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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難忘的詩歌 
鄧灼文牧師 

我一向都喜歡唱歌，而且很多時候會被一些歌的歌詞大為

感動。這裡我想和大家分享我 1971-1975 年在香港建道神學院

就讀時所學到三首難忘的詩歌。這神學院與宣道會關連密切。

宣道會創辦人宣信博士 (Dr. Albert B. Simpson) 對普世宣教有很

強的憧憬，所以我們學校對傳福音和外展特別著重。宣信博士

熟悉神的話語和尊重耶穌基督，神使用他一生的工作祝福了很

多人，包括我自己。以下就是宣信博士所寫的三首詩歌。 
 

十萬人靈魂 
每日有十萬人靈魂，一個一個走向滅亡，在罪中無指望； 
沒有一線希望之光，前途有如無盡黑夜， 
他們快要滅亡，他們快要滅亡。 
（副歌） 
他們滅亡，滅亡，快滅亡，每日十萬失喪， 
他們快要滅亡，快將福音傳揚。 

 
  仍記那一次晚禱會，我坐在建於美麗的長洲島上學校的禮

拜堂裡，第一次唱這首詩歌，豪情的歌詞對我影響甚深。我相

信神藉這首詩歌使我對人靈魂的寶貴有更深的珍惜。聖經說，

人是照神的形像造的，且有一個永存的靈魂。所以我下定決心

一有機會就向人傳講耶穌。 
 

我的託付 
我已領受主的託付，一個至高至聖的事工， 
向普天下我要傳揚，述說你偉大救恩信息， 
本來你可以從天上，差遣天使來傳這信息， 
但因為你無限的愛，使人有傳福音的光榮。 
（副歌） 
願我忠於主所託付，向世界傳這信息， 
我若不傳，有禍；我若不去，有過； 
願我忠於主所託付，使我榮耀你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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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歌我唱過多次。歌詞我特別記得，因為它提醒我與

人分享福音是何等光榮的事。幾乎毫不例外，每當有人和我作

決志信主的禱告時，喜樂之淚總禁不住流下來。 
 

要忠心 
從奉獻祭壇我們今要出發，回想曾坐在主足前； 
我們曾得飲真理聖泉活水，嘗其味有如蜜甘甜； 
我們要為主負起證道之責，到世界廣大禾田； 
主差我們要去帶著此口號，無論何事總要忠心。 
（副歌） 
要忠心！忠心！此口號要播四方； 
忠心，要忠心，忠心你的榮耀王； 
要忠心，忠心，縱別人都不遵從； 
無論何境況，必站在主旁， 
願主常見你忠心。 

 
  我想在神學院就讀期間這首詩歌我唱得最多了，因為這是

我們的校歌，凡有甚麼特別場合我們都會唱。我怎能忘記「要

忠心」呢？ 
 
  在教會的退修會中，蔡景輝牧師在他其中一次信息開始時

作了一件起初令我不解的事。在傳福音的事工上，他以耶穌為

例，且為耶穌傳道工作的成就給分數。他舉出五個耶穌向人傳

福音的的場合，然後用一至十的分數來衡量，以十分為滿分。

在其中一場合，他給耶穌六分；另一場合他給九分；兩個場合

他給一個問號；剩下的一場合他甚至給耶穌零分。然後他總括

耶穌的總平均分是百份之五十。我實在不解；因為在我簡單的

思想中，耶穌不是做甚麼都應得滿分的嗎？跟著景輝向我們作

了有力的解釋，就是我們不應單看傳福音的果效，更重要的是

我們對主的忠心。傳福音是主給我們的任命，我們毫無選擇的

餘地。 
 
  你看到人永存靈魂的寶貴嗎？ 
  你看到向人分享福音的光榮嗎？ 
  你願對主忠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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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見証 

戴莉婭 

帶著弟兄姐妹和牧者的祝福嫁到羅城已半年多了。這半年

的經歷不全都像婚禮進行曲那樣莊重而美妙，生命的里程也不

像婚禮上那樣鮮花環繞。因為我門們是一對特別的新人，兩個

單親家庭的結合，我們各自都帶了一個小孩子走進這婚姻的。

雖然我們的婚姻不那麼一帆風順，但卻滿了神的恩典和祝福。 

 

在婚禮上，李榮剛牧師非常智慧地讓兒子女兒以稱呼爸媽

的方式來接納我們的結合。雖然我們夫婦開始時小信，神卻都

成就了。良好的開端為我們後來的磨合創造了條件。從此以

後，悅每天下班回到家裡，瑞瑞都以甜蜜的方式來迎接他，有

時大地叫 Daddy，有時跑過去來擁抱他；Alex 則常常誇獎我

說：「媽媽做的飯最好吃，將來我要上 Cornell 大學，週末可以

回來打牙祭。」他也有許多話願意與我談。有一次我生病臥床

不起，Alex 以他過去自理的廚藝──罐頭雞湯麵來表達他的關

懷，而且是端到床邊，讓我真是感動，感謝神。 

 

我們夫妻結合後也經歷了神的塑造。婚前，我總是覺得悅

不夠屬靈，常常敲打他。婚後的生活中卻發現，他溫文爾雅，

体貼入微，是一個非常細心、有愛心的人。對比之下，感覺到

自己很多地方愛心不夠，也很容易失望。事實上，半年多我們

經歷了很多不尋常的事。新婚不久我懷孕繼而流產，那是我屬

靈最低潮的時期。以致到今天，有人問起，還會讓我流淚。因

為那是我們所期待的，卻不知為何神又把她取去。得知胎兒已

死在腹中，我按著肚子輕聲說：「孩子，願你在耶穌的懷抱裡

享受永恒的快樂。」那些天，我是以淚洗面度日，常從夢中驚

醒，反複思考不能入睡。可是在這段艱難的日子裡，神讓我又

一次經歷了家裡的愛。我的新家──RCCC、橄欖組和查經班

的弟兄姐妹流淚的禱告，電話關懷和探訪以及暖人心腹的各式

菜餚，讓我們全家都體會到了主內肢體基督的愛。這段時間

裡，兒子懂事的問候和代禱，丈夫體貼入微的親情，何常不是

神對我在苦難中另外一種祝福呢？崇拜時敬拜短詩中唱到的

「洪水泛濫時，耶和華坐著為王」回答我心中的疑問──神在

我們的苦難中一直就在那裡。我知道那沙灘上的一串腳印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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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主耶穌揹起我行走時所落下的。 

 

在這段時間裡教會的廚房有個空位需要有人來填補上，幾

位弟兄和師母都分別在不同的時間裡向我們提過。開始時，悅

覺得這是個體力活，我做不動的活全都變成他的了，不是很鼓

勵我來接。我自己也不很願意，為甚麼是廚房這樣不屬靈的服

事？我可以帶查經啦，領短詩啦，兒童主日學啦，搞牆報，攝

影，主日程序表啦，等等。白領一些嘛，為甚麼這麼藍領呢？

但我還是說，給我一些時間讓我回去和悅商量一下，讓我禱

告。在我開始禱告時，又發生了一件事。體驗時，醫生發現我

乳房上有一個大腫塊需要盡快做一個檢查。因為我二年前曾經

在另外一側有過腫塊，如果是癌變轉移，問題就嚴重了。因為

自己在放射腫瘤科做過一段時間，知道情況嚴重，就有些緊

張。檢查的前一夜與悅交通，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甚至連女

兒將來的撫養問題都交代了。第二天早禱時。有一個感動，就

是向神討價還價。如果這個腫塊是良性的，我就接下廚房的服

事。馬上又把這個禱告講給悅聽，悅很贊同。那天結果下來，

醫生說，你沒事，那是一塊脂肪。當天晚上就給師母打電話

說，好！我接下廚房的服事。這樣，我們又一次經歷了神奇妙

的帶領。現在，每當我到廚房去看看時，都很有親切感呢。悅

也調侃說：「又去視察你的廚房了！」 

 

 

 

 

 

 

夫妻不要含怒到日落 

潘向陽 

我們在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時，莊師母在一次證道時

講到她和莊牧師有時也鬧矛盾起衝突，但他們堅持『生氣卻不

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弗所四：26），當天的問題當

日解決。他們的做法是：（1）專心禱告，他們先各人自己禱

告，到合適的時候一起禱告，（2）用愛心交通細談，彼此認

罪，彼此寬恕。這使他們夫妻感情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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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夫妻都認為，道理挺明白的，只是說來容易做起來

難。哪對夫妻之間沒有磨擦呢？誰又何嘗不想有平安喜樂的美

滿婚姻呢？可是鬧彆扭時，最難過的一關是怒氣難消。憤怒的

時侯怎能心平氣和地交通呢？這個時侯，恐怕不說也罷，往往

一開口反倒火上加油。這情形就慢慢演變成一些夫妻解決問題

的一個模式：（1）熱戰：出現矛盾後，相互以理論戰，誰也

說不服誰，然後就會以舌傷人；（2）冷戰：兩人吵夠了，但

心裏氣鼓鼓的，覺得一說話就傷感情，就開始敬而遠之，甚至

陌如路人。愛情受挫後大大降溫。（3）重組合作社：因為諸

多的原因，比如孩子的接送和功課、家務及朋友應酬，使夫妻

必須共同面對一些問題，時間長了，兩人也覺得沒脾氣了， 

就和為貴了。但問題便沒有解決；（4）下一輪的爆發：每次

比上一次更容易，因為雙方都有點神經質地敏感，更要命的是

兩人都明白對方的熱點，戰略戰術日趨成熟。如果矛盾的頻率

小，也不嚴重，特別是夫妻至少一位比較知趣，一位或兩人的

稜角就慢慢磨掉，相安無事。但這個模式很危險，因為人的罪

性使事情往往向壞的方向發展。這就是為甚麼離婚率如此高，

不幸福的家庭就更多。 
 

家庭專家們認為建立幸福婚姻的最好辦法是止息於未發之

時。「生氣卻不要犯罪」，這句話提醒我們生氣不是罪，但遷

怒與人就要出問題，這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生氣是內

在感覺， 包括心跳加速，頭腦發脹，胸腔氣悶，鼻尖發酸， 

眼睛濕潤，四肢發軟，渾身發顫，言不達意。憤怒是生氣的外

在表現，包括聲嘶力竭，怒目以視，冷指以對，摩拳擦掌，出

語傷人。發怒的時侯注意力已不在事而在對方人身上了。這就

是為甚麼發怒時伴隨暴力，損壞東西事小，傷人事就大了。 
 

有一對夫妻的君子協定值得嘗試。如果一方感覺不對，立

刻掛免戰牌：「對不起，現在我不能再談下去了，我需要去禱

告，也請你替我禱告。一會兒我再來找你繼續談。」另一方也

要即刻收兵。免戰牌裏包括：（1）承認是我談不下去了， 不

是你不值一談；（2）說明我是弱者，需要外力（神）和對方幫

助；（3）表現得沒有面子，自己退場，自己回頭；（4）聲明

答案在雙方，也就是承認自己可能錯，對方可能對。按著我們

的人性，掛這免戰牌也不容易。這對夫妻靠著神的恩典，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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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謙卑的心，更是明白當聖靈內住在心中時，外力就成了內

力，用坦誠之心來向對方認錯，用尊重人格來接納對方，就沒

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這對夫妻含情的說：「只要是兩人和氣地

達成的一致意見，這事一般就是對的，也很順利。」 
 

家庭專家們也建議夫妻談話時如注意時間地點和場合就會

省去許多不必要的問題。經常憤怒不是來自於事情本身，而是

因為你使對方沒有思考和討論的餘地。在此不多談，只是提醒

各對有心夫妻。願神祝福你的婚姻。 

 

 

 

 

 

 

信靠順服 

麥詠賢 

今年四月中，教會差傳部發起一個探訪餐館的活動；感謝

神的恩典和憐憫，讓我有機會在其中參與，再一次經歷神的大

能和信實。 
 

記得最初報名參加時，也是「半推半就」，心裡想：我是

一個沒有工作的家庭主婦，好像沒有「藉口」不去（雖然我要

照顧小孩，但岑詠竹姊妹非常細心，連照顧孩童的部份也安排

好，還有甚麼理由推辭？）最後，還是報了名，但心裡卻是很

多顧慮。第一、小兒皓靈出生後大部份時間都是由我自己照

顧，我怕他不肯讓其他人帶他，我擔心他會哭一整個下午。第

二、下午探訪的那段時間正是皓靈的午睡時間，我怕他在教會

不能入睡，很擔心他的午睡時間會亂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但

神是信實的，就在我想退後之際，祂藉著一位在香港的姊妹提

醒我「身教」的重要： 如果我希望教皓靈信主事奉主，我自

己卻不願擺上被神使用，怎能有說服力呢？此外，神也籍著靈

修的一段經文提醒我：『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約書亞記廿四：15）我看到這段經文之後，就無話可

說了。至於我的第一個顧慮呢？感謝神，皓靈留在教會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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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合作，負責照顧孩童的姊妹也很有經驗和愛心，我甚至覺

得皓靈在教會比留在家裡和我一起還要開心呢！ 
 

其實除了個人的擔心，我還對這次探訪事工抱有懷疑。我

一直覺得我們這樣走到餐館去傳福音，又不是買食物，又妨礙

人家做生意，很大機會被人拒絕。但神又再一次憐憫我的小

信。記得在第一天的探訪中，我走進第一間餐館之前，仍是半

信半疑，但我們第一個遇到的女士很友善，亦對返教會很有興

趣，我真是被她那麼正面的反應得到鼓勵！此外，神亦讓我們

在當天的探訪中遇到兩位基督徒，他們都因為工作的原故，不

能在星期天到教會敬拜，我們才知道羅城原來還有一些這樣處

境的基督徒，很需要我們的關心；就這樣，神讓我領略到這次

探訪的重要。 
 

說實的，這次探訪中也有遇到挫折，但信實的神亦用了這

些負面經歷對我們有所提醒。記得和蕗霏與輝祖一組的那天，

所去的第一間餐館已經不太願意讓我們進去，實在使我們有點

失望。到第二間餐館，進去前神感動我們一起祈禱；怎料，這

間餐館裡的員工一聽見「教會」兩個字，立即面露不悅，拒絕

再聽，那我們只好離開了。我一邊走，一邊想，剛要問神為甚

麼沒有聽禱告，神就對我講話。祂提醒我，當我們禱告交託給

祂的時候，我們便能對任何結果都有平安，因為我們知到傳福

音的能力完全是出於祂，結果亦全在祂手裡。我實在感謝神，

藉著聖靈提醒我們禱告，相信如果我們沒有把整件事交給祂，

我們這樣被拒絕一定沒有平安。相反，因著禱告交託，我們還

是平平安安的到別的餐館，而神亦大大祝福我們往後的探訪。 
 

「信靠順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裏喜樂，只要信靠

信服。」 
 

牧師曾提醒我們，當我們運用人力和資源去配合神的心意

事奉時，結果必定是好的。這次的探訪事工，令我進一步經歷

到這番話的真實。此外，我也看到一幅很美麗的圖畫：來自不

同背景，說不同語言的弟兄姊妹，發揮了基督身體不同的功

用，有照顧孩童的，有開車的，有出去探訪的，有代禱的等

等，缺一不可，就是這樣，各盡其職，福音便得以傳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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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 

陳學忙 

一、 甚麼是神永遠的旨意 

(1) 請讀下面的經節：以弗所書一：9-10『都是照他自己所預

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要照所安排的，在

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

面同歸於一。』以弗所書五：17『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

主的旨意如何。』羅馬書十二：2『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 

(2) 在以弗所書一：9-10，羅馬書十二：2 中的「旨意」（英文

翻譯成 will；Strong 聖經字典數碼是 2307 或 2309），是單

數的（這個希臘字在原文中一共用過六十多次），也就是

說神只有一個旨意，就是祂的兒子。那有人就會有這樣的

問題；那麼人，教會，萬物在神的眼中又佔甚麼地位呢? 

(3) 總結：神的旨意就是一切為著祂兒子，祂做的一切都是為

祂的兒子，離開祂兒子祂什麼都不做；在神的心意中只有

祂兒子，一切都是從祂兒子裏面出來的，連萬有都是要歸

到祂兒子裏面；離開祂兒子，神甚麼也看不見；不是出於

祂兒子的就不在神的心意裏面；不論是多麼好的事情，只

要不在祂兒子裏面，神都不要，惟有祂兒子是祂所要的；

祂叫萬有在基督裏同歸於一。祂兒子不單是那旨意的中

心，也是那個旨意裏面的一切，因祂的兒子充滿了神整個

的心；基督是一切的解說，基督是一切的總結，基督是唯

一的路。 

 

二、 為甚麼神永遠的旨意對我們這麼重要? 

(1) 約翰福音三：16 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這與這裏所說的神永遠的旨意相符合嗎? 答案是絕對

的相符。這也是我們要知道神永遠旨意的重要性。是的，

神是愛，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世人，但祂說，世人啊，

請你們接受這白白的禮物吧！約翰福音三：16 的後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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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基督好像

一直在呼喊「世人啊，信我吧，你將與我同在樂園中。」

反過來，基督也好像一直在宣告：『不信的，你就要滅

亡，就是與我（神）無關。』正如約翰福音三：18 節所宣

告的那樣：『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

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 

(2) 保羅的故事 

A. 身世 

• 在腓立比書三：5-6 中，保羅自己說：『我第八天受

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

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

說，我是逼迫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

摘的。』在使徒行傳二十二：3『保羅說：我原是猶

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在這城裡，在迦瑪列門

下，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事奉神，像

你們眾人今日一樣。』 

• 保羅十二歲去耶路撒冷，他曾經擁有三個世界：希伯

來的宗教世界，希臘的文化世界，羅馬的政治和軍事

世界；他對神的知識也很多，但對神卻沒有直接的認

識。 

B. 大馬色的路上（使徒行傳九：3） 神直接對他啟示，跟

著保羅問了兩個問題：「主啊，你是誰？」「主啊，我

當作甚麼？」換句話說，「主啊，你的旨意是如何？」

從此保羅知道了神那永遠的旨意，更確切一點來說，保

羅通過以上的兩個問題知道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一切

尋求神永遠旨意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應該問這兩個

問題：「主啊，你是誰？」「主啊，我當作甚麼？」 

C. 要得到主耶穌基督及其旨意的人，他自己的人首先要是

對的 

• 保羅的十三封書信中，他得到的最高啟示是在以弗所

書和歌羅西書中。而這兩封書信是與腓立比，和腓利

門書一起寫於羅馬的監獄，也就是說，它們幾乎是同

一個時期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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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中，保羅所談的都是天上的

事，但同一組書信中的腓利門，保羅談的卻是「地上

的事」，而且是地上非常小的雞毛蒜皮的事：他為一

個逃跑的奴隸阿尼西母向他的主人腓利門求情，保羅

說，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

的，憑著愛心求你（腓利門），阿尼西母若虧負你，

或欠你甚麼，都歸在我（保羅）的賬上。保羅不因他

一天到晚想著天上的事就不管地上的事。 

• 陳希尊弟兄在一篇資訊中談到保羅的這一組書信這樣

總結保羅這個人：你不要告訴我你看見的有多大，你

也不要告訴我你的異象有多了不起，或你的事工多有

成就，你要讓全世界看見你得這樣異象的人，是個甚

麼樣的人。 

 

三、 我們怎樣在祂永遠的旨意中有份? 

(1) 若用兩句話總結福音，那就是：基督在我裏面，我在基督

裏面。從來沒有人說我要在孔子裏，或者我要在釋迦牟尼

裏，但我們基督徒都想進入到基督裏。 

(2) 主要我們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書

五：17）。 

(3) 熟讀聖經，用時間親近神，執行祂的命令，你就可以經歷

神。 

 

尋求神的旨意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神樂意把祂自己

啟示給我們，並且已經啟示給了我們，讓我們常常記住約翰一

書二：27『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

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

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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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修會，對我來說… 

郭舜涓 

退修會，對我來說，總是有一種特別意義的，更尤其是幾

天前才剛結束的退修會。在星期天晚上的分享見證會裡，聚會

的大堂開闊清爽，天花板垂下來的吊燈柔和的照著，弟兄姐妹

們陸陸續續的站出來感恩分享。我看著聽著，心中鼓鼓的，感

慨萬千。 

 

不停地把今年的退修會和九年前的退修會相比，看到神竟

然這樣的恩待我，我心裡感恩不盡。 

 

九年前，同樣的康寧退修中心，我第一次參加羅城華人教

會的退修會。那一年，蔡景輝弟兄是教會的執事，鄧牧師是受

邀講員。今年，鄧牧師成了教會的主任牧師，蔡景輝牧師是受

邀講員。 

 

那一年，我還徘徊在福音門外，對救恩一事半信半疑。今

年，當我們唱「人們需要主」，我想起未信主的家人，就熱淚

盈眶。 

 

那一年，我隻身一人住在羅城，無親無故，對教會沒有絲

毫歸屬感。今年，我已稱教會為屬靈的家，看到每一位弟兄姐

妹都倍覺親切。 

 

那一年，我時時刻刻擔心成為基督徒後會被家人親友視為

大逆不道，背親棄祖。今年，我的先生多日為籌備退修會，營

營僕僕；我的公公在眾人面前，大大方方地分享他的得救見

證；我的婆婆坐在大堂後排，歡歡喜喜地抱著我五個半月大的

育祈。 

 

我還能說甚麼呢？這是我福杯滿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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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隨想錄 

伊 正 

有人說，人的回憶有似一條拴在心思後院吠叫的老狗，牽

到前庭撫慰一番，餵一餵。復活節的早晨，赴教堂禮拜的途

中，突然憶起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次來到美國，受邀參加了一次

復活節的晨曦禮拜。教堂座落在市郊，到達之時，天色微明。

禮拜在會眾高唱哈利路亞的歌聲中開始了。陽光透過五色彩繪

的玻璃窗射入教堂，落在肅穆、歡欣的會眾中間，斑駁的顏色

帶著溫暖。那時我初信耶穌未久，牧師證道講了些甚麼已全無

記憶。禮拜後，但見會友男女老少無不面有笑容，服飾齊整，

婦女多戴著新帽子。更發現教堂中竟設有廚房餐廳，還預備了

早餐，都是生平初見。算算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復活節是慶祝耶穌復活的歡樂節日。近年以來，隨著歲月

的流逝、年齡的增加，每到復活節都是感恩的心遠遠超過歡

樂。我喜歡一首詩歌「主活著」，每次唱到「耶穌今天仍然活

著！祂與我談，祂伴我走，生命窄路同過」，或「每次我需要

祂，總必答應」的時候，莫不深深感動，甚至流淚。我能信主

豈是完全出於我自己？主恩浩大，我是個不配得的人啊！ 

 

遙想大約兩千年前耶穌受難的那年。逾越節之前，耶穌知

道自己離世回歸父神的時候到了，和屬祂自己的十二個門徒共

用晚餐。吃了逾越節的筵席之後，對追隨祂三年之久的門徒作

了重要的教導，又作了分離的祈禱（見約翰福音第十三到第十

七章）。祂依依不捨，惟恐他們因祂的離去（十字架上受

死），而憂愁跌倒。乃告訴他們，祂的離去對他們是有益的，

因為祂去之後聖靈保惠師（或訓慰師）就要受差而來，常與他

們同在，住在他們裡面。 

 

耶穌被祂的十二個門徒之一的猶大出賣，在十字架上受難

被殺，照著聖經的預言死後三天復活，勝過死亡。復活的耶穌

多次向祂的門徒顯現，講說神國的事；四十天之後，在耶路撒

冷東邊的橄欖山上被一朵雲彩接上天上。當門徒定睛望天，目

送耶穌升天的時候，有站在旁邊的兩個人（天使）對他們說：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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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徒一：

11）今天，升天的耶穌坐在神的右邊，祂還要再來！ 

 

耶穌升天前，在橄欖山上叮囑十一個門徒說：『不要離開

耶路撒冷……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又說：『聖靈

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

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5, 
8）果然，大約十天之後，五旬節的時候，聖靈如火燄的舌頭

降臨在聖殿裡聚集的眾門徒的頭上；他們被聖靈充滿，大有能

力和口才，用各國的方言對耶路撒冷本地的和來自各國的猶太

人宣講，見證十字架上被害的耶穌已經死後復活、升天，『神

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二：36）聽見這些話的猶太人

覺得扎心，乃遵照彼得的教導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歸主，領受

聖靈。那天，門徒增添了三千人。教會成立了，神的國和人類

的歷史進入了新的一頁。 

 

聖經記載，耶穌在釘十字架前，曾對門徒說：『我要從父

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

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約十五：26, 27）又說：『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

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約十六：13）五旬節聖靈降臨的那

天，猶太人聽了彼得和門徒的講道和見證，覺得扎心，就是因

為聖靈為耶穌作見證，讓他們知道過去的錯誤，真理的聖靈開

了他們的心眼，叫他們能夠看見明白耶穌的教導和作為都是真

理。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

人能到父那裡去。』（約十四：16）耶穌醫病、趕鬼、行神

蹟、使死人復活，無不是真實地顯示，祂真是道成肉身神的兒

子，祂本是神。 

 

兩千年來由使徒們開始和歷代的門徒的努力，將福音由耶

路撒冷傳到世界各地方，也都是聖靈叫聽見福音的人知罪、認

罪、悔改、蒙赦免、得新生命。我們蒙恩得救是『本乎恩，也

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弗二：8）
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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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城三月的早晨，春寒料峭，廿七日教會的復活節禮拜是

中文、英文兩堂聯合一起，全體會友齊集一堂的禮拜。會友們

陸續來到，老幼男女坐滿了教堂中的每個坐位。教堂內外沒有

多少節慶的裝飾，但見人人喜在眉梢，掩不住內心的歡欣。禮

拜開始的第一首聖詩「基督耶穌今復生」，會眾以中、英兩種

言語發聲，並不混亂；每次唱到「哈利路亞」之時更是合諧高

昂，喜樂滿堂。鄧牧師講道，我因耳聾所以不清楚全部的證道

辭，但意外地發現他引用了在禮拜前縈繞我心聖詩「主活著」

的歌辭。講道結束之後，又由全會眾唱了這首詩為回應。我們

再一次向世人宣告：我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祂是活在

我們心中，常常與我們同在的神！ 

 

禮拜之後，鄧牧師為六位慕道友施洗歸主成為神家裡的

人，我們多添了五位姊妹、一位弟兄。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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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見證，傳福音 
唐頌紅 

我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以未婚探親身份從廣州飛到羅

城。當時申請我來美國定居是我的先生（劉富良），他是一個

ABC（生長在羅城的華人）。我們是經過我大姐夫的表弟婦

（在紐約市）介紹相識的。我來美國之前是在廣州市牛奶公司

工作。當時因為公司保衛科長在追求我（我才廿歲），後來又

因為他以前的女朋友在美國新澤西州回廣州跟他結婚，結果我

們就分手了。分手之前他和他的太太答應幫我在美國找一個好

男子結婚，同時吩咐我一定要等他們的消息，我天真地等待了

一年。從那開始，我決心要嫁到美國來，我想方設法找機會，

結果我找到了我妹妹的英文教師的大兒子，他的一家住在美國

三藩市，他和他爸爸正等待批准往美國。我拼命的追求他，希

望能嫁給他然後可以到美國來，因為我不能再等已經住在新澤

西的朋友介紹，不過後來他卻去了上海做生意。 

 

從小我就個性倔強、執著、天真，在家中七個哥姐妹中最

漂亮、最幸運的一個。盡管我家中很窮，但我常常遇到貴人相

助。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我們班內的女同學中有幾個家裡很有

錢，她們常常給我好東西吃、衣服等等。到了高中，我還記得

有一天在家裡做飯菜時不小心把手指割破了，後來發炎，女同

學陪我到醫院打針。我由於從小怕痛，打針也會哭半天；她看

到我很傷心，回家後她送給我一只 24K 的金介指。我生活中就

是這樣，常常有人送東西給我。中國俗語講，十年行一運，我

幾乎每年也行運，特別感到自己人緣好，交際廣，凡事有貴人

相助；但這一切並沒有給我帶來喜樂與平安，我們家中常吵

鬧，不得平安。 

 

我在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五日在羅城結婚，從未婚探親身份

轉變為綠卡身份，三年後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我的先生是土生

的，他只能講一點台山話，而我生長在廣州市，家中只講潮州

話，我只能講廣東話和國語。我來美國之前互相之間通過信，

在廣州時我找就讀英語學院的表妹幫忙翻譯我先生從美國寄來

的英文信，或我先生的媽媽及姐姐幫他寫中文信給我。我們就

以這種方式交流，直至我被批准來美國。正所謂是郵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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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婚前從未見過面，只能靠看照片。我們於一九八六年七月

廿五日結了婚，舉行了一個最簡單的家庭式婚禮。 

 

我就這樣活下來了，當時我在羅城一個新識朋友也沒有，

想回廣州沒有錢買機票，又不懂英文，唯一的親人就是住在紐

約的介紹人。我獨自在家中痛哭苦楚，也只能聆聽每天我先生

的媽媽用台山話打來的電話。我痛苦絕望，一切美夢破滅

了…。 

 

經過自己的努力，我找到第一份工作─車衣廠。後經朋友

介紹在上海餐館工作十多年。由於我的努力和長相及人際關

係，使我從絕望中得到亮光。我拼命掙錢養家，絕不讓人小看

自己，以致得了嚴重的憂鬱症。看過多方面的醫生，檢查結果

還是一切正常。 

 

感謝上帝讓我接觸祂，並成為我個人的救主。我生命中有

了巨大的變化，我從心中感激天父賜給我媽媽歸於祂，也藉著

我媽媽的信，我在廣州已去世的姐姐及我同住的妹妹以及我的

兩個兒子也同時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們個人的救主。但願你也與

我們一樣，早日接受主耶穌作你個人的救主，你和你的家人也

得到人生真正的喜樂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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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謝恩 
周明恩 

「祝你一帆風順……」 
 
聽的和講的心知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當一切都如願以償的

時候，向人或者向神感恩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但處於逆境中，

仍能「凡事謝恩」可真不易啊！ 
 
我自己是學醫的，而太太是護士。當我們第三次生產「早

產嬰」的時候，別人可能會可能覺得見怪不怪。家中三個孩子

加起來的總體重剛好是十磅，「偷工減料」這帽子是戴定了

吧！這次的經歷，其實跟以往兩次是截然不同。 
 
記得去年八月份，太太懷孕期間的體重突然增加得很快，

明顯身體出現水腫現象。起初還不以為然，但當我替她量血壓

的時候，都是一天比一天高，這些都是「妊娠血毒症」的病

徵。於是便提早入院檢查，她的視覺亦開始變得模糊不清。醫

生很快就決定要立刻剖腹取子，否則母子都將會有生命危險。 
 
毅信誕生之後，本以為一切都會回復正常，豈料太太由於

視網膜腫脹而導致嚴重失明。想起那段日子，猶有餘悸。她的

起居飲食都由我來照顧。回想自從有了孩子以來，倆口子很久

未有如此親密過！感謝身邊的弟兄姊妹，不單安排照顧兩個孩

子，令我無後顧之憂，可以守候太太床邊；而且為我們預備每

一頓豐富的飯菜，不絕的為我們代禱，神的恩手透過你們將我

們一家緊緊的托住…… 
 
處逆境仍要謝恩，值得多謝的再不是表面的得失，而是要

多謝這位大能的神，祂全然的美善，祂永不改變的引導和應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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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存珠 

若 雲 

我的外婆今年三月去世。享年九十一歲。從她受洗到歸回

天家整六年。外婆一生坎坷，晚年認識耶穌蒙大恩典，天天為

兒女禱告。她的名字黃存珠，讓我想到『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

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哥林多後書四：7)  

她， 

純樸善良； 

她， 

美麗溫柔； 

她， 

勤勞寬容； 

她， 

樂善好施； 

她是 

我的外婆存珠。 

她有， 

寬闊的胸懷； 

她有， 

對孩童無盡的愛； 

她有， 

對親友不盡的關懷； 

她有 

對不公長久的忍耐； 

她是 

我的外婆存珠。 

她用， 

那雙過度勞累至殘的手， 

拉扯大， 

媽媽，舅舅，小姨； 

她用， 

那瘦弱的脊梁為兒女， 

撐起溫暖的小窩； 

她用， 

那溫柔的山裏歌聲， 

唱大了兒女和孫兒女； 

 
 

她用 

那主耶穌喜悅的心 

為已豐翼離家的兒孫 

不住的禱告； 

她是 

我的外婆存珠。 

曾經， 

外婆淚灑魚米鄉； 

曾經， 

外婆受辱牡丹城； 

曾經， 

外婆路盡呼天父； 

曾經， 

外婆得救有珍珠存心裏； 

今天， 

天門大開外婆歸天家； 

今天， 

美好居所耶穌已預備； 

今天， 

樂園相會外公兩情相依； 

今天， 

往日淚水傷痛全散盡； 

明天， 

主內家人相聚在天庭； 

明天， 

所愛親友榮耀隊伍中相牽； 

明天， 

一同環繞救主何等快樂； 

明天， 

同著新衣福分無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