多的慕道友

悔改信主，重生得救，心中滿了讚美，感恩和喜樂。不同的

是，每次參加福音營，自己擔當的角色略有不同，而在服事過

程中，也看到神的恩待、憐憫、保守，及自己屬靈上的一些長

進。今藉迴響期刊一角，做一點見証，願榮耀歸主名。 

 

九八年勞動節從 Albany 來參加在尼亞加拉大瀑布舉辦的

上州福音營時，我蒙召奉獻做傳道剛進入神學院一兩個禮拜。

那是我參加過的第一個福音營，卻要負責組織從 Albany 來的

四十多人。感謝主有多位同工一同配搭，往來都很順利，那屆

福音營中從 Albany 來的有多人信主，其中有的後來一同在團

契、教會服事，直到離開，留下美好回憶。 

 
那次福音營中對羅城教會，尤其橄欖組弟兄姐妹們熱心愛

主、全然擺上的精神留下很深印象。福音營講員遠志明弟兄及

主日崇拜講員徐心道牧師的信息，感動了很多慕道友及弟兄姐

妹。營會主席陳學忙弟兄特別給了我一個為主做見証的機會，

講自己的蒙召經歷。後來我將見証錄音整理，寫成自己的蒙召

見証，以提醒自己不忘神的呼召，神的印證，神的引領。但說

實話，當我後來聽自己的那盤見証時，心中充滿羞愧，簡直不

想聽下去。雖然講的都是自己真實的經歷、神的恩典，但同時

也聽到了自己心中的驕傲，屬靈上的不成熟。以後每次回想起

來，都成為一個很大的提醒。通過那次營會，也認識了上州幾

家華人教會的牧者，與林啟文牧師的交通給我和王靜很多啟

發。後來參加上州傳道人聯禱會，每次都有很多收獲。也有幸

認識了羅城教會的鄧牧師、師母。 

 
等到下一屆二零零零年上州福音營，仍是在大瀑布舉行，

講員是黃小石弟兄。因著牧師和同工們的信任，我被安排作為

主日崇拜的講員。同時作為 Albany 教會的執事，又要負責來

參加福音營的四十多人的報名、交通安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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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福音營實在都是一次操練服事、與神同工的機會。

我也學習如何請弟兄姐妹們一起同工，分擔重擔。感謝主，在

大家齊心地配搭事奉下，安排得井井有條，我能夠有更多時間

預備主日講道。 

 
最感謝主的是，我的媽媽兩個月前來美國看望我們，對基

督信仰和我去讀神學院的看法已開始發生改變，而在福音營的

第一天就完全決志信主！主日清晨，媽媽流淚為我禱告，求神

使用我的講道，我跪在地上流淚感恩，擁抱我親愛的媽媽。感

謝主，那個主日，神使用我這不配的器皿，看到多位慕道友舉

手決志。 

 
在這屆大瀑布福音營，我又一次與羅城教會的弟兄姐妹們

同工，再次被大家的付出、擺上所感動，也得到大家的鼓勵和

對我屬靈生命成長的肯定。那時王靜因為懷孕，一人留在家

中。我本應每晚打電話回家，但星期六晚上因事情多，又要準

備講道，就忘記打電話。後來才知那晚王靜在禱告求神不要讓

我打電話來，因她發現滲血，怕我得知會影響第二天的服事。

雖然從福音營回來發現真的是流產，心中非常難過，但我們仍

感謝主保守王靜一人在家幾天的平安，而且服事沒有受到影

響。 

 
二零零一年年勞動節福音營改在 Delta Lake 舉行，講員是

莊祖鯤牧師。王靜和我於五月底搬來 Rochester，有機會能夠與

羅城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同工，和學忙弟兄一起負責這次營會。

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福音營前前後後的禱告、準備、宣傳、

聯絡、文字、報名、食宿、交通、音像、兒童事工、財務等等

各項服事，看到那麼多弟兄姊妹在福音營前、中、後默默地擺

上，一本一本地印、摺營會手冊，一張一張地統計報名表格，

一卷一卷地複製福音營錄音帶…心中充滿了感動，更加明白每

次的營會實在是同工們擺上極大愛心的結果。 

 
潘漢光弟兄負責營會中的禱告工作，他雖然有感冒，但一

到營地就開始禁食，每場講道同時，其他各教會弟兄姐妹輪流

來守望禱告，但潘弟兄卻堅持帶領所有禱告會。禮拜六開始氣

溫驟降，後來一些有暖氣的好房間空出來，正在禁食且感冒的



 28 

潘弟兄卻不肯搬去，而讓給別人。感謝主的保守，營會結束，

潘弟兄的感冒也奇妙地好了。降溫以後，所有兒童及大部分姐

妹都安排去有暖氣的房子，唯獨負責分配房間的湯敏夫婦帶著

孩子仍住木板房。三天營會，真的從很多感人的見証，默默的

工作中看到神的同在，同工們愛主愛靈魂的心。這次福音營雖

然經歷了各樣困難，但感謝主藉著大家的代禱，各教會同工們

更加密切地配搭，同心事奉，仍然取得圓滿成功。很多慕道友

信主得救，有的人雖未在營地決志，但很快就傳來信主的消

息。同工們在服事過程中，也再次經歷到主的愛與引領、弟兄

姐妹間的彼此支持、鼓勵，更拉近大家的關係、同主的關係。 

 
我感謝主使我連續參加三屆福音營，每次都有極大的屬靈

收獲。求神繼續賜恩給這一聖工，領人歸主，造就門徒。 

 

 

 

 

 

 

 

 

 

 

 

 

 

 

 

祂早已為我安排一切 

陳恩恩 

不知不覺，來了美國已有五年多。回想起當時申請音樂學

院時，Eastman 並不是我的首選學府。那時候我對羅城一點認

識也沒有，只知道是紐約州裏的一個城市。心裏便一直擔憂羅

城也會像紐約市般治安不太好，所以縱使知道 Eastman 是一所

很好的音樂學府，卻不是我的第一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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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不斷向神祈求為我出國深造開路。求神賜我獎學

金，賜我一位好老師，到我首選的音樂學府── Indiana 
University – School of Music繼續深造。十分的感謝神，就在九

六年三月，神帶領了 Eastman 一個非常好的教授來到香港。就

這樣，我跟這位教授上了幾課，我覺得他的教學方法非常適合

我，便決定要到 Eastman跟他學習了。 
 
我是從小便在基督教小學念書。自懂事以來，便認識了創

造宇宙萬物的真神。每晚都有禱告的習慣，亦有每星期參加校

園團契，可是卻一直沒有到教會崇拜。直至到了羅城，加入了

羅城華人基督教會的大家庭，才有了真正的教會生活。崇拜、

團契、祈禱會成為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我是家中的獨

女，這是我第一次離鄉別井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神卻早已

為我安排了另一個家。 
 
在九六年大概十月中，我決定在感謝節受浸。在這第一個

學期裏，雖然很想念父母，而且亦在不斷地適應新環境，我卻

過得很快樂、很滿足，對面前的將來充滿憧憬。可是，就在那

年的聖誕節，我身體出現了問題：甲狀腺素分泌失調。當我發

現得了此病時，心裏非常擔憂。原因是我認識好幾位朋友也有

同樣的疾病，她們都需要每天吃藥，甚至吃了三年也不能痊

癒，於是便要接受輻射性的藥物治療或進行手術。我心裏很不

能理解為何我也得到這個病，但我可以做到的，便是求神醫治

我，讓我快些康復過來。 
 
可是，我的病並沒有受到藥物的控制，反而越來越嚴重。

病發時，會全身震抖，呼吸困難。就這樣，進了急症室好幾

次。還記得，第一次病發時是在校園組的祈禱會發生。弟兄姊

妹看到我的情況都十分焦急，不知所措。大家按手為我禱告，

然後送了我到急症室。感謝神讓我第一次病發時是在祈禱會發

生，弟兄姊妹的同在和關心，減輕了我的恐懼和痛苦。在往後

的日子裏，弟兄姊妹不斷為我的病禱告，亦不斷地關心照顧，

讓我得到數不盡的安慰，出人意表的平安。 
 
九七年四月，我需要回香港作一個「再續」獎學金的考

試。可是因為生病的緣故，身體虛弱到有一段時間不能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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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完全沒有正常地練習，甚至醫治我的專科醫生也不同意我

坐長途飛機回香港。但我不能不嘗試，因為若我拿不到第二年

的獎學金，我是不可能完成我的碩士課程。於是，我的醫生給

我預備了一張便條帶上飛機，用來指示機上的服務人員，在我

病發時如何處理和照顧。還記得在我考試的當天，香港時間星

期六早上，正是美國時間星期五晚上，校園團契的聚會時間。

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在我考試的那一刻為我祈禱，這給了我多

大的力量！那一刻，我心裏充滿著平安，神賜給我一個非常好

的表現。 
 
考試結束後我頗有信心能夠得到第二年的獎學金。可是，

事情並沒有那麼順利。最後的結果是我並沒有考上，但卻是後

補名單的第一位。當我知道我失敗的一刻，仿如晴天霹靂。我

向神呼叫：「神啊！為甚麼呢？你到底在那裏啊？」我心裏很

混亂，不知道怎算好，我是否就這樣地不能完成我的學位嗎？ 
 
在事發後整整的一個月裏，我心情跌下至最低點。但我仍

不住地禱告，神亦一直加添我力量，祂親手抱著我走過這段迷

惘、黑暗的日子。我一直向神說，我對祂有信心，知道祂會為

我開路。雖然我口裏一直這麼說，但是心裏卻還很擔憂，很焦

慮。直到有一天，我真的把自己放下，完全交託給神。我明白

到無論我怎樣憂心，我也無法改變事實，只有神才能夠改變一

切，因為祂主宰一切。當我完全交託給神後，心裏的大石放下

來了，終於能嘗到患難中喜樂的滋味！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

獎學金協會的來電，他們跟我說由於有人被取消資格，而我又

是後補名單的第一位，便把獎學金給了我。這真是一個神蹟，

多麼奇妙的一個神蹟！ 
 
事實上，神早已為我安排好了一切，只是我對祂的信心還

不夠。當我學到了功課後，神便讓我看到祂奇妙的作為。後

來，我的病亦漸漸地好了。父啊，感謝你！ 
 

  如今，已是我博士學位的最後一年了。我要面對博士資格

鑑定考試的難關，亦要開始找工作。這一切都十分困難，似乎

都不是我所能掌握的。但我深深地相信，靠著神的力量，我是

會平安度過的。神的恩典夠我用，神早已為我安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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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難與恩典 
張 斌 

兩個月前，在和母親的一次通話中，得知我國內的大哥被

汽車撞傷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大哥在騎自行車上班的

途中，一輛出租車違規行駛，將他撞倒。警察在檢查了現場

後，命那位出租車司機將我大哥送至醫院。經檢查，醫生診斷

為膝蓋粉碎性骨折。那位司機一聽診斷結果，方知事情不小，

便悄悄溜走了。事後我家人去警方詢問，誰知那警察一沒記下

司機的名字及單位，二沒記下車號，所以這個肇事司機從此便

沒有下落了。我母親告訴我這件事時，我大哥已經在家躺了兩

個多月了。而且至少還得躺上兩三個月才可以將膝蓋上固定的

鋼釘取下，那時才可以稍作活動。因為怕我著急，家裏人一直

瞞著我，直到大哥傷情比較穩定，這才把真情告訴我。 
 
得知這個消息，我心中很是忿忿不平。深嘆當今世風日

下，人心不古；同時又深為大哥的情況耽心。我大哥可以算我

家五個弟兄姐妹中最不順利的一個了。他十六歲作「知識青

年」下鄉，一呆就是五年。因為為人老實，不知錯過了多少回

城升學的機會，又因為幹活過程賣力，在農村累傷了腰。後

來，回了城，當了工人，錯過了上大學的機會，在工廠裏作工

至今。是我們家五個弟兄姐妹中唯一的一個「藍領」。我和大

哥感情很好，所以他也一直是我最牽掛的一個兄弟。聽了這個

令人震驚的消息，我當下的一個反應是：「這事怎麼又發生我

大哥身上了」我當即寫了封信，勸他安心療養，也好趁這個機

會好好享受一下和家裏人在一起的親情。我勸他讀一讀聖經，

並告訴他我在這邊為他的痊癒禱告。 
 
信是寄出去了，我的心情還是平靜不下。其實我最擔心的

是大哥的情緒。這樣一個飛來的橫禍發生在他身上，又偏偏碰

上不講良心的司機和不負責任的警察（而且很可能是警察得了

好處，有意包庇）。大哥又是一介草民，除了自認倒霉，也沒

有別的辦法。但這個事實實在很難讓人接受。所以我在為大哥

的禱告中，除了求神讓他盡快痊癒，更是求神讓他能從忿懣的

心情中解脫出來，心平氣和地療傷。但我深知他的經歷，他又

不是一個基督徒，他又怎能把這口氣咽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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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發出不久，我收到了大哥的兩個電子郵件。其內容很是

出乎我的意外。可以看出他的情緒並不是那麼糟。尤其讓我吃

驚的是，他已經在讀聖經了：「弟弟，來信收到。謝謝你的關

心，我現在好多了……我現在一直在讀聖經，前一陣子已經把

新約讀完了。目前正在讀舊約……問全家好！」 
 
另一封是「九一一」以後發來的：「弟弟，你好！感謝上

帝（天哪，這是我大哥說的話嗎？），我的腿好多了！」他說

他最近想了好多，並寫了一篇文章，且把這篇文章隨電子郵件

發了給我（他平時時常寫一些政論文章自娛）。我當下打開文

件讀了起來。讀了一半，我便百感交集，待我讀完以後，我真

是忍不住要仰天高呼「讚美主！」因為我可以確認他在這次的

意外中認識了神！ 
 
其實這篇文章論述的是中西文化的比較和中國的民主化。

但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大哥歸向基督的心。我在這裡摘錄幾句

如下： 
 
「西方民主、人權、法制等理念的淵源起自何處？回答很

簡單，西方文化中關於人和社會方面的主流意識的那些精神和

原則只出於一本書。這本書就是聖經。於是，有心比較中西文

化的人，特別是東方人，很有必要對這些精神和原則作一些了

解。」 
 

  「（神藉耶穌基督對人的拯救）對於我們大多數東方人來

說，是一個多麼奇怪的愛與罰的結果，而對於基督徒來說，這

又是多麼令人震撼的救贖大恩！」 
 

文章的結尾這樣說： 
 
「若你光從理論上去考察中國民主化的前景，那麼你的信

心就沒有充份的保證，但若你是一個基督徒，那麼你的信心就

有了保證，因為民主化體現了一個普通的義，那義來自於唯一

的神。」 
 
這些觀念對於我們在北美的基督徒來說，並不是甚麼新觀

念。我們可以在很多的雜誌、書籍上找到類似觀點。對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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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們，能發生這樣的觀點也許意味著思索和

勇氣。而對我來說，這簡直比最美的音樂還要好聽；因為這意

味著我的兄弟在這個黑暗的時候遇到了神。 
 
所以，當我最近從我母親口中得知「你大哥心情很好，腿

也恢復得很快」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吃驚；因為只要讓耶穌走

進我們的心裡，祂就可以將我們一切的苦毒和忿恨除去。在世

人眼裡，我大哥的這一次意外，真是讓他吃盡了苦頭，在健康

上和經濟上都蒙受了不小的損失。但在我看來，這次意外使他

來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臨到了他。從這個角度上講，大哥是

一個有福的人。 
 
神從沒應許我們在世上沒有磨難。人只要生活在這個世界

上，就免不了磨難，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但神可以將磨難代

為祝福，只要我們願意轉向他、信靠祂。祂可以讓一個不信的

人在磨難中得著救恩，祂可以使一個冷漠的信徒在磨難中與祂

親近，祂可以讓一個弱小的生命在磨難中得以堅強。正像經上

所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也許我們正處在一個磨難之中，也許我們正在為一個未來

事件而憂心忡忡，也許我們還陷在以往的一個打擊不能自拔，

但是讓我們記住耶穌的話：我來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祂是生命，是愛，是萬福的源頭，是我們終

極的盼望所在。我們若是能在這些磨難中轉向祂，等候祂，我

們便能得到祂豐盛的生命；我們的生活也會因著這生命而充滿

仁愛、平安的屬天的香氣。這難道不是我們可以得到的最大的

福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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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短宣後記 

岑詠竹 

神的旨意 
 

自去年底明恩從東歐短宣回來後，一直盼望有機會跟他一

樣到外地傳福音。年初得知六月份紐約宣道會有荷蘭短宣機

會，便為此求問神的心意。 
 
四月中旬，明恩所工作的醫院突然倒閉，面臨失業。雖然

深信神掌管一切；但亦難免憂慮，心想這次短宣計劃亦要更改

了。但神恩奇妙，祂不單為明恩預備了新的工作，更奇妙的是

新醫院竟容許他在上班一星期後放假兩星期。令他可以在家照

顧兒女，好讓我能為主作工而無後顧之憂。神使我深信此行確

是有祂的旨意。 
 
撒旦攻擊 
 

出發前兩天，女兒及兒子相繼染恙；而自己在臨行前一晚

亦嘔吐大作，直至凌晨三時，身體極度疲弱，明恩跟我一起禱

告，求神醫治，及至早上醒來已無大礙。 
 
當要離家之際，兒子卻哭成淚人，哀求我不要捨他而去，

心裏極之難受。明恩卻安慰我說：「這正是教導子女一切以神

為先的好機會，放心去吧！……」 
 
獨個兒在甘迺迪機場等候短宣隊其他成員時，神把我引領

到機場內的小教堂去參加了主日崇拜，使我感到祂確是與我同

在。更用詩歌「有福的確據」提醒我，順服事主是非常有福

的。 
 

荷蘭的需要 
 

印象中荷蘭是先進國家，更是風景如畫。有人會問，真的

有短宣需要嗎？近年來，荷蘭華人人數激增，已超過十萬人。

單是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過萬華人，是次短宣的對象正是這些

中國人。 



 35 

荷蘭政府福利相當好，一般人生活安定。但在安定繁榮的

背後卻其實隱藏了不少道德及社會問題。其中包括色情事業氾

濫，社會風氣極度開放，而同性戀婚姻、安樂死以及使用大麻

等在荷蘭都是合法的。道德之敗壞深深影響當地華人社區，離

婚、婚外情在華人家庭中十分普遍。人們心靈之空虛使福音需

求極大；但可惜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就只有兩所小規模的華人教

會，聚會人數只有百多人，而其他宗教如佛教、天道、新紀

元、甚至撒旦教卻比比皆是。神把這裏福音的負擔放在宣道會

同工身上，而此行的主要目的正是為將來建立教會鋪路。 
 
福音的種子 
 

在短短的兩星期行程中，我們接觸了不少當地華人，絕大

部份從未聽過福音，但一般都對福音抱開放的態度。我們主要

透過特別聚會，街頭佈道，探訪商戶、聯誼會等地方去認識他

們。當中雖只有三人信主，但我深信福音的種子經已撒出，有

待他朝收割。 
 
當地教會的衝激 
 

此行其中一樣意想不到的收獲，是神用我們激勵當地一所

華人教會的會眾。這教會建立在首都紅燈區邊沿，多年來缺乏

牧者。雖有一班愛主的弟兄姊妹，由於欠缺栽培，一直未能有

效地被主使用。全教會不單因著短宣隊美好的見證得著極大的

鼓勵，宣道會更計劃提供「平信徒牧職訓練課程」給他們。其

中一姊妹表示，神應允了他們多年來的禱告。 
 
個人得著 
 
  短宣生活極其充實，除了出外佈道外，其餘大部份時間都

是聚在一起分享、唱詩、禱告，令我有先嘗天堂生活的滋味。

眾弟兄姊妹愛神愛靈魂的心，成為我學習的好榜樣。是次經

歷，不但令我體會到普世宣教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使我對神有

更深入的認識和委身。神已把差傳的使命交予了我，尚欠的就

是我何時才能對祂說：「主啊，我願意，請差遣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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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禱告 
潘漢光 

以前福音營的守望禱告都是彭天堂弟兄帶領的，今年（二

零零一）因事無法參加，福音營的負責人馮偉弟兄就問我願不

願意來領這特殊的禱告會。我從來沒有在福音營領過會，心裏

非常惶恐，不敢馬上答應。但有一日在預查福音營的經文時，

看到羅馬書十二章一節：「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

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這節經文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如此我就答應馮弟兄在這方面的服事。 
 

  守望禱告就是當講員在傳講神的話語之時，同一時間為福

音營禱告。這時所有的弟兄姊妹或慕道友都在營地裏聽福音，

守望禱告的戰士們就在營地外面求神來保護營地，擊退撒旦的

攻擊。就好像軍隊在安營之時，總是有士兵在營外守望，以防

敵人之突擊。 
 
感謝神藉著橄欖組弟兄發起在福音營之前，為福音營事工

的禱告。如此讓我體會到守望禱告，不只之前在營地的禱告，

而在之前的準備，在之後的跟進工作上都求神的帶領。 
 
在去福音營之前，我一直在求神讓我知道如何領這守望禱

告會。心裏一直想好不好每一紐約上州的教會派一位弟兄或姊

妹來參與這個服事。在福音營之前的準備會議中，還與上州的

同工們分享這個計劃；也要求每一教會能讓我預先知道參與同

工的姓名。此要求一直懸而未決，在星期五晚上同工會再度提

出這個想法時，神讓我看到更好的計劃。Binghamton 的張傳道

還有 Ithaca 的徐牧師就發言建議讓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夠在禱告

會事工方面有所操練，如此參加禱告會的同工們也有機會聽福

音營的信息。那時我就滿心的感謝神，讓我看到祂的方法。第

二天早上靈修時，每個教會將願意服事的同工名單拿給我時，

我看到每一堂信息的守望禱告都有四至六位同工參與。我心裏

只有感謝，看到神在掌管禱告會，心裏充滿了喜樂。 
 

  後記：在守望禱告會時，神也帶領我們同工們分享代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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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此不一一列出，但我可以作見證，我們所求的很多，神

也按照祂的旨意與時候，回應了同工們的禱告。還沒有回應

的，也會在神的時候回應。這時也要感謝神，藉著鄧牧師來教

導我如何領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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