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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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馬內利團契 
(青年團契) 每週五晚上8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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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 
 25 日 支持傳統家庭日：本會將在十多位弟兄

姊妹參與由灣區基督教華人同工聯禱會

舉辦的“支持傳統家庭日” 目的是要表明

基督徒對同性結婚的看法及立場。當日

(主日)下午 3 至 5 時，在三藩市，日落區，

十九街 (19th Avenue) 兩旁站立(不是在

街中遊行，而是站在兩旁的人行道，穿

特製T-Shirt，手持標語)，派發宣言及福

音單張，謹盼各位弟兄姊妹參加，為 神
表示立場，並為美國禱告，悔改歸向 神。 

 

五月份 
 01 日 母親節音樂晚會 
  主題：偉大的愛，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 
 09 日 母親節主日崇拜 
 23 日 培靈主日 
  講員：蘇隸初牧師 
 29-31 日 以馬內利團契退修會 
 

六月份 
 13 日 執委會會議:“回顧與前`瞻”  
  時間：中午 1 時正 
 20 日 父親節主日 
 27 日 耆英福利特別講座 
  講員：徐潔冰姑娘 

- 1 - 



Jesus, the Christians’ Quintessence 
耶穌，基督徒的榜樣 

(彼得前書二章 18-25) 
 

王其昌牧師講道 

羅果琰姊妹筆錄 
 

耶穌有崇高的地位，祂是三位一體的 神，是我

們在神面前的中保，是永生之王。聖經中提醒我們耶

穌曾做過人，祂我們樹立了很好的榜樣。耶穌曾三次

親自對門徒彼得說：「來跟從我」，至少有三個明顯的

經歷令彼得永不會忘記。第一次在馬可福音一章 16
節，當耶穌呼召第一批門徒時，對西門和西門的兄弟

安德烈說：「來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這裡顯出了對神的順服。第二次在馬太福音十六章

21-24 節，當耶穌指示門徒祂必須上耶路撒冷去受苦

受死，並且第三天復活。彼得出於人意企圖阻止耶

穌。於是耶穌對門徒說：「若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

己，背起他的十字架，來跟從我。」顯出了捨己的精

神。第三次當耶穌復活後對西門彼得說：「約翰的兒

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更深嗎﹖」連說三次，最後又

說：「你跟從我吧。」彼得在耶穌被釘十字架後又去

打魚，主耶穌藉此提問說明，跟隨和事奉祂的人要有

忠心，當時彼得血氣的表現失去主後很沮喪，但 神
並無離棄他，繼續呼召他。 
 
耶穌給我們留下什麼榜樣呢﹖ 

性格聖潔。彼前二 22「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

有詭詐。」祂是無罪的，純潔的 。「祂並不救拔天使，

乃是救拔亞伯拉罕的後裔。所以祂凡事該與祂的弟兄

相同，為要在神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為

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祂自己既然為試探而受苦，就

能搭救被試探的人。 (來二 16-18)  
 

「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

弱，祂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

只是祂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

地來到施恩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助。」    (來四 15-16)  
 

是人又是神的耶穌受盡了各樣的試探，但他是沒

有犯罪的。耶穌受試探(馬太四)，表現在：一，當時

耶穌被聖靈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企圖讓耶穌將

石頭變餅。這是試探是否驕傲。當你有這麼大的能

力，就會想做一些事來炫耀自己，用 神的力量來達

到表現自己的目的。這些驕傲的表現在世上常見得

到，如政治界，商界，是很常見有這種驕傲的表現。

但耶穌沒有失敗，祂是得勝的。二，任意妄為的試探。

當魔鬼叫耶穌在上面跳下去，主會用手托住，免得腳

碰在石頭上。當然耶穌如果這樣做的話一定不會受

傷。但如果任意妄為的話，過於自信就會失敗，但耶

穌沒有這樣做。在生活中有沒有這樣的試探呢﹖我們

往往以為憑自己的學歷，經濟能力，智慧，經驗和教

會的人才勢力就能順利通過。但我們有沒有心志做到

凡事先求問神，神說能，我們就能。有沒有這樣的心

志呢。耶穌是得勝的。三，撒旦帶耶穌上最高的山，

指著萬國的榮華說：「你若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切

都賜給你。」當然耶穌又是得勝。當今世上的榮華富

貴是很大的引誘。就如新上任的三藩市市長紐森，很

年輕只 36 歲，一上任就贊成同性戀婚姻合法化。他

在生活上也有一些事，如將舊房子出賣之後在另一個

地方買地再起屋。其實一個政治家在有權有勢時，一

定有人奉承他，只要他有需要，一定會有人願意幫

助，只是他也得利用職權在將來回報曾經幫助他的

人。通常都有這種情況，利用地位達到自私的目的。

我們的主耶穌並沒有跌倒。 
 
我們當如何學習耶穌的榜樣呢﹖ 

1。應當在每一次的試探時，用神的話來對付試

探。好像今早來到教會，成日主日學正唱聖經目錄

歌，這很好。熟記目錄就容易翻聖經，就要多讀聖經，

讀神的話，並要將神的話豐豐富富的藏在心裏，免得

我們得罪了 神。當撒但攻擊我們時，我們要將藏在

心裏的神的話語使出來對付牠。就如「要穿戴神所賜

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弗六 11) ，「並

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靈的寶劍，就是神的道(弗六

17) 來抵擋魔鬼。」跟隨耶穌，學習祂聖潔的性格，

讀聖經很重要，另外 
2。要有祈禱的生活。耶穌是祈禱的神。祂飲食

時祝謝，選門徒時求力量，不停的祈禱。鑒于我們基

本的困難總是說自己生活工作很忙，很累，沒有時間

祈禱。但歷代許多信心的偉人往往是說，我今天很忙

很忙，但一定要用三個小時來祈禱，我們都必須要學

習。三位一體的神，耶穌是第二位，他都為得智慧，

得光照而常常禱告，更何況是我們呢。 
3。除了禱告外，必須依靠聖靈。被聖靈充滿，

讓聖靈扶持。耶穌是 神所差來的，說 神的話，出於 
神的必聽神的話。耶穌有 神的話仍然依靠聖靈，仍

需要聖靈的同在，更何況我們呢。靠著聖靈去行事，

就得到生命和智慧，要多依靠聖靈的同在。說到聖靈

要明白一件事：天父在天上，我們復活的主坐在天父

右邊，兩位在天上。還有一位聖靈與我們同在，我們

生活當中，生命當中和行為當中都需要有聖靈帶領。

我們凡事要多依靠聖靈。耶穌得勝，是靠 神的話語，

靠祈禱，靠依靠聖靈。 
彼得前書二章 23 節講到耶穌被罵不還口，受害

不說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托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世界上有沒有屬靈的人受痛苦多于耶穌呢﹖沒有。聖

經上記載耶穌忍耐的根據。因為我們有一位公義審判

的主，我們各人有沒有什麼覺得不公平，委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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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我們往往會抱怨為什麼那些惡人那麼興旺，而自

己這麼守法，為什麼會那麼清貧。為什麼惡人的身體

那麼健康，但我們這麼守法的人會全身都有病痛，真

是很不公平啊！ 想想我們的主耶穌，祂受痛苦也無

申訴，耶穌祂本是無罪的，卻代替有罪的釘十字架。

這裡我們看到有公義的主。很多時安慰人要從長遠的

眼光來看，如二戰時英國的首相丘吉爾為鼓舞當時的

國民這樣說道：「戰爭的輸贏不是光看一兩場的戰

役，而最重要的是看誰得到最後的勝利。」因此，最

後的公平，在主看來，要忍耐，要等候更美好的事發

生。當然，信耶穌的人，就一定會有美好的結論，但

那當然要付出代價。 
再看彼前二章 24 節，“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

擔當了我們的罪。＂世間上那有好的事不用付代價

的，今天我們能享受到的，就是我們以前就付出了代

價。 
我們要以耶穌為榜樣，苦難當中要學會忍耐，並

跟隨祂的腳步。 
 

 
 

個人見證 
張國良弟兄 

 
由於我們一家人對聖經的認識是相當的膚淺，對

主的道理並不十分明白。所以對主的認識只是基於對

教會的牧師，傳道人及基督徒的所作所為的感受。而

這種感受在廣州並沒有經歷過的。 
今天到了美國，我們一家能夠認識主，歸信主，

完全是因為我們教會的牧師，傳道人及弟兄姊妹為主

工作，將主恩典和主的大愛從生活中表現出來，使我

們能夠感受到，從而認識主，歸信主。我們初到美國

時，我嫂嫂的媽媽凌伯母，就同我介紹了教會的情

況。講到我們的教會雖規模不大，卻充滿愛心，是一

個能彼此互助互愛的教會。果然在我們一家到美國

後，就時時處處都得到了牧師和眾弟兄姊妹的關懷，

從生活上，學習上，工作上，我們一家深感主的恩典，

主的愛無處不在，無所不在。例如：我們移民美國等

同搬家行李頗多。一下飛機時，陳牧師就用他的貨車

同我們搬運行李。蕭牧師耐心同我們講解聖經的道

理，使我們對主耶穌基督有了一個初步的認識。林季

章弟兄 William 經常接送我們的兒子到教會參加青年

聚會，使我們對主有更多的認識。黃德誠弟兄經常身

體力行幫助我們解決家居問題。劉棣生姊妹 Betty 姨

經常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上一些難題。劉綺華姊妹 Kitty
指導，幫助我們取得臨時駕駛執照，解決交通方面的

問題。還有許多事例，由於時間方面未能逐一舉出。 
今後，我們歸信主後亦希望自己能為主工作，使

別人通過自己認識主，歸信主，與人同得福音好處，

為主作美好的見證，使主的名得到榮耀。 

When It came from God, 
it was timely and prepared 

William Lam 
 

Last September in a fellowship coworker 
meeting we decided to have a 2-day 1-night retreat 
in Monterey Bay in the Thanksgiving weekend, 
which I felt was a decision pleasing to God and 
believed that if God was willing all would go 
smoothly. The coworkers prayed for the retreat at 
each Friday’s prayer time besides praying 
individually. Truman and I were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finding a location and we started going 
through newspaper rental sections and searching 
over the Internet as soon and thoroughly as possible. 
But the news was not good: everything we looked 
was either taken or too expensive, due to the major 
holiday season. What made it more difficult is that 
we budgeted the registration to be $30 per person 
with discount for students. All most all vacation 
rentals wanted clients to rent for the entire long 
weekend. Then we turned our attention to hotel 
suites. However, the hotels in a city as scenic as 
Monterey were either prohibitively costly or had 
only small suites that house only a small family; we 
had ten people signed up. As time drew near, I was 
a bit nervous and thought about changing location. 
During this time, the fellowship kept on praying for 
the retreat but nothing turned up until the second 
week of November when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should check out the AAA tour guide. When I 
opened the tour guide, there was a hotel, Lone Oak 
Lodge, with a small advertisement for family suites. 
This was the first hotel I called. After I told the 
clerk about having 10 people in a large suite, she 
said the hotel had just one deluxe suite of that size 
but it was available only for the Thanksgiving night. 
I was relieved but yet wanted to look around for 
other hotels to see what else was available. Then I 
called Monterey’s tourist office that had a service to 
locate suites and the result was that only Lone Oak 
Lodge had one suite large enough to accommodate 
10 people. I was fully convinced the Providential 
guidance and saw how it was prepared just for our 
needs and it came in such a timely manner. 
 

One lapse in our decision for the retreat to 
be in Thanksgiving weekend was that almost all 
stores and restaurants closed on Thanksgiving day, 
even fast food services, and I realized that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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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dozens of calls to restaurants in the 
Monterey area. But God had prepared for us. The 
Cannery Row area is a small section of Monterey 
city and is a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 where a couple 
of up-scaled restaurants opened for business but 
were to expensive for us. But we found what could 
well be the place designated for us: a pizzeria that 
had a menu fitted our pocket. It was a truly 
thanksgiving dinner on Thanksgiving evening.  
 

Further, we also prayed for a good weather 
in late November because we had planned some 
sightseeing excursions as part of the retreat program. 
During the two days of retreat, we clearly saw how 
our prayers affected the weather. On the first day, 
we all prayed hard because the weather in the Bay 
Area was forecast to have drizzles. When we 
arrived in Monterey, it was a clear and beautiful day. 
It was so fair and clear that some of us said that we 
wouldn’t have to pray for the weather the following 
day because it seemed that a sunny weather today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rain tomorrow. And indeed 
we were lax in our praying effort that evening. 
Early in the morning, as we drove to Carmel drops 
of rain fell on our windshield and brought concerns 
on people’s face. The drizzle taught us a lesson on 
consistency of prayer. By God’s grace, the weather 
improved and was clear when we arrived at 
Carmel’s white beach. It would be unthinkable to 
play tiger-hunter-gun game in a muddy beach. 
 

The retreat taught us an unforgettable 
real-life lesson on prayer and God’s amble and 
timely supply. 

 
 
 
從神來的事必有定時和預備 

林季章弟兄 

 

去年九月的團契同工會議中，我們決定在感恩節

的週末在 Monterey Bay 舉行一個兩日一夜的退修

會。我深知這事工一定能討主喜悅，亦深信主既允

許，事情一定能順利成就。因此除了個人的私禱外，

每個禮拜五禱告時候，我們都同心合意的為退修會的

事向 神懇切祈禱。團契委託李俊明弟兄和我透過報

紙和互聯網盡快物色適合的地方。但情況有點不妙，

因我們選擇的地方，在假期的旺季裏，不是老早被人

預定，就是費用太貴。事情難辦的地方是我們的預算

是每人收費$30，另就學學生還有折扣優惠，而幾乎

所有出租的渡假地方，都要求承租的人包租整個長週

末。故此我們轉移焦點到出租的酒店套房。無論如

何，在這個風景城市 Monterey，房間租金肯定昂貴和

套房的面積細小到只夠一個小家庭入住；而我們有十

個人參加。預定的時間逐漸迫近，我感到有些焦急和

盤算更換地點。在那段時間裏，團契不斷為退修會祈

禱，直至十一月份第二個禮拜，我突然想起我應該查

查看加州汽車協會(AAA)的旅行指南。當我把指南打

開，影入眼簾的是一間酒店---Long Oak Lodge 為家庭

套房登出招徠的小廣告。這是我打電話詢問的第一間

酒店，當我告訴那酒店的職員，我們有十個人，需要

一間大的套房，她說他們的酒店只有一間豪華的套房

能夠容納這麼多人，而且只在感恩節晚上有空檔。我

當時放下心頭大石，但仍尋找其他酒店，看看是否還

有更好的。我打電話去 Monterey 遊客辦事處，因他們

有為遊客尋找套房的服務，詢問的結果是只有 Lone 
Oak Lodge 的一間套房可以容納十個人。我完全信服 
神的引導，亦看見 神為我們的需要而按時為我們預

備。 
 
在決定於感恩節週末舉行退修會時疏忽想到所

有商店和食肆甚至快餐店都會在感恩節那天暫停營

業，我曾在 Monterey 地區打過不少電話去餐廳詢問，

結果是他們都關門。但  神為我們預備一切。在

Monterey市最吸引遊客的Cannery Row一段仍有幾間

高級餐廳開門營業，但收費卻不是我們能負擔的。最

後我們找到一處特別為我們預備的意大利薄餅店，餐

牌的價目剛適合我們的消費。這真是我們在感恩節晚

上的感恩大餐。 
 
另外，我們亦需為十一月下旬的天氣祈禱，因為

在我們的計劃中，旅遊觀光亦是此次退修會程序的一

部份。在此次兩日的退修會中，清楚看到我們的禱告

怎樣影響著天氣。第一天，我們懇切祈禱 神賜我們

良好的天氣，因灣區的預測會下毛毛雨。但當我們抵

達 Monterey 時，天氣卻是特別的晴朗和美麗，因為天

氣出奇地好，有部份參加退修會的人認為我們無須為

第二日的天氣擔憂，明天根本沒有可能會下雨，所以

在第一天的晚禱時間，我們沒有為天氣著力禱告。第

二天清早，當我們驅車去 Carmel 的路上，雨點開始

落在車子的擋氣玻璃上，每個人的臉上都掛著為天氣

而焦慮的表情。毛毛雨啟迪我們不住禱告的重要。感

謝 神的恩典，當我們到達 Carmel 的白色沙灘時，天

氣漸漸變為清朗，我們真不敢想像在滿地坭濘的沙灘

上玩老虎-獵人-鎗的遊戲會是怎麼樣的。 
 
這次退修會教導了我們在真實生活上禱告的難

忘功課---神的大能和按時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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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修會後感 
梁雪怡 

 
在去年感恩節，以馬內利團契首次舉行了兩日一

夜退修會。雖然已事隔數月，但神當中的安排和引領

仍是記憶猶新。記得在八月份的團契會議裏，團契退

修會的意念才開始浮現。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便決

定在感恩節舉行「我們」的第一次退修會。因為時間

倉促，感恩節又是假期，我們也曾擔心不能找到合適

的地方。我們唯有把這事放在禱告裏，看看神的旨意

會是怎樣。最後，我們當然找到合適的地方，而且價

錢比我們預算還要低；省下的錢，還可以讓我們大吃

一頓呢！神讓我們知道，若是我們作合衪心意的事

情，祂必定會為我們開路。 
 
這次退修會的主題是信仰實踐。在這兩日一夜

裏，我們不但對信仰有新的啟迪，弟兄姊妹相處十分

融洽，感情也加深了不少。有一樣小節想分享的是；

我們當時住的地方只有一個洗手間，廁所和浴室是連

接的，真的很難想像十個人怎樣能一起共用。我一家

三口，有時也覺得一個洗手間不夠用呢。但很奇怪，

我們很有默契，並沒有為其他人造成什麼不便。大家

都存有一個忍耐的心，互相配合。這短短的兩日一夜

裏，我們不但在屬靈上有所啟發和得著，也有一段遠

離繁囂，享受神所創造的大自然的時候，更有晚上和

數位弟兄姊妹秉足夜談，互相交換小秘密的機會。我

相信不單是我，其他參與了那次退修會的弟兄姊妹也

覺得滿載而歸。看看他們的感想就一清二楚了。 
 
Wayne：二零零三年十一月廿七，廿八兩日，青年團

契退修會去到 Monterey 地方，在退修會裏有聚會(信
息，詩歌，和分享)，主題是信仰實踐，講及到基督徒

對神的認識有幾深，要明白神的旨意，遵守神的誡

命，去傳福音。其他活動有爬山，沿行海邊，和

Monterey boardwalk，見識到不同的創作。在退修會裏

我見到弟兄姊妹一齊彼此幫助，關懷，見到神的愛在

每個人的身上顯出來。感謝主！ 
 
William：在那天晚上大家都奇怪地發現到阿 Wayne
是喜歡穿著全新的牛仔褲睡覺。(補充：其實那天阿

Wayne 弄髒了他的褲，剛巧他之前買了新褲子放在車

裡，所以可以拿來替換。) Sally 只能在大床上才能睡

著(熟睡)。Truman 是團契裡唯一一個每天都吃早餐的

人 (更正：William 弄錯了，只有他才不吃早餐)。在

從海邊的回程路上，大家都倦透了，只能在路邊翹首

以待的等阿 Wayne 和 Truman 跑回去把車開過來。 
 
 
 
 

Serene：當我們走在一段小徑上，途經一處相信沒有

人能可忍受惡臭的岸邊，但我們卻有幾位「勇士」前

往該處拍照和耍樂，而其餘的人則在觀看並百思不得

其解。雖然只是短促的退修會，卻充充足足滿有詩歌

頌讚、分享、訊息、討論、觀光及美食。由於各人均

有愉快時光，我們計劃今年五月再次舉行。 

 

我係  (William 和 Serene 的小女兒)。 

這次旅行我玩得好開心呀！有一班好     哥哥 

姐姐陪我玩。我好鐘意個海灘，有藍色的海水同埋沙

沙玩 。 

 
Vega：感謝神給我們這次可以和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

退修和旅遊的機會。在海邊漫步的時候，面對廣闊的

海面，我們都再一次感受到神創造奇功的偉大。而

且，團契中各成員都相互拉近了關係，相處得更加融

洽。還有這次我們發現在晚上聊天的時候如果嫌太黑

又沒有電筒的話，不妨考慮一下用數碼相機來照明，

是個不錯的建議。(哈哈，這個的確是一個新發現。) 
 
Henry：在兩日一夜的退修會中，的確令我得益不少，

但我最想一提的是晚間小組漫談。我們談及過去、現

況、理想和抱負（當中包括很多私人話題）。談話中

並不隱藏、放膽地分享，使我們之間認識和了解更

深。自此之後，我知道團友之間的友誼又踏前了一大

步。 
 
Agnes：平日團契只有約兩小時，退修會原來不單只

可以有多些內容訊息，亦可以多些詩歌和分享……還

有知道多些弟兄姊妹的生活習慣，有好亦有怪；嗜

好，亦包括癖好；理想，可能是幻想，亦有……嘻嘻！ 
 
Eugenia：這次退修會讓我與主內的弟兄姊妹更見親

密；雖然睡眠不足(退修翌日，我的父母告知我有兩個

大眼袋，哈哈！)，我卻有很多時間與神與團友再次聯

繫。當我們遠足前往 China Cove，我特別感到與神連

繫；小灣的清新、水的清澈碧綠，你怎能不相信全能

造物主的作為！相信我們很多時間都滿有樂趣，亦洞

悉怎樣成為一位「活著並積極」而不是停滯不前的基

督徒。我們活在基督裏，必需要主動追求神及把祂的

慈愛與恩典傳至他人；但我們知道這是知易行難的。

若然要我說出在退修會所學到的一樣功課，就是作為

基督徒得到弟兄姊妹的支持和鼓勵，那麼要成為一位

「活著並積極」的基督徒便顯得容易些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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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ware of Your Speech 
謹慎你的說話 

陳榮熙牧師 

 
聖經箴言第二十五篇第 11 節告訴我們：「一句話

說得合宜，就像金蘋果在銀網子裏。」是何等美好和

得人喜愛。中國人有一句老話：「一言興邦，一言喪

邦。」告訴我們人際間說話的重要性。 我們的祖先

也教導我們要「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說人非」只是

我們已忘得一乾。二淨，人人都會犯說話上的錯誤，

正如詩五 9；羅三 13 所說：「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

墓，他們用舌頭弄詭詐，咀唇裏有虺蛇的毒氣」。雅

各書第三章第 2 節說：「…若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

他就是完全人…」因此，世界上沒有義人(完全人)，
連一個也沒有。(羅三 10) 
 
甲。人在說話上犯錯，不外乎是說長道

短，搬弄是非，心直口快，衝口而出，投

人所好，訶諛奉承等幾種原因： 
 

一、揭人瘡疤，抖人私隱---這是好奇心的驅使，是人

性的通病，狗仔隊，八卦雜誌就因此而生，因這類報

導對他們刊物的銷路大有幫助。英國戴安娜王妃之

死，名人和藝人的被跟蹤和被竊聽的苦況，就是典型

的例子。有時公路上對行線發生車禍，駕車者卻慢下

來想看過究竟，以致形成塞車。 
 

二、鑿大失實，無中生有---編造故事，引人注意，有

些是嘩眾取寵，有些卻是損人而不利己 
「齊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就是這樣的產物。這位

齊人在妻妾面前自詡交遊廣濶，日日飲 
宴無虛席，並有盈餘食物帶回家與妻妾享用，後來被

其妻妾跟蹤，底牌揭穿，原來齊人每天只是到墳場，

取拜祭先人者留下之祭禮飲食而已。醫生助理，專職

護士。豈能稱作醫生。難怪假學歷，假經歷時有發生。 
 

三、中傷他人，抬高自己---以為藉自己判斷人的錯，

突顯自己的對，聖經中的法利賽人和稅吏的禱告，就

是一個明顯的例子。(路十八 9-14) 
 

四、說話之前不經思維---未經大腦，犯上所謂言者無

心，聽者有意的錯誤。孔融小時候聰穎過人，十歲時

到洛陽拜會河南太守李元禮，自認是李的世交。李接

見後卻不認識他，孔融就說他的先人孔仲尼曾問禮於

太守的祖先李耳(老子)，所以他們實是世交，席中各

人都稱讚孔融的聰明， 中大夫陳韙遲到，聽見眾人

這樣讚許這小孩，就隨口說：「小時了了(聰明)，大未

必佳。」孔融隨即接口說：「想君小時定必了了。」

陳韙就是犯了這種毛病，尷尬了好一會。 
 
 

五、不理會聽者感受---崩口人忌崩口碗，有意或無意

間說中了別人的禁忌。禮記檀弓有一篇這樣的記載，

有一年齊國(今山東省一帶)發生饑荒，災情嚴重，死

人無數，有一位善長黔敖在路旁預備了飲食，等候饑

餓的人來進食。不久有一位饑民，餓得搖搖晃晃的前

來，黔敖就滿有同情地說：「真可憐啊！快些來取些

食物吧。」但那饑民抬起頭來說：「我就是不願領人

施捨的食物，直到如今。」黔敖立刻道歉，但硬骨頭

的饑民始終不食以致餓死。 
 

六、熟不拘禮---說話過了頭，以挖苦開玩笑來作幽

默，如以人的特徵或缺點來送人「花名」等，如皮膚

較黑就叫人黑仔，身材不高就稱呼人三吋釘或矮仔，

以致老友變成仇人。 
 

七、埋怨訴苦，滿腹牢騷---常作不平之鳴，好像全世

界的人都虧欠了他，自然會「得罪人多，稱呼人少」 
 

八、口角爭執。互不相讓---在此情景，「相嗌唔好口」

甚麼惡毒難聽的說話，都會紛紛出籠，若不自我控

制，不但關係破裂，反目成仇，越演越烈，還可能導

致悲劇收場。香港發生的一椿家庭慘劇，始因婆媳不

和，而夾於中間的兒子又是丈夫的男子，調停無望，

結果墮樓自盡，留下老母，妻子和兩名幼子，聞者唏

噓。 
 

九、諷言刺語，不留情面---冷嘲熱諷，使人難堪，拿

八拒絕幫助大衛所說的話，就充滿了諷刺的成份(撒上

二十五 2-11)此類人呈口舌之快，妄顧後果。 
 

十、落井下石，乘人之危---見人失意乘機加上幾腳，

幸災樂禍，肆意漫罵，欲使人永不翻身。示每咒罵大

衛就是此種心態(撒下十六 5-8) 
 

十一、僭越本份，多管閒事---各司其事，各從其政，

不應侵犯及干擾別人的職權範圍，有建議性的善意批

評，人人樂於接納，若是撩是闖非，諸多阻撓，則為

別人所不恥。。國際間常見的所謂「干涉別國內政」

豈不是就是此類過失嗎？ 
 

十二、找人埋堆，自示老友---想與強者或得勢的人，

攀龍附鳳，趨炎附勢。處處以言行去討好人，自己不

覺肉麻，但使見者反胃。(詩七十八 36)「指鹿為馬」

故事中趙高的黨羽就是例子。 
 

十三、憎人之憎，愛人之愛---不分是非黑白，偏袒自

己親人或老友。「幫理不幫親」的人世間少有。(太十

二 46-50)民主國家政黨之爭，黨員的愚昧忠誠，不論

對錯照單全收，欠缺分析頭腦。 
 

十四、取巧離間，用以邀功---以是非作人情，博人好

感。盡顯小人的本色。如掃羅兒子米非波設的僕人洗

巴說主人的壞話，博取好處，令大衛將凡屬米非波設

的都賜給他(撒下十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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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知少少做代表---自以為是，給人笑柄。瞎子摸

象，以偏蓋全，自以為聰明，反成了愚拙，勿以沙粉

當芝士粉。形似而質不是(因礶裝外型有相似之處)。 
 
乙。基督徒說話要注意的地方 
 

一、勿忘身份---信徒是：1。神的後裔(羅八 17；約一

12)； 2。基督徒，活著就是基督(羅十五 5)；3。披戴

基督(加三 27)； 4。基督的馨香之氣(林後二 15)； 5。
基督的薦信(林後三 1-2)； 6。基督的執事， 神奧秘

事的管家(林前四 1)。 
 

二、發揮功能---信徒是世上的光和鹽，是本質而非做

作，我們不是做世上的光和鹽，而是我們重生後應有

的自然表現。耶穌是公義的日頭(瑪四 2)只有祂發的

光才是真光(約一 9)，信徒如月，如星星。以言行反

照(見證)主的光。信徒是鹽，鹽的功用有四： 1。調

味； 2。防腐； 3。醫療；4。潔淨，都是人心所必

需的。主耶穌在登山寶訓的八福中說：「使人和睦的

人有福了，他們必稱為 神的兒子。」(太五 9)因此，

每一位信徒都負有使人與 神和睦與使人與人和睦的

十字架精神和使命。 
 

三、遵行主訓---「是」就說「是」，「不是」就說「不

是」，若再多說，就是出於那惡者。這是主耶穌教導

我們的。(太五 37)所以信徒務要求 神幫助和加力使

我們能盡量減少和避免上述所論的十五點人在說話

上常犯的過錯 
 

四、勿論斷人---勿憑直覺去推測，勿以偏蓋全，更不

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約七 24)中
國讀書人尊崇的孔夫子，他就曾犯了按外貌斷定人的

錯，子羽生得醜，孔夫子就認為他沒有出息，不肯好

好教導他，子羽無奈，只好自動退學，但回家後發奮

努力，刻苦求學，後來成了有名的學者，很多青年都

投在他的門下。而另一個孔門弟子宰予，生得眉清目

秀，儀表堂堂，又能言善道，孔子一見就喜歡他，以

為他一定很有才華，便很用心教導他，但宰予既不專

心又復懶惰，氣得孔子稱之為朽木。因此孔夫子自悔

說：「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羽。」

信徒要作個行為正直(品格)，作事公義(作風)，心裏說

實話的人(存心)，不以舌頭讒謗人(慎言)，不惡待朋友

(友善)，也不隨夥毀謗鄰里(公正)的人(詩十五 2-3)。 
 

五、莫涉是非---若有人對你說別人的不是，切勿參與

(利十九 16；腓一 10)，應建議一起祈禱，讓 神來作

判決。更以 神的話語來勸導對方，要有寬恕的心，

因世間並無完全的人。 
 

六、替對方著想---對事物的看法，常因所處地位，職

份有所不同。山崗上長著一棵古松，畫家經過看見就

讚嘆說：「這麼美麗好看的松樹，我要把它畫進我的

作品中。」不久，樵夫經過，就高興地說：「姑果把

這松樹砍了，伐成柴，挑到市場販賣，肯定賺得不少

錢。」最後有一位取山草藥的人經過，就快樂地說：

「感謝老天爺為我預備了這枝葉茂盛的大松樹，好叫

疲乏的人在樹蔭下，歇歇腳，乘乘涼。」這比喻就是

很好的例子，所以應有「易地而處」的想法，「如果

我是他，又會怎麼樣？」從他的責任，職權做出發點，

作客觀性的觀察。如大衛饒恕掃羅(撒上二十四 1-11) 
 

七、只要祝福，不可咒詛---基督徒既是福音的使者，

對人該說些建設性和鼓勵性的說話，不可對人說破壞

性和使人喪氣的話語。(羅十二 14)俗語咒罵人的話，

一句也不可說出口，方合聖徒的體統。 
 
丙。信徒如何面對流言 
 

一、自我檢討---反省自己是否有不對或虧欠人的地

方，若有，則必須先在 神面前求赦(約壹一 9)，再與

傳道人一起向對方致以誠摯的道歉，請求寬恕。若屬

不盡不實，則採下列方法處理： 
 

二、為該事禱告---是控制受剌激而穩定情緒的最佳方

法，而且不會介入是非，讓 神替你處理判決。(撒上

二十四 12，15)羅馬書十二章 19 節教導我們：「不可

自己伸冤，寧可讓步，聽從主怒，因經上記著：『主

說，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三、一笑置之---很多事越解釋越一團糟，所謂越描越

黑，最好是採用「謠言止於智者」的方法，淡然處之。

「曾參殺人」的故事中，有人告訴曾參的母親，她兒

子殺了人，曾母最初並不相信，因兒子是孔子的學

生，品學兼優，豈會做這種事，跟著有第二個人來告

訴她同樣的事，曾母無動於衷，仍不相信，但當第三

個人來告訴她同一件事時，她就害怕逃走了。後來弄

清楚，殺人的只是同姓同名的人，案件與她的兒子無

關。曾母就是犯了這個毛病。 
 

四、勸諫與制止---基督徒對人對事應有原則性，這原

則就是出自聖經的真理。(西三 17)最好找傳道人一起

以聖經的真理和教訓來勸導造謠生事者，切忌單刀直

入的指責，以引起造謠者的反感和抗拒，應採溫柔和

平的語調，引用聖經章節，使雙方坦誠對話，互相認

罪，盡釋前嫌，和好如初。 
 
總之，「心中永存主訓，話裏長流恩膏」就是基

督徒說話時應有的正確態度。求 神幫助我們，切勿

掉進舌頭的罪惡世界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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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只要信 
梁 傑 口述 

文燕珊 執筆 

 
我是中山人，於一九九四年信主，家中只有我一

人是基督徒。一九九七年三月至六月期間，神不單讓

我經歷祂，亦藉此使我媽媽（李艷純女士）歸信主。

感謝神！ 
在一九九七年媽媽年滿五十一歲，剛開始她的退

休生活幾個月，萬料不到應享受兒女成人後的無憂生

活，竟變為與死神博鬥的生死戰。媽媽在那年的某一

天，突因全身骨痛，經自以中藥及求醫打針後仍未有

幫助之時，後到中山醫院求醫；進醫院的第一天，在

病房門前剛碰上幾位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恰巧到醫

院探望其他會友；我遂邀請他們亦探望我的媽媽。並

請他們為我的媽媽祈禱。當我與媽媽按手禱告的一

刻，一道難以言喻的暖流，彷似從我身上流到媽媽

處，亦從媽媽那方流進我的體內。第二天，當我再往

醫院探望她時，她以為我們昨夜留在醫院至很晚，因

她聽到很多人昨夜在唱詩歌，唱著「哈利路亞」達半

小時。媽媽從不喜歡聽歌，但她說那夜的歌聲卻美妙

得很，令她十分舒服。在我向隔鄰的病人查問下，得

悉昨夜並無音樂，亦沒人在歌唱。哈利路亞！讚美

主！祂的靈已付予在媽媽的心裡。 
原以為媽媽的病況可以好轉康復，但經詳細的骨

髓檢查後，才證實她患上白血病(亦即血癌)。當時我

感到晴天霹靂，認為血癌是不可治癒的；媽媽將不久

於人世了。我只好致電予教會各弟兄姊妹、牧師、傳

道人等為媽媽迫切代禱。因她需接受專業治療，我們

便把她轉送到廣州南方醫院，從血癌專家診斷下，證

實她患的是「急淋巴白血病」，如用化學治療方法，

一星期需花費四萬多元人民幣(約五千多元美金)；為

方便照顧她，我們把她送到中山博愛醫院，讓她接受

化療；由於媽媽接受化療時未能把針藥自行排出體

外，以致她因腎衰竭而頻臨於生死邊緣。她身體開始

腫脹起來，而全身的皮膚下已呈現血斑。當面對別無

他法時，爸爸已與我商量葬禮的儀式，我要求牧師到

院為媽媽洗禮歸主。當媽媽在半昏迷裡，仍肯定地回

答她願意接受主耶穌基督時，我那份無比的歡喜快

樂，並非筆墨所能形容。 
及後她被再轉送到中山人民醫院，但因醫院認為

無法救治她，故拒絕接收她。在我去到一個教會姊妹

的家裏，那年長的姊妹是一位愛主的信徒，她全家人

與我一起為媽媽禱告；禱告後各人均感到平安和喜

樂，他們有信心地感到媽媽能得生命的，但我卻認為

他們只是在安慰我。我認為媽媽明天就將離世，故此

我徹夜讀經禱告，祈求神能讓我媽媽多活三個月。第

二天，爸爸告知因醫生認為她沒有生存的機會，故決

定不為她治療。我見到她的牙齒、舌、指甲均呈現黑

色，她的手亦已僵硬，全身血點，身體開始腐爛。我

只求醫生給媽媽一個小房間以便她安然離去。但因醫

院沒有空置房間，故我哀求一對夫婦，感謝神感動他

們讓出小房間。在親戚朋友到來與媽媽道別之際，驀

然心裏聽到神對我說「不要怕，只要信」，祂的這一

句話，整天繫在我的心頭裡；我亦由悲傷之情轉為感

到十分冷靜。 
憑著神予我的信心，我致電懇求中山博愛醫院，

經院長同意下讓媽媽轉回該院。在轉送的途中，我與

弟兄姊妹在救護車內圍著媽媽高唱讚美詩，到達急症

室後，她的心律跳動極不正常，醫生只能為她打維持

生命的針藥；雖然醫生認為媽媽已沒有生存希望，但

弟兄姊妹決定每三至四人一小組，二十四小時輪流在

病房外的小花園恆切禱告，深信藉著神的大能可救活

她；醫生雖不是基督徙，卻亦認同只有憑著神的能力

來醫治她。感謝主！當我聽到弟兄姊妹用方言來禱

告，雖然聽不懂，但覺很動聽。與此同時，媽媽漸漸

變得平靜，她的尿袋內亦有尿液滴下，那顯然是腎臟

回復一定的功能。媽媽不單沒有離世，她的身體狀況

反卻慢慢復原；她腐爛的皮肉逐漸退去，指甲重生。

很多人都可以作這見證，因著不住的禱告，媽媽猶如

死去但卻活來。 
感謝神！由媽媽第一次進院至她自行踏出醫

院，只是三個月的時間；共六個月後她已完全康復。

整個醫治過程，感謝神源源不斷的供應，我們需共花

了約十萬美元的醫藥費，但神卻在我的經濟上增添有

餘；再者，過去我祈求多給予她三個月的生命，如今

神的恩典比我所想所求的更多。我與媽媽回顧她在生

死掙扎期間的感受，她訴說看到很多可怕的情景和見

到已死去的親人。感謝神！祂讓媽媽在頻臨死亡邊緣

時，能認識主，並接受主基督為她生命的救主。在媽

媽出院後的一次化療時，她的心臟突然停止跳動，雖

得醫生搶救，但他們卻認為媽媽只能多活一至兩天的

壽命；可是，神的恩典確是無窮無盡，媽媽又再一次

得回寶貴的生命。感謝主！媽媽向我訴說她心臟停頓

的十分鐘裡，是感到很安然舒泰，若能如此飄然離

世，她也為願意。神讓她體會到活在基督裡的生命，

是何等的平安與喜樂。媽媽病癒後至今，轉眼間已七

年了；她現在還照顧孫兒，與爸爸一起打理自己的農

場，健健康康快樂地生活，她從康復至今仍持守參與

教會聚會。神亦讓我體會到只要對祂有無比的信心，

緊靠著祂，不住的禱告，神的恩典必傾福與我們，甚

至無處可容………………哈利路亞！讚美主！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 

只要信，就必得著。」 
（馬太福音 21 章 2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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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Winnie Chiang 

 
Dear Pastors and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Since I was young, I’ve been exposed to 
Buddhism more than Christianity.  My parents and 
almost all of my close relatives are Buddhists.  
Back then, I would occasionally go with my family 
to a Buddhist temple to worship the gods there to 
please my mother.  Even so, I was not a religious 
person. 

 
One night from a few years ago, Uncle 

Shadrach read the first few chapters of Genesis to 
me.  Afterwards, Auntie gave me a Bible as a 
gesture to continue on reading.  In the beginning, I 
was eager to read the stories in the Bible.  But as 
time went by, I found it harder and harder to be 
interested in it because I like to finish reading a 
book fast.  It was hard for me to understand more 
than two chapters per day.  Eventually, I gave up 
on reading the Bible. 

 
About two years ago, I suddenly had an 

interest in reading the Bible again.  I felt it was 
because my Mom’s illness had gotten worser.  I 
also began to pray every night for God to help my 
family overcome this obstacle.  As I read the Bible 
more, I came to believe in God more.  I didn’t 
believe in Jesus then because I haven’t read up to 
the New Testament yet.  Despite my prayers, my 
Mom’s condition kept getting worser. 

 
Then one day I told my Auntie that I have a 

very hard time coping with this stress.  She 
advised me to try coming to Church, so I did.  I am 
very thankful for God in bringing me here to this 
Church because the atmosphere in here is complete 
differen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 feel very 
peaceful in here, being away from all the 
temptations of committing sins.  By bringing me to 
Church, I think God was also trying to tell me that 
there are certain problems that I cannot face by just 
praying on my own; that I need assistance from 
other fellow believers.  With the help of my Auntie, 
Uncle, and brother’s prayers, my Mom’s condition 
became better.  Even though she hasn’t completely 
healed yet, I always prayed for God to give strength 
and patience to my siblings and myself as He 

proceeds on with the best plan that he has for my 
family.  It was through my Mom’s illness, that I 
came to know God and Christ. 

 
I came to believe in Christ on the night of 

the Christmas Concert.  After I learned how much 
Jesus sacrificed for me,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have 
a God, who would love me so much that he would 
send his one and only son to die for my sins, so that 
I can have eternal life and my spirit will not perish 
forever. 

 
After I believed in Christ, I began to take more 

notice of my actions toward others, particularly to 
non-believers, like my co-workers because they 
know that I am a Christian now.  I don’t want to 
give them a bad impression of Christianity.  I 
always try to do what is right in the eyes of God; to 
obey his commands. Sometimes, I wonder what 
makes me so special for God to choose me among 
many unbelievers to become a Christian.  In any 
case, I pray for assistance from God to successfully 
carry out my mission to evangelize and other 
purposes that he wants me to serve. I don’t want to 
let God down in all the hopes and discipline that he 
has for me. I don’t want Christ to sacrifice for me in 
vain. 

 
 

 
 
 

How Many Do You Know 
From the Bible？ 

聖經中的第一你知多少？ (三) 
 

1. 以色列人第一位陣亡的君王是誰？ 
2. 以色列人第一位被謀殺的君王是誰？ 
3. 以色列人第一位犯姦淫之罪的君王是誰？ 
4. 第一位犯亂倫之罪的人是誰？ 
5. 第一位說謊話的是誰？ 
6. 誰是第一位被人謀殺的人？ 
7. 第一個與以色列人爭戰的民族是誰？ 
8. 聖經中記載第一位作妓女的人是誰？ 
9. 第一位被施行割禮的人是誰？ 
10. 第一位女先知是誰？ 

(答案下期刊出) 
 

上期答案：1、司提反 2、亞伯 3、抹大拉的馬利亞 
4、埃提阿伯的太監 5、以諾 6、天使天軍 7、何細亞 
8、瑪土撒拉 9、該隱 10、掃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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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oyful Church 
歡樂的教會 (二) 

黃志堅牧師 

 

(四)福音分享是基督徒首要任務 
 
因為基督愛激勵我們，衪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

人，不再爲自己活，乃爲替他們死而復活的主活 。(林
後 5：14，15)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爲我們

死，神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了。(羅 5：8)我若甘心

作這事，就有賞賜，若不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了。

(林前 9：17)神既然驗中了我們，把福音託付我們，

我們就照樣講，不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討那察驗我們

心的神喜歡 。(帖前 2：4)因此。我拿甚麼報答耶和

華向我所賜的一切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

和華的名 。(詩 116：12，13)  
一、福音分享聚會的籌備 。 

同心合意恆切禱告。印刷和派發邀請單張。訓練

陪談員和學習跟進栽培工作 。 
二、撤種工作：福音分享藉着友情關懷和祈禱，漸漸

帶領家人親友認識救主耶穌。 
Ａ、福音分享野餐 

氣氛輕鬆，彼此認識，易於個別分享救主耶

穌和祂的話對我們的切實關係。 
Ｂ、餐館聚餐福音分享。(在教會舉辦聚餐福音分

享，如設備可行，亦好。) 
基督徒訂位邀請家人親友 
程序：音樂節目，見證分享，一位或兩位簡

要感人見證。 
短講：教牧同工或客席講員，可有呼召決志

祈禱和陪談。(如果場地方便) 
Ｃ、教會福音分享聚會 

程序：音樂節目，見證分享，一位或兩位簡

要動人見證，或短劇見證。 
短講：教牧同工或客席講員；呼召；陪談 。 

Ｄ、福音生活營 
目的：舉行兩三天的福音生活營，在共同生

活中帶領家人親友認識活在福音真

理的樂趣。 
節目：康樂活動，健康運動，福音查經，福

音證道，讚美敬拜，祈禱(將各人的代

禱帶到主面前) 
個別會談回應分享等等 。 

三、栽種工作 ： 
Ａ、探訪聯絡栽培。 

目的：是愛心的行動，關心愛護新來賓堅固

信心。 
提議：兩三個人組成探訪聯絡小組。時間酌

量，提議每一兩個禮拜探訪一次，每

次探訪兩三戶新來賓基督徒的家

人。每戶停留短短約 10 至 15 分鐘左

右，問候，爲他們代禱事項作簡短禱

告祝福。若不方便探訪某些家庭，出

外約見亦可。 
Ｂ、逐漸帶領慕道者到教會受栽培，參加福音查

經，主日祟拜，讚美敬拜，祈禱會等聚會，

使他們感受到教會是充滿在主裏喜樂的屬

靈家庭。在真理生命信心造就他們長進，熱

心愛神愛人，帶領他們的 
        家人親友信主。教會興旺，榮耀真神！ 
        讓信主的人不住的禱告： 

[ 耶和華阿， 求祢使我們被擄的人歸回，好

像南地的水復流。流淚撤種的，必歡呼收

割，那帶種流淚出去的，必要歡歡喜喜的

帶禾捆回來。]詩篇 126：4-6 
 
(五)當納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瑪拉基書 3：8-10) 
 

[人豈可奪取上帝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

物。你們卻說，我們在何事上奪取祢的供物呢？就是

你們在當納的十分一和當獻的供物上。因你們通國的

人奪取我的供物，咒詛就臨到你們身上。萬軍之耶和

華說，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

家有糧，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

福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若犯了此罪得罪上帝的話。[這稱為我名下的子

民，若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離他們的惡行。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歷
下 7：1)  

當納十分之一和當奉獻送入上帝的倉庫就是永

生上帝的教會，使我家有糧。救主耶穌降生，謙卑的

博士獻上寶物給主耶穌新生王。那位窮寡婦在殿裏全

心獻她所有的兩個小錢給上帝。 
主耶穌就：[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撤，上帝的物當歸

給上帝。] (太 22：21)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祂本來富足，

卻為你們成了貧窮，叫你們因祂的貧窮，可以成為富

足。] ( 林後 8：9) 
主耶穌說：[看哪！我必快來，賞罰在我，要照各

人所行的報應他。] (啟 22：12) 
 
(六)作執事要做忠心的好管家，得主耶穌教會元

首的喜悅。 
 

資格：領受從上頭來的能力。(路 24：49)有好名

聲，被聖靈充滿，智慧充足，大有信心。(徙 6：3, 5) 
目的：凡我所作的，都是為福音的緣故，為要與

人同得這福音的好處。(林前 9：23)教牧同工與執事

長老要彼此配搭。(徒 6：2-5)教會行政財政事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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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執長專人料理。教牧同工能安心用更多精神時間

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領受從神來按時分糧生命之

道，常被聖靈充滿，講道和教導都有聖靈能力膏抺，

讓真理的聖靈感動聽道者的心。達到照顧餵養牧養生

命之目的是會眾最需要的。教牧同工總要忠於主交付

的，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甘願：聽從牧師傳道所講的真道，造就自己靈命

長進。帶領會眾在恩主愛裏有喜樂的氣氛。照顧治理

自己的家，作自己家庭和會眾的好榜樣，凡事上行

道，有帶頭作用。同心合意恆切禱告和關懷教會得救

人數增添和每個信徒靈性的長進。 
善於管理：忠於理財，開源節流，開發資源，節

儉不浪費支出。 
保養和運用設備：教導會眾愛護和享用公物，保

持禮拜堂內外環境整潔安寧。開放禮拜堂供主日和平

日有益身心靈的享用。並準備教會發展的計劃。要學

效主耶穌提出的那兩位又良善又忠心的僕人。(太
25：14-23)主人出外之前，交給一位五千銀子。當主

人回來時，他已另外賺了五千銀子。主人同樣交給另

一位二千銀子。當主人回來時，他亦已另外賺了二千

銀子。不要效法那位給一千銀子的。他把這一千銀子

埋藏在地裏。主人回來時，把這一千銀子原裝不動的

交回主人。主人就責備他是又惡又懶的僕人。(25：
24-30)[凡盡忠職守的執事，不僅可以受到別人的尊

重，而且自己對基督的信心也必會大有進步。](提前

3：13) 當代福音譯本。 
 

(七) 順從牧師傳道，執事長老，主日學教師，團

契導師所有教會領袖。 
 

為着造就我們靈命長進，順從牧師和其他教會領

袖所講的真道和行道生活的榜樣。[要服從在靈性上領

導你們的人，因為他們為你們的靈魂時刻警醒，他們

怎樣看顧你們，將來是要向上帝交賬的，所以你們要

盡自己的本分，使他們在交賬的時候可以快樂，不至

憂愁，否則就對你們沒有益處了。] (來 13：17)當代

福音譯本。 [弟兄姊妹們，我還勸你們，那些在你們

當中辛勤傳道，又在主裏督導和善誘你們的人，你們

要敬重他們，為了他們的工作，更要特別用愛心尊崇

他們，至於你們自己，彼此之間更要和睦相處] (帖前

5：12，13)當代福音譯本。樂意回應上帝對你講的話： 
[只要你們行事為人與基督的福音相稱-----你們同有

一個心志，站立得穩，為所信的福音齊心努力。] ( 腓
1：27)  

 
你們邀請人到你們熱心愛神歡樂的教會聚會，他

們就會感受喜樂的福音回家，以後他們都會喜歡再來

漸漸認識救主耶穌的救恩，他們會有這樣好的回應。

[人對我說，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  ( 詩
篇 122：1)神得榮耀！ 

給三藩市市長紐森進一言 
蘇隸初 

 

紐森是歷任三藩市市長中最年輕的一位，我相信
他有過人之處，猜不到他的膽識驚人，他的膽子比豹
子的膽更人。他上任未足夠一個月，便居然宣佈同性
戀者可以成婚，並恐防受到州政府及社會人士的反對
而迅速為同性戀者辦理結婚手續。他心想只要米已成
炊，造成既定的事實，其他一切人士反對也無效。可
見紐森市長是一個只求目的而不擇手段之人。紐森如
此驚人的舉動，不單震撼了三藩市，也搖動了整個加
州，甚至美國的憲法制度。紐森市長的言行，令到全
世界人都帶著有懷疑的眼光去看美國的道德標準和
憲法制度的健全性。 

以下是我們對紐森所宣佈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幾
點意見： 
(一) 違反自然律 

男女結合是大自然規律，是合乎大自然的，何以
見解？ 因只有男女異性結合才可生兒育女，繁殖下
一代，同性結合 (指人類) 不能繁殖下一代，這就使
人須知道只有男女異性結合才合乎自然規律，違背者
便是違背了自然律。 
(二) 拆毀了人類多千年文化。 

文化是人類生活的積累，這些生活的點滴，經過
不斷的考驗而一代一代地流傳下去。男女結合的婚姻
制度，是經過幾千年之考驗而積存下來的文化，我說
人類文化是指這 “文化”。不單某一國家或部落的，而
是全世界人類共同擁存的。可惜紐森市長上任便想扭
轉人類幾千年文化，這次 “扭深”實在扭得太深了！ 
(三) 社會制度的瓦解 

人類生活的幸福，能夠安居樂業，是因為有一個
健全的社會制度。三藩市之所以吸引如此多新移民，
乃因他們都相信三藩市有好的社會制度。男女結合是
一個健全社會制度的基礎，現在這基礎被拆毀，整個
社會制度便搖搖欲墜，社會制度一崩潰，人類幸福便
宣告幻滅。紐森市長可曾想到？！ 
(四) 市長藐視州法和國法。 

市長乃是一市之長，他必定清楚作為一個市長必
須要知法和守法，何況市長呢？ 但紐森市長居然宣
佈同性婚姻合法化，並且急不及待地為同性戀人辦理
結婚手續，他可曾考慮過這是違法？ 

a. 違反三藩市法律，因工藩市尚未通過同性婚姻
制度 

b. 違反加州法律，因加州法律，因加州法律反對
同性婚姻制度。 

c. 違反美國法律，因美國法律不支持同性婚姻，
連總統也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結論： 
若紐森市長准許同性婚姻為合法化，那麼，他就

以自己的標準作為市，州和全國的法律，或以自己的
看法凌駕於全國法律制度和自然規律的重要性，他一
意孤行，甚至挑戰州長和總統。紐森市長是一個只知
有自己而不理會別人的人，由他來領導三藩市市長，
為了加州和美國司法制度的尊嚴，我們建議紐森市長
公開道歉並辭職以平息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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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裏的自由 
(加 5:1-15) 

蕭智新牧師 
 

今天，現代人的一個很特殊的口號---自由。人人
鼓吹自由，凡事講求自由。事事都以自由為準則。所
謂“無自由毋寧死。”可見自由是多麼可貴。可是，基
督徒在主耶穌裏面是否享有真正的自由呢？基督徒
如何應用這“自由”呢？信徒能否在基督裏的“自由”任
意而行呢？ 

使徒保羅面對著律法主義不斷蠶食加拉太教
會，他曾多次引用在舊約各方面的例證，辯明律法與
恩典之別。基督已經在十字架上為世人完成救贖的大
功，世人因信祂的名而得救。如今，信徒得蒙拯救是
藉著 神的恩典，非憑著行律法而稱義。若信徒再次
以守律法而行割禮，就與基督的救恩無益。 
     
1. 自由的定義及得著的方法 

“基督釋放了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 (1:1a)。世
人如何得以自由呢？保羅曾在他的書信中，論及到自
由的定義及得著的方法。 

a. 藉著基督的救贖: 自始祖亞當犯罪後，世人都
被罪所綑綁，律法所控告，成為罪的奴僕。人類想盡
各樣的方法，期望可以掙脫這些綑鎖，重獲“自由”。
畢竟，人類沒有辦法得著。可是，基督既在十字架為
世人的罪受死，完成了神的救恩，為要使人脫離罪
惡，得著自由，全賴祂救贖的大功。 

b. 在主裏: 首先，人若要得著自由，必須要在 神
裏面。(加 3:10-14; 5:1，13)。在 神裏面，人可以脫離
律法的咒詛，脫離了罪和死的律(羅 6:18，20，22; 8:2)， 
使信徒得以成為 神的兒女 (加 4:21-23)。 

c. 藉著 神的靈: 律法對罪人所宣佈的刑罰與死
亡，是世人不能以自己的功德，修行，可以脫離，唯
獨是歸回到基督裏面才能得蒙解脫，並藉著從祂那裏
得到自由的生命 (羅 8:2)。 

d. 要放棄(律法的)規條，接受主恩:保羅曾比喻律
法是一位訓蒙的師傅，引導我們到基督裏面。如今，
基督將律法以下的人贖出來，叫信祂名的人得著兒子
的名份。因此，信徒若再次堅守律法為稱義，得救的
憑據，是與主的恩惠背道而馳，不能成為 神的兒女，
享受兒子真正的自由。 
保羅在 1:1b，論及到信徒對基督恩典的責任。基督

為世人所付出極大的犧牲，賜予浩瀚的恩惠，彰顯莫
大的愛，信徒應該有甚麼責任呢？首先，信徒用 “站
立得穩”。信徒要在真道上站立得穩，首要的條件是
自己清楚，明白基督的救恩，才能堅定持守真道，不
會隨從別的福音，被各樣的異端邪說所動搖。 
 
2. 割禮與基督的恩典: 

保羅再次以律法的割禮與基督的恩典作一個比
較，以至信徒更加明白到在基督真正的自由。受割禮
的無效。首先，割禮所指的整個的律法。信徒不是因
單守割禮，便與基督無益，反而守著其他的律法，就
能獲到益處。其實，一切猶太的信徒都受過割禮，可

是他們因信基督，而成為 神的兒女。保羅他自己已
受過割禮 (腓3:5)，他也為提摩太行割禮 (徒16:3)。 保
羅在此的意思是若加拉太的信徒以守割禮為得救的
條件(徒15:1)，就是基督之救恩再加上 “行為---割禮”
為得救的憑據。這樣基督在十字架所流出的寶血，救
贖的大功，就與他們無益。 

“我指著凡受割禮的人確實說，他是欠著行律法
的債” (v. 4)。假師傅以守割禮為稱義的憑據。其實，
這樣的說法是沒有完全守律法。若人要靠守律法而稱
義，他必須要遵守全部的律法才能稱義。 “因為凡遵
守律法的，只要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了眾條” (雅 
2: 10)。 

故此，保羅警告以守割禮為義的人是與基督的救
恩所隔絕，從恩典中墮落。靠律法稱義的人不能領受 
神的恩典，不是 神沒有賜予，乃是因為他們不能單
以基督的救贖為憑藉，卻以律法的規條根據。因此，
守律法主義的人不能領受基督之救恩，更是從這恩典
中墮落。 

基督的恩典: 加拉太的信徒受了假師傅的影響，
以守律法為稱義的憑據，他們卻忘記一個重要的因素
---信心 (v. 5-6)。因為人得蒙稱義與否，不是靠行律
法，而是藉著 神的恩惠及人的信心，才能得著。故
此，保羅再次提醒加拉太的信徒要謹防守割禮主義者
的攪擾，以免受了迷惑，中了其毒害，敗壞自己的信
心 (v 7-12)。 
 
3. 信徒回應基督的自由 

a. 不可將自由成為放縱情慾的藉口。 
羅蘭夫人曾說: “自由，自由，多少罪惡借汝名而行” 

這句話正是今天很多人的寫照，也因著它---自由，敗
壞了不少信徒。有人以為在基督裏既蒙了主所賜的恩
惠，脫離罪惡的綑鎖，重享自由，就可以任意妄為。 
事實上，信徒是一群蒙召的人，是有得救的經歷，是
蒙 神從世界中召出來的人(彼前2:9)。神呼召世人的
目的，是要叫人解脫律法，罪惡的綑綁，使人重享自
由。而世人因回應 神的呼召，接受祂的恩惠，必得
著自由。換言之，自由是信徒從 神的恩典中得著的 
“好處”。如今，神所賜予的自由不是讓信徒有更好的
藉口去放縱情慾，乃是要信徒順從聖靈而行。信徒在
信主以前是活在律法的規條，罪惡的綑綁中，但如今
卻靠主得著釋放出來；從罪惡範圍的生活中，進入到
另一個聖潔的生活內，就是 神聖善的範圍中。 

b. 用愛心互相服事: 信徒如何應用這 “自由”？ 
這自由不是以放縱情慾去行，乃是用愛心為準則。主
耶穌曾教導人: “無論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律法和先知的道
理”(太7:12)。律法的規條為要保障人的利益，而愛心
卻不但不侵犯他人的利益，反而帶給別人更多的益
處。因為，愛人如己是律法和先知一切的總綱 (太
22:37-40)。 

c. 保羅的警告: 保羅提醒加拉太的信徒，不單要
防止律法主義者的攻擊，更要在主裏，藉著基督賜予
的自由，彼此切實相愛。不然，若弟兄姊妹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滅亡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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