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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託付我們的託付我們的託付我們的託付    

韓澤民牧師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

名…”（詩篇 20:7）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人…”（羅馬書 1:16）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林前 5:17） 

“神阿，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給王，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

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詩篇

72:1-2） 

 總統選舉已經結束了，我們早知道選舉結果會很接近，

也知道無論誰當選都不會有明確民眾授權的託付。但事實上

是有一個明確託付，不是一個制定某種政策的政治託付，不

是立法或公投， 也不是民主黨或共和黨的託付；所說的託

付是擺在教會面前的。我們暫且不談競選策略，單是競選的

結果就表明這個國家的人口組合和道德規範有很大變化。我

們應當如何應對？以下是幾點看法： 

 一、兩黨中沒有一黨獨占真理。在某些問題上一黨的立

場可能比較符合聖經原則，而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則可能是另

一黨站在聖經中的高處， 

 二、今天我們國家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遠遠超過哪一個政

黨控制議會或入主白宮。在一定程度上，華盛頓只不過是這

個國家總體個性的一個寫照。隨著是非標準的變遷，這改變

不足為奇地反映在政府和政治上。無論是道德標準、個人野

心、對物質的渴求、寅支卯糧、追求即時滿足、倉促、暫時

性解決深層次問題，還是自大、空談 --不論哪一黨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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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也都必然反映在各級政府。罪和私慾不分政黨，沒有哪

一個黨派比別的黨派公義。 

  三、從國家總體上看，對某些問題看法的兩極分化也反

映在華盛頓的政治上，這導致原本的觀點不一致變成個人恩

怨，並有醜化對方的傾向，因此很難真正坐下來聽一聽對方

的真正意思，去了解他們觀點的緣由，以及他們所關心的問

題。          

 四、除此之外，不客氣地說，無論哪一黨，追求政治優

勢越來越超過所有其他考慮，包括國家利益。儘管兩黨中一

定有不少人深具道德操守，有很強的信念，真正想做好公

僕，然而，這並不是當今政府的主流文化。我們見得太多的

反而是為了政治利益處心積慮地誹謗、指責、詆毀、歪曲、

阻擾對方。雙方都重複著同樣毫無意義的伎倆，以圖增加支

持率；執意堅持片面的觀點，不能或無意於看到全局。恐怕

齊心協力一起分析形勢，看到事情的全貌，從整體處理問

題，並拿出一個合理的方法和政策，如果成功的話，可能給

將來的競選對手太多優勢！ 

 因此，即便“我的”候選人或黨派敗選，我也不會過於

失望；如果他們贏了，我也不會大喜過望，因為作為基督

徒，那不是我的盼望所在。照聖經的教導，首先，有關罪性

的教義應該使我們不致將最終的依靠放在任何人、政黨或政

治制度上。政府、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全部是由像你和我

這樣的罪人組成的，那些把最終的依靠放在它們上面的人最

終必然失望。其二，行政措施充其量只能將罪抑制一段時

間，既不能根除罪，也不能阻止其無情的蔓延。政治保守派

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執掌白宮，再加上本世紀初的八

年，並沒有為這個國家增添公義。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聖經一再警誡我們，不要把最終的盼望寄託在任何人或政

黨，政府或軍隊上。 “禍哉！那些下埃及求幫助的，是因

仗賴馬匹，倚靠甚多的車輛，並倚靠強壯的馬兵，卻不仰望

以色列的聖者，也不求問耶和華。”（以賽亞書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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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納德•鄧恩牧師在他的書『別光站在那兒，禱告些什

麼吧』裡寫道，僅僅把狡詐的政客換成誠實的政治家、解散

腐敗的機構、廢除不公正的法律、清除色情、取消墮胎等是

不夠的，我們可能在這些方面表面上取勝，但是，如果這些

邪惡現象背後的魔鬼的權勢不被對付的話，一頭被剪除必有

另一頭冒出來。 

 因此，鑑於道德標準及屬靈氣候改變，對教會的託付擺

在我們面前，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屬靈上的。正如在新約時

代，這託付就是傳福音。作為個人，我們盡可以參與政治進

程，但是作為教會，我們的使命是屬靈的，即傳福音、以基

督的名行善事，這使命不應被任何事攪擾或阻礙。惟有福音

的力量才能改變生命 - 神的律法藉著聖靈寫在我們心裏。

我們是那更美的家鄉的公民，就是那在天上的（希伯來書 

11:16）。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裡等候那國度的降臨，我們的

救主基督的主權，祂的“政策” （即律法和公義）將確保

我們所望的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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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那時候，我們不會以這黨或那黨、

美國人或中國人為自豪，而單單以基督和祂的國度為榮。 

 然而神也給了我們在地上的、暫時的國籍，祂叫我們作

祂的見證；為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人禱告

（提摩太前書 2:1-2）。我們不把太多的希望寄託於政治領

袖，但為他們禱告，無論他們屬於哪個黨派，我們為他們祈

求神的帶領，求公義，智慧，誠實和正直。我們求神興起敬

虔的領袖，正如詩人的禱告，“神阿，求你將判斷的權柄賜

給王，將公義賜給王的兒子。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

平審判你的困苦人”（詩篇 72:1-2）。我們為同胞的福祉祈

求，求有機會向他們分享我們真正的家鄉，見證我們的救

主，祂才是我們最終的倚靠。這，就是我們的託付和挑戰。 

最近的選舉使它再明顯不過。 

 

 



- 22 - 

那九個在哪裏呢那九個在哪裏呢那九個在哪裏呢那九個在哪裏呢????    

————感恩三部曲感恩三部曲感恩三部曲感恩三部曲    

何漢慶傳道 

 不久以前一位姊妹被診斷出患有早期乳腺癌，她明顯

地，也可以理解地，很不安，不僅因為這個診斷，也因為手

術日期被推延。她請求為她代禱。代禱了幾週後，終於到了

手術的日子，手術過程很順利。手術後休養了一段時間，她

回到教會感謝神，感謝弟兄姐妹為她代禱。 

 當她表示感謝的時候，一個念頭閃現在我心裏，於是我

翻開聖經，思想主耶穌在世時發生的一件事，這故事記載在

路加福音第 17 章 11-19 節：一天，耶穌從加利利南行前往

耶路撒冷，途經加利利和撒瑪利亞邊界。他走進村子，我們

不是很清楚是順路還是特意繞路，很可能是後者。村子可能

是麻瘋病人住的，這些人因皮膚病被隔離。在村里，他遇見

十個麻瘋病人，他們遠遠地站著，高聲對他說話。顯然，他

們聽說過耶穌，但是若不是他去找他們，他們就不能到他面

前，因為他總有大群人跟著。現在，他們不必像往常遇見人

的時候要高喊，“不潔淨了、不潔淨了！”（利未記 13:45-

46），而是說，“耶穌、夫子，可憐我們吧！”耶穌看見他

們，一句不問，就叫他們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  

 在這個時候遵行耶穌的命令意味著確信自己因祂的話當

時就潔淨了。他們確信，因此他們被潔淨。一般人會認為這

十個麻瘋病人一定迫不及待地去給祭司察看，並且看到他們

的生命因著潔淨而徹底改變。然而故事有個突然的、出乎意

料的轉折，十個人內中的一個沒有馬上去給祭司驗明他的潔

淨，開始新生活，而是轉過身來，大聲歸榮耀於神，又俯伏

在耶穌腳前感謝他。記載這件事的路加，覺得有必要提到這

個回來的人是撒瑪利亞人。 

 聖經中好幾處或多或少提到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不和，

原因是猶太人看不起撒瑪利亞人，如好撒瑪利亞人（路加福

音第 10 章）、撒瑪利亞婦人（約翰福音第 4 章），耶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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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撒瑪利亞人（約翰福音第 8 章）。這仇恨可以追溯到公

元前 722 年，以色列北國被流放到亞述，不同種族的人被遷

移到撒瑪利亞各城（列王記下第 17 章）。因那地各族通

婚，撒瑪利亞人被他們的弟兄認為是個混雜的種族。這種歧

視如此之深，以至於猶太人如果要往返於北面的加利利和南

部的耶路撒冷，情願繞道也不經過中間的撒瑪利亞。 

 耶穌當然注意到這個回來的人是撒瑪利亞人，因此他

問，“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麼？那九個在哪裏呢？除了這外

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與神麼？”從耶穌的角度來

看，可以說潔淨一個外族人標誌著他的國度包括各國各族。

他來不僅是為潔淨以色列一族，而是為萬邦萬民。從這個麻

瘋病人的角度看，他認識到自己的外邦人身份，不配耶穌的

憐憫，然而他卻和他的猶太朋友一樣蒙憐恤。可以說，他的

自覺不配使他對一個不敵視他的猶太人更加感恩。耶穌給他

的臨別贈言是，“起來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耶穌提醒那痲瘋病人是他的信救了他，難道對那九個人

不是一樣嗎？他們和這個人以同樣的方式被潔淨，這個人的

信和其餘人的信有何不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再次

提醒自己，耶穌在地上宣教的生涯中，醫治、潔淨、教導、

趕鬼，行諸多神蹟奇事，但是，不容忽視的是，他做這些事

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宣告他國度的來臨，自然界、疾病、甚至

鬼魔也都順從他。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視為為了這個終極

目的。因此當他說，“你的信救了你了”，我們應該理解這

個“救了”指降服在他的王權之下。在此意義上，那九個人

並未真正得救！他們沒有回來承認他的王權，降服其下。 

 耶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身體， 更是靈魂的醫治和潔

淨。那九個人的身體可能得到潔淨，但靈魂則未必。他們信

耶穌是奇蹟創造者、是醫治者，而不當他是靈魂的主。相

反，那個人回來為得着潔淨而讚美神，這樣，他認明耶穌是

他及其疾病的主。因著信，他承認耶穌的王權，在他腳前俯

伏，感謝他，這一姿態惟有王才配受。他得“救”了，因為

他因著信被耶穌的國度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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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篇文章在感恩節成稿，我們或者可以把這篇文字

稱為“感恩三部曲”。首先，我們應該意識到自己是貧窮

的。世上最可憐的無過於有需要的人不知道自己有需要，或

者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那十個痲瘋病人清晰準確地向耶穌

表達他們的需要 – 他們需要憐憫！更重要的是，他們向正

確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這個人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使他

們得救。你需要什麼？誰能滿足你的需要？你在世上是需要

錢和錢能買到的，生病時你的身體是需要醫治，但這些不是

你的全部需要。你的靈魂需要找到安息處，若非在救主基督

裡，就得不到安息。 

 其次，當我們的需要被基督滿足，我們需要到他面前來

說，“謝謝你，耶穌！”這不單是禮貌，更是承認我們依賴

於他。那回到耶穌跟前的痲瘋病人在某種程度上表明身體的

潔淨並不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耶穌成為他靈魂的主。在這

感恩的特殊日子裡，你為了什麼感恩？當然，你應當為忠

誠、愛你的配偶，為聽話、勤奮的孩子，為健康、為工作等

等感恩，但是別忘了所有這些祝福都出自那位全知全愛的

主。否則，我們怎能凡事、常常感謝神（以弗所書 5:20）

呢？ 

 第三，有時候事情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發生，如果我

們單從表面看，當遭遇丟工作或身體的疾病醫治無效的時

候，就會被壓垮。耶穌向那回來的痲瘋病人指出，他不看事

物的表面，即便是身體得潔淨這麼大的事，而是超越表面，

並因此得痊癒。這就叫信心，它幫助我們看到信心的對象耶

穌基督。事實上，即便我們周圍使我們分心的事日漸增多，

信心幫助我們堅固與基督的關係。當我們在任何情況下感謝

我們的主，這信心就被表明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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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    

方芳方芳方芳方芳    

                在我還未認識主耶穌基督之前，我沒有確切的信

仰。然而心底里堅信冥冥中有主宰，只是不知道是誰而已。

那時的我心靈空虛、迷茫、倍感孤獨，去到廟裡我會燒香，

去到教堂也會祈禱... 直到 2011 年 12 月的一天，在朋友家

逗留無意翻閱聖經創世紀之後，我開始對誰是神有了概念。

隨後在朋友的引領下參加教堂週日崇拜,聆聽牧師對聖經的

解讀，看聖經新約全書。漸漸地心底里那模糊而又混淆的信

念得到解答，清楚地知道真正的神就是天父—耶和華！ 

正如主耶穌基督說的：“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我要感謝主讚美主為我打

開了這扇通往神國的門，讓我尋覓多年的精神寄託終於在我

生命倒計時的時候找到了歸宿，並讓我這不配的可以靠在天

父的懷裡感受那份安寧。現在的我不再空虛，因為有了真實

的信仰;不再迷茫，因為我知道神是誰；不再孤獨，因為神

在我心裡搭建了帳幕並住在裡面與我同行。感謝神讚美神我

是何等的幸福，能籍著神的恩典藉著他的光行走在祂的道

上、並得以平安度過一些艱難時刻。我絕對相信姊妹們為我

那誠摯的禱告感動了神，試想假如沒有神的保守和看護，我

能那麼舒服地活到今天嗎？不，神的作為已經在我身上體

現。 

    每一天對我來說都是神的恩賜。我慶幸靈魂得救，

我懇切地希望神能夠延續再延續我的生命,讓我有多些的時

間來認識和見證神的全能與偉大。我的一切已交託給神，從

今以後我願意歸依我主耶穌基督。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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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書寶書寶書寶書 

梁雁明 

 神創造天地萬物和人類，神既造人，一定也願與人交

往，但祂這麼偉大，人如此渺小，祂講話如同打雷，我們人

又怎能懂呢？ 

 古時，人類的交往方法有兩種：一是見面講話，二是用

文字通信。故神也照著我們的智慧和可能接受的方法來與我

們交往。如果這個理論對的話，則世界上必有一本書是神用

來與我們交流的書。但世界上那麼多書，我們又怎曉得哪一

本書是神所寫的呢？我們可以推想，若是神寫的書，必具備

下列各條件： 

 一、 這書上一定說明是神自己寫的，若不說明，人就不

知道是神自己寫的。 

 二、 這本書的道德律，一定比世人所著的書籍之道德律

為高，因為神的道德標準一定比人的道德標準為高。 

 三、 這本書一定要說明創世與人類的來源，及天地將來

如何結局，因為神不能不使我們明白我們的來處，與將來的

歸宿。其它書籍因為是人寫的，不知天地萬物之來源和歸

宿，所以寫不出來。 

 四、 這本書一定任何人皆能懂，各人都可以取得，因為

神不單是富人的神，也是窮人的神；不單是有知識人的神，

也是愚拙人的神。 

 五、 這書上的預言，將來要成就的事，必須完全應驗，

否則便不是神的話了。 

 六、 這本書必說明祂對人類的旨意，因為神如不將祂的

心意告訴我們，指示我們應當如何事奉，我們便無所遵循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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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認為以上的推論是合理的話，那麼，我們便可

以將世界上古今中外所有的書籍，在以上六個原則之前來審

核，當知道神是否有自己寫的書？ 

 根據資料顯示，天下古今的書籍中，僅有三本書是合乎

以上第一個原則，亦即通過第一審的書有（1）聖經，（2）

可蘭經，（3）摩門經。因為世界上無數的書籍中，只有這

三本書自稱是神自己寫的。 

 現在我們將以上這三本書，用第二個原則來作第二次審

判，看看這三本書的道德律，是否超過人類的道德標準。可

蘭經和摩門經的道德律，並不合乎以上原則的要求。看來，

全世界的書籍，經過二審就已全被淘汰，只剩下聖經一本

了。讓我們來細看，聖經是否合乎上述六個原則吧！ 

 一、 關於署名問題，全部聖經有二千餘處寫着：『這是

我耶和華（神名）說的』，足證神已屢次說過，這本書是祂

自己寫的。 

 二、 聖經的道德律，實在高過一切書籍之道德標準，例

如：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聖經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已經與她犯姦淫

了』。 

 三、 惟有聖經說到神如何創造天地萬物，人類如何墮

落，如何救贖，和將來天地如何結局，說得十分詳盡。 

 四、 聖經之普遍性，真是任何人都能懂得，無知識不識

字的人，一聽也能明白。聖經早就譯成一千六百多種語言。

每年新出版的聖經，如將其直排起來，可以橫渡太平洋。凡

要讀者，大都可得。 

 五、 預言應驗方面，全本聖經，其中三分之二均屬預

言，所預言之事，沒有一件不應驗，例如推羅的預言（以西

結書廿六章三至四節和十二至十四節）。 

 推羅此處的預言，有人以為太冒險了，就算膽敢說這城

要被毀滅，如何敢說這城不再被建造呢？因為只要不信者拿

一點錢出來重建推羅，便可成功地推翻聖經，使預言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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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世上不信者專在預言上找聖經的毛病，但時至今日，始

終未有辦法找出缺點來，可見神的大能、信實、可靠。祂自

己說的話，豈可不成就呢！何況，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

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彼後 1:21）。 

 六、 講到神對人類的旨意，這個問題應該無須再提，因

為人所應知應行的事，聖經無不詳盡指示。大家翻閱聖經任

何一篇，便可看見。 

 經過審查分析，惟有『聖經』符合以上六項特點和各個

原則的要求，可證聖經是神的話，是神所默示的，是天下奇

書，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寶書。 

 感謝造物主的恩典，為我安排、開路，在機緣巧合下讓

我讀到寶書，得被感動、開啟，有了一百八十度轉變，由保

守傳統的拜偶像轉變為追求基督信仰。雖然晚年才認識主，

慶幸還有機會信靠主，事奉主，有神住在心中，有聖靈引

導、光照，使我有平安、喜樂、豐盛的今生，更有來生的盼

望。 

 神賜給人類萬古常新、活潑長存、永不改變的寶書，永

遠是我們的標準，彷彿是應有盡有的大寶藏。其與眾不同，

比人世間任何東西更珍貴，更有價值，因為是神的話。祂就

是道路、真理、生命，能使你因信耶穌有得救的智慧，和來

自天上的福氣，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提後 3:16）。 

 總之，神的恩典，數之不盡。願人人皆有機會分享和得

著，祈勿錯過。 

 感謝讚美聖父、聖子、聖靈，榮耀頌讚歸於最高三一真

神！阿門。 

（本主題內容其中一部分曾在教會廣東話主日學分享過。因

為當時不便將資料寫下來，感謝神今日成就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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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年華金色年華金色年華金色年華 

石鳴春 

 這些天來我和為璜經歷了屬天的平安和你們的關愛，聖

經經文不再僅僅是文字，而是我們的安慰和力量的泉源。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詩篇 119:103）。 

 “我的性命常在危險之中，我卻不忘記你的律法”（詩

篇 119:109）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

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

他所做的盡都順利。”多麼美的話語，多麼有安慰、有力量

的應許！這就是我們倆這一個月來生活的經歷。雖然經過了

幾次皮肉之苦，然而遠不如耶穌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所受的

鞭傷和疼痛。祂愛我們，在我們還未出生時就為我們預備這

偉大的救恩，祂的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 

 從診斷到現在這二十多天來，愛我們的神親手保守為

璜。為璜是一個勤勞、好動、坐不住的人，神現在給他足夠

的時間可以享受神的話語，聆聽讚美祂的詩歌。 

 弟兄姐妹的關心和禱告如同雲彩圍著我們，我們就當放

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

在我們前頭的路程（希伯來書 12:1-2）。 

 因此我倆的心歡喜，我倆的靈快樂，我們的肉身也要安

然居住，居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有時我看到為璜的眼睛紅了，問他：“你在想什麼？告

訴我吧！”他說：“我太高興了，神太真實了，我真正親身

體會到主恩的滋味。”我們的性命在危險之中，我們卻不可

忘記你的法則。 

 自十月三十一日起，他開刀後五天回家，家中住了一

日，又回到醫院。今天是十一月十一日，是主日，前後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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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我每天陪伴著為璜，這是我的福分，也是神賜給夫婦

特別的權利。我珍惜這一段寶貴的時間，每時每刻每秒，我

願把它用筆用紙記下來。回想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多天的日

子，朝夕相處，數不完的懷念，有忙碌、有喜樂、有悲哀、

有歡笑。這兩天四個孩子都在身邊，常常片段地與他們分

享，他們都驚喜地說：“媽媽，再講！再講！” 

 當耶利米先知求告耶和華時，耶和華如此說：“你求告

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難的事指示

你。” 

 神啊！我們順服在你的保護之下，我們確信，你賜給我

們的是最好的，你是我們的好牧人。人算什麼？你竟顧念我

們。感謝主，你的恩典是夠我們用。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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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祢祢祢祢愛我愛我愛我愛我            祢祢祢祢真的好愛我真的好愛我真的好愛我真的好愛我    

岑詠竹 

 “是祢先愛了我，在我愛祢之前。祢為我死在十架，耶

穌 耶穌祢好愛我....” 

 在溫市烈治民醫院，小兒子毅信躺在外婆旁跟外婆分享

他的 iPod 音樂。 倆婆孫一邊聽一邊唱, 我在旁心裏充滿著

感恩地同著和唱。 

 十月十五日是親愛的林恩清姊妹被接返天家的一天，在

溫哥華居住的母親在同一天早上亦患上了腦中風，被送往醫

院救治，情況危殆。自信主後常為父母親的救恩求告主，亦

不時跟他們分享神的作為，只是從未找到適當時機跟他們認

真的確認福音。這次母親染恙事出突然，心中除了懇求賜恩

主賜下醫治外，更盼望能及時跟母親分享福音，遂來不及安

慰恩清姊妹家人便怱怱的趕往加國探望母親去了。感謝主，

神因著祂的憐憫、慈愛和信實，應允了女兒的禱告，被診斷

存活機會不大的母親病情漸趨穩定。更重要的是，神不單醫

治母親的身體更拯救了她的靈魂。母親在病榻中認罪悔改，

確認主耶穌為她個人救主。信主後的母親充滿感恩，感謝神

賜她蒙福的一生，又常常提醒父親及到訪病榻的親友亦要信

主。閒聊時得悉她幼年時因喪母，曾與基督徒外祖母同居多

年。外祖母待她愛護有加，常帶著幼小的她到教會敬拜、上

主日學、參加兒童詩班等聚會，只是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她

漸漸地跟神疏遠了。感謝神，福音種子早撒在母親心中，一

直等待發芽結果。主藉母親的病把她再一次帶回祂身旁。 

 主啊，我感謝祢！袮讓我再一次經歷祢的大能和慈愛，

在試鍊中步步與我同在，賜我出人意料的平安。祢亦早有預

備，供應所需遠超我所求所想。更差派天使在前面為我開

路，使我往返探望母親路途得蒙保守。祢堅立我在祢裏面的

信心，亦使用我堅立在病床中母親的信心。神啊祢在耶利米

書 33 章 3 節中曾應許,“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

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母親康復路縱使崎嶇和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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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父親救恩和生活亦尚未明朗，但我深信主已安排，願學

習緊握主十架，一切交托在主手中。 

 

 “十字架是我的榮耀，十字架是我的盼望。 

 十字架使我能面對明天，喔十字架。 

 

 十字架使我得救贖，十字架使我得醫治。 

 十字架使我不再蒙羞愧，喔十字架。 

 

 是祢先愛了我，在我愛祢之前。 

 祢為我死在十架，耶穌，耶穌祢好愛我。 

 耶穌祢愛我，祢真的好愛我，祢好愛我......” 

 

(讚美之泉：喔！十字架 ，曲詞：游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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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回顧感恩回顧感恩回顧感恩回顧    

宋仕華 

     1990 年 我 在 北 卡 州 立 大 學 國 際 學 生 查 經 班

（Intervarsity International Bible Study Group）度過

了在美國的第一個感恩節，那時我剛到美國四個多月，只知

道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節日，卻不明白感恩節的真正涵義，更

不明白什麼是感恩的心。光陰似箭，轉眼間，已在美國度過

了二十二個感恩節，回顧過去二十多年在美國的不同階段，

回顧神對我的憐憫和帶領，心裏充滿了感恩。 

  感謝神，二十二年前當我剛踏上美國這片國土，就為我

預備了北卡州立大學國際學生查經班一群愛主的兄弟姐妹，

雖然那時，我對主一無所知。 1996 年底信主後，回想起

來，才明白是神多麼奇妙的安排，神在我這個不配的，有罪

的人身上，精心設計每一個細節，為的是救恩可以臨到我。

正如聖經指出的，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基督就為我們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愛，就在此顯明了。 

 離開北卡已經十七年多了，如今和那裡的弟兄姐妹，都

失去了聯繫，但其中幾位弟兄姐妹對我的影響，卻從未減

弱，甚至常常激勵我。 Lori 姐妹是國際學生團契的主要同

工，我是在一次北卡州立大學國際學生查經班舉辦的國際餐

會上認識她的，接著被邀請去每週五的查經班。 Lori 姐妹

和我接觸最多，除了每週五的查經，我們也一起出去旅遊。

她基本上是全職在北卡校園裡事奉，每次和她在一起，總是

看到她喜樂的面孔。 （因為那時我沒有信主，所以不可能

體會什麼是喜樂。）談到她的前途或下一步的事奉，每次總

是說，要看神的帶領如何。 （我當時沒有信主，對她所說

的帶領，感到好奇，不明白是什麼意思。）不知道 Lori 姐

妹近況如何，時過二十多年了，一定也有很多變化，願神保

守 Lori 姐妹。倘若 Lori 姐妹知道我於 1996 年在羅城華人

基督教會信主並受洗，她的喜樂一定會多有增加。查經班的

另外一位同工 Brian 弟兄，原是北卡某大學的教授，後來學

了神學，專心事奉主。 Brian曾費盡口舌，給我解釋聖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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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三位一體，基督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保、橋樑，等等。

可是，由於自己驕傲的心，不但對所講的信不了，還有許多

自以為是的問題。然而，Brian 弟兄總是不厭其煩地給我解

釋。願此短文，可以表達我對 Lori 姐妹和 Brian 弟兄的遲

到二十多年的一點謝意和在主裡的紀念。雖然 Lori 姐妹和

Brian 弟兄不會讀到這篇短文，即便讀到，也許讀不懂中

文，但相信主記念 Lori 姐妹和 Brian 弟兄過去在我身上付

出的勞苦，以及對他們禱告的應許。 

 短期離開北卡的一段時間裡，1991 年夏天，我在柯達

公司有個特殊的項目。而在短暫的半年，神又安排了另外一

位主內的姐妹，我親切地稱她為 Grandma Phillips。認識

Grandma Phillips是通過他的孫子，Jonathan, 我在柯達公

司的同事。週末或美國的節日，都被邀請到他們家中。 

Grandma Phillips 由於行動不便，住在 兒 子 Steve 

Phillips 牧師家中。每次見面時，Grandma Phillips 的話

題總離不開主耶穌。雖然不認識一個中文字，但總讓我把她

最喜愛的經節翻譯成中文（我當時不信主，不知道有中文和

合本）。印象最深的是“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

16）。信主後，這節經文也成為我最喜歡的經節之一。 

1995 年秋天當我返回柯達公司時，Grandma Phillips 已回

到天家。我有幸參加 Grandma Phillips 的一次紀念活動，

藉著她兒孫們的分享，了解到 Grandma 年輕時期更多為主奉

獻的故事。 

 神在我的生命中精心安排的當然遠不止上述三位弟兄姐

妹。雖然在此無法全部提到，但藉此短文，向神獻上我的感

恩。在這裡，也特別感謝華人基督教會的牧者們，鄧牧師，

韓牧師，何傳道等，在神的真道上的多年教導；感謝在不同

時期去的查經班，包括原葡萄組，原橄欖組，現在的國語團

契，及 Penfield 查經班的弟兄姐妹在靈命方面對我的幫

助。願神繼續帶領我前面的路, 我願意將自己的一生獻給

主，求主使用，雖然我深深知道自己是不配的。在此和弟兄

姐妹共同勉勵：羅馬書 12：1-2“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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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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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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切的榮耀，感恩歸於愛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 

 

    

    

神是我們永遠的供應神是我們永遠的供應神是我們永遠的供應神是我們永遠的供應    

                                              陳春艷 

 從小到大，我想每個人都有缺乏的時候，我也不例外。

但神的供應總是及時又奇妙。神是我們的生活、靈命和教會

事工的供應。 

 記得我是在 1999 年聖誕節那天來美國。首先要感謝神

聽了我們迫切的禱告, 在我來美國之前的兩個星期，我先生

剛畢業並找到了工作。來美頭一兩個星期，發現自己懷孕了

並且有點出血。當時我的先生還沒有正式上班。還好一位護

士介紹我到一個孕婦醫療中心。那天，接待我的社工是個孕

婦，她很同情我們經濟上的缺乏，當天就把 Medicaid 卡發

給我。感謝神的保守，我的孩子平安無事。若數算神在我們

日常生活中的恩典還很多, 這不過是其中一例。 

    其次，神在靈命上也有豐富的供應， 就是神的話語、

祂寶貴的應許和祂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引導。記得在我二十

幾歲的時候，有天晚上想起一些事, 心裡對母親充滿了不

滿。當晚，我心中也努力地克服這種不滿。第二天早上， 

我的小妹告訴我她昨天做了個夢，夢到我很恨母親，但後來

我對母親沒有懷恨。我聽了妹妹所說的話，從心裡感謝神的

提醒和光照。我知道我能愛那些傷害過我的人，是因為神的

愛激勵我。在學習互相包容和彼此相愛的過程中，真的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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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神的話語光照我，使我看到自己的罪。有時神也會讓不好

的事臨到我，藉此來管教我。當我及時悔改的時候,總是會

再次看到神的慈愛。 

 最後，神在教會的事工上總是有祂的供應。羅城西區教

會的唱詩班成立後，當司琴的姐妹離開時，我們禱告神為我

們預備，後來在 Eastman 音樂學院的學生 Anne 來繼續服

事。當 Anne 有事不能事奉的時候，神又預備了 Caleb 來事

奉。總之, 感謝神的恩典， 神總有預備來成全祂自己的事

工。我知道當我們把事情交託給神的時候，我們不會覺得很

辛苦，反而可以因祂奇妙的作為而歡呼。 

 因神的同在和供應，我們靠主大大地喜樂。靠著祂, 使

徒保羅得了一個秘訣。我想與大家分享以下的經節（腓立比

書 4:12-13)，“我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

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

量的，凡事都能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