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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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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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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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弟兄姊妹參加以上各項聚會，並帶

親朋好友赴會！ 
 

※ 本會備有托兒服務 ※ 

2005 年教會主題：效法基督 

 
怎樣作才是「敬虔」? 

陳榮熙牧師 

 

「敬虔」按中文意義就是「敬畏」和「虔誠」。

是基督徒信德的綱領，真道的樞紐。信徒對 神

永遠懷著敬畏和虔誠的心，而遵行祂的命令，不

受外在環境的任何因素影響到對 神的忠誠。是

信徒品德行為的根源，如果人對 神不存有敬虔

的心，則無法顯出其真正的信仰，一切徒具外表

的禮儀和虛偽的做作。 神透過先知以賽亞責備

那些非真實的信徒說，“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

嘴唇尊敬我，心卻遠離我。＂(賽 29:13)。使徒保

羅也提醒提摩太對於那些不信不義，偽善行惡的

人是徒有敬虔的外貌，卻背了敬虔的實意。(提後

3:5)。 
 
信徒要凡事以 神為念，生命中將 神放在

第一位；生活中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凡事都

照 神的旨意行，這樣才稱得上是敬虔，能蒙 神

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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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還不明白麼﹖ 
方未艾牧師講道、羅果琰摘錄 

 

今天學習的經文是馬可福音8:14-21。這段經文很

平常，沒有突出的事例，也不是很具教義性的經文。

僅記載了耶穌從這地到那地途中的講話，但是越讀就

越明白，實能感到 神的話沒有一句不帶着能力的。 
在經文裡，耶穌問門徒的問題，他們幾乎答非所

問。耶穌知道門徒不明，非常着急。因為耶穌馬上就

要往耶路撒冷向十字架的路上行，但門徒還是糊裡糊

塗。這十字架的託負，十字架的道路，叫門徒怎樣去

行呢﹖耶穌要門徒明白，用了七個問題來啟發他們。 
在17節中，耶穌用三個問題讓門徒看到自己。 

1. 為甚麼無餅就議論﹖因為他們擔心的不是無耶穌，

僅是無餅就害怕。不久前耶穌才剛剛喂飽五千人，四

千人，但他們馬上就忘記了。可見門徒無信心，耶穌

叫他們省察。 
2. 為甚麼你們還不省悟，還不明白，心裡想什麼呢﹖

他們只想到肉身的需要，現今的需要和今生的需要。 
3. 你們的心還是愚頑。門徒尚且是如此，其他人怎麼

辦呢﹖其實，心裡愚頑沒有 神的人是很可憐的。如

前幾年，灣區有一位傑出的青年，二十三歲便從柏克

萊加大電腦專業畢業，之後擁有多家公司，事業蒸蒸

日上。但在他二十七歲那年，當矽谷經濟下滑，他經

不起失敗的考驗，覺得無依靠無盼望，結果一槍自盡。

這就是新的愚頑，因為心裡沒有 神。 
耶穌用這三個問題讓門徒看自己，看信心，反省

自己是否只顧今生肉身的事，反省自己心裡是否對準

耶穌。 
在18節至20節中，耶穌再提出了四個問題，叫門

徒仰望主耶穌。 
1. 耶穌說，你們眼睛看不見嗎﹖之前耶穌是怎樣醫治

病人行 神蹟的，你們為甚麼看不到呢﹖ 
2. 你們為甚麼耳朵聽不見呢﹖門徒很有福，他們聽了

耶穌所講的一切道理，但還是糊裡糊塗。 
3. 餵飽了五千人之後還裝滿了多少籃呢﹖回答說﹕十

二籃。 
4. 我擘開那七個餅後分給四千人，零碎剩多少呢﹖他

們說﹕七籃。這籃子很大的，人都可以站上去。 
後面四個問題，主耶穌叫門徒看清主怎樣憐憫人

靈裡的需要，又怎樣憐憫人肉身的需要。 
在21節中，儘管主叫他們省察，結果還是不明白。

耶穌很心急，自己馬上要上十字架了，還要將教會託

付給他們，尤其是彼得。先前彼得回答說耶穌是基督，

非常正確，但此時的他也不明白。 
耶穌要門徒明白，他們需要有一個屬靈的裝備。

屬地的貧乏，只要連接到屬天的權柄，就有力量，就

能得到供應。如接連不上，與 神無關係，就會像自

殺的那個年輕人一樣，毫無盼望。主耶穌要門徒知道

他，認識他，跟隨他。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認識 主呢﹖就要讀聖經，透過

聖經明白 神的旨意，順服 神，順服聖靈，讓聖靈

帶領管理。  

在以上的七個問題裡面耶穌不但糾正門徒的愚

頑，還教訓引導他們。耶穌一再提醒門徒為甚麼要掰

開這餅呢﹖如果不擘開，餅分到誰的手，誰就一口吞

下，那就到此為止，喂不飽五千人，四千人了。同樣，

屬天的恩典是要傳遞才可享用的，越傳恩典就越大。 
我們的生命要擘開，要努力傳福音。今天，我們

向自己週圍的人傳福音，到了明年春天，這裡的人數

就會增加一倍。主會將得救的人數天天加給我們。 
那麼，又怎樣遵行 主的大使命呢﹖教會的人不能

都出去。教會要留人，教會需要建造，屬靈生命需要

彼此供應，各方要聯絡得合適。當宣教士出去宣教，

我們可以用祈禱與他們同去，並以初期安提 阿教會為

榜樣，盡力捐輸。目前中國大陸及其他許多地方的禾

場極需我們的幫助和支持，願 神的話激勵我們。 
 

 
 

教會歷史上的敬虔故事三則 
乏善足 

一. 使徒馬太 
使徒馬太在主升天後，繼續在猶太各地傳道

九年多。主呼召他前往外邦工作，他就用希伯來

文寫了這本馬太福音，專供猶太信徒閱讀。這本

福音書後來由主的兄弟雅各翻譯成希臘文，使外

邦信徒同樣可以方便閱讀。馬太曾到非洲埃提阿

伯，在那裡設立教會，並引導多人信主。後來又

到帕西亞，他的工作同樣得著 神的祝福，大有

果效。當他在主後 60 年，重返埃提阿伯時，在乃

旦巴城被異教徒用戟剌死，為主殉道。 
二. 安德烈 

使徒安德烈在亞細亞許多國家傳揚福音。當

他到達伊第沙的時候，就受到巡撫伊奇士的恫

嚇，不准他傳揚基督的福音，以免抵觸當地的信

仰。但安德烈不受威脅，繼續傳播真道，勸人悔

改信主。結果被捕，經審判後被判死刑，掛在十

字架上。他身懸十架仍果敢地告訴人，若他怕被

釘在十字架，就不會傳揚十字架的光榮，他說他

熱愛十字架，渴慕繼續擁抱它。人用繩索把他綁

在十字架上，而不用釘釘，用意是要延長他的痛

苦，讓他慢慢死去。安德烈留在十字架上，有兩

日之久，不斷的勸勉人要悔改信耶穌。 
三. 主的兄弟雅各 

當主耶穌在世時，他不相信耶穌，當主從死

裏復活後，一再向門徒顯現，從此雅各堅信不疑，

敬虔事主，成了耶路撒冷教會的柱石。他常常跪

在地上為別人代禱，以致膝蓋的皮變得硬厚，如

同駱駝的皮一樣。主後 62 年，他 94 歲，被人帶

到屋頂，再推落地上，繼而用棍石擊打，為主殉

道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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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曹陳珠姊妹 

 

我是廣東省台山縣人，出生在鄉村一個小康

之家，父親是一位華裔美藉商人，常出入中國與

美國之間。我的童年生活很富裕，內心却從未有

過喜樂，雖然每天都有婢女陪着我，但總覺得很

寂寞，空虛，怨恨，嫉妒，人生乏味。因父親很

忙，聚少離多，母親又是重男輕女，以致我的生

活圍繞在沒有愛的家庭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也正是我鄉間傳統

的適合年齡對親時，母親即把我許配了一位剛由

美國回來的美藉華人退伍軍人，心想結婚後有丈

夫照顧同往美國，藉此可以償還父母親的心願 
了。 

我的婚禮是在鄉村舊式禮教下進行，當時很

隆重，出嫁時身穿白色八摺裙，但有套上一件紅

袍，頭蓋紅布，坐花轎直到曹家村，就立刻更換

美麗彩衣，繡花紅裙，披戴花肩，頭戴華麗的大

冠冕，身體瘦小的我被冠冕壓得很辛苦，還有手

拿兩把毛扇，一把粉紅色，一把翠綠色，遮掩我

的臉，又要四處過屋拜祖先，然後又向人行叩頭

跪拜之禮，那天大擺喜酒，還有很多嘉賓出席宴

會，非常熱鬧。 
過了七天就到香港婚姻註冊處辦理結婚証

書，本來接着可以辦理我來美的手續，當時丈夫

是有優先權結婚後帶同妻子返美的，不料他後來

才告訴我，他要獨自返美然後辦理我的移民手續

較為妥善。 
不久他就離港去了。當時我還很年青也樂得

自由哩！可是又覺得很無聊，以致常到各親戚處

渡日。丈夫有一位堂姊，十分關心我的孤單，待

我好像她女兒一樣，而且我和她的女兒們實在好

像姊妹一樣，大家共聚一起時也很開心，故此我

也樂意的搬進他們家同住了。 
感謝 神的安排，過了一段時間，我們又一

同搬居，剛好隣近有一間教會。有一晚上青年團

契來向我傳福音，並叫我參加團契聚會，那就是

我第一次參加教會。有一次我注意到外面寫着：

“神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切

信他的，不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福音 3:16)
這節經文很吸引着我，但我百思不得其解，又不

敢問人，唯有不斷參加教會，才明白這位是獨一

無二的真神，三位一體有位格的 神，衪愛我為

我捨己，所以很快就接受耶穌做我個人救主。 
一九五零年五月七日接受浸禮，表明我已經與

耶穌同死同復活，當我從水裡出來時，心裡覺得

充滿喜樂與平安，以往的陰雲暗雨就一掃而空，

正如哥林多後書五章十七節“舊事已過都變成新

的了。”同時神的愛在我心裡激勵着我，使我想念

到鄉間各人，他們沒有機會認識真 神，以致我

心急找機會立刻返鄉。感謝 神，果然給我如願

以償，當我會見各親人時，即將信耶穌得到永生

和喜樂的經過逐一講述，使我越講越開心，也吸

引了許多村中的人來參加，詢問我耶穌是誰及各

種宗教問題，很奇妙，我都逐一給他們對答，返

家後才查考聖經，証實我給各人的答覆是全無過

錯，這証明是聖靈在我裡面同工，給我能在眾人

面前為主作見證。榮耀 主的名。 
一九五六年一月，我離開香港到美國，感謝神

賜給我一個兒子，兩個女兒，各人都很聰明，讀

書成績也很好，品學兼優，中學到大學都得到很

多獎品和獎學金，一切都是神的恩典，已經超過

我所想所求，並且我“靠主常常喜樂”(腓立比書

4:4-7)，願各位信耶穌也靠主常常喜樂。 
 

 
 

以馬內利團契專訊 
文燕珊 

 

感謝 神對青年團契踏進2005年的繼續帶領

和祝福！過去兩、三個月的聚會裡，藉着耶穌的

比喻、瑪拉基書第一至三章、見證 、聖經中論飲

食、中國和以色列的歷史文化異同、及生活上面

對的信仰疑難等，讓我們在信仰的基礎上得以展

開鞏固的一步；而每次出席聚會的平均人數為十

三至十四人，最多的一次更達十七人。此外，團

契在一月底的戶外活動－滑雪之旅，亦使弟兄姊

妹之間有更多交誼的機會。感謝 神！ 
以馬內利團契在緊接而來的一季，將以「人

際關係」為聚會內容的重點，讓我們把神的話語

和教導，應用在生活上面對交友、戀愛、婚姻、

與人相處等事情時，以基督耶穌為我們的榜樣，

並學習如何察驗神的計劃和旨意。求 神祝福和

保守團契中每次領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加添各

人的智慧，更讓出席的弟兄姊妹和年青朋友藉此

獲益與成長。 
在四月中旬，團契計劃與教會裡其他弟兄姊

妹將再到 Laney College 進行派發教會聚會和福音

單張的事工，願神繼續為我們開路，讓我們學習

向別人傳揚祂的福音，並在祂的福音工作上繼續

有份。願一切榮耀、頌讚都歸與我們獨一的真神。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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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12：2） 
請弟兄姊妹在各人的私禱中繼續記念我們的

青年團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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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on Ice 
William Lam 

 
The Emmanuel Fellowship has a tradition of 

going on a ski trip every winter during California’s 
rainy season.  We usually try to choose a Saturday 
after a spell of rain and it has also to be before our 
Saturday Tutoring Class starts. The window of time 
is only a couple of days. This time we picked 
January 29. The first few weeks in January were 
mostly fair, so we were all jazzed about being able to 
ski again. However, on Monday of the week we had 
picked, rain was forecast through Saturday, and it 
was quite accurate the following days. The bad 
weather drenched the Bay Area. Some were 
especially disappointed because it had not rained for 
several weeks until then. If we could not go on the 
29th, we would have to wait until the next season. 
Some people said that we should pray for a sunny 
Saturday. But the rain continued and it really poured 
on Friday. One of us called the 800# Friday morning 
to check the road condition to Tahoe, and was 
informed that chains would be require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we were a little worried. But then 
the weather took a turn on Friday afternoon and the 
latest forecast was for a chance of snow in Tahoe on 
Saturday. We decided to go. 

We had two cars, one going on Friday night 
and the other on Saturday morning. Those going on 
Friday stayed in Kelley’s house in Sacramento. The 
hostess was so hospitable that she repeatedly invited 
us to stay overnight and eat at her place for a night 
snack and breakfast. Certainly, we could not resist 
such hospitality. The delicious nighttime snack fed 
us so well that many of us fell into sleep quickly 
once the light was off. The breakfast was also 
another energizing meal. The stay was short, yet the 
bond of love among brothers and sisters would be 
long lasting. 

The other car that started on Saturday morning 
met with us at the Boreal Ski Resort. Although we 
left at different times,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drove 
at our own pace, we arrived within 20 minutes of 
each other, and parked on separate rows but within 
only a couple of car lengths. The proximity of space 
and time permitted us to care for each other and 
proceed as a group.   

The snow from the past days proved to be a 
great blessing. The fresh snow was simply 
magnificent. The sky was ocean blue and the day 
was gorgeous. We all had great fun on the slopes, 

some on skis and others on their backs and faces. 
The beginners were coached by more advanced 
skiers and guided through the round-around green 
track. We were all impressed by how well some 
beginners skied, who had a tough time standing on 
skis when the last time our fellowship went. Some 
dare-devil skiers tried on the black diamond 
advanced slopes and the free-style bumps. Serene 
was exited that she tried many times on blue 
diamond intermediate slopes without falling. 

Around noon, we gathered for lunch. Some of 
us bought lunch beforehand. Then we were all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Wayne brought a dozen 
sandwiches and some drinks for all of us. He was so 
thoughtful that he even carried a bag of vegetables 
personally prepared for us to go with the sandwiches. 
Although it was lunch on ice, the love of this brother 
demonstrated in such a meticulous fashion gave us 
great joy and warmth. 

The adventure on the snowy mountain 
continued in the afternoon until we were all worn 
out and the sun cast golden rays on the slopes. Albeit 
thoroughly exhausted, we were happily satisfied.  

On the way home, we stopped by Sacramento 
to have dinner.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staurant turned to be outstanding and we all had a 
great feast and sharing time. When the bill came 
someone proposed that we treat Kelley, who 
received us on Friday night, and Wayne, who came 
just to drive the Saturday group and prepared for the 
lunch for all of us. The group roared with approval – 
it was a consummate expression of Christian love 
among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a memorable trip with suspense that tickles 
our faith. At the end we all see the great blessing that 
accompanied with our prayers, the overflowing love 
among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e joy from the 
children of God under His loving care and provision. 

Here are some comments from those who 
went： 
William：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ski trips I have 
ever gone to, in terms of snow condition, group 
affinity and, of course, fun. 
Wayne：  I wish I could ski like a pro (in my 
dream). I also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 see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I enjoy driving as I 
haven’t seen the snow for a long time.  
Agnes：  I’ve almost gone through the beginner 
level since I have a lot of “teachers”, who are very 
skillful and advanced trainers, in our Fellowship.  
It’s really fun. 
Henry：  Every time I go to ski, I praise ou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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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creation is wonderful.  And we have fun when 
we Christians enjoy our time together. 
Eugenia： “Mountains bow down and the seas will 
roar at the sound of Your Name.” This song 
kept repeating in my head as I was riding the ski 
lift, looking at God’s creation. 
Gary：  I really have fun. Snow condition is goo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tried the advanced slope. 
We should go to Boreal again next time. 
 

歡樂的滑雪之旅 
林季章弟兄 

以馬內利團契舉辦每年一次的滑雪傳統活動
，正值加州的雨季。我們通常得挑選一個在周六
輔導班開學之前，又是雨過天晴的星期六進山。
時間只留給我們兩天的選擇機會。這次我們定了
一月二十九日。一月份頭幾個星期的天氣都不錯
，所以我們個個翹首盼望着這次滑雪之旅的到來
。誰知到了我們揀選那周的星期一，天氣預報竟
說要下一個星期的雨，而且接着幾天的雨水也應
驗了預報的準確。糟糕的天氣似乎浸透了整個灣
區。團契中有些人因為偏偏這個星期下起雨來而
悶悶不樂。如果我們二十九日去不成的話，就意
味着要再等一年。有的人說我們應該祈求神賜給
我們一個陽光燦爛的星期六。然而雨，卻不停地
下着。到了星期五更下起了傾盆大雨。一位團友
早晨打電話詢問去Tahoe的路況，得到的回答是“
必須備帶雪鏈＂。然而就在那天的下午， 我們還
在愁眉不展時天氣好轉了，最新預報說Tahoe地區
星期六可能有雪。我們決定按時出發。 

全團分兩路﹕一輛車星期五啟程，另一輛第
二天早上動身。週五出發的一組晚上住在
Sacramento 陳艷青姊妹家裡。好客的女主人一再
邀請我們到她家過夜，還要招待我們吃夜點心和
早餐。自然，我們無法抗拒她的熱情款待。美味
可口的夜宵讓我們吃得個個讚不絕口，晚上燈一
熄，大家很快就入睡了。清晨醒來又是一頓營養
豐富的早飯。作客的時間雖然短暫，但我們感受
到弟兄姊妹間 主內的關愛是永久長存的。 

另一輛車于星期六上午和我們在Boreal滑雪
勝地會合。奇妙的是，雖然我們在不同的時間，
不同的地點出發，也以不同的車速行進，我們到
達的時間卻只相差不到二十分鐘。而且，我們兩
輛車竟不約而同地幾乎泊在一起，相隔只有兩輛
房車的距離。這樣，使我們在一開始就能作為一
個整體相互照顧，並順利地展開活動。 

前幾天的大雪為我們的滑雪活動帶來了最大
的祝福。清新的雪景壯麗動人。海藍色的天空加
上宜人的天氣，使我們每個人都在滑雪坡上得到
了巨大的歡樂，有的是在享受滑雪時，有的在滑
着不慎朝天跌一交時，還有的是在學習中摔了個

嘴啃雪時。 初學者由已經會滑雪的人教他們，領
他們在初學者的圓圈區練習。 有的初學者去年還
不能在滑雪板上站穩，可這次已滑得很好，不得
不對他們的進步刮目相看。不怕冒險的滑雪者們
試滑了“黑鑽＂高級滑坡，也試着飛越自由式的
障礙凸丘。 張小玲姊妹因多次嘗試在“綠鑽＂中
級坡上滑而沒有跌倒感到興奮不已。 

中午，我們集合吃午飯。有人事先已買了便
當。就在那時，我們又高興又驚奇地發現謝以榮
弟兄為全團人帶了十二份三明治和飲料， 還親自
為我們準備了一袋就三明治一起吃的生菜。他想
得真是太週到了。儘管我們在雪地裡進餐，但謝
弟兄無微不至的愛心讓我們感受到無比的溫暖和
喜悅。 

下午，我們繼續在雪山上的冒險經歷直至個
個都累得再也滑不動了為止。金色的陽光正悄悄
地從雪坡上離去。我們固然精疲力盡，然而大家
對這次的滑雪之旅都有一種心滿意足的快樂。 

回家的路上，我們在Sacramento共進晚餐。被
推薦的飯店確實不錯。大家吃得滿意也談得高
興。買單時有人提出，我們應該請陳艷青姊妹和
謝以榮弟兄吃這頓飯的，因為陳姊妹星期五晚上
款待了我們，而謝弟兄特地開車送星期六那組至
Tahoe活動，還又給全團帶了午餐。提議自然獲得
團契的一致歡呼通過 -- 它是基督教內弟兄姊妹
之間關愛的完美體現。 

這實在是一次難忘的滑雪之旅，儘管出發前
讓我們受了幾天焦慮的折磨，但伴隨着我們懇切
的禱告，弟兄姊妹之間洋溢着 主內的關愛，以及 
神的兒女們在 他的大愛中，在他的安排下，我們
最終如願以償，得到 神的祝福。 

下面是部份參加者的感想﹕ 
William﹕如果考量雪的條件，組員的關係，當
然還有歡樂程度的話，這次滑雪活動是我曾
經參加過的最精彩的一次。 
Wayne﹕我做夢也希望能像專業運動員那樣地
滑雪。我看到大家玩得那麼高興，我也一樣
高興。我歡喜駕車，而且我已有很久沒看到
雪了。 
Agnes﹕我幾乎已經過了初學者的階段，因為我
們團契有眾多的“老師們”，他們滑得很好，
訓練也很在行。真的很開心。 
Henry： 每當我去滑雪，我總情不自禁地讚美
我們的上帝。 神的創造太奇妙了。很高興
能和基督徒在一起分享這份歡樂。 
Eugenia﹕當我坐在滑雪吊車裡，環顧四周欣賞
上帝所創造的一切時，”四海諸山拍掌，吶
喊，讚美你名”這首歌不斷在我的心中迴蕩。 
Gary﹕我真的非常高興。那天雪的條件很好。
我第一次試滑了高級滑坡。我們下次應該再
去Boreal這個滑雪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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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靠主醫 
錢敏棋姊妹 

 

“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路加5:12) 
一月底正當我和老同學籌備在灣區舉行的旅

居美國同學聚會時， 我突然覺得左腳趾頭無緣無

故地隱隱作痛。以後的一個禮拜內，疼痛擴大到

腳板，腳髁，小腿，大腿直至臀部。“我得的這

是什麼怪病呀﹖＂我想。但疼得不算嚴重，而且

任務在身，一時沒空就醫，也不敢跟家裡人說，

生怕叫我立即去看病，搞砸了盼望已久的聚會。

我只能暗暗求 神看顧我，讓我渡過這次活動再

說。這一拖就是一個多禮拜。2月6日禮拜日是聚

會的第三天，我一大早感到左腿很疼，發現小腿

後部有兩片對稱又部份重疊的紅色圈疹。晚上活

動完畢後又發現腰下面長出了兩片相似形狀的鮮

紅皮疹。疼痛顯然升了級，也瞞不過家人了。第

二天我告別了尚未閉幕的同學聚會，到醫院就

診。醫生告訴我是得了“ Shingles ＂。我說

“Shingles? 那不是用在屋頂上的瓦片嗎﹖＂

“是同一個字，你看這皮疹長得不就像疊在一起

的瓦片嗎﹖＂到家查了字典才明白我的病叫做

“帶狀庖疹＂。醫生接着說，“它是一種叫Herpes 
Zoster 的病毒侵害到人體某處神經引起的皮膚

病，有出疹，發庖，結痂三個過程，要幾個禮拜，

時候一到就會走掉的，痛得厲害時就吃顆止痛片

吧。＂我便空手回了家，心想﹕原來不是什麼大

事，再熬一兩個禮拜或許就過去了。然而並不是

我想的那樣。皮疹每天有增無減，先出來的逐漸

變成了如珍珠般的庖疹。症狀也日日加碼。開始

時是全腿的神經痛，現在是加上皮疹和庖的劇

痛，以後又在痛處加上難忍的奇癢，鬧得我日夜

不得安寧。幸好我有 神的看顧，帶領我很快走

出了病痛的陰影。 
大年初一，病情還在只有痛的階段，我剛下

班回到家裡由於身體鬆懈時全部神經又集中到疼

痛，就去聽電話錄音以分散注意力，卻高興地 聽
到了蕭牧師來電說“新年好＂的留言。我便趁機

打回電告訴他我病了，提出了教會代禱的請求。

接着的一個禮拜在伴隨着時好時壞的疼痛中過去

了，天天希望能有所好轉。發病已有二十多天了，

痛症卻不但沒見好反而變本加厲，連頭也疼起來

了，有時痛得全身發軟發冷，祇得打電話去凱撒

咨詢病情，這次算指點我去買一種叫Calamine 的
塗劑。那天晚上國潔姊妹來電問候，她還從林太

那裡打聽到了更好的外用藥介紹給我。後因該藥

必須有醫生處方無法買到而作罷。但是我知道，

弟兄姊妹們都在關心我，為我禱告，這是比藥更

加重要的事。接着的兩天兩夜都在不斷地抹藥和

與苦痛作幾乎無用的爭斗中度過。奇怪的是禮拜

六晚上我竟然睡了四五個小時， 神使我有足夠

的精力去教會敬拜上帝。更奇妙的是，那次宣道

由一位外面請來的牧師主持，而這位牧師原來是

位醫生。 
羅裕康醫生講道完畢時，我已經很累了，左

腿又疼又冷，這時曹陳珠姊妹說，“一起吃了飯

再聽聽羅醫生的佈道福音訓練吧。＂我想回家還

是疼，就留下了。飯後，志鵬弟兄問我，羅醫生

就在你面前，為甚麼不去問問他你的病呢﹖在他

的鼓勵下，我去了。羅醫生毫無保留的告訴我說，

“你發病去問診時醫生就應該讓你服一些有關抗

病毒藥的，可以減輕許多症狀，可現在已經太晚

了。＂我問他是否可以去看中醫。他回答﹕“應

該沒有問題。＂感謝 主，我來這裡兩年多了，教

會曾多次請外來牧師講道，卻只有這次是羅醫生

來講道，也是 神派來給我看病，讓我對自己病

情有了進一步的了解。到了晚上 神繼續引領

我，使我更受感動。 
當晚我和丈夫有一個每年一度的新年大餐。

雖然我非常不舒服，但John很想去，就來說服我﹕

“不去還得打電話，在家也要吃飯，不如去吧。＂

我懶得爭，就同意了。路上他還關照我去了不說

生病的事，省得新年掃大夥兒的興。派對上女主

人告訴我，她們的老鄰居史密斯先生去世不久，

可她忙着招待客人，要我代她去和剛到的史密斯

太太Carol說說話，安慰她。我想，陪談我行，又

能分散對病腿的注意力，還幫了朋友的忙，何樂

而不為﹖我於是坐到Carol 的旁邊，兩人寒喧了一

下，我便提到她剛失去親人的不幸，安慰了她幾

句。沒想到這就打開了她談論史密斯先生的話匣

子。更沒想到的是，她講了沒幾句就說﹕“其實

他兩年多前就生過一場病，好了以後還痛了整整

一年。＂我問那時他得的是什麼病。Carol 回答﹕

“你知道｀Shingles＇嗎﹖＂一聽到這個字，我差

點兒叫了起來，可是我沒有，因為我同時強烈地

感受到了 神的指引。 
第二天已是2月21日，我毫不猶豫地去舊金山

看了中醫，又到凱撒醫院開病假單，休息了一個

禮拜。以後又接着去看了兩次病，共服了十一帖

藥，直至疼痛全部消失。醫生說，我幸虧看得還

算及時，以後不會有受創神經痛的後遺症。 
我的見證雖然不是驚天動地，但是我樂意分

享作一個基督徒的快樂和幸福，並在此感謝大家

為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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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黃志堅牧師 

 

多謝貴教會蕭智新牧師請主內小弟寫[感謝]，這是

一個很普通而很重要的好題目，讓我們互相從聖經真

理得着做就和長進，常表達神喜悅的感謝，榮神益人。

主耶穌提出有正確是主喜悅的感謝，好不好先論及： 
 

一．不正確的感謝，就是濫用感謝，把[感謝]任意用不

得當，例子如下： 
“耶穌向那些仗着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

比喻，說，有兩個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是法利賽人，

一個是稅吏，法利賽人站着，自言自語的禱告說， 神

阿，我感謝袮，我不像別人，勒索，不義，姦淫，也

不像這個稅吏，我一個禮拜禁食兩次，凡我所得的，

都捐上十分之一，那稅吏遠遠的站着，連舉目望天也

不敢，只挫着胸說， 神阿，開恩可憐我這個罪人。

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了。因為

凡自高的，必降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路加

18:9-14)主耶穌顯出這位法利賽人濫用[感謝神]來炫耀

自己，表彰自義，貶低他人。這可說是妄稱神的名，

又是說別人是非。就失去感謝的意義，是神不喜悅的。 
 

二．正確的感謝，[感謝]原本的意思是好的，人受到恩

惠，心被恩感，向神或向人發出感謝，這樣的感謝是

正確的。請看路加 17:11-19 主耶穌醫治好十個長大痳

瘋的。“內中有一個見自己已經好了，就回來大聲歸

榮耀與上帝，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衪。＂可見他感

恩是由他內心發出來的，真心感受到神的恩典才會由

心中湧出感謝，尤其“這人是撒瑪利亞人＂他當然知

道自己是外族人，上帝的恩典對他是無分的，是不應

得的，然而，他充滿着感激耶穌竟然潔淨他，他感受

耶穌對他何等大的愛！何等奇妙的憐憫！我們可以想

像到他心中湧出無限的快樂興奮“回來大聲歸榮耀與

神，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衪。＂他相信是耶穌醫治

他，潔淨他的大痳瘋，所以他回來感謝耶穌，因他信

是耶穌治好他。同時我們亦可領會到心存感恩，心中

快慰，快慰對健康有良好的影響。“喜樂的心乃是良

葯＂(箴 17:22) 
讓我們再領會路 17:14, 15, 16, 18, 19。“他見自己

已經好了，就回來大聲歸榮耀與上帝。＂意思是因他

完全相信是上帝榮耀的作為，是耶穌的功勞，就俯伏

在耶穌腳前感恩敬拜，明白耶穌不但是夫子(教師)更加

是他的救命恩人，救他脫離這不能痊癒的大痳瘋之痛

苦。主耶穌接受他回來感恩敬拜，讓他領受主愛人無

種族之分。並對他說：“起來走罷，你的信救了你了。＂

主讓他知道他現在就可以起來走罷！離開因患大痳瘋

傳染病，要與家人朋友社會隔離，無慰無望，心靈空

虛，孤單，寂寞，身心靈的困擾和痛苦。“你的信救

了你了＂意思是因着信救主耶穌，主就使他蒙醫治，

他的整個人都得着耶穌所賜康復和救恩。因着信，他

以後可以過正常生活，享受主耶穌施恩的大愛。這是

他“飲水思源＂榮神益人的見證，他認定[感謝]是重要

不可忽略的。 
請再看路 17:17“耶穌說，潔淨了的不是十個人

麼。那九個在那裡呢？＂那九個都是高聲求耶穌可

憐。耶穌看見他們的急需，就對他們說，你們去把身

體給祭司察看，表明耶穌重視摩西五經神的話。 神

的吩咐要長大痳瘋者去給祭司察看，他們都順從主的

提醒，所以他們去的時侯，耶穌就使他們都潔淨了。

然而，主耶穌卻要提出這問號。“那九個在那裡呢？＂

原因有二： 
1. 那九個都是以色列人，他們以為自己是神的選民，

是應該配得神的祝福。他們得潔淨了，就不再回來歸

榮耀於上帝，也毋須感謝，將感恩淡化，看感謝是普

通的，不重要的，這是違背真理，虧欠了神的榮耀，

得罪上帝，因為詩篇 50:23 教導說，“凡以感謝獻為祭

的，便是榮耀我，那按正路而行的，我必使他得着我

的救恩。＂ 
2. 他們稱耶穌是夫子(教師，文士)他們不認識也沒有

信耶穌是上帝的獨生愛子，救贖主，認為耶穌只不過

是一位普通教聖經的文士，以為耶穌只是教導他們依

從摩西五經，利未記十三章檢驗長大痳瘋之例，去把

身體給祭司察看。當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了，他們也

不明白是耶穌的大能醫治。最可惜就是他們求耶穌可

憐，但不求認識耶穌是誰。因為不求開他們的眼睛能

看出上帝律法中的奇妙真正意思。(請參看詩篇 119:18)
很欣賞這首詩歌：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認識主耶穌，

愛慕，服事主耶穌。所以主耶穌特別提出“那九個在

那裡呢？＂來警惕人，以前車為鑑，不可忘恩負義。

不可輕看感謝，感恩，其益處有二： 
甲. 能促進和維護人與神關係，是接受救主耶穌基督賜

下救恩的回應。要想到主耶穌是施恩之源，假若沒有

主耶穌在十字架流寶血成了救贖，假若沒有真理的聖

靈開導我們的心竅，使我們的眼睛明亮，我們怎能明

白需要耶穌的奇妙救恩和接受耶穌從死裏復活新生命

為至寶。這樣就沒有心向神感謝了。總之，上帝全備

的救恩是真心信主的人心存感恩的根基。讓聖靈感

動，基督的愛激勵，我們就會常常數算主恩，對神就

越發有信心，越多嘗到主恩的滋味，就越發愛神愛人，

激勵多人越發感謝神。中文電視有一位藝人，她是熱

心愛主的基督徒，她不以福音為恥，以信耶穌為榮。

在她演戲的經歷中，常常感謝主耶穌，正如詩篇 34:1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

將感謝喜樂的聲音傳開。 
乙. 感謝也是促進和維護人際關係。心有感激，口說微

笑的多謝，可表達賞識的感受，可促進和維護情感，

與家人和親友都有很好的氣氛。甚至在工作，買賣，

辦理事務，出外飲茶進餐，乘搭交通工具等等，與社

會人士接觸，說聲多謝，令為你服務的人也會感到你

賞識和友善。感謝或多謝是待人接物的禮貌，禮貌反

映為人，可悅人的耳，滋潤人的心。古語：“人敬我

一尺，我敬人一丈＂意思是人待我好，我要待人更好。

我要學效那些常說感謝，多謝或感激之人的美德。願

我們身為人母或尊輩的要以身作則教導兒女或子孫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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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就以禮待人，得人恩惠或禮物必要多謝，最要緊就

是心領和感激不忘對方的一番心意。懇求主之十架大

愛的光照在人心裡，人人就會彼此欣賞各人的長處，

勝過怨言，憎恨的黑暗權勢，大家就有感恩的愛心和

多謝的聲音互相祝福和對神對人的多謝，使家庭，教

會，社會的氣氛和諧了。 
 

三．凡事謝恩是神為屬基督耶穌的人所定的主意。“凡

事謝恩，因為這是神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主

意＂和合譯本帖前 5:18“在任何環境中都要感謝，這

是上帝為你們這些屬於基督耶穌的人所定的旨意＂現

代中文譯本帖前 5:18(以上兩譯本作參考) 
根據以上經節的意思，真理的聖靈默示使徒保羅

教導信耶穌的人：不是為不如意的事感謝神，因為邪

惡天災人禍不是從神來的，所以不該為不如意的事感

謝 神。乃是在任何環境中都要向神感謝。當逆境時，

我們要感謝神仍然同在，祂仍能使萬事互相效力，叫

愛神的人得益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參看羅馬

8: 28)因此，在試煉中，靠着那加我力量的主，我心靈

得安寧，榮耀主的名！ 
  我們要時常感謝主耶穌基督的同在，我要為祂賜

的福獻上感恩讚美！ 
“耶和華所賜的富足，並不加上憂慮＂(箴 10:22) 
“祂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靈的福氣＂(弗
1:3) 
“那全能者必將天上所有的福，地裏所藏的福，以及

生產乳養的福都賜給你＂(創 49:25) 
“因為耶和華神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

祂未嘗留下一樣好處，不給那些行正直的人，萬軍之

耶和華阿，倚靠你的人，便為有福＂(詩 84:11-12) 
願我們大家一齊時常感謝神： 

 為信仰自由感謝神。 
 為敬畏神的國家元首，政府領袖，感謝神。 
 為忠心愛國的軍隊和他們的家人，感謝神。 
 為耶和華作王，世界就堅定，不得動搖的應許，感

謝神。 
 為主賜永生救恩，感謝神。 
 為信主的家庭，教會教牧同工，執長，各部門領袖，

各主內弟兄姊妹在主裏的勞苦，同有一個心志，站

立得穩，為所信的福音齊心努力，感謝神。 
 為出入平安，為主賜空氣，陽光，雨水，為神供應

衣，食，住，行的需要和安康，感謝神。 
 為得貨財的力量是天父上帝賜的，感謝神。(參看申

命記 8:18) 
請多多數說主恩，歸榮耀真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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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不可忘

記祂的一切恩惠＂(詩 103:1-5) 
“願基督的愛激勵，聖靈的感動，彼此勸勉，要常常

喜樂，不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神在基督耶

穌裏向你們的旨意。＂(帖前 5:16-18) 
多謝惠賜機會，分享聖經恩言。 

 

教會近況： 
 

1. 2005-06 新一屆的執委會在 1 月 9 日舉行就職典禮。
陳榮熙牧師訓勉及為各執委祝禱。 

2. 感謝 神！屋崙華人基督教會在 1月 23日舉行建堂
23 週年感恩主日崇拜，並邀請到唐佑之牧師蒞臨本
會證道。 

3. 2005 年度的農曆新春期間(02/19)，教會舉辦“新春
慶團圓＂晚會，有 70 多人參加。感謝主！其中有
20 多位未信主的親友出席。當晚聚會內容非常好，
各位親友都很投入參與各項節目。 

4. 羅裕康醫生主持佈道訓練班(02/20)，約 20 多位弟兄
姊妹參加。羅醫生建議教會應參與由中信在三月份
舉辦的認識其他宗教訓練班。 

5. 陳鴻沬牧師主領執委會退修會(02/21)。主題為“站
立得穩的基督徒＂。有九位執委出席參加。陳牧師
以他在芝加哥及高峰教會三十多年牧會的經驗與各
執委分享作牧師和執委的心得，並將聖經的真理深
入淺出解釋，使各執委更容易明白真道，獲益良多。 

6. 3 月 25 日受難節全教會禱告日，由早上 9 時至下午
5 時正在本會大堂舉行。聚會的方式為個人禱告會，
弟兄姊妹到 神的殿中讀經、祈禱、默想、記念主！
此外，當天晚上 7 時正舉行受難節特別聚會。 

7. 感謝主！本年度的復活節主日(03/27)，陳美玉姊妹
和張穎雋姊妹接受浸禮；並余馬寶蓮姊妹和黃秀丹
姊妹轉會籍。 

8. 四月份各項特別聚會： 
a. 理財之道：  4 月 17 日中午 1 時正  
  講員：林修榮弟兄 
b. 大學交友會：  4 月 21 日早上 11 時 
  屋崙 Laney 社區大學 
c. 郊外旅遊日：  4 月 23 日上午 10 時 
  地點:Oakland Temescal Park 
d. 母親節音樂晚會： 4 月 30 日晚上 7 時 30 分 

9. 五月份各項特別聚會： 
a. 母親節主日崇拜 - 5 月 8 日早上 10 時 30 分 
b. 培靈主日崇拜 - 5 月 29 日早上 10 時 30 分 

10.六月份各項特別聚會： 
a. 父親節主日崇拜 - 6 月 19 日早上 10 時 30 分 
b. 教會退修會 - 6 月 25-26 日(禮拜六、日) 
 地點：Youth Retreat Center 
 1977 Reliez Valley Road, Lafayette, CA 94549 

 主題：效法基督  講員：鄺雄輝牧師 
 

～～～～～～～～～～～～～～～～～～～～～～～ 
 

猜猜看? 
1. 大熱天出世的寶寶 (聖經中人名之一) 
2. 中國名茶 (聖經中地名之一) 
3. 對讀書人沒有好處 (聖經中一個民族的名稱) 
4. 先求 神的國和祂的義 (聖經中人名之一) 
5. 最佳成績 (聖經中地名之一) 

(答案下期刊出) 
上期“聖經中的第一你知多少？＂答案： 

1. 猶八 2. 亞伯拉罕, 撒拉 3. 該隱 4. 雅八 5. 拉麥 
6. 土八該隱 7. 以挪士 8. 以斯帖 9. 古列 10. 非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