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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鄧灼文牧師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因

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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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一：4-6） 

 

一節純真的合唱 
 
主，把靈魂放在我心， 
使我愛這靈魂。 
願我勇敢地盡本份， 
為你拯救靈魂， 
為你拯救靈魂。 

 

這節合唱可用「生命聖詩」第五十八和六十首的音調來

唱。在現用的聖詩中你可能找不到這一首。相傳是麥肯尼 (B. B. 

Mckinney) 在很久以前作的，後來經佈道家慕迪先生的同工辛基 

(Ira Sankey) 改寫而成。今天這聖詩很少在教會中唱。起碼在我

信主以來的三十四年中，我從未在任何教會聚會中聽人唱過。

是一位李福江執事教我認識這首詩歌的。那時我剛在羅省的教

會開始牧職。福江同時教我如何用一種單純的方法去拯救靈

魂。他會先求神幫他想到一位非基督徒朋友，把名字寫在一張

紙上，然後經常地為這人的得救祈禱。跟著他就會找機會用愛

心和行動去接觸這人。 

 

福江執事是個成功的商家，經常為主的各樣事工慷慨解

囊。但他所留下值得記念的典範，就是他愛人的心和領人歸主

的熱誠心願。對他來說，向人分享耶穌和幫助他們認識耶穌是

世上最重要的事務。福江在一九八五年突然去世。在他的安息

禮拜中，多人輪候上台分享他們的懷念和見證，延續了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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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很多都說是福江的努力才使他們得以認識基督。在我個人

來說，我記憶中的福江是一位偉大的領人歸主者，是我欽佩的

典範。 
 
耶穌對人的憐恤 
 

領人歸主應該是每個基督徒的最高使命。讓我們看看主的

榜樣：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

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

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

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

去，收他的莊稼。』（太九：35-38）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十九：10）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

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但耶穌對他們說，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我

奉差原是為此。』（路四：43） 
 
『門徒就彼此對問說，莫非有人拿甚麼給他吃麼。耶穌

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

（約四：33-34） 
 
耶穌常做的是佈道的工作。祂要幫助人去認識神。人對祂

是重要的。祂憐恤人。祂要人得到最重要的，就是神的救恩。 
 
保羅，一個領人歸主者的典範 
 

『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

歷試煉。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

的。或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我都教導你們。又對猶太

人，和希利尼人，證明當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所

以我今日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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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牧養

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所以你們應當儆醒，

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徒二

十：19-31）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

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西一：28）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

人，為要多得人。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

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

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

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

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

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

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

同得這福音的好處。』（林前九：19-23） 
 
保羅效法他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對保羅來說，最重要的

任務是宣講基督。他盡他所能去使人聽到福音和得救。 
 
我們為何要做佈道的工作 
 

佈道是主的工作。耶穌命令我們去傳福音。根據聖經，一

間不傳福音的教會不是真正的教會。新約時代的教會是由一群

肯為大使命實幹的人組成的：『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

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二十八：18-20） 
 
二零零二年即將結束。讓我們實踐我們教會今年主題所說

的：『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

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二：2）佈道是做主門徒的自然結

果。沒有佈道，就沒有門徒；沒有門徒，就沒人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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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零零三年 
 

羅城華人基督教會在二零零三年會注重我們所訂的第四個

主題－「同心合意」。是採自腓立比書一章四至六節：『每逢

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因為從頭一天

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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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同心合意」的事工包括了佈道和宣教。我為主能

藉著羅城教會推行這工作感到興奮。我相信主能使用我們去分

享福音，以致羅城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有機會聽到福音。你會

「同心合意」地與我們同工嗎？ 
 
你會做你的一份去支持宣教嗎？ 
 

一、 祈求神的引導 
二、 撥出一段時間 
三、 尋找短宣機會 
四、 參加一個短宣隊伍 

 
你會做你的一份向人分享基督嗎？ 
 

一、 求神把人靈魂放在你心 

二、 懇切祈禱這人得救 
三、 盡你所能去關顧這人 
四、 找機會向這人分享福音 
 
 
主，把靈魂放在我心， 
使我愛這靈魂。 
願我勇敢地盡本份， 
為你拯救靈魂， 

為你拯救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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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堂徵聯前後 

登 山 

感謝主，四年以前給了羅城華人教會在西區植堂的負擔。

幾年以來祂不斷印證，帶領。根據最新（2000 年）人口調查結

果，若以位於 Henrietta 的上海餐館，BJ’s Wholesale Club 那裏為

中心，以三哩半劃個圈，那這個圓圈中的華人數目佔整個

Monroe 郡華人數目的差不多四分之一！這些人中有學生，學

者，餐館工人，公司職員等等。他們中絕大多數是不去教會，

沒有信主，甚至從來沒有聽過福音的。因為開車距離，聚會時

間，冬天天氣等種種原因，使住在羅城西區的華人，尤其是邀

請還沒有信主的人每個禮拜固定來華人教會聚會成為一件困難

的事情。無形之中，現在華人教會的會友也是大多數住在羅城

東區的。因此神把在西區植堂的負擔放在弟兄姊妹的心裏面。 
 
植堂委員會的同工們特別為此作詩一首： 
 
肩負大使命 
主恩傳四方 
西區華人眾 
植堂救靈魂 
 
並以後兩句，「西區華人眾，植堂救靈魂」作為植堂的口

號，直到分堂成立。陳振倫弟兄為此口號設計了一個以撒種為

圖形喻意的醒目標誌。 
 
經過禱告，思考，討論，植堂委員會一致覺得，應當在羅

城西南區，那個半徑三哩的圓圈區域附近尋找分堂的地點。幾

經尋找，終於覓到位於 15A 公路，Suburban Plaza 對面的 
Henrietta Wesleyan Church。他們的牧師及會友對我們的植堂負擔

很有認同，十分歡迎與我們同工，出借教堂禮拜天下午給我們

分堂聚會。這裏地點適中，設施完備，主人友善，真是神所預

備的堂址。 
 
話說幾個月前， 植堂委員會在弟兄姊妹中為西區植堂徵對

聯，為在未來分堂中擺掛。上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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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樂，享安息，不忘救恩 
 
在短短的三兩個禮拜中，教會裏秀才不斷湧現，投來十條

下聯，條條有特色。今特將這些下聯登出，供讀者欣賞： 
 
到彼岸，達彼域，飲水思源 
行善工，得善果，多傳福音 
沐主愛，蒙主恩，當傳福音 
得生命，救生靈，快傳福音 
蒙福祉，傳福音，當負使命 
思永生，擁靈命，感念上主 
傳基督，講聖經，拯救靈魂 
傳福音，無遲疑，討神喜悅 
遵主訓，傳福音，忠心到底 
作主工，傳福音，得賞冠冕 
 
經過委員會的討論，大家覺得每條應徵的下聯都有出色的

地方。為著對仗工整，意思銜接的考慮，最後決定選出張斌弟

兄，梁雁明姊妹，劉聖儀姊妹的三條下聯為優勝，然後將三條

下聯合併，成為一條。最終的對聯是： 
 
居安樂，享安息，不忘救恩 
作主工，遵主訓，當從使命 
 
這副對聯將由教會中一位很有愛心的弟兄製成六呎高的木

刻，在明年四月二十日分堂成立後，在未來分堂聚會中永久懸

掛。這將成為我們基督徒感念神所賜平安喜樂，得享主內真正

安息，同時不忘主恩，多作主工，高舉聖經真理，肩負大使

命，把福音廣傳天下的提醒與激勵。 
 
在此借「迴響」一角，植堂委員會感謝所有參與徵聯的弟

兄姊妹，感謝所有為植堂事工每日禱告的一百多位弟兄姊妹，

感謝所有關心支援這一聖工的弟兄姊妹。敬請繼續代禱，共同

為拓展神的國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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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短宣雜記 
郭舜涓 

「我們來這裡是作甚麼？」 
八月廿四日 阿姆斯特丹 
 
天氣是陰涼的，天空昏昏沈沈。一個下午，雨下了又停，

停了又下。我們一行六人，是在今晨抵達阿姆斯特丹。卸下了

行李，用過了午飯，我們因為時差及漫長旅途，雖然還未正式

開始傳福音工作，精神體力已經不支了。我們到了當地唐人街

華僑教會，和從多倫多來的黃萬臻牧師開過會，就決定借用教

會的閣樓短歇片刻。隊友們一個一個倒頭入睡了。我心情上上

下下，思緒不寧，久而久之不能睡去。 
 
這間華僑教會在唐人街中心，而唐人街卻又在荷蘭因為娼

妓合法化而世界著名的紅燈區。教會建築物的格調形式，老令

我想起 Corrie Ten Bloom 在「The Hiding Place」一書裡所形容她

父親用來匿藏猶太人的店屋。我們置身在這悠老建築物裡，窗

外和窗內是兩個混然不同的世界。我聽到辦公室裡滴答的打字

聲，猜是教會書記在準備第二天主日崇拜的程序單。窗外遊客

紛紛，不停傳來遊客們的肆笑聲。儘管天還未暗，外面色情架

步猥褻的霓紅燈已經囂張的閃耀著。最不和調的還有不遠處一

間空置的古老天主教堂每隔十五分鐘就響起悠悅的鐘聲。 
 
不知道怎樣來形容我的心情。這是一個多麼不同的環境

啊！我們千里迢迢的來到了這裡，卻明顯的不屬於這裡，陌生

的環境、陌生的風習，我們對這地方的人情事故風俗地理文化

歷史了解有多少？憑甚麼就打算貿貿然到街上去向當地中國人

傳揚我們所信的呢？他們在這兒像是豐衣足食，憑甚麼要抽出

日常習作時間來應酬敷衍我們？我們來這裡是作甚麼？ 
 
「我想我們這趟來對了！」 
八月廿五日  阿姆斯特丹 
 
我們搭著電車，正在返回寄宿處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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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我們分了小組，在唐人街穿梭，挨家挨戶的去向當地

開店作小生意的中國人派福音傳單。遇上有態度開放的，我們

就進一步講解福音。因為是星期天，我們要參加主日崇拜，又

要和幾位當地基督徒會面，行程有點緊湊，精神到現在才有機

會鬆懈。 
 
談談笑笑之間，看見有一中國婦女上車。我除了習慣性的

注意到，「啊，唐人街以外也有中國人！」之外，就沒有甚麼

特別反應。我還沒有轉回神。說時遲，那時快，好幾位隊友已

經離座換位，挨到那中國婦女身旁去了。先是自我介紹，隨後

就開始向對方傳福音了。 
 
我瞠目咋舌，怎麼這樣單刀直入啊？大庭廣眾的，是不是

該含蓄一點呢？早上到各家店舖裡去探訪傳福音已經相當激進

了，現在可是在公共交通車上啊！不怕對方尷尬惱怒嗎？不怕

碰釘子嗎？ 
 
我的神原諒我的小信和多慮，讓我目睹隨時隨地傳福音的

重要性。該名中國婦女姓郭（和我五百年前是一家！），儘管

顯得有點不自在，卻也掩不住她對見到同胞的喜悅，還有對信

仰的好奇。她不僅是沒接觸過福音，甚至連耶穌這名字也沒聽

說過，困惑之中還問基督教是不是法輪功！ 
 
我幾乎以為自己聽錯了。我知道當然有好多人不相信有

神，也固然有好多人不接受基督教。可是我卻不知道在文明社

會中竟有人連耶穌也沒聽說過！像郭女士這樣的，我們在電車

上一碰就碰上了，那沒碰上的，有多少呢？ 
 
羅馬書四：14『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

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經歷了電車上

的這一幕，我先前對於此行所有的疑惑，都煙消雲散了。我

想，我們這一趟，是來對了! 
 
『……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可一：17） 
九月三日  馬德里 
 
挨家挨戶傳福音，其實是蠻有刺激性的。每登門造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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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們總不知道會面對怎麼樣的待遇。有時遇到熱情好客的

主人家，會和我們促膝深談，聽我們分享福音，向我們研討發

問；有的更會讓我們為他們祈禱。可是有時候，遇到對我們厭

煩不友善的，我們就名符其實的要嘗閉門羹。 
 
我們來到馬德里，走了好多地方。雖然不算沒有收獲，發

送了好多福音傳單，也有機會向人傳了福音；可是就是覺得應

該可以有改善的地方。我們昨晚在禱告中把這件事交託給神。

晚飯後翻閱當地中文報紙，無意間看見許多西班牙語文學校招

生的廣告。就決定可以試一試到其中一間學校門口看一看，有

沒有傳福音的機會。 
 
今早一試之下，不禁要大聲開口讚美神！我們本來分兩

組，站在語文學校門口不同地方，好截住學生們，向他們分傳

單、傳福音。沒想到學校一下課，學生們沖湧而出，川流不

息，令我們應接不暇。從兩隊迅速分成三隊，後來更變成兵分

六派，各自為政。迎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就像網魚一樣，拉

了一網又一網，叫人喜出望外。我們不單有派單張、分享福音

的機會；更有機會和有興趣的學生另外約了時間，從長解釋和

討論福音及信仰。 
 
這種豐富的收獲，是我們意料不到的，也是令人熱淚盈眶

的。神是這樣豐滿的應驗我們的禱告。我們實在沒有甚麼可誇

的，除了神的信實和大能。感謝讚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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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 
黃月珠 

「感謝神賜我救贖主，感謝神豐富預備……」感謝我們的

天父在我遭受苦難和不幸的時候，祂將奇異的恩典、無價之寶

─主耶穌基督，賜予我。使我獲得了新的生命。 
 

當我痛苦和悲傷的時候，神用祂的愛和憐憫安慰引領我。

祂呼喚我『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

得安息。』（太十一：28）祂早知道我的重擔，祂要我把重擔

交託在祂的手中，並為我作了豐富的預備─救恩。在那輾轉難

眠的長夜，在那傷痛困擾的時刻，十架的光輝指引我當走永生

的道路。主說『我是世上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八：12）感謝神賜我生命的光和永

生的盼望。 
 

我們的人生是多麼的短暫，而生命卻又是如此的脆弱，轉

眼即逝。一九九九年六月裡的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們突然接

到從中國大陸打來的長途電話「你的兒子昨晚因車禍搶救無

效……」這真是晴天一個霹靂，我們怎麼也不相信這是個事

實。無論如何我們也想像不到在半年前和我們暫時離別的兒子

竟是成了永別。不久前還在電話裏聽到的音容，將永遠不再。

這個無情的事實對我們的打擊是多麼的沉重。在那段日子裏，

我的心頭就像壓上了一塊沉重的大石頭，常常感到透不過氣

來。我在心裏不斷地質問：「天何如此不公？為甚麼？為甚

麼……」不論日夜，每當一想到兒子我就以淚洗臉。即使如

此，不幸的事還在繼續發生。 
 

不久，女兒在上班時手指被壓傷，接著我又因工傷住院。

誰知剛出院，女兒又被高壓鍋的蒸氣燙傷……這一連串的意外

使我從悲傷到不平，以致恐懼和不安。此時的我，已深深地陷

在痛苦、無助又無奈之中。感謝天父，祂愛世人，早已為我預

備了一條出路，那就是信靠耶穌基督。祂應許我們『他若求告

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詩九一：

15）因為我們的神是施恩憐憫的神。於是，我開始向神禱告祈

求，通過禱告我的心裏有了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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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陷在人生的痛苦、憂傷、甚至無望的時候，惟有天

父的懷抱纔是我們的避難所、我們的驛站。只要我們肯信靠

祂、仰望祂，主必照祂的旨意成全。因為『神所賜出人意外的

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感謝愛我們的

上帝，祂醫治了我心中的恐懼、憂愁和不安。因著信靠耶穌基

督，使我得著了力量和能力。『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今年感恩節，女兒蒙恩受洗歸入基督，成為光明國度裏神

的兒女。我們感謝神的大愛和保守，深信主的恩典夠我們用。

聖經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女兒嫁了 
蘇曼瑩 

孩子成年到成家立室時，父母親當然是為他們快樂，自己

也感快慰，因為他們找到適合的另一半作終身配偶。然而，我

想一般特別是作母親的一定是一面很興奮幫忙籌備婚事，但也

有很多的感想。 
 
在主日報告事項中見「迴響」徵稿，腦海中一句「女兒嫁

了」閃過。不是我會寫作甚麼，只是想與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

感受。得到女兒的同意，和 Melissa 的鼓勵，我也就硬著頭皮去

試了。 
 

一年前，當女兒告訴我們她的男朋友會打電話給爸爸徵求

允許娶她時，我想到的是曾幾何時我懷她，及她由嬰孩長大到

今天成人準備結婚，在這過程中神是如何信實、如何教導及引

領，我們與她一起學的功課，一起經歷神在我們生命裏作工，

一齊在靈命裏的長進對神有更深的認識時，心中充滿感恩而流

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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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時候，我們作基督徒的不是不知道聖經的原則，但肯

順服去行去做往往是知易行難。做父母的當然是盡心盡力在主

內教導孩子，希望她肯早日不單清楚接受救恩，更肯早日將主

權交給神作她生命、生活每一方面的主。特別在婚姻方面「信

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的原則不敢不額外強調。自己也與她分

享當年年輕時初信主（那時我在唸大學）的掙扎。因為那時對

神的認識很膚淺，那肯「盲目」的交出婚姻的主權？那時一心

以為如由神作主是多麼的不浪漫，由神指定一個，豈不是不會

有墮落情網甜蜜的經驗？幸而神憐憫，祂的愛感動我將主權交

出。後來雖與治中不是一見鍾情，也是不打不相識，由做主內

的弟兄姊妹慢慢清楚神的帶領成情侶進入在神在人前立婚約成

為夫妻。 
 

雖然如此，女兒也要自己肯在這方面學如何順服及交她婚

姻的主權出來。她是在香港做事期間過此關的。當她真的交這

主權出來時，她馬上打電話與我們分享。那時是香港零晨兩

點，一接電話看鐘，我們還嚇了一跳，不知是甚麼事發生了。

但聽她說她心裡的快樂及釋放，我們當然很開心，以為以後不

必操心了。萬料不到神給她的試煉是多麼的嚴格。 
 

當她回美再唸書時碰到了一位與她很投機又興趣相同的男

同學。在人眼光來看是非常之理想。只是這孩子不是一個基督

徒。他說他不反對女兒的信仰，但認為她的信仰是自幼受家庭

父母的影響所形成，也否認她經歷神的經驗。她的掙扎不易，

我們做父母的也覺得自己的信心亦在受考驗，只能仰望神保守

她的心懷意念，也求神幫助我們如何仰望神及教導我們如何為

她禱告。她最後順服時流淚跟我說：「我不相信我以後可以再

愛上另一個人如我愛他，但我願意尊重神。」 
 
以後四年中她因不願心靈再受創傷，她很慎重。如有男孩

子對她有意，她馬上跟人家講清楚。但神是信實的，為她預備

了一位。她漸漸被他的誠懇真情所感，也祈禱求神旨意和帶

領。因為知道父母親多半不能用客觀的態度去觀評，所以她特

別請她所敬愛的 Auntie Lucy 會他。過了這關，她跟我說她要很

清楚是神的旨意，要兩年時間。作母親的也求神施恩給我凡事

從祂眼中看出去，因為一般來說那一個母親能一開始便覺得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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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選擇的配得上她，是她該應得的？自己的孩子總是「瘌痢頭

兒子自家好」，但別人的，尤其是可能是未來女婿，做母親一

眼就是看到他不配的地方，和有很多的憂慮。從這樣「負面」

出發去看真是辛苦，因為要打不少仗才能達到起碼的水平線。

靠神的恩典，他們結婚時我已完全接納他是兒子一般的愛他

了。當然，作母親的大可理直氣壯的說作母親的不為孩子著

想，誰會？但如退後一步想，你懂得愛你女兒比神更懂，更會

愛她嗎？你就無話好講了。況且神也提醒我當初懷她時、生她

時，我們已將她奉獻神，尤其她是我們頭生的。願神的憐憫恩

惠及慈愛永遠包圍著凡屬祂的兒女。 
 
 
 
 
 
 
 
 
 
 
 
 
 

久別重逢 

梁羅鳳蘭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

時；……哭有時，笑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傳道書第三章） 
 
羅城華人基督教會從查經班開始，至現在有自己的獨立教

會，在過去三十多年間，孕育了不少屬靈生命。我們曾經在這

家度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日子，然而都是難以忘懷的人生珍貴片

段。相聚有時，離別有時。 
 
今年的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在羅城近郊的一間中國

餐館裏，八個家庭聚首一堂，共晉自助晚餐，慶祝這難得久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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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的機會─四個移居他鄉的家庭同時回來探「親」。這不是

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嗎？其中有徐星全一家四口（香港）、梁

耀華一家五口（新澤西州）、蕭錦華一家四口（加州）、和梁

兆輝一家四口（香港）。(Charles & Katherine, Larry & Frances, 

Eddie & Wendy, Siu Fai & Kitty) 昔日孑然一身的苦學生，今日已

是拖男帶女的一家之主了！這邊廂的主人家也陣容鼎盛，計有

林捷峰夫婦、陳雲瑞一家三口、曾慶發一家四口、施祖躍一家

六口和施太。(Johnny & Shirley, Simon & Janet, Ken & Tracy, Cho 

& Florence, Mrs. Sze, Sr.) 這個盛大的宴會，共有十七個大人和十

六個小孩出席。除了參加飲宴，我從未遇上這麼大規模的派

對，好不熱鬧！晚飯後，餘興節目是到陳雲瑞的家閒聊，並來

一個大合照，鎂光燈閃個不停，留住這難得可貴的一刻！大人

談笑甚歡，孩子在屋內跑來跑去，人聲鼎沸，這可是陳家的第

一趟吧！感謝神賜羅城教會這個溫馨的大家庭。 
 
今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在香港理工大學的職

員餐廳裏，一眾羅城舊友相聚，歡宴闊別了香港十三年的林捷

峰夫婦，並陳雲瑞重臨香江探親。場面熱鬧，出席者有陳志輝

一家五口、徐星全和兩個孩子、徐伯母、朱亮基牧師師母、高

寧宇、梁嘉銳夫婦、張藹玲一家三口、梁兆輝一家四口、施靜

華和兩個女兒、鄧璧如、陳達威、黃子謙和 Vitus Lai。(Stephen 

& Cathy, Charles Chee, Mrs. Chee, Sr., Lawrence & Nora, Leonard Ko, 

Charles & Priscilla, Eileen & Albert, Siu Fai & Kitty, Christina Sze, Pik 

Yu, Oscar Chan, James Wong, Vitus Lai)共有二十個大人和十個小

孩，筵開三席，窗前可眺望維多利亞海港的景緻。Johnny 和
Shirley 是羅城教會的前輩，備受愛戴，因此早前離開羅城的張

藹玲（80），朱亮基牧師師母（81）和施靜華（86）都踴躍赴

會。我們這班新舊羅城舊友，藉這次彼此認識；而久違了的舊

相識，平日生活忙碌，難得一見，趁著好友訪港，互相問候，

談談近況。緬懷在羅城的往事，驚覺時光飛逝，真要好好把握

每一天，走在主所喜悅的路上。 
 
深信羅城華人基督教會的光和熱，不但在過往燃亮了我們

的生命，現在和將來，會薪火相傳，一代又一代地接下去。而

且光芒會越來越烈，成為羅城每一個華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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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城過感恩節 

伊 正 

靜寂的早晨，望著窗外的白雪，不禁想起感恩節期間由新

加坡隨父母回美省親的三個孫男、孫女。他們生長在終年炎熱

的國家，冬初來美，最大的願望是想看到下雪的景象。真是天

從人願，他們在羅城居留的十天中，著實下了幾天大雪和小

雪。他們初次見雪興奮異常，不論是黃昏，還是白晝，都盡情

在雪地裡嬉戲，滿足了他們的願望。 
 
次子麓彬偕妻、子、女歸來省親，是在我們從紐約搬來羅

城的第十天，租來的房子的內部仍在整理安頓之中。對他們夫

婦來說，羅城是舊地重遊，因為十多年前曾在此地與其兄長同

城居住。在他們到達之後十天，正逢感恩節。一對主內的弟兄

姊妹，他們的舊友邀他們去過節，同時，也邀了我們全家。於

是，到羅城的第一個感恩節就在陳善茂弟兄的府上度過，是一

次愉快難忘的感恩節。回想起來，對主人夫婦的盛情好意仍心

存感激。願神賜福他們全家。 
 
當日有男女老少二十餘人聚集陳府，雖然許多人是初次見

面，但不顯生疏。除了我們全家之外，主人還邀請了數位從台

灣或大陸來此留學的留學生，增加了不少青春氣息。以兩隻大

火雞為主菜中西合璧的大餐，美味豐富，人人朵頤大嚼。餐

後，在主人引領下進入高大廣闊的客廳團坐一圈，由他自己開

始，大家分享感恩的話（或見證）。我因雙耳重聽，但聞陣陣

掌聲，而不能完全清楚各人所講的內容，在此只有從略。輪到

我的時候，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忽然想起聖經的話說：凡事謝

恩。於是將這次搬家的事摘要述說一遍：在搬家之前，有人勸

我們考慮搬到南方的城市，天氣溫暖，適合老人居住。我們僅

稍作思索，隨即放棄，仍選擇這寒冷的北國羅城。原因是這裡

住著長子、長媳和他們的孩子，有血濃於水的親情。兩年前內

子惜冰中風之後，身體軟弱；去年秋冬之交，又因急性腹部疾

病兩次住院手術。兒子們見我們年老體衰，他們因工作的關係

無法到紐約照顧，兩全之策是勸我們搬家。所以真正促成搬家

的近因是人人都不願有的疾病。感謝神！搬家不單使我們在年

老的時候能多享溫暖的親情，也讓我們體驗了主內弟兄姊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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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相顧、相助和相愛。 
 
基督徒是神家裡的人（弗二：19），我們是神的兒女（約

一：12），彼此是弟兄姊妹，教會是神的家。教會也是基督的

身體，祂是頭，信祂的人互為肢體（林前十二；弗六）。所以

我們彼此相顧（林前十二：25），彼此相助（弗四：16）。我

們更要彼此相愛（約十五：12），因為這是主的命令。主稱遵

行祂所吩咐的門徒為朋友（約十五：14）。中國古人說：同門

曰朋，同志曰友。我們因是主的門徒，是同門，我們也同志，

都有志傳福音給未信的人。所以我們在主內是弟兄姊妹，也是

朋友。舊約箴言說：『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

（十七：17）在紐約預備搬家的時候，得到許多主內弟兄姊妹

相顧相助；來到羅城的第一個感恩節又享受了主內朋友親愛之

情，感謝神！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

意。』（帖前五：18）前面的經文：『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

告。』（16, 17）也是神的旨意。願在二零零二年即將逝去的

時候，我能謹記神向我們所定的旨意，遵行主耶穌對我們的吩

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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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見證 
單昭琪 

父親在今年八月初卸下了世上的勞苦重擔，回到天家。父

親雖然遠離我們，但知道他已得到永生，去到天父預備的樂

園，我們便放心了；同時情不自禁地匍伏地上，感謝讚美神的

奇妙救恩。即使是八十五歲的老人，也捨不得他沉淪，終於讓

父親在生前病榻上信主、受洗，成為神的兒女，當了整整一個

月的基督徒。 
 
父親是在七月九日決志信主。信主後面對即將進行的大腸

割除手術有著出奇的沉穩。他相信神與他同在，也順服神的安

排。當時只有我在醫院陪伴他。在一個決定性的檢查做完之

後，他平靜地告訴我，不論結果如何，只要有主耶穌基督與他

同在，有兒女在他身旁照顧，他甚麼也不怕！我聽後忍不住轉

頭抹去淚水。爸爸原是個極容易緊張、極怕痛、而且成天煩憂

不停的老人，竟然當面臨這麼大的手術，可能永遠看不著老伴

的手術，他還能如此坦然地面對生命，相較一個月前尚未信主

時，截然不同。為此，我感謝讚美神；也相信祂一定會為父親

作最好的安排。 
 
六月六日父親因跌倒，大腿骨折需要開刀。推進開刀房前

我沒趕上見他老人家面。聽弟弟說，爸爸好緊張，全身僵硬。

醫生說這類手術很普遍，老人家常常發生，只需要半身麻醉，

不會有問題。可是父親緊張的個性，整個身軀沒法放輕鬆，醫

生建議全身麻醉。一個半小時後，醫生告知一切順利。後來父

親傷口癒合也十分順利；但沒想到，精神狀態走了樣，常常不

知身在何處。醫生護士不以為意，說是開刀後往往會這樣，因

為麻醉藥尚未完全消失的影響，也可能是父親驚嚇過度，外加

上醫院是個人生地不熟，話又不通的地方，因而造成許多幻

覺。後來如期出了院，可是在家休養期間，父親常常數日數夜

不瞌眼地說話，嗓子啞了還不停，甚至有時還認不出我，真是

令人心疼不已。這情形斷斷續續有一個月。正高興父親逐漸清

醒時，意外發現父親的糞便中有血。 
 
七月七日又入院檢查。在期檢查間，我每天讀聖經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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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聖經的故事。感謝主，父親很有興趣地聽，偶爾還發

問，心情還算平靜。九日大腸鏡檢查後發現父親大腸中有大腫

瘤，極可能是惡性瘤，醫生不看好，但還要做進一步的檢查來

確定嚴重性。當時我心裡慌亂極了。父親八十五歲高齡，四十

六公斤的疲弱身子，血壓高，心臟弱，腎也曾有毛病，肺更是

因宿疾而功能不彰，而且一個月前才動過手術，他如何經得起

這些折騰？我嚇哭了，不知如何是好，哭著求神：「除你以

外，我還能信靠誰？……」當時我迫切盼望的第一件事是希望

父親能趕快認罪、悔改、信主，早一天成為神的兒女，享受當

神兒女的福份。第二個盼望是祈求神能將當時遠在台灣的母親

和弟弟平安順利地在手術前趕回美國。全能的神聽了我的禱

告，當晚父親就決志信主了。後來很意外地，醫生將手術時間

延到十七日。因為要先確定父親心臟的承受力，臨時插入一個

「壓力測驗」（stress test），就因此父親得能在十四日看到母

親和弟弟。父親看見母親時欣喜若狂，熱淚盈眶地說神應許了

他的呼求，把媽媽帶回來了。父神真是位又真又活的神。 
 
手術前父親不但不緊張，反而很平靜地進到開刀房。感謝

讚美主，又是一個順利的手術。恢復室見到父親時，因麻醉藥

尚未完全消失，他意識仍不清楚，但似乎已感受到我們的存

在。由於他必須留在恢復室觀察一夜，我們就回家了。沒料到

第二天一大早就接到護士來電說父親醒了要和我們說話。我們

真是高興極了！趕到醫院，父親像孩子般抱怨我們沒有一直陪

他在身邊，顯然父親已經正常了。天父真是位慈愛憐憫的神、

醫治的神、信實的神！父親傷口癒合得很好，更奇妙的是父親

竟然不覺疼痛。現代化的自動送止痛藥機，由病人自行控制，

父親完全不需要。醫生說父親是個 old tough guy，護士們也誇

父親是位 young old guy。 
 
的確，神行了奇妙事，讓父親欣然接受主耶穌基督為他生

命的救主，讓父親在手術前看到思念月餘的母親，也在手術前

順服地接受主的安排，同時奇蹟般地出了院，與母親及家人高

高興興地過了十天。 
 
不幸的是，父親畢竟老弱。表面上看來一切正常的傷口，

在腹內接合處卻出現縫隙。食物已漏至腹腔，嚴重感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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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處理─開刀清洗。兩個月內要開三次刀，可以忍心？誰能

想像結果？倒是父親毫不懼怕地透過翻譯，告訴醫生同意開

刀。信主之後的父親生命上的改變是那麼明顯，真是感謝主！ 
 
父親走了，分手的傷痛難忍。但泉湧般的淚水中帶有希

望，因為我們知道這此分手不是永別，慈愛的神為我們預備了

一個地方，我們會再相會，我們相信主的應許必將實現。 
 
 
 
 
 
 
 
 
 
 
 

沒有工作的日子 

張翠怡 

近年美國經濟不景，到處裁員，自己亦成為其中一員。 

 

去年十一月初參加友人的婚禮，與久別的朋友互道近況

時，我也請他們為我和 Ken 的工作代禱，可是朋友還以為我在

開玩笑。沒想到隔天上班不久，正與同事閒談，他的老闆過來

把他叫進辦公室，並且把門關上。他的老闆平日是笑容滿面

的，但那天看到他那木口木面的表情，我已心知不妙；不久，

再看到我的老闆把他的部下一個一個叫進辦公室，輪到我是最

後一個。他對我說自從「科技泡沫」爆破後，公司生意一直在

走下坡，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更是雪上加霜，公司實在沒有其他

辦法才再次裁員……我的老闆是一個很隨和的老闆，我也明白

這並不是他的決定。臨離開他的辦公室時，他還送上一個擁

抱，祝我好運。走回自己的書桌去收拾東西，許多同事，包括

公司的副總裁也過來與我道別，(隨後，這位副總裁亦於下午

被迫辭職。)就這樣我便離開了這間工作了差不多七年的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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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失去工作，心情當然不好。身邊的親朋好友，在得悉

後亦非常關心，接到不少問候的電話、電子郵件及信件等；更

重要的是丈夫和孩子們都給我很多的支援，丈夫安慰我好利用

這次機會休息一下，孩子們也很懂事，自願把每星期的零用錢

減半，並且常常彼此提醒要順手關燈，避免浪費能源(金錢)；

且還鄭重地對我說：「媽媽，就算你失去工作，我們都仍然愛

你。」(”Mommy, we still love you even though you got laid off!”) 
 

過去一直是全職工作的我，突然不用上班，每天賦閒在家

的日子起初也有點不習慣，特別是孩子們都上學，一人在家顯

得份外無聊。不久，廣東話探訪組的姊妹們分別邀請我與她們

去探訪一些初來的、或是一些還未信主的新舊朋友。我雖自知

不是善於辭令的人，但也欣然接受。幾次的探訪中，有時到她

們家中，有時到老人院或醫院，從這些姊妹們身上，確實感受

到神與她們同在；不但賜她們聰明智慧，亦有充足的口才來講

解信仰，最重要的還是她們充充足足的愛心，令受訪者有被關

懷的感覺。在這個事事講求物質享受，即時滿足的社會中，人

與人的關係續漸淡薄，能與你吃喝玩樂的人多的是，但願意與

你分享感受，分擔困難的，卻是寥寥可數，更何況彼此也只是

萍水相逢……若沒有主耶穌的愛在她們心中，又怎能如此？性

格比較寡言的我，自知不是很懂得與不熟悉的人交談，在這探

訪的功課上，惟有求神來補我的不足，能勇敢地去關心他人。 

 

接著下來，教會中文堂負責投影 Powerpoint 的弟兄因決定

回港工作，便毅然把他的投影事奉交給我，可能是他見我終日

在家無所事事吧！雖然那弟兄把他的中文軟件“手寫版”和相

關的書籍，以及聖經軟件全部留下給我。但是，對我這個一生

只做過一次 Powerpoint Presentation，又連一點中文打字經驗也沒

有的人，真是一件痛苦的差事。那時，每逢接近周末，血壓便

開始升高，雖然許多的資料可以從程序表上剪貼(cut & paste)出

來，但單單預備講道的部分已經把我攪得頭暈眼花了！差不多

每個講員也曾在深夜時候被我電話騷擾，自己更弄到零晨時分

才能睡覺。更糟的是家中的中文軟件與教會電腦上的中文軟件

又是不同版本，在家放映時明明是字字俱全，但在教會放映時

卻是「千瘡百孔」，錯漏百出。有次，更在放映中途突然缺

電，被迫中斷放映，幸虧已是接近尾聲，也沒有導致太大的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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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可幸的是，崇拜部的弟兄姊妹並沒有嫌棄，且繼續錄

用。慢慢地我總算也適應下來，能掌握到一些中文打字的竅

門。我更發現，不但在預備的過程中，我有機會把經文先看過

多遍，並且在放映的時候，我比以前更能專心聽道，手中亦有

全部的經文可以用作筆記，作日後參考之用。現在每逢周末來

臨，我更能真正享受「投影事奉」之樂了。 

 

與此同時，亦開始在橙組（廣東組）的「慕道組」中有份

參與事奉，與未信主的朋友一同查考基本的信仰問題，如「有

神嗎？」，「聖經是否可靠？」，「為甚麼有苦難？」等題

目；一方面對自己可以溫故知新，另一方面亦算是作前線的傳

福音工作。一年多來，與他們從不甚認識到現在更多瞭解，加

上聖靈的工作，的確看到他們的改變。感謝主！當中有兩人亦

已決志信主了…… 

 

有一天，小兒子對我說：「媽媽，我實在不明白你為甚麼

要為一些小事來煩惱，例如，失去工作……」(I just don’t 
understand.  Mommy always cries about small stuff, such as being laid 

off ……) 心想，這不正是神對我的提醒嗎？ 

 

過去一年，雖然是沒有工作，但也不是閒著；地上的戶口

確是少了收入，惟有期望天上的戶口可以不斷加增。畢竟，正

如我們所敬愛的鄧牧師經常提醒我們：「世間上只有三件事情

是永恒的，就是神、神的話語、和人的靈魂，其他一切都將成

為過去。」但願此話能成為我們每天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