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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聚會時間，歡迎參加 
 
主日崇拜 每主日早上10時30分 
少年英文崇拜 每主日早上10時30分 
成人主日學 每主日早上9時30分 
少年英文主日學 每主日早上9時30分 
讀經運動 逢第二,四個主日崇拜後 
查經班 每週三下午2時正 
青年團契 每週五晚上7時30分 
祈禱會 逢雙主日午餐後舉行 
婦女,弟兄團契 逢第四主日祈禱會後舉行

 
※ 本會備有托兒服務 ※ 

 

教會動態(第三季) 
 
1. 暑期聖經班: 暑期聖經班將在 8 月 4 日至 8 日由早

上 9 時至 12 時正在本會舉行. 8 月 9 日是暑期聖經班

結業典禮 ,並在 Alameda 的  Crown Memorial State 
Beach 舉行. 
2. 培靈會: 8 月 22 日是本會夏季的培靈主日,並邀請到

王其昌牧師蒞臨本會證道. 
3. 退修會: 本年度教會的退修會將改在 8月 29日至 31
日舉行 .  地點 : Youth Retreat Center.  1977 Reliez 
Valley Road. Lafayette, CA 94549. 主題: 建於真道. 講
員: 王國顯弟兄.費用: 每人$50; 學生及來賓: $25. 費
用包括: 場地,住宿,6 次餐飲費用等. 名額有限,額滿即

止. 報名截止日期: 8 月 24 日. 請各位弟兄姊妹儘早報

名,並將費用交給余小華姊妹. 為方便車輛接送工作,請
各位弟兄姊妹填寫教會所派發的問卷調查表. 填寫妥

當後,請將問卷調查表交回麥偉傑弟兄. 
4. 週末數學補習班: 2003 下半年度的週末數學補習班

將在 9 月 6 日開課. 
5. 宣教士消息: 本會支持在波蘭的李國光宣教士夫婦

將在七月份回美國述職,屆時將會蒞臨本會證道. 波蘭

宣教的事工經過李國光宣教士夫婦在三年中,為主辛勞

宣道,與主同工,福音的道已經在不同的地方萌芽生長. 
現在波蘭的華語事工已經日漸成長,感謝 神! 李國光

宣教士夫婦將在本年 12 月份前往南非拓展新的宣教事

工. 
6. 敬老主日: 9 月 28 日是敬老主日崇拜聚會,當日中午

1 時 30 分將舉行耆英福利特別講座.講員:徐潔冰女士. 

- 1 - 



God’s Provisions (神的預備) 
張肇雋姊妹 

 
我在學校不常獲得優異的表現。小學的時候，我不愛學習，也不喜歡做功課。當我們一家遷到 San 

Lorenzo 居住後，我改變了。因為對四周的人和事也很陌生，我只好尋求神的帶領及指引。雖然在過去我

已知道神主宰我的生命，但搬遷之後，我倚靠衪更多。我記得我懇切祈求神賜我智慧和知識。在學業上我

也見進步；排名在平均之上。 
我不是在自誇我的成就，而是為神在過去給我的恩典作見證。每當我在生活或學習上遇到困難和考驗

時，我也感到神的幫助在其中。剛剛升上高中時，我滿是恐懼。那時，我清楚知道高中的表現會大大影響

我將來在那裡升讀大學及前途。在高中的日子裡，有多次我也以為不能取得合格，但神又常常讓我看到，

在衪凡事都能。 
高中的最後一年最令我興奮，但同時又帶給我最大壓力。我要面對申請大學一事，同時又要應付學校

繁重的功課。當中令我最感到吃力的便是寫投考大學的那篇文章，因我不擅長用文字表達自已。但神的祝

福總不離開我，祂讓我參與了一個早期學術延展計劃。這計劃是幫助高中生升讀大學作準備。去年十一月，

他們派專人來到學校替我們檢閱文章及給予意見。經過反覆修改，我的文章終於完成。不論這篇文章能否

幫助我投考大學，我深感到神幫助我越過人生的一個難關。 
在等候收生結果的四個月對我來說是一種煎熬。在公佈結果的一刻，我更沒法用文字來形容我緊張的

心情。柏克萊加大是我最後聽到消息的一間。我花了一段時間才能在網上得知結果。當我看到他們取錄了

我，我實在甚為興奮。 
我真的很高興我能入讀柏克萊加大。但原因不僅是因為那是一所有名望的學校。在報讀學校之前，我

到那裡參觀過。那還是一所很大，充滿競爭及自由的學校。祂真的是一位聽禱告的神。祂知道我想考入一

間鄰近的學校，那麼我既不用離開家人，又可以省去一些開支。雖然另外有一些原因不太支持我入讀柏克

萊加大，但我一直渴望能夠參與一些研究工作，而我知道這學校能預備我進入醫學院。 
每當我聽到“大學＂二字時，我便覺得戰兢。因為我知道我將會面對更繁重的功課及挑戰。雖然高中

和大學生活有很大差別，但我的信仰仍會依舊。我有點擔憂大學生涯快要開始，我怕我不能應付那些學科。

但我深知祂是聽禱告的神及會帶領我走以後的路。“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識至聖者，便是聰明。＂

( 箴言 9:10) 
 
 I didn’t always excel in school. During my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I didn’t like to do homework, nor did I 
like learning. When I moved to San Lorenzo something changed for me. Being in a new environment surrounded 
by people I didn’t know, made me turn to the Lord’s guidance. I had always acknowledged His presence in my 
life, but moving to San Lorenzo made me rely on Him more. I remember earnestly praying to God for wisdom 
and knowledge in all my classes. My work ethic augmented and I began to see changes in my academic level. 
Once a below average student, now I am an above average student.  
 I am not writing this to brag about my achievements, but to testify to God’s shining light of grace in my life 
for the past few years. Everytime I faced a challenge or an obstacle in academics or in life I have felt God’s 
helping hand in my life. When I first entered high school I was afraid of being the freshman, the “new kid.” I 
knew I was embarking on the threshold of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journey that could determine where I went to 
college and ultimately my future. During high school there were many times that I thought I wouldn’t be able to 
pass a class, but in the end God always made things that seemed impossible to me, be possible.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was the most exhilarating and stressful for me. I had to meet college 
application deadlines, processing deadlines and also keep up with the rigorous schedule I had at school. My 
personal statement was the hardest for me because I couldn’t make it personal; I didn’t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myself on paper. But God blessed me with a resource: the Early Academic Outreach Program. This program 
assiste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reparing for college. During November, this program sent a coordinator to come 
to our school to review our personal statements and give us feedback on it. I was able to improve and by my tenth 
draft I was able to produce a well-written paper. Whether or not I was accepted to colleges because of my 
personal statement, I do not know, but I do know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biggest obstacles for me and I overcame 
it because of God’s provisions.  
 Waiting four months for college responses was very nerve wrecking; by the time colleges ha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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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 decisions on-line I was nervous beyond words. The last to post up their admission decisions was U.C. 
Berkeley and by this time, this was the last college I needed to hear from. It took me a while to get onto the 
website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were checking their decisions also. By the time I did and saw that I was accepted I 
was overjoyed.  
 I was happy that I was accepted to U.C. Berkeley not because it’s “well-known” or that it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colleges in the country. Prior to applying, I visited the campus enough to know that Cal was too big, 
competitive and liberal for me. I was happy because God heard my prayers and my worries of getting into a 
college that was close to home, thus cutting down on my parent’s financial burden and allowing me to stay close 
to my loved ones. Although there are a few factors that I listed that repel me from Berkeley, I thought about my 
desire to conduct research with professors, and I know Berkeley will provide me with that along with a good life 
science education before going into medical school. 
 Everytime I hear the word college now, I cringe because I know the work and challenges in college will be 
ten times that of high school. Although colleg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high school, I know one aspect in my 
life will remain constant and that is God. I am anxious to start college but also scar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not 
being able to handle the courses I take. But I know He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listen to my prayers and to guide 
me. After all, “To be wise you must first obey the LORD. If you know the Holy One, you have 
understanding.”(Proverbs 9:10). 
 
 

 
 
 

“兒童聖經故事”讀後感 
趙維嘉弟兄 

 
當我接受耶穌基督成為自己的救主後﹐一直有個問題困擾著我﹐那就是很難要自己打開聖經去讀。因

為聖經裡的文字比較深﹐內容也不是像一般的書籍那樣一讀就懂。那個時候覺得聖經是很難讀得懂的﹐就

好像一座高牆一樣很難翻過去﹐所以也就很少碰聖經。直到去年(2002 年) ﹐我偶然在教會的“圖書館＂ 發
現一本“兒童聖經故事＂ ﹐才改變了我對聖經的看法﹐也改變了我讀聖經的態度。 

一個已經在大學讀書的大學生竟然讀一本兒童讀物﹐聽起來蠻好笑似的﹐或者好像一般人說的那樣﹕

幼稚。不錯﹐剛拿起這本“兒童聖經故事＂ 的時候﹐我也有這樣的感覺﹐但當我開始認真地閱讀下去的

時候﹐便漸漸覺得這本書的內容一點也不“幼稚＂ ﹐反而覺得裡面所記載的聖經裡的內容簡明易懂﹐有

由淺入深﹐對於了解整本聖經的大概內容有很大的幫助。聖經裡記載了跨度數千年的事情﹐裡面更有許許

多多的人物﹐事物﹐若不對聖經的內容首先有一個大體的認識﹐確實是很難深入閱讀和了解聖經的全部內

容。很多時候的情況就是﹕當讀經時遇到了不明白的地方﹐自己就會很容易放棄﹐不再繼續讀下去了。 
當我第一次開始閱讀“兒童聖經故事＂ 的時候﹐很快便被書裡的內容吸引住﹐以往覺得聖經裡記載

的事都是很枯燥的想法﹐一概都拋到了腦後﹐其實聖經裡記載的事﹐比任何一本書所記載的事都更精彩﹐

更有意義。試問以色列人出埃及入迦南地後﹐直到以色列諸王時的以色列國﹐那些一系列對抗外族的戰爭﹐

不都是驚心動魄﹐緊張精彩的故事嗎﹖試問在啟示錄裡的每一句記載著預示末世來臨境況的話﹐不是最具

意義﹐最能驚醒世人的話語嗎﹖“兒童聖經故事＂ 就是這樣地吸引著我﹐我用了幾天的時間一口氣把它

讀完﹐之後又再讀了兩次﹐而在每次讀的過程中﹐幾乎是不想把手中的書放下。當然﹐這樣的反復閱讀令

我對聖經的大概內容比以前清晰了許多。在讀到一些需要查考聖經原文的地方的時候﹐我就可以把“兒童

聖經故事＂ 裡所描述的和聖經裡描述的作一個比較。那樣相當於是兩次的閱讀﹐就可以對聖經的內容明

瞭許多。 
如果在閱讀聖經的時候對其中一些其中的情節不明白的時候﹐不妨放下成年人的身段﹐拿出這本“兒

童聖經故事＂ 來參考一下﹐會有很大的幫助。不過話也說回來﹐雖然說“兒童聖經故事＂ 是一本不錯的

讀物﹐但它並不是聖經的全部﹐要清楚明白神的話語﹐學習神的話語﹐追求靈性上的提高﹐認認真真的去

閱讀聖經才是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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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實踐的基督徒生活 
林季章弟兄 

 

下列各書的書評:  
“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 作者: Watchman Nee; 
“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 for Today 今日基督徒快樂的秘訣” - 作者: Hannah Whitall Smith.  
“Fresh Wind, Fresh Fire 清爽的風,強勁的火” ; “純粹的信” - 作者: Jim Cymbala.  

當我離開校園而熱切投入教會事奉時,心中對聖經中不少用詞的意義和應該怎樣去實踐都產生了疑惑.
例如: 我不明白怎樣「當作活祭獻給 神」;「靠賴 神過新的生活」.特別對基督的信仰上,我沒有看見自己

的個人生活有甚麼衝擊,而且對其他基督徒的見證常抱存疑的態度.當我竭力尋求明白 神旨意的時候,最後

總不能肯定 神是否向我顯明祂的旨意,我亦沒有辦法掌握 神旨意的確據.我是何等渴望明白基督徒信心的

真實性. 
1.我讀到 Watchmam Nee 所著的 ‘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這書是解釋羅馬書,論到基督的寶血和祂的十

字架;活出新生命的意義;聖靈的工作;如何將自己成為活祭獻給主.書中的另一觀點深深的吸引我,就是解釋

那些可以付之實行的抽象詞彙和有關羅馬書信息的洞察力.這書和聖靈的動工使我能對生命有新的收獲和

注目於屬靈的領域.  
2.如果你要找尋一本可以使你實踐基督徒價值觀的書, “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 for Today” 就
是你所需要的了.作者為貴格會的家庭主婦,她的經驗是驚訝於人的批評說基督徒的信心只會帶給人生活上

的不幸,因此她求問 神向她顯明基督徒快樂的秘訣是甚麼.本書就是 神向她顯示的結論.本書並不是著重 
神學思想;而是論到每天活生生的基督徒屬靈經驗,這是作者親自體會的.你可能聽過聖經中的許多詞語但卻

不知道怎樣演繹在實踐上,那些詞語如:「與基督一同隱藏在 神裏面」;「救主能在罪的權勢中拯救我們」;
「認識聖靈的引導」等等.如果你有這種境況,就切不可錯過這本好書.簡言之,這本書強調完全信賴 神的原

則和讓 神肩負我們的一切重擔. 
3.第三本書是 Jim Cymbala 所著的 “Fresh Wind , Fresh Fire” 是在看似沒有辦法的情況中 神親自動工的現

代例子.論到早期紐約的一間教會,人數不多但主日崇拜情形混亂: 在牧者證道時居然有人起立打斷 神的信

息和大聲哮叫;司庫從奉獻箱中取去向 神的奉獻作為私用.有一個主日,牧師沒有在會眾中出現,他只留下一

張辭職信.這種境況在今日的教會是難以想像的.這還只是事態的開始.你如果能夠仔細去讀這本書,就會看

到 神向祂呼求之人的回應和將這所教會改變成為生氣勃勃,更帶領了很多吸毒的人,妓女,以及其他罪人到

主跟前.這是彰顯 神權能和轉變那乾涸,了無生氣的弱肢成為結果纍纍的葡萄樹枝子的感人故事. 
 
上述書籍可在基督書房購買(www.christianbook.com): 
1.“Fresh Wind, Fresh Fire” By: Jim Cymbala @$13.99 
如買兩冊,則為$19.95.在此推薦作者另一本書“Fresh Faith”值得一看. 
2. “The Christian’s Secret of a Happy Life Revised and updated” By: Hannah Whitall Smith @8.99 
3. “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 By: Watchman Nee @4.99 
 
 

 
 
 

麥偉昌弟兄近況 
麥偉傑弟兄 

 
  麥偉昌弟兄已遷往東岸約有半年的時間，他在公司工作一切順利，而且已經漸漸適應東岸寒冷的天

氣，生活也安頓下來。麥偉昌弟兄雖然遷往東岸，但他沒有停止教會聚會，每星期日早上固定有崇拜，而

每星期也有團契聚會。他跟我說，反而遷往東岸之後有更多時間和比較安靜的環境靈修。在三月中，他開

始在晚上的時候進修碩士學位，所以無論週日晚上或是週末時段都忙於功課和溫習。 

- 4 - 



感謝上帝一路引領 
錢敏棋姊妹 

 
年過花甲的我，去年九月於無奈之中跳了槽。新工作是在一家殯儀館任喪禮顧問，天天面對的是剛剛

痛失親人的家庭。他們悲傷難過，往往疲憊不堪有的內疚自責，不知所措，也有的憤怒埋怨，爭執不已。

這和我在中國當老師時面對學生，來美國後當文員時面對文件和電話，都有很大不同。我天天懇求上帝給

我智慧和信心，讓我得以勝任這份工作。終於，三個月的培訓和學習結束了，也通過了考試，我開始正式

接待客戶了。但是忐忑不安的心剛平靜下來，新的挑戰就接踵而來。公司的一位全職老員工退休了，他所

負責的清潔和外勤工作須由大家分擔。於是，各種各樣的出車任務又成了我天天所要面對的新課題。這對

公司的老美而言，簡直易如反掌，可對我這個五十歲來美國，五十三歲才學會開車的“小老太婆＂來說，

人生地不熟的，要經常趕時間，趕任務地穿梭於繁忙，堵塞，事故頻發的交通線中，壓力之大，可想而知。

開始時，我是只要一接任務坐進汽車裏，便條件反射似的心慌，口乾，又一直擔心找不到地方，生怕辦事

不順利，誤了公司的業務，所以總是急得滿頭大汗。兩個月下來，一秤掉了七磅。醫生建議我換個工作，

我卻開始拼命禱告上帝，求主賜給我勇氣和力量，排除壓力，戰勝困難。 
上帝實在是一位活生生的神。半年多來，我的出車任務竟然一直完成的很好，人也漸漸地平靜下來了。

有一次，我開花車去 Sunset View 墳場，事前說好到山下後會有人來引領我上山。可是，到那後，只見辦

公室的一位員工手裡拿著地圖迎上我，告訴我說，大家都外出吃中午飯了，他則必須帶領隨後至的喪葬儀

仗隊上山。事情明擺著是只能靠我自己開車上了。奇妙的是，正當那位先生回辦公室把地圖標清楚拿來給

我時，眼光卻被我車後的情景吸引了。我回頭一看，只見一輛小車慢慢在我左則停下。“Kelly,你是否可

以引領這輛花車上山？＂在那位先生又與 Kelly 對著地圖說了一陣後，只聽 Kelly 一聲 OK,就領我向上行

進了，當我們到達墓地，把花全部放好，還有喘氣時機時，看見儀丈隊正緩緩向上駛來，我知道是上帝救

了我。又有一次，我被派往 Oak View 墳場去領取骨灰，一路上要經過 24E,680N,242N 和 4E,才能到達 Oak 
View 的所在地 Antioch。雖然我是第一次去那裏，卻也沒費多大周折，按時回到了公司。 

我的一些老朋友說：“你已經是 60 多歲的人了，還敢這樣出車？你膽子真大，不過運氣也真好，總

是心想事成。＂說我膽子大，那是假的，運氣好，這倒一點沒說錯，因為上帝在幫我。沒有上帝的引領和

扶持，這份工作我怎麼做得下去呢。上帝的恩典彀用，真的！ 

 
 

 
團契旅遊記 

梁雪怡姊妹 

 
6/1-6/5 我們團契七人到了 San Diego 及 LA 旅行。談起這次旅程，真的感到很有趣。當初我們只是

說說罷了，後來大家都興緻勃勃，結果真的落實了。我們並沒有怎樣詳細計劃，時間也甚倉促。我們各人

也有不同的工作，但也能夠同時請了假。聽其中一位弟兄分享，他請了假的第二天經理便病了，之後幾天

也不見人呢。幸好他及時請了假，不然，他便不能跟我們一起去了。這些都是神的美好安排。 
我們本以為可以靠一位弟兄預訂便宜的酒店房間。因為他在酒店工作，可以獲折扣。但最後因為時間

緊迫，他沒辨法拿得房間，我們也沒有預訂其他旅店，只打算去到那裡，便住到那裡。旅遊區到處也是酒

店，應該不愁沒地方落腳罷。怎料，最後兩天我們可寄住在一位弟兄的妹妹家。那所大房子容下我們七人

還是很舒適。我們更省下兩晚酒店房租呢！(幸好我們沒有預訂旅店呀。) 在此，再次多謝那位弟兄及其妹

妹友善的招待。神的奇妙帶領往往令我們意想不到。 
真的感謝神賜我們這個假期。雖然算不上完美無瑕或是十分多姿多彩，但我們也玩得頗開心。坦白說，

我們團契成員在教會以外不多有聯絡或溝通。這次可說是難得大家聚集在一起。其中有兩位弟兄姊妹平日

因工作關係不能參加我們晚上的團契，但藉著這次旅行，我們便多了相處的時間，這實在難得。 
雖然只是短短數天的旅行，但我己深深體會到神的帶領及看顧。祂一路上也賜我們平安。食住行也安

排妥當。只要我們多留意，便曉得，無論我們到那裡去，神的恩典都陪伴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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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蕭智新牧師 

  
 活在廿一世紀裏的人, “平安”對於很多人來說是一件夢寐以求的事情. 特別自 9-11事件後, “平安”二字

真是值千金. 若翻閱每日的報紙,聆聽電台的新聞,處處都報導戰爭,種族的仇恨,兇殺,天災人禍…等. 究竟,
人怎樣才能有一個 “平安” 的生活呢? 
 聖經中的馬太福音 14 章,記載主耶穌聽見施浸約翰在希律手下受害,他便獨自退到曠野地裏去. 可是,

眾人得聞主的行蹤,便緊緊地跟隨主. 主耶穌不單關心眾人在心靈的需要,祂也關心他們在肉體上的需要;祂

行神蹟醫好他們各樣的疾病,並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 

 正當門徒與群眾目睹與經歷主耶穌所行的神蹟,主耶穌卻隨即催門徒先上船,渡過海那邊. 然後,祂親自

打發眾人散去. 而主耶穌自己卻獨自上山禱告.  
 門徒所坐的船隻因風不順,他們搖櫓甚苦(可6:48)直到四更天. 正當門徒與風浪搏鬥時,主耶穌卻在水面

上行走到他們那裏去.  但門徒看見有人在水上行走,他們心裏就甚害怕,以為是有鬼怪出現. 可是,主耶穌的

同在帶來給門徒很多意想不到的平安,喜樂,安慰.   

1. 除去勞苦: 門徒在上船後,便竭力地搖櫓,希望能及早到達岸邊. 可是他們的辛勞,沒有如願以償,直至到

主耶穌上了船,風就止住了. 而他們的勞苦,重擔得以卸下,因為有主耶穌的同在. 今天,世人不斷在努力

尋找,期望得到安息,可以到達平安的樂土. 可是,人們的努力似乎是白費,因為真正賜平安的主不在他們

那裏. 聖經告訴我們,自從人類的始祖亞當,夏娃離棄 神,人類就活在一個沒有平安的日子當中. 若有主

耶穌的同在,事情就不同了.祂是賜生命,平安喜樂的主;人就可以在主耶穌裏面,得著安息. 
2. 帶來喜樂: 正當門徒看見主耶穌在水上行走時,他們的心裏都充滿著驚慌,懼怕,以為是鬼怪,而且喊叫起

來. 可是,主耶穌告訴門徒是祂自己在水上行走,安慰他們. 彼得聽見是主耶穌,他不但從驚嚇當中得到

安慰,鼓舞,並且要求主耶穌能使他在水上行走. 主耶穌答應彼得的要求,彼得就得以在水上行走到主那

裏去. 主耶穌的同在撤去一切的疑慮,恐懼,並帶來真正的喜樂. 
3. 施行拯救: 彼得在主耶穌的應允下,得以在水上行走. 可是,彼得眼見風甚大,心裏便害怕起來,他快要沉

下海裏去. 正當彼得快要沉下海裏,他喊叫主耶穌,求祂的救助. 主耶穌趕緊伸手把彼得拉上來.  主耶

穌的同在,使彼得在危難當中得蒙拯救. 今天,也許我們在每日中要面對各樣不同的事情,困難,使我們吃

不消,喘不過氣來. 您有否像彼得一樣,在急難之中呼求 神的幫助呢? 倚賴,信靠 神的幫助是信徒解除

生活上一切的困難的鑰匙.  
4. 榮耀歸主: 門徒在前一天目睹與經歷主在眾人所行各樣的神蹟. 如今,主在水上行走,止住狂風暴浪,門

徒因此敬拜祂,承認祂是 神的兒子. 主耶穌的同在,使人曉得如何敬拜及將榮耀歸給 神. 
 
主耶穌的同在可以帶來很多寶貴的福份. 可惜,今日人們不斷地去尋找一個 “平安” 的生活,但卻忘記賜

平安的主進入他自己的生命,生活中. 結果,人們依然在迷茫中摸索,始終尋找不到一份真正的平安. 主耶穌

的同在就是天堂. 祂的同在帶來真正的平安,屬天的喜樂及永遠的生命. 問題的關鍵在乎您的抉擇. 朋友,若
您邀請主耶穌進入您生命中,讓祂每日與您同行,您就發現您將會得著一個新的生命,並每日享受真正的平

安. 
 

 
 

四月十九日交遊日 
麥偉傑弟兄 

 教會在四月十九日所舉辦的交遊日完滿順利結束。交遊日在 Alameda Crown Memorial State Beach 舉
行，神祝福當日的天氣，在整個禮拜下雨當中，只有當天天朗氣清、陽光普照。當日，大約在十時十五分

左右，各弟兄姊妹與及未信主的朋友齊集，全會眾分成兩半，年幼的和成人的。小朋友由數學補習班的老

師帶領進行一些益智並且心身健康的遊戲，而成年人由蕭牧師帶領集體活動，內容包括彼此認識和福音信

息，大家都全面投入，氣氛和洽。活動過後，大家一同享用各人所預備的豐富午餐，在午餐中，大家彼此

交談，又是一個大家加深了解和傳福音的好時機。最後，眾人約在下午二時許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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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愛讀經運動 
羅果琰姊妹 

 
年初﹐教會開展了一場讀經運動﹐真正是將全教會的弟兄姐妹都動員起來了。我們現正感受到讀經的

樂趣﹐不論男女老少﹐大家都積極參與﹐努力的學習聖經知識。 
在組織上﹐教會將大家分為十八個小組﹐每一位執委就是一位組長。在內容上﹐我們首先從“路加福

音＂ 開始讀起﹐每兩個禮拜學習一章。陳牧師按章給我們編印了許多啟發性的問題﹐讓我們讀經後經思

考來完成這些作業。在每月的第三個主日崇拜後﹐各小組會在組長的帶領下開始討論自己所完成的作業﹐

然後將學習上的難點疑問集中起來﹐在第四個主日崇拜後由陳牧師為我們解答。最後陳牧師還將正確的答

案公佈給大家。經過這樣反反復復的學習討論﹐使我們能仔細理解每一節的經文﹐還能深深的印在腦海裡﹐

而且使學習的興趣不斷加深。 
我非常喜歡這種方式讀經﹐因為它生動活潑﹐提高了學習的效果﹐印象特別深刻。以前自己讀經時﹐

往往表面看過就算了﹐其實很多處的經文並不了解﹐但也很少提出來問牧師﹐進步不大。但自從開始讀經

運動之後﹐通過做作業﹐討論﹐牧師解釋難題﹐不但能明白了許多﹐而且興趣也濃厚了。舉例說﹐在“路

加福音＂ 第三章敘述到有關耶穌的家譜時﹐以前當自己讀經的時候﹐我會跳過去不看﹐覺得太悶。但自

從開始做作業後﹐慢慢明確到作者寫這篇書的對象是希臘人﹐希臘人心目中追求是一位完全的人﹐通過家

譜可以明確到耶穌是神的兒子﹐是一位完全的人﹐是完美的人子﹐是普世的救主。而馬太福音寫作的對象

是猶太人﹐通過家譜證實耶穌是大衛的後裔﹐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是猶太人期望已久來拯救他們的彌賽

亞。 
在每一章的作業中﹐首先有一段祈禱詞﹐一句背誦的金句﹐再解釋一些難明的詞句﹐然後才按經文的

內容提出問題讓我們來回答。在小組的討論中﹐大家各抒己見﹐取長補短﹐不但增加了弟兄姐妹間的聯絡﹐

而且在學習中增長了友誼。在家中﹐我也常會與兒子討論作業。為了一個問題﹐大家都會翻聖經找答案。

在完成作業的過程中﹐大家彼此鼓勵﹐互相促進﹐真是樂在其中。 
我愛讀經運動﹐因為它不但使我增長了聖經知識﹐而且使我身心靈都有一股說不出來的快樂。但願這

樣的讀經運動可以持續辦下去。願神祝福我們教會﹐復興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 
 
 

 
 
 

生活在恩典中 
羅建安弟兄 吳惠蘭姊妹 

 
惠蘭于今年四月尾, 覺得右眼視物模糊, 几天后竟至完全看不見東西, 便立即去醫院眼科檢查. 經醫

生檢查后, 認為是右眼底出血, 要施手術. 遂于本月[五月]21日上午做了手術. 手術進行很順利, 結果很好, 
現在右眼完全恢復了視力, 不用戴眼鏡了. 這完全是上帝所賜的恩典, 應該感謝頌讚無所不能的天父, 同
時也感謝各位弟兄姊姝的代禱.! 

我們都是出生于基督徒家庭. 從小就蒙受上主的恩澤. 結婚後, 适逢抗日戰爭, 接著是國內戰爭,1949
年以后, 在中國大陸工作生活四十年. 在這几十年中, 我們雖然在許多時候有許多靈性軟弱的地方, 但是

都得到上主豐富的恩典, 克服了許多艱難困苦, 捱過了有些甚至是殘忍的和不人道的遭遇…“. 感謝 神, 
因他有說不盡的恩賜＂( 林后 9:15). 上主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 

1988 年冬, 蒙天父帶領, 我們平安來到了美國. 來到美國後, 不久就享受了所有給老人的福利和免費

的醫療. 我們患有多种老人易患的疾病, 都得到了最好的及時的醫治. 我們所得著的, 比我們所希望的還

多.. 真是天父奇異的恩典.這次是惠蘭第三次做眼科手術了, (上二次是九年前做的右眼和左眼的白內障手

術) 感謝  神, .＂ 我們經過了水火, 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詩 66:12). 上主的思典真是天高地厚, 數
說不盡.. 詩人教導我們: “你們要贊美耶和華. 要稱謝耶和華, 因他本為善, 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
106:1) 我們應該讚美稱謝創造宇宙萬物的真神--耶和華, 因為我們分分秒秒都生活在他的恩典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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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祝福的人 
陳榮熙牧師 

 

 在馬太福音第五章一至十六節主耶穌已清楚告訴我們,要信徒怎樣作才能蒙受從祂而來的真正福氣: 
一. 甚麼是福? 

「福」就是喜樂,這喜樂就是能作天國的子民. 
二. 能得福的是怎樣的人? 

A. 覺得自己靈性貧窮的人---虛心的人(五 3) 
認識自己的本相,知道自己從罪而生,失去了屬靈的生命,無法自救,願意信靠耶穌基督,在主面前謙

卑順服.這樣的人必能得著天國.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便知道祂的美善,投靠祂的人有福了.」(詩三十四 8) 

B. 為自己和世人的罪而憂傷的人---哀慟的人(五 4) 
知道罪的可怕,明白罪的結局,認識撒但,世界和老我的可惡,不但為自己的罪而哀慟,更為所有人的

罪而憂傷.有著這種心腸的人,必得著從 神而來的安慰.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這人是有福的.」(詩三十二 1) 

C. 一個無私的,甘心樂意奉獻給 神的人---溫柔的人(五 5) 
這樣的信徒,他們是以 神居首位,愛主,愛教會,知道人所得著的是 神的賜福,他們願意把從 神所得

的一切,包括時間,才智,金錢,技能都獻給 神,他們在新天新地裏必然有份. 
「住在你殿中的,便為有福.」(詩八十四 4) 

D. 知道自己新生命需要的人---饑渴慕義的人(五 6) 
這樣的人明白新生命是源於 神,主是葡萄樹,他們是枝子,枝子不能須臾離開樹,所以他們不斷尋求 
神的道.存饑渴慕義的心,就必得著神的供應,豐富飽足.他們能切實領悟到主的教訓和 神的應許.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都加給你們了.」(太六 33) 
「惟喜愛耶和華的律法,晝夜思想,這人便為有福.(詩一 2) 

E. 對人富有同情心的人---憐恤人的人(五 7) 
這等人對靈性和肉體軟弱的人都常存關懷和憐憫的心,他們恆久忍耐為別人的靈魂禱告,為他人的

難處和疾苦禱告,他們必得著 神的憐恤. 
「眷顧貧窮的人有福了,他遭難的日子,耶和華必搭救他.」(詩四十一 1) 

F. 一個已經重生,內心已完全倒空的人---清心的人(五 8) 
裏面的人藉著主的能力,攻克外面的人,以往的自驕自大,自以為是等等弊端,都完全倒空了,這樣的

人就能過聖潔,得勝的生活,他就能看見神. 
「有耶和華為他們的 神的,這百姓便為有福.」(詩一四四 15 下) 

G. 能夠努力為主工作,傳揚福音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五 9)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贖,使相信祂的人能與 神和好,得蒙拯救成為 神的兒女,能坦然無懼到 神
面前與 神有直接的交通.這就是福音,而願意將這救恩福音信息告訴人,為他禱告,使罪人能悔改信

主與 神和睦的人,就配得稱為 神的兒子. 
「常遵守公平,常行公義的,這人便為有福.」(詩一零六 3) 

H. 為主的緣故,不怕被人藐視,辱罵,苦待的人---為義受逼迫的人(五 10) 
為主工作,走成聖的道路,是要捨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來跟隨主,因為天國是要努力才能進去的.
信徒在世上的道路是崎嶇不平的,然而靠著加力量的主,信徒必然能進天國,並且能得大賞賜. 
「那倚靠耶和華,不理會狂傲和偏向虛假之輩的,這人便為有福.」(詩四十 4) 

三. 得福的條件: 
要有好的行為見證.「行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四 1) 
A. 要發揮鹽的四種功用: 

1. 保物不壞---自己要有純正的信仰和聖潔得勝的生活. 
2. 醫治疾病---將靈性和肉體上有病的人帶來見主,為他們禱告. 
3. 調味悅口---能使人與人和睦,更能引導人與 神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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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用隱密---信徒是不自誇,不張狂…不求自己的益處. 
B. 要發揮光的作用: 

真光是耶穌基督,信徒只是反射基督的光.反射基督的光就是信徒的好行為和美好的見證. 
1. 與世人有益---主是黑暗中的光,祂給人帶來了信,望,愛.信徒是福音的使者,就應把這好信息帶給

每一個人. 
2. 使 神得榮耀---信徒若行得好,必蒙天父悅納,更使人看見信徒的好行為,便將榮耀歸與我們在天

上的父. 
感謝賜福的 神,更願所有信徒都是蒙福的人.阿們! 

 
 

 
 “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張小玲姊妹 

（一）人的軟弱 
父親一向是健康活躍的人，只是有一些老人常有的病例，就如高血壓，膽酤醇過高等，但經服用藥物

及注意飲食，以上的疾病都得到控制。平時經常開車到教會參與各樣的聚會及活動，並到處探訪弟兄姊妹，

精神甚好，從不聽到他提及有甚麼不適的地方。二月十一日一早突然而來的電話令我們各人都大驚失色，

父親病了，並且被送入急症室，然後轉入深切治療病房。這突然而來的病令我們不知所措。父親起初的病

因是由於腎臟大量的出血，積壓在腎臟旁的部位，令父親痛得難以忍受，可說比生產的婦人所受的痛還厲

害，經醫生初步診斷，認為是有 Tumor。但由於大量的血在腎臟的周圍，以致很難確實。在入院的頭三天，

父親的精神還可以，人也清醒。第三天醫生將父親送去 Radiology，發現有兩個動脈瘤，分別位於腎臟的

內與外。而其中一個動脈瘤穿了，故流出大量的血。不過情況還好，醫生建議讓父親的身體休養一兩個禮

拜，然後再回醫院做手術。並說這不是一件困難的事，也不會有甚麼生命的危險。我們全家都很安慰，心

想這是各大病中最易得醫治的問題，相信父親在一，兩天內就可出院了。但到了第四天，父親的病況突然

大變，出現各樣的併發症：肺積水，肺炎，心臟病，發高燒持續一個多禮拜，身體有感染，但無法確定是

何原因，人變得無法呼吸而需要輸氧，且完全昏迷，不知一切------。父親的病情惡化得令人難以想像。特

別是在第五天早上父親心臟出過問題後，醫生已通知家人作好最壞的打算。這時我們各人的心都碎了，難

道 神就這樣的接父親離去嗎？他在世上的工作完了嗎？我們都不知 神的安排如何？我們惟有交託給神。  
 
（二）等候耶和華 

自父親入院的四天以來，我們雖有祈禱，但我們卻讓自己的期望過於 神自己的意思，我們期盼醫生

的手快治療父親的病也過於仰望 神自己的醫治。當醫生說他們已盡全力，現在只有看父親自己的“造化＂

了。此時我們才醒悟過來，人的生命是掌握在 神的手中，我們走得太快，太忙亂了，並沒有好好 地安靜

等候在 神的面前。於是我們全家大小一同謙卑地到 神的面前求 神的赦免，將父親完完全全地交託在全

能的 神手中，讓 神掌管帶領一切，無論是留是去，我們都愿意順服。當我們如此交託時， 神就賜我們

靈裏的平靜與安慰，深知道 神必有祂美好的安排。主內各弟兄姊妹也不斷懇切地為父親禱告，主說：“那

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力＂。在父親病痛的日子裏， 神讓我們各人都學習到等候，等候 神的工作-------。 
 
（三）神的大能 

神說：“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若求告我，

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

給他＂。(詩 91：14-16) 感謝全能的天父，聽了我們眾人同心合意的禱告，搭救了我父親。“在人的盡頭，

就是 神工作的開始＂。當醫生在第六天說人力已盡時， 神就醫治了我父親，使他的病沒有進一步的惡化，

反而穩定下來。當時病情還是很壞，且不知將會有甚麼新的病情發生。但我們不知別的，只等候順服 神。

我們看到 神的工作，不但病情沒有惡化，反而一天一天地好起來。父親昏迷了一個多禮拜，其間有發高

燒數日不降，有感染而醫生卻無法找到根源，有肺炎也有一些葯物過敏等。縱使經歷了這許許多多的病，

但父親終於醒了，好了，感謝 神！父親雖經歷過這種種的病，但他甚麼都不知道，只知道他曾經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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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而入了醫院。在父親醒來的第二天，發現他有輕微中風，右肢沒有反應，不能動。後又發現右腿有血

塊而植入了 Filter。 神是慈愛的，信實的，祂救了父親並醫好了他。不久父親被轉入普通病房，後在保健

院住了一些日子，現已回家休養。一切都蒙 神保守，使他一天天健康起來，並可回教會敬拜讚美 神。 
神是我們的拯救，是我們隨時的幫助，父親能由死亡的邊緣再次回到我們當中一齊敬拜事奉 神，這

完全是 神的大能。願將一切的榮耀全歸於 神。在此也多謝各弟兄姊妹對家父的關心與代禱。 
 

 
 

日光之下看傳道書 
劉志鵬弟兄 

 
  我靈修時間喜歡下午，大概早放工的關係吧！寧靜的環境又有充足的陽光，一杯喜愛喝的柚子蜜，正

好是享受神話語的時候。最近我選了傳道書研讀，也用《每日與主同行》和《聖經百科全書》靈修書籍助

讀，為什麼看傳道書呢？有兩個原因的，一是聽到娛樂新聞消息，有一位名歌、影界紅藝人不知什麼原因，

跳樓結束他一生；二是在母親節佈道會詩班獻唱其中一首詩歌“日光之下＂，那歌詞留下深刻的印象。詩

歌說：“誰在日光之下找到新意義，踏過千山只找到愁事，萬世千秋所經過是艱辛勞苦，虛空捕風依舊如

故＂，人生究竟有什麼義意？在地上目的何在？即使有名譽、地位、金錢、學問、事業有成也不一定帶給

我們滿足快樂，反而惹來各樣的愁煩，可能你會說這太悲觀或過於偏激了，但在日光之下看世事的確如此，

尤其是不認識神的人而言，當他們擁有一切時，總是有空虛的感覺，現時所擁有的還想要更多或用各種方

法去滿足自己，但聖經說這也是捕風，怎能補救空虛來到時那無助的感覺呢？讀傳道書可以幫助你，在這

裡有三點“生命上常遇到的問題＂討論及分享。 
（一） 論到追求知識的空虛，所羅門王說到當他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切事，乃知神叫世人所

經練的是極重的勞苦，在日光之下所作的一切事，都是虛空，都是捕風。他觀察到人生了無新事，當成就

去到高峰時會有短暫的快樂，但過後便感歎人生虛空，不外如是“因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識

的，就加增憂傷。＂（傳 1:18），這是不認識神的人不能體會得到的，他們太著重於倚賴自己的聰明，不

是說有知識的不好，它可以造福人群，也帶來了社會繁榮，但因為人有罪性，若果你有多麼高的智慧，始

終都有驕傲，有自我中心，以為先進的科技和知識可帶來榮耀和滿足，以至忽略了神的恩賜。首先要知道

人的知識是有限的，神才是無限，一切都是神所賜，只要承認自己的軟弱，謙卑下來就可以專心事奉神，

這是神的心意，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如果沒有神，在日光之下所行的事都是煩惱，都是虛空，都是

捕風。聖經說：“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永遠無人記念。因為日後都被忘記；可歎智慧人死亡，與愚昧

人無異。＂（傳 2:16）惟有敬畏耶和華才是知識的開端，因為祂是你所倚靠的。 
（二） 人一切的工作勞碌都是徒勞無益，很多人願意拼命的身兼數職，為了有豐富的物質享受和有更好的

前途。聖經教導我們當人生渴望追求在神以外的事物，都算是拜偶像，其結果會造成身心疲勞，百病叢生，

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少了，以至失去溝通，家庭破裂與神隔離，辛苦積蓄下來的財物，反給下一代因遺產互

相爭奪反目成仇。其實我們都有一個肉身，物質是需要的，但不要看得太重，主耶穌親口應許我們“你們

要先求神的國和神的義，這些東西都要加給你們＂，強求物質不一定得到的，如果先追求屬靈的事，神便

會把需要供給我們，不要忘記常要有感恩的心，因“神賜人貲財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

他勞碌中喜樂，這乃是神的恩賜。＂（5:19）。其次生命也是神掌管，人的一生只有幾十年光景，我們就要

在有生的年日來敬畏祂，惟有這樣的人方能獲得滿足，不然一切的勞碌都是虛空。 
（三） 作者也追尋屬世的享受，但發現這也是虛空，世人以為有錢財可以換取到肉體上的舒暢，吃喝玩樂

的沉醉在「罪中之樂」裏，中國有一句俗語說“飽暖思淫慾＂，曾記得當我不認識耶穌時也享受過「罪中

之樂」，的確是覺得樂趣無窮有依依不捨的感覺，其實是短暫的幻覺而已，每當曲終人散，夜闌人靜，幻

覺過後又要面對現實的世界了，明天又想找尋別的享受，總是覺得不滿足，認識神後才知道神賜給我們很

多享受的，首先要明白到神是憎恨罪惡的，只要倚靠聖靈脫離罪惡，立即就會享受到罪得釋放的自由福樂。

在家庭裏給我們有天倫之樂。當我們嚐到美味的飲食時就聯想到那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神。在假期旅遊中

不但可以增加知識，也可以藉著祂所造之物欣賞到神的創造大能享受大自然。如果沒有神在日光之下所作

的一切事都是虛空，都是捕風，惟獨敬畏神的人才可以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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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心得 
潘靜儀姊妹 

 
自從前年學了插花，便更喜愛欣賞別人插花的技巧。插花實在是一門藝術，不是人人都能插得一盆花，

是需要有一定的天份的，否則便會像我一樣成為「摧花聖手」！識得怎樣去插，也要知道怎樣去保持它的

新鮮和持久，否則好好的一盆花便變成「曇花一現」，不久便凋殘了！不過，無論我怎樣悉心料理，它也

祇能保持兩個禮拜，甚至有些花祇能保持三至五日便會凋殘。因此，自己所種的花，大多數人都捨不得把

它們割下來，寧願讓它們留在土裏生長長久些，而且，栽花的人都需要費很多時間，心思及勞力，才可以

見努力所得的成果，若割下來五至七日便把半年所花的心血掉在垃圾中，似乎太可惜了，何不如讓它留在

土裏慢慢欣賞！不過，若那些被割下來的花落在懂得插花的人手中，使它的美顯露無遺，比在土裏更美更

吸引人。 
  從「插花」這門藝術中，神讓我看到人若要「留芳百世」便要讓神把自己從世界中割出來（分別出來），

然後將自己獻給神，任由祂使用。那麼自己最美，最強的恩賜便能發揮出來，其實神所賜給我們的恩賜也

是為了將來能被神所用而賜下的，不是為了滿足我們的慾望！可惜，大多數的人都誤解了，不願給神使用，

認為獻上了便是大損失，即使願意獻上也覺自己很偉大，為神犧牲了，真不知道這乃是我們應份的，該作

的。若不作便是偷取神的榮耀，成為主耶穌所說的惡僕了。（馬 25:14-30） 
  一盆插好了的花，主人會將它放在大廳中的當眼處以便自己及別人來欣賞。到了那日，那些願意分別

為聖，為主所用的人，主也要把他們放在重要的位置讓天使和祂自己欣賞（歡欣他們的忠心愛心，賞賜他

們的勞苦）。當然，被主所使用的人，很多時候都需要經過試煉才能被主正式使用，就像插花的人不會立

即把割下來的花插在盆的，祂定會把花修剪，甚至用火，用力把它屈曲了，然後才插在一定的位置中，日

式插花中常會見到，所插出來的效果叫人驚嘆美極。神有時候也這樣試煉祂的僕人，為叫祂的僕人更信服

謙卑，以便祂自己能藉著他作祂所要作的大工！上帝是造物者，我們也是祂所造的，祂比我們更曉得我們

的長處弱點及恩賜，祇有祂才能把我們最美的一面表現出來，但在此之前，我們一定要與世界分割出來，

完完全全的，不能「藕斷絲連」，然後甘心獻上自己。那麼在今世中及在永恆中，便可見那令人驚嘆，讓

主得榮耀的生命。 
 
 

 
 
 

聖經中的第一，你知多少？(一) 

 
1. 第一個出生的人是誰?                                           
2. 第一座摩天大廈的建築師是誰?                                   
3. 第一次選美大會在那座城舉行?                                   
4. 第一個喝醉酒的人是誰?                                         
5. 第一個不見死的人是誰?                                         
6. 第一對雙胞胎是誰?                                             
7. 第一位女士師是誰?                                             
8. 第一次 神用甚麼方法毀滅世界?                                  
9. 第一位拿細耳人是誰?                                           
10. 第一次信徒被稱為基督徒是從那個城開始?                         

 
(答案下期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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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3 講章 - 作父親的心 
撒下十八 5,32-十九 1 
 
 聖經記載大衛是最合 神心意的人,但他還是犯了姦淫罪和殺人罪,雖然經先知拿單責備而深深懊悔,(參閱詩五十一篇)但大錯鑄成後

卻帶來他王室一連串的不幸,這是 神對他大大的懲罰,(詳見撒下十二)先是因淫亂而生的孩子死亡,繼而他的大兒子暗嫩犯亂倫罪引致另一

兒子押沙龍為親妹他瑪報仇而設計殺害暗嫩,後逃亡至基述三年,作父親的大衛雖恨兒子的所為但親情難捨,時間的沖淡恨意,使他切切思念

這因罪而流亡在外的兒子,卻又不願召他回來.大衛的元帥約押設計使大衛軟化而使押沙龍回來,大衛仍不願見他有兩年之久. 
 押沙龍相貌英俊,氣宇軒昂,但攻於心計,他知道若不能面見父王獲得他的寬恕則無法成就大事故設計使約押為他在王面前為他美言,
結果得王寬恕赦免而和好如初. 
 押沙龍開始大造威勢,廣植黨羽,收買人心,陰謀叛變,並砌詞往希伯崙還願,卻遣人偏傳各支派說押沙龍已在希伯崙登基為王,使反對

大衛的人前來歸附,勢力日漸強大,且威脅耶路撒冷,大衛只好愴惶出走,暫避其鋒. 
 神恩待大衛,破壞謀士亞希多弗的計謀,而改用戶篩的策略,使押沙龍未能追殺大衛.大衛渡過約但河在瑪哈念重整軍隊,兵分三隊,由
約押,亞比篩和以太統率, 
出發前大衛吩咐眾將要善待押沙龍.兩軍在以法蓮樹林裏交戰,結果以色列軍大敗,押沙龍的頭髮為樹枝纏住,坐騎逃脫,人被掛在樹上為約押

所殺,死後被埋在林中的一個大坑裏,結束其悖逆一生. 
 從整個故事看,權勢,名利導致家庭慘變,國家內戰. 

甲. 大衛該負的責任是: 
一. 缺乏身教---既犯姦淫罪,又犯殺人罪. 
二. 管教不嚴---未曾嚴責暗嫩劣行. 
三. 未作協調---在兒子間加以勸導,曉以大義. 
四. 過於放任---押沙龍的所為未能及時制止. 

乙. 押沙龍該負的責任是: 
一. 懷恨心重---為妹報仇,支配了他整個人生. 
二. 工於心計---他所作之事,事前必有週詳計劃. 
三. 急功近利---兄長已為己所殺,又重獲父王接納,若規行矩步,必為王位繼承人.(押沙龍為第三子,另一兄基利押可能早夭) 
四. 無父無君---觀其所作所為,全不將大衛放在眼內. 

世人無一完全,都是罪人,但作父親的心,叫人深受感動,手足相殘,情何以堪,但為父的終能寬恕逆子.叛父叛國,兩軍對壘,行前再三吩

咐將士,善待叛兒.惡兒已斃,為父聲聲哀嚎,願以身代,可憐天下父母心,親情難斷,不論兒女孝順或悖逆,同樣充滿慈愛,憐憫和寬恕.一
如天父對待世人.作父母的是天父的代表,在地上管教我們的兒女.願天父幫助我們都能作個體念親恩的人.阿們! 

 
 

6/22/03 講章 - 靈命三件寶 
(彼前 1:1-10) 
 

現今的世界充滿著各種傳染病,特別當 SARS 蔓延在各地,使人們不單對個人衛生特別關注,也對飲食格外的留神. “進補” 是人們商討

的問題. 今天,人們不但要求有食物填飽肚腹,更要有智慧地進食一些對自己身體有益的食物. 有一次,我參加兒子的聖誕派對,有很多父母

都送上各類不同的食物. 其中我留意有一位父親,在他未曾給自己的孩子進食某些罐頭零食以先,他小心地閱讀食物的營養標籤,才將食物

給與他的兒子. 身體的健康與否是與我們每日進食的食物有關,所謂, “病從口入”.  
當我們相信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時,我們就能夠與 神重新建立一個和好的關係,並得著一個新生命.  這新的生命(屬靈的生命)需要

不斷的餵養, “進補” ,才能得以健康地成長. 在彼得前書 2 章 1-10 節,彼得提及到靈命的三件寶貝. 就是教導基督徒自己如何得著靈命的寶

(補).  
1. 靈奶: 靈命的增長是需要餵養. 彼得提及兩件對於靈命的增長.  A. 消極方面: 彼得勸勉信徒要除去一切的詭詐,假善,嫉妒,和

毀謗的話(v.1), 這一切的事情,都是舊人的樣式. 基督徒既信服基督,並得著新的屬靈生命,這一些 “舊人” 的樣式,都必須要清除.   
B. 積極方面: 渴望純淨的靈奶. 主耶穌曾說, “叫人活著的是靈,肉體是無益的,我對你們所說的話,就是靈,就是生命” (約 6:63). 
屬靈生命的成長的過程中,需要餵養. 而主的話,就是信徒屬靈生命的糧,也可以供給,餵養靈命的需求. 因此,若人要得著人生答

案,靈命的滿足,非要倚賴賜予屬靈生命的主不可. 基督徒不但要有靈奶餵養屬靈的生命,更重要的是要以“純淨的靈奶”來餵養

靈命. 
2. 靈宮: 聖經告訴我們,雖然昔日的猶太人離棄了主耶穌,並將祂釘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神 卻以祂為寶貝的活石,成為靈宮中的房

角石(磐石),而信徒是蒙 神的揀選,成為靈宮中的活石(小石). 從靈宮中,我們可以看到幾樣寶貝的功課. A. 主耶穌是唯一的救法:  
人們在歷代以來,提出很多學說及方法,指導世人如何得著救恩,罪得赦免. 可是,聖經告訴我們,在天上人間,相信主耶穌是唯一蒙

救恩之路. 因為,除了主耶穌的名之外,別無他法,人可以得蒙拯救 (徒 4:12).  B. 主耶穌是教會的根基: 教會的存在不是因為某

人或某團體的關係或建立在任何的組織上. 教會乃是要建立在這寶貝的房角石---主耶穌身上.  “教會”若不是建立在這寶貝的

房角石上,必然是失敗,毀壞. 靈宮的建造是在主耶穌身上,主耶穌曾說, “因為離了我(主耶穌),你們就不能作甚麼” (約15:6).   D. 
彼此配搭: 靈宮的建造, 是藉著很多石頭建立在這塊房角石上. 這些“活石”要互相配搭,方能將這靈宮建成. 因此,在主的靈宮

中沒有一塊活石是比另一塊活石更為重要. 每一塊“活石”都是持有相等重要的地位.  
3. 靈祭: 彼得提醒信徒第三件靈命的寶貝是靈祭. 信徒藉著主耶穌的名,成為 神的國度中的子民,並得以與 神建立和好,相交的關

係. 此外,信徒有君尊祭司的地位,負起代求的責任. 信徒不單可以坦然無懼地來到 神面前傾心吐意,也擔當著為他人代禱的責

任.  
     這三件靈寶是屬靈生命的寶貝. 若欠缺其一,將會影響到信徒靈命的成長及健康.  
您有否渴望得著純淨的靈奶滋潤您的心靈? 您對“教會”的定義是什麼? 您有否在教會的各項事工上,常存互相合作,團體的精神呢? 您有否

盡上君尊祭司的責任,為別人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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