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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目標（2008-2010） 

唯獨歸榮耀給神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林前 10:31）… 

*藉著增加我們對聖經教義，並主耶穌基督的認識和愛

慕（詩 119:97）; 

*藉著尊重神的話語和禱告為蒙恩典的所在，以至於存

心謙卑，知罪，悔改，及生命的改變（羅 12:2）； 

*藉著栽培合乎聖經真理的世界和人生觀，體貼天上的

心態，和個人品格與基督的福音相稱（腓 1:27）； 

*藉著促進對我們靈命光景彼此的勉勵，並各方面的關

懷（來 10:25）；以及 

*藉著加強我們的信念，唯獨靠基督的福音才能蒙恩得

救，並且加強我們在本城和全地傳揚福音的心志（徒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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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徵兆 

『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 倒不能

分辨這時候的神蹟 (即「徵兆」)。』 
馬太福音十六：3 

韓澤民牧師 

今年我們最喜歡的費城棒球隊（Philadelphia Phillies）終於贏

得世界冠軍（the World Series），是他們 28 年以來（也是我兒子

出生到現在）第一次得此冠軍。其實他們是美國棒球歷史中輸了

最多次球隊，自 19 世紀到如今已輸了一萬多場球賽！悲哉！但今

年，我們對此統計只是笑之不理。十月 31 日在費城舉行大遊行，

路上站者百萬人觀賞，歡呼，到處狂樂，慶祝，人人（甚至陌生

人）都互相擁抱。父母容許孩子們不用上學，亦有很多人請假不

上班，因都想要在此難得的慶祝中有份。大家都在說到在場的孩

子們多年後會怎樣對自己的兒女述說此難忘歷史性的一天。到了

下午四時左右遊行結束後，隊員與陪同的妻子，兒女們走進球

場，上到臨時配裝的台上坐下，然後九個隊員先後起來到麥克風

向歡呼雀躍的觀衆講幾句話。 排為第八要講話的隊員（也是最受

球迷歡迎之一）到了麥克風大聲喊  「世界冠軍！」（"World 

Champions!”）。群眾大聲歡呼狂喊。接著他第二次又喊此話，但

這次在“World”和“Champions”中間他突然加了一個粗俗髒話，

很多人感驚訝（但不幸的是其中不少也感到頗好玩的）。  

我並沒有時間常觀賞遊行，但那天下午四點左右我上網幾分

鐘，想要看一下費城熱鬧的場面。但我一聽到那句話時，就感到如

被拳頭打腹中。我是否聽錯的呢？他真的講此話嗎？我們一直很

喜歡這個隊員，也一直為他歡呼。在 2003 年，他初上到大聯盟第

一次擊球時，就打了個滿壘（即得四分的）全壘打（grand-slam 

home run），剛好那天我和兒子在場親眼觀賞到。所以聽到他這句

髒話後我就有點發呆了，陷入了憂思，心情沉重，一直到第二

天。更糟的是，到那天晚上在網站博客上，留言人中一半以上並

不認為他說了此話有甚麼不對，「只不過是一時的興奮而已！」

「只是表達他的情感而已！」「我們是世界冠軍，有權利可以隨

意說！」請不要誤會，其實我並不會論斷一個不是基督徒的人如

何私下與朋友，或在更衣室如何與隊友講話。但那天是在客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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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場上，在四萬多人面前，是個合適全家活動（family event），其

中有很多小孩，包括隊員自己的家屬坐在台上隊員的後面。此外

還是全國現場播出。常識在那裏？尊嚴，尊敬，考慮到別人的原

則到那裏去？那裏有分辨的能力，恰當和禮貌的觀念？那裏有

「棒」？那個舉動是絕對地「不棒」！非用那種粗俗的話就不能

享受高興，慶祝，這真是好可悲的。 

當然，污穢的言語，就如別的罪行一樣，並不是新事。但可

說是新的，就是會在如此的場合還敢說，而且被這麼多人所贊

成！這的確是「這世代的徵兆」，是告訴我們在這世代中，人的

心越來越「自我著迷」， 剛硬，不敏感，粗俗，惡劣；分辨甚麼

才是「妥當」的能力一直在衰退；很多該有的區分，如甚麼是可

不可接受，神聖和平凡，鄭重和隨便，已越來越模糊，甚至根本

不被看重。在思想，風度，行為，和言語上已越來越不顧到背

景，環境，場合，和情勢。 

再提另一個徵兆吧。有位美國校園團契在 Saint Louis 華盛頓

大學的同工，有一天在咖啡館與一群優秀的大學生聊天。談了一

兩個小時後，他就沉思說，「他們毫無理想觀…不情願委身自己…

對高尚應尊重之物表示不敬，對一切權威表示不尊，對萬事 深感

漠不關心和無聊。」後來，他在街道上與一群青年歹徒 （gang 

members）也聊起來，他們幹毒品和各種輕罪，他說與他們談話

時，就發覺可以用同樣的詞句來形容他們！ 

這種情況也可以追溯到人心裏日越無情，硬化。想到文化上

的衰落時，通常只指較為明顯的不道德，如接納墮胎和同性戀的

生活方式，或婚姻上的不忠，離婚，和家庭破碎的事等等。但這

些只不過是表面而已，根本的問題還是在人的心 (參太 12:34; 可 
7:20-22)。 

這個趨勢對教會的含義相當嚴重。因著如此的硬化，傳揚基

督福音的事工也就更艱難，比較多的人不太願意聽，不感興趣，

不易於感動，不易於信服。即使那些表示要「信」的慕道友，往

往只是膚淺和自我中心。但雖然如此，主還是把一非常大的機會

擺在面前。當然我們禱告求主搶救靈魂，但最要緊的就是要忠

心：『所求於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林前 4:2）。認識到周圍

人心硬化，自己反而要更柔軟，敏銳，要更向主耶穌基督敞開心-

--委身於祂的話，祂的公義在生活中，和禱告，以此就化為對主

福音和主的教會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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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們尋求主的面，能認識這世代的徵兆，好叫我們能有合

適的回應，裝備自己面對挑戰。願我們當心，免得陷入作『瞎眼

領路的』（太 15:14）。唯一能避免此陷阱，不但是認清世代的徵

兆，且還要認清我們面前的基督！如此就能忠心，看得清楚把別

人指向救主。 

『…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路 18:8）。

主耶穌此反問的答覆是「不。」但唯願在我們中間，靠者祂的恩

典，乃是一個響亮，肯定的「是！」 
 
 
 
 
 
 
 

 
 
 
 
 
 

「開心」之旅 

曾憲博 

二零零三年聖誕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我和內子趁著假期從

香港飛往溫哥華，打算逗留兩週，沒料到卻滯留了整整兩個月，

我們的「開心之旅」竟變成我的「開心」之旅。人的遭遇真的難

料，正當平安穩妥時，災難可以忽然來到；而正當陷入萬般焦急

之際，又可以獲得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年夏天，我在香港做了體格檢查，醫生說我的心臟缺氧，

需要進一步作心導管測試（angiogram）。十年前我因血管阻塞，

曾做過「通波仔」（angioplasty），但情況並不令人滿意，所以我

想先諮詢其他專家的意見。適逢好友馮醫生是溫哥華醫院的心臟

內科主任，於是把有關資料寄給他看，他分析過後，建議我們在

聖誕節去一趟，讓他仔細檢查心導管，如有必要才「通波仔」，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一件看似簡單的事往往會變得複雜起來。馮醫生替我進行心

導管檢查時，發現幾條主要血管嚴重阻塞，而其中一條幾乎是全

塞。他認為「通波仔」牽涉的風險太高，稍一不慎將會危及性

命。既然這樣，「搭橋」似乎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了。這個晴天霹

靂的消息使我們一時不知所措。我推搪說公務繁忙，要等到暑假

才有時間接受手術，怎料他臉上一沉，很嚴肅地說：「絕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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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的情況極度危險，因為你隨時可以在睡夢中死去。」我怎

麼也想不到自己好好的突然會走到死亡邊緣，把生命懸於一線！

我想起耶穌說過：『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

著。』（太九：12）可悲的是，許多人都像我一樣，身患重病而

不自覺，還自以為健康呢！我們經過懇切禱告後，決定接納馮醫

生的建議，留在溫哥華做「搭橋」手術。 

動手術的日子定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六日，前一天下午我辦理

好住院手續，又做了一連串的驗血、心電圖及電腦掃瞄，然後被

安頓在十一樓的私人病房。負責「搭橋」的主任醫師是加拿大

人，他先把檢查結果向我作詳細的解釋，然後說要做五條血管的

「搭橋」手術！由於我的生理及心理狀況良好，他對手術顯然很

有把握，所以向我派「定心丸」，囑我不必憂慮。 

那天晚上，我在病房裏渡過了一生中最漫長和最孤單的一

夜。窗外的景色美麗，雪花紛飛，萬家燈火，車水馬龍──可惜

我卻無心欣賞。心中所惦念的是明天之後將會是甚麼樣的日子？

手術會進行順利嗎？萬一出了差錯怎麼辦？會不會留下後遺症？

想不通的事情特別令人困倦，我把一切都交託給神，然後輕吟芬

妮科士比的詩歌：「救世主凡事引導我，我何需別有所求？主愛

憐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祐。」很快便睡著了。 

翌日清早，護士小姐把我叫醒，囑我準備好七時正進入手術

室。我的心很平靜，腦海裏浮起不久前在互聯網看到的一則記載。

一個小男孩生下來心臟便有缺陷，大大的防礙了他的健康成長，醫

生說要等到他十歲時才能施糾正手術。日子到了，主診醫師對孩子

說：「我將要打開你的心臟...」，孩子急不及待地打岔說：「你

將會在那裏找到耶穌。」醫生顯得不耐煩，仍繼續說：「我要看清

楚你心臟的損壞程度...」，話未說完，孩子又打岔說：「當你進

入我的內心時，你一定會發現耶穌在那裏！」過了一天，在手術室

內醫生鋸開孩子的胸骨，一邊檢查他的心臟，一邊把過程錄音。他

眉頭緊皺，邊看邊說道：「血管損壞，心肌退化，不能移植，無法

治療。」事後，醫生呆坐床沿，心情沉重，苦苦思索該怎樣把壞消

息告訴孩子。不久，孩子從昏迷中醒過來，半睜著眼，一看到醫生

便問：「你打開我的心後看見甚麼？」醫生猶豫了一陣子，忍著淚

水，柔聲回答：「孩子，我在你的心裏找到了耶穌。」想到這裏，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對主說：「主呀！賜給我小孩子的信心，當

醫生打開我的心，讓他在那裏也找到耶穌。」剛禱告完畢，兩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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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把我推進手術室內。 

整個手術過程維持了五小時，待我醒過來已是下午二時了。

深切治療室一片幽暗，我躺在床上不能動彈。胸口隱隱作痛，內

心卻喜樂莫名。我損壞不堪的心，經過重整後，如獲新生。心裏

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

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17）；衝口而出的第一句話

便是『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祂

的聖名。』（詩一零三：1）。手術做得非常成功，五天後我便出

院了。 

回家後才發現許多簡單不過的動作，現在做起來卻很吃力。

就算是呼吸，移動，洗澡，走路，上樓梯，也要從頭學習，而且

常要內子從旁協助。最要命的是咳嗽引起的劇痛，由於胸骨合併

後復原需時，我必定要萬般小心去保護它。這些經歷讓我體會到

「開心」不等於快樂，而「關心」會帶來痛苦。幸而『事情的終

局，強如事情的起頭。』（傳七：8）我的健康情況每天都有顯著

的改善，六星期後，我們結束了這次「開心」之旅。 

回到香港，我又全情投入工作，很快的一切都回復正常。我

們總結這次經驗，感謝神眷顧我經歷了患難與痛苦，信心與忍

耐，生存與希望。祂把我從生命的邊緣拯救回來，安放在穩妥之

地。每逢在繁忙中找到一刻寧靜，我常想起托爾斯泰的一句話：

「每個人都想改變世界，卻沒有人想改變自己。」我渴望做一個

合神心意的人，而每一天也過得合神心意。我和內子一起尋找神

的旨意，求祂指引以後的道路。很快的我們作出兩個決定：第一

是向校方辭職，促另聘賢能；第二是回美國定居，求主為我們預

備居住的城邑。 

二零零七年五月我從工作了十七年的崗位退下，與內子遷居

羅城。剛到步便在 RCCC 找到屬靈的家。我們很快便愛上了羅

城，因為它不僅是可「居住的城邑」（詩一零七：4），而且「座

落在佳美之處」（詩十六：6）。我們喜愛的青草地，溪水旁處處

可見。我們常在伊利運河兩岸留連，一邊緩步健身，一邊欣賞大

自然。每當想起神的恩典，我會用保羅的話提醒自己：『操練身

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為有今生和來生的

應許。』（提前三：8）每當我心花怒放，神采飛揚的時候，我會

把右手貼近胸膛，輕輕的說：『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

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詩一零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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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守本分敬畏神 

吳霓蕾 

十月份英文女士查經班講到女先知、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的故

事，她的信心、才幹，她的成就、她的教訓，都使我們大受裨

益，其中最觸動我的是米利暗的跌倒所啟示的有關個人在神計劃

中的位置的問題。 

米利暗被神差派，和弟弟亞倫一同協助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

埃及去迦南應許之地。在聖經中不難看出她在婦女中的領導作用，

且深受以色列人的愛戴。然而，當她嫉妒摩西，覬覦摩西的領導地

位，說﹕「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話，不也與我們說話嗎﹖」就大

大地得罪了神，被神管教，因大痲瘋被關在營外七天。 

我們每個人都從神領受一份獨特的恩賜，為要成就神在我們

身上的旨意，榮耀神。然而，在人生不同階段不同方面，試煉常

常臨到神的兒女，使我們不甘心所處的地位，或在工作中自我欣

賞，竊以為鴻 不至乃天之不公﹔又或在教會裏，不時站在評判

席上，眼中帶著梁木要挑弟兄眼中的刺，忘記創造、掌管宇宙萬

物的神也設立了各樣次序包括社會次序，大如國家、政府，小如

家庭，以及僱佣及其他關係。不甘人下、不安于本分就如不順服

神，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羅馬書十三﹕1）。 

對我來說，近幾年來教訓最多的莫過於作妻子的本份。 

骨子裏的反叛與驕傲，使順服成為一件極艱難的事。學了主

耶穌的道，領了祂的教之後，從道理上知道女人被造就是為了要

做丈夫的幫手和伴侶，妻子應當順服丈夫，如同順服主…然而，

易說難為，每每不知不覺陷入撒但古老的詭計中，「神豈是叫你

凡事順服丈夫嗎？」「你豈不是和他平等嗎？憑什麼都聽他的﹖

應當誰對聽誰的！」固執越位的後果就是不但絆倒別人，自己也

受損。因為神說，『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有耶和

華衡量人心。』（箴言二十一﹕2）我認為對的未必對。即便丈夫

的決定未必正確，神豈不是信實的嗎﹖祂既叫妻子順服丈夫，又

怎能由著丈夫把妻兒引入歧途。全知萬能的主必定在暗中安排引

領，使萬事互相效力，為要使祂兒女成為祂長子的模樣。  

甘心樂意的順服，是一生的課程，亦苦亦甜。惟願神賜我們

一顆溫柔安靜的心，從神的話語裏明白自己的本份，因著敬畏神

安於本份，謹守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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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月幾時有」到「人算甚麼」 

吳麗紅 

皓月當空總是能引起人們太多的好奇, 太多的嚮往和太多的

思緒。故往今來，中國文人有以明月為題材詠詩賦詞的傳統。尤

其中秋佳節之際，人們哪怕是「不會作詩也會吟」，少不了吟唱

古往今來一些膾炙人口的詩句。在所有詩詞中，蘇軾的《水調歌

頭，明月幾時有》最為有名。全詞如下：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

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

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

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

嬋娟。 

我無意對這首家喻戶曉的詩詞做更多詮釋，只是想談談自己

的一些感想。 

詞一開頭就提出明月幾時有的問話。蘇軾的疑問並非空穴來

風。在他之前的李白和張若虛就提出同樣的問題。李白《把酒問

月》中有「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張若虛的《春

江花月夜》中有「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句。

據中文系研究古詩詞的教授介紹，蘇軾承先啟後，把詠月的詩詞

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境界後世無人可及。 

明月幾時有？這一千古問話道出了一個人類永恒的話題--這

世界是從何來？它又往哪裏去？在歷史長河中，人的一生何等短

暫，誰能知曉？因此，人類是多麼的惶恐，迷失和悲哀。「前不

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唐。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有誰能啟示我們？ 

人類絕非是茫茫宇宙的孤兒。他是被造之物，他的誕生絕非

偶然。《聖經》第一章，第一節就宣告：『起初神造天地』。神

用六日創造日月星辰，江海湖泊，飛禽走獸，人類及萬物。並將

一切所造之物交付人類管理。『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

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行

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詩篇八）詩篇十九這樣讚美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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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大工：『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

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他的量帶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 

神的創造彰顯神的榮耀，更彰顯神的慈愛。宇宙的浩渺更顯

出神的偉大，人的渺小。在這偉大與渺小，無限與有限之間，傳

遞著無聲無息的愛。詩人大衛遙望星空，同樣發出了他的疑問：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

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詩篇八） 

這才是人類詠月的詩詞的最高境界！人與自然的對話轉變為

人與神之間的對話。 人類面對大自然和自己的疑問，迷失，恐懼

轉變感恩和喜樂，在天父懷中盡情享受愛，平安，和喜樂。流浪

的孤兒終於找出了溫暖的家。 

最近，發生了一件令全球華人為之振奮和驕傲的事，就是中

國成功發射神舟七號載人飛船。神舟七號為接下幾年的登月計劃

打下基礎和鋪墊。中國人都在期待千年飛天夢的早日實現。中國

正日益擺脫時空的桎梏，正走出國門甚至走出地球。遙望太空，

或從太空往回看地球，我們要看到甚麼？我們若有一顆悔改的

心，必將穿越歷史和時空的長河，與永生的神重新鏈接。我們會

看到神的榮耀和他的大愛，並且知道，神州大地真的是神賜的大

地。我們是祂的民，祂是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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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你在哪裏？ 

林靜萍 

『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裡？」』（創世記

三：9） 

我和外子去年買了兩台當今最紅的電子遊戲機之一--任天堂

遊戲機 DS。他拿來當研究用途，我則是偶爾拿來打掌上遊戲。兩

個兒子當然很想玩，他們對這種電動玩具是無師自通，反應非常

快，可是玩過之後，就會像吃毒品一樣會上癮，因此他們只有星

期六可以玩。 

某週六晚上，我有音樂會表演，外子要加班，所以我就帶著

兩兄弟去演出。晚上十點多回家，大兒子說他要去洗澡。洗出來

後，他又說他要去睡覺了。我心想，他今天真乖。 一下子，弟弟

也跟著去睡。兩人那晚的表現非常反常，我的心裡也稍微感到安

慰，也許他們真的長大懂事了！於是我開始上網，順便等老公回

家。晚上十二點，先生打電話說他半小時後會到家！我很高興跟

他說兒子今天好像很乖。因為天氣轉熱，我怕他們熱著，就去房

間看看電風扇有沒有吹到他們？咦！一進房，弟弟一臉害怕的看

著我。哥哥的被子全蓋住，還會動！好傢伙，我將被子一掀開--

逮到亞當了！嘿嘿嘿！不聽話，偷偷打 DS！ 

這兩兄弟立刻出來跪下，開始哭！我接下來先替他們屁股抓

抓癢，各賞五大板，再來審問他們犯案經過。兩兄弟邊哭邊接受

我的質詢，等一切都平靜下來，我要他們對主耶穌禱告，兩兄弟

哭得很傷心說以後要乖乖聽話，不暗地做壞事。 

『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馬書七：

18）我們『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

也沒有。』(羅馬書三：12)  

以為一次的教訓就學乖了嗎？隔了一週，我和大兒子的老師

聊天，無意間得知他原來曾經帶 DS 到學校獻寶；那天外子在家休

息，兒子們下午四點一進家門，沒注意他們爸爸的鞋在家，兩兄

弟電視一開就開始看，外子躲在被子裡偷偷觀察他們倆到底要看

多久？半小時後，小子跑到我們房間開抽屜，想拿 DS 偷玩，外子

便咳嗽，弟弟聽說是嚇了一跳。問他要幹什麼？弟弟說我只是想

看看 DS 有沒有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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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箴

言十三：24) 

教小孩子，我們都不是專家，可是創造人的上帝卻留下聖經

讓我們信的的人有「參考書」可當準則。有個牧師說：「教小孩

子，要從罪人的角度來教。」更聽過一個更嚴厲的牧師說：「如

果不好好管教兒女，基督徒就是在替魔鬼養孩子」聽起來很刺

耳，可是卻是事實。這個世代邪惡，如果不盡早把神的真道教給

下一代，早為他們打預防針，帶他們到主面前，讓他們早日學習

凡事對神負責，他們一下子就跟著世俗走了，到時父母恐怕要欲

哭無淚呀！ 

世界上常教導為人父母「愛的教育」。這個「愛的教育」通

常強調不要打，要尊重小孩等等…如果說愛的教育，那是否應該

先談什麼是愛？知道愛才知道怎麼教育。不是嗎？中西坊間和媒

體和很多所謂的教育專家一再灌輸錯誤訊息告訴當父母親如何實

施愛的教育。最可憐的是把愛就是不可打小孩，不愛就是打小孩

的結論套上一個大框框。這理論真的很可笑也膚淺。愛是為了小

孩的好處來施行管教，如果用今天所謂的「愛的教育」的理論那

麼成功，那麼今天的兒童應該是可以自我控制，獨立性強，尊敬

師長，知書達禮，人見人愛，敬天愛神…，可是今天我們看見的

下一代，卻是很多不懂生活禮儀的人和 EQ 很低的討厭鬼，再不然

就是無惡不做的壞蛋或無所事事的浪子。如果這個「愛的教育」

是成功的，社會國家不是要更進步嗎？可是為什麼沒有呢？為什

麼學校的老師們倍感無力教學？為什麼老人朋友們都認為是當今

教育體制是徹底失敗呢？為什麼在商場裡常見一堆亂吵亂叫的壞

孩子，一堆跟父母老師頂嘴的小孩，甚至是當場打媽媽的小壞

蛋？為什麼很多父母已經失去當父母的權責而變成凡事都聽小孩

的父母？ 

很多人愛說小孩是最天真，純潔得像小天使般。嬰兒是真的

很可愛，可是卻也很奇怪，孩子越長大問題越多。有人不認為人

有罪性，但卻又不得不承認我們從來沒教導兒童生氣，自私，嫉

妒，說謊，甚至挑戰權威；可是他們這些惡行樣樣都會。我們也

曾被教導有愛心，謙虛不驕傲，不嫉妒，不恨人，說實話，正

直，禮義廉恥…各樣好美德，可是偏偏我們各人偏行己路；或者

立志行善，卻又由不得我！我們都偏離正路，一同變為污穢。並

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始祖不聽上帝的話，偷吃分別善惡



 32 

樹上的果子，「罪」就一代代傳下來了！亞當夏娃犯罪，第一件

是躲避耶和華神的面。（他們躲起來了）神呼喚那人，對他說，

你在哪裏？（人離開本位，難怪神找他！只有基督教義是神找

人，不是人找神。為什麼神找人？因為祂愛我們；為什麼不能人

找神？人是有限的受造物，找無限的神怎麼找得到？） 

如果可以從孩子也是罪人的角度來教養，帶他到主面前悔

改，相信全能的神必做奇妙的工。大兒子五歲時拼命咬指甲，我

發現越來越嚴重時，心裡十分擔心；後來我知道原來他在學校受

挫，便和他一起禱告，也要他自己禱告。那次他哭得好傷心在神

面前求：「主耶穌我不想咬，可是就做不到，求你幫我改掉這個

習慣。」經過半年後，有天他跟我說：「媽媽，我怎麼不咬了

呢！」他知道是主耶穌救了他。 

小孩子的行為就像在磨寶石一樣或像音樂每個音色和樂句的

修飾琢磨；一而再，再而三的練習，把缺點一個個解決掉，讓他

們知道有一個崇高的道德行為標準在上帝那兒，管教時當然是痛

苦，可是我深信神的應許不落空，聖經也說，沒智慧就要向賜人

智慧的神求，孩子是神的產業，當父母想當好管家時，神豈不賜

予智慧呢？ 

有本書叫 "Being a great Mom, Raising Great kids" (Sharon Jaynes)

裡面提到如何為自己的孩子禱告。她提了十三點。第一點最重要

的就是：Know Christ as Savior early in life.（小的時候就接受耶穌為

個人救主）其中還有兩點我認為也很重要的是： Have a hatred for 

sin and (都當恨惡罪惡。詩篇九七：10) Be caught when guilty（犯罪

時被抓…詩篇一一九：71 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我們很感謝

神，兩個兒子常被學校老師抓到，雖然他們並不一定是最壞的那

個，可是讓他們從小就學恨惡罪惡，遠離罪惡，總比縱容自己

好，也讓他們知道神是輕慢不得。而且 God is watching them (神在

看著他們)，甚至知道他們的爸爸媽媽都在為他們禱告。而且神都

聽禱告呀！ 

至於處罰小孩子，可以用各種方法，最後萬不得已只好用杖

趕走愚昧。打小孩是有技巧的，前提是絕對不是大人的情緒發

洩，打是有原因，打的地方是對的，打的時候的力道，還有小孩

子到底知不知道為什麼被打？打的年紀也有限制的。也許你會

問：打小孩不是會被社工人員檢舉？這個更諷刺了。孩子的管教

權在父母，不在那些人手上，如果小孩子從小就學習分辨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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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父母，他們知道為什麼被處罰，自責都來不及，怎麼會反告

父母呢？更有人提出不要讓小孩子接觸電玩或其他的誘惑就可以

一勞永逸，事實上，為人父母不可能二十四小時盯在旁邊，更不

可能一輩子陪在旁，我們頂多只有二十年在他們旁邊，何不在趁

著能管教的時候快快撒種，讓他們早早對主負責，因為『凡流淚

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主恩長存 

俞約安 

首先感謝天父，也感謝羅城華人教會、牧師、師母，使我有

機會為主作見證。 

我是浙江寧波慈溪人，出生在一個貧苦落後的農村家庭裡。

在我未出世前我家已經信主。聽我媽說，我家以前是虔誠拜偶像

的家；因當時我外祖父在養育兒女時，碰到許多挫折。生下來的

孩子，有的養幾天，有的養幾個月，死了好幾個。為了要養大兒

女，他不知拜過多少偶像，求過多少佛，都無希望。最後只留下

一個女兒，就是我媽。 

我外祖父是個勤勞的農民。在他心目中只有種地是他的希

望。我媽長大了，我外祖父要找一個上門女婿，要忠厚老實會耕

種的。可我媽不喜歡，父女發生爭吵。但外祖父一意孤行，沒有

經女兒同意，把婚事辦了。結果導致我媽發生了精神憂鬱症。這

一來可急壞了外祖父外祖母。給她求醫看病吃藥，不成，多次求

假神拜偶像，都無濟於事。但就在這絕望、走投無路時，有人把

福音的信息傳給了外祖父的家，那時在一九四七年，全家就信耶

穌。經多次禱告，我媽的病得到釋放。後來因我媽和我爸的不和

睦，有時給撒但留了地步，我媽經常要犯老毛病。有教會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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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許多的長輩，經常來我家幫忙禱告，經過我媽悔改，病得釋

放。 

那時我們的村莊信耶穌的很少，只有二、三戶。我記得我很

小時跟著我媽去過幾次教會。在我十三、四歲時文化大革命開始

了。教會被逼關閉，基督徒受到逼迫，教會的長老、牧師、同

工、虔誠的基督徒遭受拷打。那時外祖父也被關進鄉政府的學習

班，逼他退教；但外祖父對信仰一直沒有動搖的念頭。當時我曾

給他送過飯。教會關閉沒有聚會的場舍，但沒有關閉他們的心。

他們就在晚上到幾戶家庭偷偷的聚會禱告。那時沒有固定地點，

我也跟著去過幾次。像電影游擊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從一

九六七年開始他們一直堅持著，經過十多年的坎坷路，教會終於

恢復正常聚會崇拜。外祖父和母親一直堅持主日崇拜。 

我是兄妹中的老大，我有二個弟弟一個妹妹。外祖母很早在

我八歲時就離開了世界。我媽是個體弱多病的，以前有外祖母服

侍她，後來這工作就臨到了我，從很小就負起了家務事。我讀了

四、五年書，其實上學的天數不到一半，我媽病重時要我留下陪

著她，十二、三歲時跟著父親下地幹活。隨著年齡的長大在地裡

總有幹不完的活，一著埋頭苦幹總想把這個家能順利的撐下去。 

在我二十歲那年，神為我預備了一個信主的姐妹。她媽是教

會裏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文革時也受到逼迫。我在廿三歲的下半

年結了婚。因我弟妹還在求學，我們一直團聚了七、八年，在我

三十歲那年分了家，從此成立了一個小家。那時為了這個家，我

卻沒有想到有一位神。長期離開教會，迷著這個世界。但神從沒

有離開我丟棄我，祂一直看顧我恩待我，處處都有神的恩典環繞

我。神賜給我一對兒女，還賜給他們聰明智慧，把他們都帶進高

等學府。當時在農村很少有人讀上大學，又像我這個生在農村無

文化、無知識的，我回想這都是神所給我的恩典。 

在二零零四年，我的主、的神祂來喚醒我這個沉睡將死的罪

人，祂再一次把我帶到主面前，進入教會。在二零零五年受洗歸

主，以基督耶穌作我個人的救主，使我的罪得赦免，成為一名基

督徒、神的兒子。 

最後以馬太福音廿三章十二節的經文，主的話語與大家一同

分享。主說：『凡自高的，必降為卑；凡自卑的，必升為高。』 

（一位大陸的基督徒在松柏團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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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看顧和帶領 

朱燕華 

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在十年前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但在這十年裏，神漸漸的帶領著我，祂走進我的生命裏。 

記得九八年十月前姊姊和我還在紐約，而那時紐約的衣廠開

始轉淡。姊姊看到報紙，就和我說，羅城有一間衣廠招請人，福

利很好，開頭三個月免租。雖然我們不懂英文和開車，但這衣廠

請了一位翻譯來幫我們，所以我們決定來這裏嘗試。那時還有一

班工友也由紐約來到羅城，而那位翻譯是一位基督徒，就這樣她

帶我們一班工友去教會。還記得那天是橙組聚會，我們吃了一頓

免費餐。那一次也是我和姊姊第一次踏入教會，印象中只覺得他

們很親切和友善。 

過了三個月後我們決定留下來，但這個決定對我來說是多麼

的困難啊！因為我的性格比較內向、怕事、緊張又倚賴，就算在

一班很熟的朋友聚會時，我總坐在一旁，不多說話，何況現在於

這個陌生的環境下呢！遠離所有親人，只有和姊姊留在羅城，我

怎可以留下來足足十年之久呢！現在當然知道是天父藉著這個轉

變來帶領我去認識主耶穌基督。但那個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好慘，

要學車、學英文，又要獨立。然而為了生活，惟有硬著撐下來

吧！ 

那時教會也有人載我們去教會，就這樣我們間斷的去教會。

其實那時候我那有心情聽道，時常心不在焉，但天父沒有離棄

我。當我遇到困難時，祂不斷的派了很多人來圍繞我幫助和關

心。那時我不懂得感謝神，心裏只想為甚麼我遇到困難時，他們

會那麼主動來幫助和關心我呢？心裏只懂感激他們，但現在當然

知道，他們對我的愛是從神而來。 

後來有一位姊妹帶領我決志信主，我亦於二零零二年受洗。

不過我靈命仍然非常軟弱，時不時想離開神，不想返教會。就如

走迷了路的羔羊，不知方向。但天父仍然沒有離棄我，祂仍派了

很多弟兄姊妹來看顧我、帶領我走回羊圈。我知道我總不能只倚

靠人，我便禱告求天父賜我力量。後來我便勤返教會，聽主日學

老師們和牧師講解聖經，從而神的話語一點一滴的進注我心，而

現在『神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一一九: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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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二年半前我回香港探親，我的朋友和家人也驚奇我的改

變。我的朋友雖然不信耶穌，但我仍和她們分享主在這幾年怎樣

的帶領和看顧我，從而令我的生命有所改變；可惜她們只覺得是

環境改變了我。 

還記得二姊姊和我從小到大都很倚賴大姊姊，有甚麼事總會

找她。後來二姊姊信主後，大姊姊因著二姊姊的改變也有去教

會，可惜對主仍沒有多大信心。但那次她看到天父對我的改變，

從而更堅固她對主的信心。我回港一年後，她打電話告訴我，她

決定受洗，真是感謝神的恩典。 

神賜我的恩典真的超出我所想所求，但我更覺虧欠神，我只

有跪下禱告天父，求神原諒我的過犯，赦免我的罪，因為『惟有

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羅馬書五：8） 

雖然在世上我有時會感到不平安，但感謝神賜我屬天的安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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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福氣 

徐利利 

婆婆今天到公寓辦公室簽了不再續約的合同。她下定決心要

搬回大西洋城。去年感恩節當她來找公寓的時侯，我在晚餐後感

恩的時間分享婆婆搬來羅城是我們的福氣。沒想到這福氣只維持

了一年。 

婆婆才搬來沒有兩個禮拜，公公就因巴金氏末期無法吞嚥在

大西洋城老人院過逝。雖然公公過逝，先生非常難過；能有婆婆

住在附近實在是一大安慰和福氣。  

先生自從大學信主在家鄉就被看做丟棄傳統的外教人。雖然

表面上客客氣氣但早把先生劃做背叛逆子一黑羊。婆婆雖然不明

白為什麼兒子要放棄猶太傳統，卻總是支持兒子─先生在台灣讀

神學院時她噓寒問暖；回美國時她為兒子開了個帳號；還不顧他

人反對老遠的從東岸飛到西岸去聽兒子講道。 

＋八年來第一次婆婆住得離我們近；因此弟弟的兒子 Andrew

和女兒 Allie 今年都先後第一次拜訪羅城。教會和尼加拉瓜大瀑布

是我們最引以為傲的：Andrew 週末來就帶他參加一整天的復活節

教會活動，Allie 週間來就帶她遊瀑布。如果不是婆婆搬來羅城，

就沒有這樣的機會─接待這兩位侄兒女。 

婆婆能言善道，講起話來口齒伶俐神釆飛揚；我是她的最佳

聽眾。她參加週五晚上英文姊妹查經，所提的問題和分享，都叫

我動容。每一次作功課，都禱告上帝這次要對她說話了。可是她

不斷提醒我：她不可能成為基督徒，請不要給她壓力。起初我很

灰心，她這一走就更沒有機會聽福音了。Betty 姊妹說畢竟種子已

經撒下去了。這也是福氣，如果她一年前沒有搬來，那才是真的

一點機會都沒有。 

去年婆婆決定要搬來羅城時，我就想太好了，她終於有機會

被基督徒圍繞而信主了。但是我們也警告她這裏冬天很灰很冷，

我們很忙，也許不能時常見面，不過至少假日時不會孤單。自從

來羅城這一年，她幾乎每週上教堂參加主日學，平圴每隔一週一

起用餐或外出，每個月多多少少有教會活動。畢竟羅城是個陌生

的城市，冬天長，她住的又是獨門獨院；教會的人再溫馨，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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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填補她的孤單……；我們曾想過不同的解決辦法，但都以為

行不通而沒有積極行動；是否我們不知道如何惜福，或者福若不

是短暫的就認不出是福了。 

感恩節請學生到家裏來共進晚餐。婆婆前一天給的一整套餐

具剛好派上用場。她說本來要把這套餐具留給我們作遺產。這套

餐具部分從她母親那裏承繼來的；也跟著她搬過許多次家；最近

三次搬家都不曾使用過，她覺得沒有道理再如此大費周章搬來搬

去，不如現在就留下了。今年感恩節晚餐不僅環保不多用紙盤，

又有足夠的正式餐具，而且婆婆也有機會和我們一起享用這批久

違了的溫馨裝飾。 

原來福氣和感恩與短暫及唯恐失去密不可分。 
 

 

 

 

 

 

 

 
 

 

 

 

 

 

祂知道我的名字 

查海倫 

最近一年半載，我接受了許多哭訴和秘密。每一次都讓我訝

然，每一次都讓我雙膊更沉重，每一次都讓我年輕的舌頭挑戰著

它的極限。如果我能讓多一些人分擔這個秘密，一定會舒坦很

多...甚至有些時候，我會問神，「你為甚麼要給我知道這些事

呢？我太年輕...這些事實過於沉重，我的經驗不足以去理解它

們，更不足以去解決任何的疑惑！許多的「為甚麼」充斥在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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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不是在埋怨神，而是膽怯於自己的無能為力。友人們把秘

密一個一個的告訴我，我除了接收和暗地為他們禱告，就在也幫

不上忙。屬靈的人，要怎樣才可以開解屬血氣的人呢？ 

感恩節...我不忘記把這些事情跟神分享。對，我確實非常感

恩──至少神讓他們把最心底的話告訴我。因為他們信任的那個

「我」，有著主的樣子，有著主無私的愛。假期中的某一天，我

偶然聽到一首詩歌；歌詞是英語的，當中有這段文字，「祂知道

我的名字，祂知道我所想的一切，祂看見每滴落下的淚水，當我

呼喊時，祂總在垂聽...（He knows my name, He knows my every 

thought, He sees each tear that falls, He hears me when I call.）那一刻，

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情；祂的大能並不單純的展示在信徒

的生命中。祂看見我的眼淚，當中有很多都是迷途羔羊所掉下

的。可是，要找回那些遺失的羊，主需要依靠祂在地上的僕人，

而祂把這份差使和信心，交了一部份給我。當主把這些人領到我

生命之中時，祂已經在作工。這些年來主一直在裝備我，保守

我；雖然我軟弱，但祂令我堅強。雖然我並不像外表看來一樣自

信，但主相信我，我也相信祂！今天友人們能對我打開心扉，也

就等於間接的尋求著主的救贖。為此，我能不感到欣慰嗎？我一

直認為自己未有足夠的靈命去為主「播種」，但原來...我已經漸

漸的成長了，也是時候該伸手出去。 

「海倫」這個名字，是從英語倒譯過來的；是「光」的意

思。對英語一竅不通的母親為何選了這個名字，一向讓我覺得很

不何思議。但是現在我明白了，這是神所選的名字，也旨示了祂

對我的期許。從出生之前，祂就已經知道我的名字了...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

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

實。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

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是題起來也

是可恥的。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因為一切能顯明的

就是光。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

就要光照你了。』（弗五：8-14） 

但願有一天我能真正做到「名副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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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挪亞家譜引出的思考 

錢姚南 

聖經在神的默示中記載了人類的歷史，它不單記述了歷史的

過程，也揭示了神創造歷史的奧秘，以及神對人類的旨意和啟

示。在聖經所敘述的歷史中，家譜被多次清晰地記載出來。這些

家譜為歷史的記載提供了精確的線索，同時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

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屬靈瑰寶。當我們認真尋找、細細挖掘，這

些絢麗的寶藏就會呈現在我們面前。 

據創世記記載，人類歷史上曾經歷了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

一的一次毀滅性的懲罰，就是挪亞時期的洪水。這次毀滅曾將人

類幾乎滅盡，只留下挪亞一家八口。在創世記第五章裏記述了挪

亞完整的父系家譜，從亞當到挪亞一共有十代。他們是：亞當、

賽特、以挪士、該南、瑪勒列、雅列、以諾、瑪土撒拉、拉麥、

挪亞。他們的名字也各有意義。如下表： 
 

亞當 Adam 紅人，出於土的 
賽特 Seth 被注定，被指派；神定的 
以挪士 Enos 不免一死的、必死的、致死的 
該南 Cainan, Kenan 主宰者；得業者，承業者 
瑪勒列 Mahalaleel, Mahalalel 受祝福的神，可稱頌的神 
雅列 Jared 降臨 
以諾 Enoch 教導、奉獻 
瑪土撒拉 Methuselah 他的死將帶給，死後將要發生 
拉麥 Lamech 絕望的人 
挪亞 Noah 安息、安慰、安撫 

一、 現今人類所擁有的共同祖先 

神最初用塵土造了第一個人，取名叫亞當（創二：7）。按照

聖經推算，從亞當到挪亞洪水時經歷了 1656 年（當然，有學者認

為實際的時間可能遠超過這些年）。那時的人類壽命比現代人長

很多，800-900 歲是正常的。想象一下，我們和宋朝、元朝、明

朝、清朝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那情形會是甚麼樣？當時社會的

龐大是不難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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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這一龐大的人類群體因著罪的緣故，在神憤怒的

審判中被毀滅了。神用洪水除掉了這些人，只留下挪亞一家。就

好像一個憤怒的葡萄園主將敗壞的葡萄園全部毀掉，卻留下了幾

粒好種。至此，人類歷史經歷了一個從一人始（亞當）到一人終

（挪亞）的特殊階段。挪亞並開啟了人類新的歷史，也衍生出我

們當今人類社會的每一個族群。而現今人類在挪亞之前的列祖也

被簡化為一條線，只有十個人在這條線上。現在世界上的每一個

人無一例外地都是，且只能是這十個人的後裔。 

我們可以用這樣兩個疊在一起的三角形來表述人類的歷史。 

亞當 
賽特 
以挪士 
該南 

 瑪勒列 
雅列 
以諾 

瑪土撒拉 
拉麥 
挪亞 

 
 

當今世界的 60 億人 
 

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議。根據創世記對這段歷史的記述，我們

不可能是該隱、亞伯或其他在這十個人以外的人的後裔（單就父

系而言）。 

二、 神對審判有明確地的啟示 

以諾的長子瑪土撒拉（Methuselah），名字的意思是「他死後

將帶來」。瑪土（Met）的意思是死；撒拉（selah）意為將要發

生，也有「毀滅」的意思。聖經記載：「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

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創五：22）可以看出，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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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撒拉出生時，正是神呼召以諾的時候。那麼，瑪土撒拉這個奇

怪的名字是否隱含著神的啟示呢？瑪土撒拉的死是否真的發生了

甚麼事呢？ 

聖經說：『瑪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歲就死了。』（創

五：27）現在我們來計算洪水到來時瑪土撒拉應該有多大年齡。

看聖經記載：『瑪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歲，生了拉麥。』（創

五：25）『拉麥活到一百八十二歲，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

挪亞，』（創五：28-29）『當挪亞六百歲，二月十七日那一天，

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創七：11）我

們可以計算出瑪土撒拉在洪水時的年齡：187+182+600=969。也就

是說，當洪水到來時瑪土撒拉剛好是 969 歲。聖經並沒有說瑪土

撒拉死於洪水，可見是壽終正寢的。那麼，他的死是否確與洪水

的審判有著密切的關係，像他的名字所預示的那樣？我個人認為

答案是應該是肯定的。 

三、 從神的審判看到神的恩典 

我們的神是慈愛和公義的，祂斷不以有罪為無罪。盡管祂知

道人類的敗壞已無可挽回，毀滅性的懲罰已是在所難免，但從下

面的三件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恩慈和憐憫。 

1) 神揀選了義人挪亞作為人類的根苗，為的是要使人類重

新回到祂聖潔的義當中。創世記六章記載：『挪亞是個

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神同行。』但

遺憾的是，聖經裏沒有說挪亞的兒子們是義人。這是否

為人類重新陷入罪中留下伏筆呢？我們不得而知。 

2) 神向以諾啟示：在瑪土撒拉死後人類將要受到審判。之

後，神是那樣的不願意這樣的事情發生。神使得瑪土撒

拉的長久地活在地上，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長壽的人，甚

至長過他親手所造的亞當和夏娃。或許，神在盡可能給

人類更多的時間悔改，進而存留更多像挪亞一樣與神同

行的義人。 

3) 神在等待中還成就了另一件事，就是我們現在人類從亞

當到挪亞的十位祖先中沒有一人死於洪水的審判。也就

是說，我們現在所有的人在血脈上都沒有曾經被神在洪

水中審判過的恥辱。從下面這張表可以看到，洪水到來

時，挪亞先祖的靈魂已經全部被主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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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名字 死亡年齡 挪亞出生時年齡 洪水來時年齡

亞當 930 過世已 126 年 過世已 726 年

塞特 912 過世已 10 年 過世已 610 年

以挪士 905 821 過世已 516 年

該南 910 731 過世已 421 年

瑪勒列 895 661 過世已 366 年

雅列 962 596 過世已 234 年

以諾 365（被提） 被提已 69年 被提已 669 年

瑪土撒拉 969 369 過世已 0 年 

拉麥 777 182 過世已 5 年 

挪亞 950 0 600 

 
這件事帶給我們深刻的、屬靈方面的啟示：神是那樣的聖潔

和公義，祂定意刑罰、毀滅的人，必定與祂的恩典無份；然而，

他又是那樣的慈愛，他定意要拯救的，無論在靈魂和肉體上都會

得到祂的保守。 

四、 神把對人類的救恩寫在其中 

在這十位我們人類的共同祖先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不僅僅

「瑪土撒拉」記載著神特別的啟示，「以挪士」似乎也有著很特

殊的啟示。「以挪士」意為「不免一死，必死的」。當時的人們

似乎在啟示中看到了自己的光景，開始仰望神。因為聖經記載：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

華的名。」（創四：26） 

不知我們是否願意相信，從這些人名的意思中還可能透視出

神更加深刻的啟示：在第一張表中，我們把十個人名的意義串聯

在一起，就會出現一個完整的意思：「出於塵土的人（亞當），

注定（賽特）難免一死（以挪士）。那主宰者（該南）、可稱頌

的神（瑪勒列）會降臨（雅列）。他來教導和奉獻（以諾）。他

的死將為（瑪土撒拉）絕望的人們（拉麥）帶來撫慰和安息（挪

亞）。」這也許是亞當到挪亞的家譜中最為神奇的啟示。 

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會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個牽強附會的文

字串聯遊戲而已。是的，任何有意義的詞彙穿在一起都可能編串

為一個牽強的故事，但上面這串詞義所表達的內容卻是那樣的不

同一般。我們基督徒實在是太熟悉這件事情了，這就是神對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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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贖計劃，是我們從歷史中已經看見並且經歷著的、來自主耶

稣基督的、神為我們所預備的救恩。 

五、 神向人類揭示未來 

最後，讓我們再看前面的圖，圖中的兩個三角形是何等的相

似。亞當的後裔因著罪惡，聖潔的神將憤怒臨到他們身上。但在

災難降臨時，義人挪亞卻因著對神的順服和信靠得蒙保守。如

今，多少挪亞的後裔重又被罪捆綁，陷入惡中。毋庸諱言，因著

罪的緣故，我們人類還會面臨挪亞當初所經歷的世代。正如我們

的主耶穌所講：『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

（路十七：26） 

現今的世界似乎正在演繹圖中的第二個三角形。根據聖經啟

示錄，神的審判和救贖將不可不免地再一次臨到我們人類。然

而，像從前一樣，神還是以祂的慈愛和恩典為我預備了「方

舟」。不同的是，這一次的「方舟」不再是木製的船，乃是神的

道。而這道又成為肉身的人，祂親自用話語教導我們，祂是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主耶穌在世時曾說過：『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

不能廢去。』（太二十四：35） 

今天，我們已沒有理由像挪亞時期的人們那樣對神的話不以

為然，因為神的旨意從來沒有改變。神向我們作了承諾，耶穌基

督這只「方舟」也必將把我們帶入祂無罪、永恒的生命裏。那慈

愛的神正巴望著我們都能像當初挪亞一樣進入「方舟」，脫離祂

對罪的審判，作祂聖潔的子民。讓我們一同在主的恩典中獻上我

們的感謝和讚美！ 

附：以下解釋來自於《希區科克聖經人名字典 Hitchcock’s Bible Names 
Dictionary》，謹供參考。 

Adam: earthy; red 
Seth:  put; who puts; fixed 
Enos:  mortal man; sick; despaired of; forgetful 
Cainan, Kenan:  possessor; purchaser, buyer; owner 
Mahalaleel, Mahalalel:  praising God 
Jared:  ruling; coming down 
Enoch:  dedicated; disciplined 
Methuselah: he has sent his death 
Lamech:  poor; made low 
Noah:  repose; conso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