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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滿十二歲，達到猶太人的法定年歲，滿懷熱誠，進入聖殿，不

單敬拜神，也專心地學習神的律法，渴慕認識神的道。節期結束，衆人都

蜂擁回家，耶穌卻獨自留在聖殿，繼續學習神的話，祂坐在教師中間，一

面聽，一面問，最少三天之久。祂的學習精神，使人希奇，祂與教師們的

應對，也顯出祂的知識不斷地建立起來。祂學習的結果，使祂的智慧和身

量，並神和人喜愛祂的心，都一齊增長。這是耶穌出來傳道前，聖經唯一

的記載耶穌所行的事情。這是在耶穌第一次上聖殿所發生的事情，以後每

年多次上聖殿，祂父母應當會安排時間讓耶穌再坐在教師中學習。在這等

候出來事奉的日子，道成肉身的耶穌，何等看重祂在神前所受的裝備，坐

在教師中間的學習對祂何等的重要。願意事奉的人也當以基督學習的心為

心，看重每個學習的機會，存著謙卑的心、單純追求主道的靈來學習。耶

穌在聖殿的學習，有很多給我們學習的地方。 

 

1. 全家出動 - 進聖殿本來只有十二歲以上的男子，才能進聖殿，耶

穌的父母，卻帶著全家上聖殿去，馬利亞與耶穌的弟妹雖然只能

到聖殿的外院，但卻樂意陪同去，因為他們只要看到父親與長兄

進聖殿，他們的心也充滿喜樂。 

2. 無畏孩子多 － 耶穌有至少五、六個弟弟、妹妹。上聖殿時，馬利

亞要帶著幾個只有幾歲的小孩，實在不容易，但他們全家卻同心

合意上聖殿。 

3. 不怕路遠 － 耶穌的家鄉拿撒勒在北方，聖殿耶路撒冷在南邊，相

去甚遠，必須走路好幾天，他們卻沒有懼怕路程遙遠，只按神的

吩咐定期上聖殿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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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受別人影響 - 到聖殿過節聚會共有八天，聚會剛結束絕大部分

人都一沖而散，趕快回家。耶穌卻獨自留在聖殿中，繼續在聖殿

中敬拜與學習，因祂以神的殿為念，以學習神的話為寶貴。 

2. 不斷地學習 - 雖然已經在聖殿學習八天了，耶穌卻不以為已經足

夠了，祂有一個饑渴慕義的心，願意有更多的學習。 

3. 看重與神的關係 - 耶穌的父母以為耶穌就在親族和熟識的人中同

行，沒有想到耶穌卻不在親人或熟人中，因為耶穌看重祂與神之

間的關係，祂寧可多與神在一起。 

4. 樂於神的話 - 耶穌專心地學習神的話，神的話在祂的心中實在甘

甜，三天的日子，轉眼就過去了，學習神的話是耶穌的享受。 

5. 認真地學習 - 這幾天耶穌就坐在幾位老師的中間學習，邊聽邊問，

不是隨便的聽聽，乃是謙卑的心去學習，認真地求學，帶著仔細

研究的心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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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新的領受 - 這幾天的學習，開始時耶穌多著重聽與問，後來是

著重於分享與回應問題，因為“凡聽見祂的，都希奇祂的聰明和

他的應對” (路 2:47) 。 耶穌把握每一個機會去學習，深入去思考

所聽見的道，以至有新的領受，祂的分享讓人發現祂的聰明，回

答問題時，使人佩服祂的應對。 

 

1. 智慧的增長 － 不單是知識的增加，而且能將所領受的知識，應用

在今天的生活中，能帶出美好的結果。因此，智慧就是能靈活地

使用所學的，好滿足今天的需要或困難。耶穌刻苦地學習神的話，

使祂屬靈的智慧不斷增長，使旁邊的人都驚訝祂對神的話的瞭解。 

2. 肉身的增長 - 隨著年日，耶穌的智慧、靈性的各方面都有平衡的

增長，以至祂成為神與人都喜悅的人。 

3. 在神的喜悅上增長 - 神對人的喜悅簡單來說是分兩方面，第一，

從我們的生命上看，看我們裡面的生命像不像神，神榮耀的本性

在我裡面充滿多少？神看我們的心，心對才能跟從主，蒙主喜悅。 

4. 在人的喜悅上增長 －祂有健全的人際關係，靈性上的增長，沒有

使祂脫離人群，反而使祂與別人的關係上得益，祂是神與人之間

的聯絡人。 

 

增長的根基在於神的話，耶穌的增長提醒我們，追求神的話是人被建

造的開始，是教會興旺的基礎，求主讓我們在新一年開始前，立定心志作

一個渴慕神話語的人，每天忠心地透過讀經與禱告親近神，每週存一個謙

卑受教的靈去學習神的話。也求主讓我們能立定心志，在未來一年能好好

地將神的話讀完一遍，並跟著神的心意去生活，好叫我們成為神與人都喜

悅的人。除了我們個人每天追求主以外，我們也經常與我們的家人一同追

求主，每週我們不單在團契小組學習神的話，我們也能在主日學的小組中，

一同讓神的話建立我們。我們每一小組，都能彼此扶持，一同互相提醒，

一同學習神的話，一同行走主的道路，一同活出主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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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是我？自從意識到我和正常小孩不同，這個問題就一直縈繞心

頭，始終得不到答案。看見週圍人可以自由行走時我羡慕不已！每當這時

就又會想起“為什麽是我”這個問題。也許是我上輩子做過很多壞事，這

輩子“還債”吧。 

我出生在一個平凡家庭，因為脊柱側彎出生就不能行走，下肢也沒有

知覺。生活中父母和妹妹為我付出極大辛勞，他們每天默默做著不平凡的

事。因著他們的付出，給了我極大心理安慰，也讓我生活有依靠。但這種

依靠沒有驅走我內心孤獨和對未來生活憂慮，對家人也很愧疚，若不是因

為我他們就可以輕鬆出行，而不必每次計劃出門都要瞻前顧後為我考慮。

從小妹妹是我唯一玩伴，也是最知心朋友，作為姐姐我非常虧欠，自己根

本沒有作姐姐的樣子，更沒在她需要陪伴和幫助的時候及時出現，反而是

她時常鼓勵安慰我。 

隨著逐漸長大，我更加痛恨這種不自由的生活，感覺自己被困在一個

糟糕的軀殼裡沒有自由。經常在房間放聲大哭，大聲喊為什麽是我？為什

麽如此不公平？爸爸媽媽辛苦為我和妹妹創造了物質充足的生活，但物質

並不能填滿人內心的空缺，也無法驅趕裡面的孤單與悲憤。對未來我更是

沒有盼望！信主之前，我只想早點離開這個灰暗世界，心裡有個聲音不斷

重複：這個世界不需要你這個“殘次品”，是活是死其實都是一樣，唯有

家人和狗狗聰聰在意我的存在。 

因為行動不便，我經常“宅”在家中，幼兒園，小學都不願接收我這

個“特別兒童”，於是我們在家開辦自己的“學校”，妹妹放學回家就成

了老師，而我就是唯一的學生。每次出門對我來說都是一次思想鬥爭，一

方面很想和家人一起出去，看看外面新變化，一方面又不想見到別人異樣

的眼光。有了電動輪椅以後，我在小區散步，時常被一群小孩追，笑著大

聲議論說：快看，怪人來了！這個人好矮啊，好胖啊？是不是有病啊？父

母和妹妹經常為此安慰我，鼓勵我不在意別人眼光，但這點很難做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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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對這個世界絕望，2003 年我開始沉迷網路游戲，它給了我極大成就感

和自我價值的假像！在那裡沒人知道我真實狀况，更不會被人當作怪物看

待，只要有大把的游戲幣，裝備好，很多人願意和我玩，並且全天 24 小

時都有人陪伴。游戲裡只要輕點鼠標就可以立刻到達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使我忘記現實生活的不便。於是我開始黑白顛倒，自甘墮落，家人都非常

擔心，但他們的勸說我只是左耳進右耳出。游戲讓我逃避現實，卻仍然逃

脫不了內心的虛空！想著這一生就這樣吧，反正我這麽懶惰、懦弱、無能，

就算定人生目標也不能堅持，更不會實現。 

爸爸一直擔憂自己以後年齡大了誰能照顧我們這個家，因此妹妹從小

被爸爸當男孩教養，希望她具備各種能力，將來才能照顧好我。妹妹學習

一直非常努力，她從小身體就弱，心裡又十分要强，內心和外在的壓力把

她壓得喘不過來氣。媽媽為我們兩個孩子能生活富足，在經歷兩次大手術

後，她選擇離開工作單位去經商。媽媽辛勤工作為我們提供了比以前更有

力經濟保障，但為我和妹妹的未來擔憂，身體疲憊不堪。爸爸對待工作一

直是兢兢業業，在單位也得到許多表彰，只是他一個月只有少數幾頓飯在

家吃，為了全家更好的未來，每個人都各忙各的，我們之間交流越來越少，

因為互不理解引起很多不愉快的隔閡和冷戰，原本溫馨的家庭變得很緊張。 

 

教會對我而言是個陌生又有點熟悉的地方，之所以說陌生，是因為我

從未進入過，有點熟悉也只是停留在電影電視中。直到 2015 年我來到哥城

教會，才有了更直觀的感受。這裡許多人的眼神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們的眼神中透著關切與開心，清澈而明亮。彼此稱為弟兄姊妹，一起唱

歌，吃飯，讀聖經。我被那種說不出來的愛吸引了，開始期待每個週五去

參加聚會。 

耶穌這個名字在我的記憶中非常模糊，他到底是誰？師母說：耶穌是

神的兒子！祂非常愛你，為我們每個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信靠耶穌就必

得救，祂的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讓我們可以恢復與上帝關係。我心想，

如果信靠耶穌沒了罪，那是不是就不用“還債”了呢？身體狀况無法改變

我是明白的！那內心痛苦的生活狀態就能結束了嗎？我告訴師母，我的家

人每個都非常不開心，每天都有各種痛苦，擔憂，焦慮，時常因為壓力引

起爭吵！師母安慰我，為我和家人禱告，告訴我都會好起來的！然後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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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三個著名的問題，我都一一回答:是！（其實還沒有認真思考就回答

了）當師母想讓我决志時，我退縮了。因為心裡明白爸爸是個大難題（他

是個無神論者，在家又有絕對的權威，沒有經過他允許的事最好不要作决

定）如果决志信上帝，家裡必定有一場“暴風雨”。回家以後我提醒自己

應該清醒，如果真的有上帝，那麽世界上的人為什麽生活如此痛苦呢？再

說科學已經告訴我們，人不可能有死而復活。如果上帝真的那麽厲害，祂

能改變我爸爸嗎？拯救我們這個家嗎？再說就算是要信，也要讓爸爸同意，

他說願意决志才行，否則我們全家都會不愉快。 

教會的弟兄姊妹邀請我們去參加每週五的“新生命”小組的學習，一

起查考聖經，並且耐心地解答我們心中對信仰的疑惑。我們逐漸認識真理，

也開始認真思考師母所提出的那三個問題——罪、耶穌死而復活、救贖。

感謝神，終於有一天在高牧師的帶領下我們全家五個人（父母，妹妹，妹

夫，還有我）决志。這個過程中爸爸竟然沒有表示反對，而且緊接著他就

一個人參加門徒訓練了，我心想這真是個奇蹟啊！當時我還不明白全家五

人同時决志意味什麽，心裡卻還有許多擔憂，如果爸爸反悔了怎麽辦呢，

家裡為此會不會出現分歧和爭吵呢？ 

果然不愉快的狀况繼續發生，但確實减少了！我們慢慢習慣彼此成為

弟兄姊妹，互相學著有更多的忍讓，包容。隨著對聖經學習增加，全家每

個人都有了生命的改變！只要一發生爭吵，我就立刻跪在地上開始禱告！

神真的是聽見了我的禱告，過後很快爭吵就會平息， 並且用不了半天時間

大家就重歸於好！ 

從進入教會開始弟兄姊妹給了我們無數的關懷與幫助，這超乎世人的

愛是從神而來的，並且源源不斷。家裡發生狀况高牧師，師母，弟兄姊妹

都會來幫助我們，耐心聽我們訴苦，和我們一起禱告。弟兄姊妹們有好吃

的還會拿來和我們分享，讓我們享受到大家庭的溫暖！ 

  

信主兩個月之後，我和父母帶著對家人和教會弟兄姊妹們的不捨返回

中國。我非常忐忑，上帝會繼續幫助我們全家嗎？妹妹和妹夫也十分為我

們擔憂，高牧師和教會弟兄姊妹也是非常關心我們的屬靈狀况，常為我們

代禱。後來時間證明我的擔憂是多餘的，神沒有離開我們的家，並且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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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著我們。“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麽，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麽，我必成就。”（約 14: 13-14） 

爸爸說不想再過從前虛無的生活了，現在要好好學習聖經，預備人生

下半場！服事主與傳福音變為他的主要目標。他開始願意聽取家人的意見

了，反省自己的錯誤，我心裡非常感動！若不是神的大能在爸爸心裡動工，

他是絕對無法有這樣的轉變！感謝神，爸爸對媽媽和我們三個孩子也越發

關心，對媽媽為他所付出的辛苦也會時常表示感謝，也更加體貼！ 

當然，屬靈成長並非一帆風順，軟弱還是經常的，有幾次我又想回到

游戲裡去看看，畢竟那也是我多年來辛苦的“成果”，可當我登陸游戲以

後，內心極其不平安！這時候心裡就在提醒自己，這是個捆綁，你不應該

繼續！內心掙扎過後我退出了游戲，從此沒有再登陸過。後來明白這是聖

靈在提醒我遠離試探。以前和父母發生爭執後我會一個人生氣，傷心難過。

現在再發生此類狀况會在房間裡禱告，剛硬的心會一點一點軟下來，想到

父母為我的付出，應該是我更多地體諒他們才對，不應該說那些讓他們傷

心生氣的話。這時開始求主赦免我們的罪，改善我們的關係，也很快重新

和好，若是以前，我們會冷戰好多天。神讓我們經歷的事都是有益的，在

這個過程當中主讓我看到，固執己見常常成為我和爸爸媽媽之間問題發生

的根源。因此放下自己，學會換位思考從能彼此相愛，神讓我們經歷各種

難處，是希望我們成為一個更好自己，越來越有神兒女的樣式！ 

隨著對聖經學習逐漸深入，困擾多年的問題到得最終的答案：“我熬

煉你，卻不像熬煉銀子；你在苦難的爐中，我揀選你”（賽 48: 10）。

“我要使這三分之一經火，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煉他們，如試煉金

子。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我的子民。’他

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神”（亞 13:9）。“主耶和華啊，你是我所

盼望的，從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從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

的是你。我必常常讚美你。許多人以我為怪，但你是我堅固的避難所”

（詩 71: 5-7）。當我讀到這幾段經文，心裡釋然了，明白我的出生並非毫

無意義，是神的安排，並且祂一直保護著我， 

2016 年聖誕節美中冬令會開始了，心裡很激動，因為這個聖誕節對我

來說將會永遠難忘的，因為在聖誕節當天我會參加受洗。爸爸為了我能順

利受洗，自己也進入水中，把我一點點送到游池當中，當回答完高牧師提

問後，我進入水中，瞬間一切都安靜了，我就此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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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然行動不便，卻得到家人和弟兄姊妹們的許多關懷與愛。高牧師

為了讓我能在門訓中心參與營會，特別對中心的無障礙設施改造，讓我能

與其他弟兄姊妹一樣去參與學習，當我坐在教室裡時，心裡非常激動。感

謝主！把我這個從未踏入學校的孩子帶到神所設立的學校中來，學習屬天

的真理，更奇妙的是，爸爸媽媽成為我的同學！  

現在我和爸媽回到武漢也開始了教會服事，妹夫妹妹繼續在哥城教會

成長。我們全家在兩個教會的弟兄姊妹關愛中成長。感謝讚美主！拯救我

與家人脫離罪的權勢，賜我們兒女的名份，也帶給我們永恒的盼望，在祂

的愛裡我們沒有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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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約 3:16）。記得是 2012 年我上高二的時候, 媽媽的一個老師

每個星期三都到我們家傳福音，但爸媽很反感，久而久之這位老師也不來

了。看似錯失了福音，但很感謝神保守，讓我又在大學裡聽到了福音。大

學生活比想像的辛苦，寫論文做實驗，各種新奇的活動，雖然每天都身心

俱疲，但也精彩充實。可是並不單純的大學生活在競選班長和評獎學金時

就顯現出來，充斥著人內心的詭詐和狡猾。感謝主為我預備了另外一群夥

伴，他們每週日都去教堂敬拜， 後來我也跟去了，到那裡看了復活節表演

的舞臺劇——耶穌釘十字架，我很喜歡教會的氛圍，音樂也很好聽。然後

糊里糊塗的還舉了手作了决志禱告。牧師給了我一本聖經和好多福音的書，

但後來一忙，我就把書扔到一邊了，不過我“學會”了禱告，每次快臨近

考試或又什麽困難的時候都會來禱告，求神保守我這次考試過呀，當時對

基督的認識僅限於此，並不明白基督的救恩和福音內容。 

 

感謝神的帶領，2016 年 8 月我自己一個人來了美國，到莫瑞第二天就

去了美國教會，而且一去還是連續去了一年。我來美國之前因為人生地不

熟而心裡充滿恐懼，但馬上就在教會裡面感受到了溫暖，我在這裡經歷到

神的愛。一週之後加州的短宣隊來到了我們學校，感謝主我具體瞭解到什

麽是聖經裡說的罪，我們每個人都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再回想起我信主之

前，我真的是罪大惡極，我撒謊、嫉妒、憎恨，每一種罪都是不可饒恕的，

可感恩的是有一位神愛我們，而且賜下獨生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讓

我們得永恒的生命。從小到大我不知道什麽是愛，也沒有思考這些問題，

只覺得要靠自己努力得到物質的富足。信主之後我被主改變，不僅知道了

什麽是愛，還立志做一個充滿愛的人。一心要滿足物慾的我變成了一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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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被金錢所捆綁的我。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

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

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就在哪裡”（馬太 6：

19-21）。 立志歸立志，很快就發現這一切靠自己根本做不到，人的意念

太容易回到自己的路上。但感謝主，靠著耶穌基督就能得勝。 

 

我在莫瑞開始了我的服事生活，每週一、週三、週日去的美國教會, 

週六有中文查經班。中文查經班是納什維爾、孟菲斯、或柏林格利的弟兄

姐妹每週開車好幾個小時過來帶查經，我深受感動，明白要是沒有耶穌基

督的愛，誰能十年如一日地堅持遠行？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

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約一 4:16）。 

我在教會的這一年經歷了神的愛，也開始操練怎麽愛弟兄姐妹。我之

前不知道怎麽樣跟人相處，覺得與人之間有一面厚厚的墻垣，無法逾越，

但主耶穌的愛將我慢慢改變，這個在我心裡的墻慢慢被拆除了，也漸漸學

會與弟兄姐妹交通，後來發現主讓我們得著的不單單是道理，而是一個新

的生命，讓我們靠著祂成長逐漸改變生命，活的更像耶穌。這些心甘情願

服事主的人也都得到這樣的新生命，愛神愛人成了生命自然的流露。 

 

我想在中國的父母家人和同學們都特別的需要這樣的福音，沒有主的

人生命被罪捆綁，生活也經不起風浪！我很想幫他們，就渴望將來作牧師。

經過服事，我的生命發生了許多的改變，學習到了更多順服的功課，也感

受到了聖靈的工作和禱告的力量：“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麽，祂就聽我

們，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

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 (約一 5：14-15) 在去年聖誕節的時候

神還把我帶到了基督工人中心，在那裡我見到了更多愛主的弟兄姊妹，學

習到了更多怎樣讀經禱告的方法。從那回來之後，就聽見內心呼喚的聲音

讓我全職服事，然後我就禱告想知道神有沒有這樣對我的一個安排，我同

時也跟屬靈的弟兄姐妹說，他們也都替我禱告。這個聖靈的功效在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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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功，也在我家人裡面做了工，我的爸爸媽媽當時還沒信主，但也都沒

有反對。神對我的呼召就是要全職服事，繼續禁食禱告了一段時間，明確

這個意向後就開始了申請神學院，在申請的過程當中也非常順利，感謝主。 

 

今年復活節的時候我媽媽也來了美國，她看到我生命的改變真的是大

吃一驚，不敢相信我變了很多。她在這裡也看到了神奇異的恩典，接受了

主耶穌基督做她的個人救主。真是感恩，我們家蒙受了主太多恩典，我要

報答主恩。在莫瑞學習快結束的時候由於我國內畢業論文答辯老師說讓我

必須馬上回國，但當時如果回國就不能去門徒訓練了，我和媽媽就繼續為

這件事禱告，最後老師說可以不回去了，我的答辯可以通過視頻完成，這

真是又一次見到了神的信實。我已經决定要跟隨耶穌，信靠祂的人真是有

福，現在就是想多學習神的話語，屬靈更成熟，生命更多改變，見證主的

作為，讓每一個人都能享受這豐盛的生命，真正的喜樂，在主裡面滿滿的

豐盛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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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之前，我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者。價值觀的形成是從中

學階段開始，那幾年讀的書籍塑造了我的三觀。當時剛剛開始接觸自然科

學，並且深深的被它吸引，也時常感嘆其中的美妙。自那時起，我的理想

就是長大後一定要做一個理論物理學家，覺得物理科學是研究世界本質的

一門學科，只有像愛因斯坦等人那樣，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我願意

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物理學，奉獻給自己崇高的理想。 

 

記得剛來到美國時，一次偶然的機會與教會的弟兄姐妹在校園相遇。

當時我和同伴走散了，沒有車不能回家，於是問教會的弟兄姐妹能否送我

回家，弟兄姐妹們欣然的答應了。也就是這次相遇，給我和哥村華人教會

結下了不解之緣。我現在相信這一切都是上帝在我來美國之前就為我預備

好了的。那天回到家之後，我才發現華人教會其實就在我家旁邊，步行過

去不到十分鐘。接下來的日子，在弟兄姐妹的邀請下，我每個週五和週六

都會參加教會活動。但最開始我對基督信仰的態度是排斥的，因為教會裡

所講的人類起源與我從小接觸到的進化論是背道而馳的。但是由於在教會

裡認識了好多特別友好又善良的人，而且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讓我感動的

地方，這些善良的弟兄姐妹們讓我意識到他們所宣揚的無私的愛似乎是真

實的。受他們的影響，我决定去瞭解一下基督信仰。 

 

在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讀聖經，但讀的時候只是感覺在讀童話故事。

這樣的想法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著聖經有

沒有可能不是童話故事，而是一本講述事實的書。那天我做了一個大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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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第一次試著禱告，我對上帝說如果你真的存在，就回應一下我，如

果你不是真實的存在，那就算了。那天禱告完了之後，什麽也沒有發生，

並沒有眼前一亮上帝突然出現在我眼前。但從那天第一次禱告之後，以後

每天晚上都會禱告，因為我發現禱告之後，事情好像確實有一些變化，但

我當時不能確信這是否是上帝的作為。有一天睡覺之前我想到一個問題就

是基督徒死後可以升天，且天上的生活那麽美好，那直接自殺趕緊進天堂

不好嗎? 第二天一醒來，就收到一個姐妹發來的一段經文，解釋基督徒為

什麽要活著。當時有點驚訝：難道真的是上帝通過姐妹來告訴我答案？不

過在當時我更傾向於把這個事的發生歸因於巧合。感謝主，在這個追尋的

過程中，我漸漸瞭解什麽是愛，何等寶貴的愛！回看我的生命中，正缺少

了這樣無私而聖潔的愛。在這種愛的吸引下，我最終决定要成為一名基督

徒。  

 

與信主前相比，最大的變化就是我意識到了主的存在。以前我曾立志

做一個理論物理學家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在某天功成名就，一鳴驚人，自

己的人生價值才能得以體現，留名千古。現在發現，我的出發點就不對----

為了自己的榮耀！而且上帝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安排，相信祂的智慧是遠遠

超過人的。對於之前一直沒有想通的那些問題，比如進化論是對是錯，為

什麽通過科學手段鑒定的化石年代遠遠超過聖經所記載的地球的年齡，現

在覺得也許通過目前的手段或者說通過人的智慧是無法解决的，我們必須

謙卑下來承認我們的不足。信主後的我，繼續被這種從天而來的愛吸引著，

越來越遠離罪，並且通過不斷的操練，越來越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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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 Thompson 

My early life wasn’t perfect, by any means. I lived with parents who 

did the best they could, but fell far short of providing a loving 

environment for me. At the age of 6, I disliked the abuse that we endured 

from my father so much that when they divorced, I told my mother that 

she did the right thing. I couldn’t bear to see my brother and sister suffer. 

Unfortunately, due to the divorce, my mother had to work 60-80 hours a 

week, and I had to help take care of my siblings. As a result, my 

grandmother moved to Columbia to help take care of us.  

However, she was verbally and emotionally abusive to us. Meanwhile, 

my mother was struggling with many emotional scars from how my father 

treated her. I did not receive much attention as a child, and had no male 

role model. We were also very poor, and often my clothes were second 

hand and too small for me. I also ha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Essentially, I could not sit still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had 

trouble keeping quiet, did not know how to interact with my peers, was 

dressed in clothes that were not stylish and did not fit, had a weird first 

name, and had trust and anger issues due to my broken family life. 

None of this was helped by the fact that my parents were members of 

a cult; The Way International. They are a religious group that claims to be 

Christian, but has beliefs that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Christianity. Some of 

their more harmful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clude: There is no Trinity, only 

God the Father, and anyone who worships the Trinity is an Idolater. Jesus 

was just a man, created by God for a special purpose. Anyone who has a 

mental illness, or is homosexual is being demonically controlled.  

One of the especially damaging beliefs that they hold is that if 

something happens to you, it is because of your lack of belief. So, if 

anything bad happens to you, it becomes your fault. A way that they 

would try to leverage control over their members was to label anyone who 

disagreed with them as a person being influenced by Satan. This person 

should be avoided at all costs, because they might spiritually contam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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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Because of this environment, I did not begin to learn about real 

Christianity until later in life. 

The harsh and often lonely environment that I was raised in did not 

help me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y parents or siblings. We 

fought and argued frequently, and were often unkind. I know that I was 

not easy to love during that time of my life.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when I look back, I can see that God was gracious to me, and helped me 

more than I knew. 

 At the age of 14, I decided that God was real, and not just a thing my 

parents had invented. I had seen enough of how the natural world works 

to be convinced that he must exist. By the age of 16, I stopped attending 

functions with The Way International. I was disillusioned with the harsh 

environment and decided to do things my own way, as mainstream 

American culture encourages. I became very adept at justifying virtually 

any sin I wanted to in a way that my conscience could live with, or so I 

thought. In reality, I was running from God, and trying to justify my 

actions, but I did not know this at the time. 

I experimented with alcohol and drugs, and tried to seek fulfilment in 

the attention of friends and girlfriends in high school. I also played many 

video games, often 30 hours or more a week, using them as an escape from 

a reality that I was not prepared to deal with. I had a lot of problems. 

The final thing that brought me to my knees was a relationship when 

I was 19. I behaved very selfishly and irresponsibly, and hurt a girl a lot. 

She, in turn, used her closeness to me to get revenge and devastate my 

heart. Admittedly, I would say I deserved it, though, she was cruel. I spent 

several nights crying, because I hated myself so much that I wanted to die, 

yet, I could not die, because I felt I needed to suffer to pay for what I had 

done. It was in this place, where all hope was lost, and I had nothing else, 

that Jesus showed up and started to change my life. 

 As I mentioned before, I was very proud. I was even proud of how 

proud I was. And, I was good at “justifying” things. Jesus appeared to me in 

a vision, and I could not move. He told me “You think you have been good 

and moral, but, let me show you what you really look like…”. The image I 

had in my head next was of a silver plate covered in disgusting things, all 

of them related to death and decay. I expected God to put me out of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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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ery, and kill me, at this point, for I could not deny who I really was. 

Instead… he hugged me, and continued to say “… But, I still love you.”. 

This is when I truly accepted Jesus as my Lord and Savior. 

 My mother started to attend a church when I was 18. My siblings 

and I were very distraught by this and thought she was being manipulated 

by Satan, because of the way we had been taught while we were younger. 

My sister noticed how blessed my mom was attending church, and started 

to go as well. My brother and I were very disturbed by this. Eventually, in 

a dream, God told my brother to go to the church, so he started going. I 

was alone, and felt totally isolated from my family. After a while, I got into 

an argument with one of her friends about the theology they believed, and 

I read a book about it, and decided to investigate the church. Within 5 

minutes of being in the worship service, I knew I had to come back.  

At this point, I did not believe in the Trinity, but, God changed my 

mind. It was Easter weekend of 2010, and the church had a designated 36 

hours of constant prayer. I took a 1 hour time to pray. I prayed all of the 

recommended prayers, and had 30 minutes to pray on my own. I asked 

God to reveal how I should worship him. God told me to open the Bible 

and read the 1st page I came to. So, I accepted his challenge. My Bible 

opened to John 5:23 “that all may honor the Son just as they honor the 

Father. Whoever does not honor the Son does not honor the Father, who 

sent him.” After the prayer meeting, I drove home very quickly, and woke 

my mother, and found her Concordance and Lexicon, and studied the 

word “honor” in Greek. My conclusion was that I was wrong; the Bible 

does indeed tell me to place Jesus equal to God, which means he is God. 

Therefore, I repented. 

 There is much more to say, but I can summarize my experiences 

by declaring that God is, has been, and always will be faithful to me, even 

when I am not faithful to him. He has provided jobs for me, and 

opportunity far beyond what I deserve. He delights in me, and, I hope that 

you realize that he delights in you, as well. If God can love someone from a 

broken background when they have an ugly heart, God can love you, too.  

His love is not just an intangible emotion, but something that he lives 

out in his faithfulness to us. He has radically altered the course of my life, 

and expanded my capacity to serve and love others. He has imprinted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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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on my identity, and looking back, I can see the common thread of his 

handiwork woven throughout the fabric of my life. I am excited to see 

what good things he has in store for me, and those around me. I am 

blessed to have such an expanded community, and opportunities to serve 

others. 

Perhaps the biggest change that happened in my heart was how I saw 

myself. I used to view myself primarily as a sinner. Yes, I had received 

grace, but in my mind, this was a smaller issue. Once God convinced me 

(us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I was his child first, and he forgave me, 

then my life changed. Before, it was impossible to care for people properly, 

because I hated myself. But suddenly I could love people, because I love 

myself, because God loves me. Seeing myself as God sees me melted my 

heart and made it alive. 

Since this change, I enjoy finding opportunities to serve people, 

especiall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body of Christ. Service connects us as 

a family that likes to bless one another. Perhaps my favorite way to serve is 

through prayer. I can ask for help for them from the one who can do more 

than we can ask or think. God has been faithful to answer prayers so much 

that it almost seems normal. I grow in compassion and friendship with 

those I am serving and serving with. This is its own reward. 

I also love to learn about God through scripture, and hearing the 

well-structured teachings and presentations from Randy and sister 

Chang’e have been a blessing. As I learn more, I can apply more in my 

service. This in turn helps me to understand more of who Jesus is, how he 

feels, and what his heart is like. This is the greatest reward – getting to 

know him more and more.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hiur9D1e&id=3B841C614AFF4FAFB1634478BFDC62E79569C518&thid=OIP.hiur9D1eK4RNtCQ-gwqh9gEsC5&mediaurl=http://www.xwalaw.com/UploadFiles/2012-08/2012082916380935439.jpg&exph=309&expw=500&q=%e5%a5%87%e5%bc%82%e6%81%a9%e5%85%b8image&simid=608019834600753316&selectedIndex=338


 

21 

 

我曾經在神面前許願，要做見證，榮耀神的名。在我的家族中，姑姑

和姨媽已信主多年，可是當時我瞎眼無知不認識神。真正接觸福音是 2012

年，女兒到美國留學以後，有一次在電話裡說她要參加教會的活動，我說

你去吧。從此以後每次女兒和我聊天，有意無意地總是聊到福音，說人都

是有罪的，我說我既不偷又不搶，何罪之有？女兒又說信主的人有永生將

來要上天堂，我說死了以後管它上哪裡去，我只要活在當下。 反正就是不

信。後來女兒告訴我，她要受洗。我當時還不能接受，有種鞭長莫及的感

覺。2013 年 11 月，老家的房子拆遷，小叔弟媳和我們相爭，先生一氣之

下，從此以後和小叔一家老死不相往來。兒子結婚也沒有邀請他們參加婚

禮。這件事情對我和先生傷害很大，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那一年多的時

間，我的心就這樣受著煎熬，時常夜不能寐。再加上先生和我娘家的侄兒

合夥做工程，忙了近兩年，工程款全部被我侄兒倦了！家裡的事，外面的

事都不順，使我們一下陷入困境，讓我有種走投無路的感覺。可是無論走

到哪裡，居然都有人給我傳音。感謝主，人的盡頭，神的起頭。有一天我

在微信朋友圈裡看到一個鏈接，說三個男人改變了世界，排在第一位的是

耶穌基督！我很好奇這種說法，後來詢問了女兒關於耶穌基督的事情，女

兒解答了問題並且告訴我書橱裡有一本聖經 (原來她早有從美國帶了一本

聖經回來) 。那時先生在外地做項目，我每天看聖經到很晚，後來才知道

那是主每天晚上藉著聖經和我說話，不知不覺中我的憤怒、委屈和心裡一

切的不平，都慢慢地在神的話語中消解了。就這樣，在神的作為裡，我漸

漸地信了！接著便四處尋覓教會，感謝神奇妙救恩,讓我找到了家!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

的求什麽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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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四月，女兒在等讀研究生獎學金，我和女兒一直在為此禱告，

向神呼求。有一天我問女兒在幹嘛？她說在修改簡歷，準備在網上投簡歷

找工作。因為如果沒有獎學金，就不打算讀書了。我說女兒啊！“你只管

安坐等待，看這事怎樣成就” (得 3:18 上)。我相信神的應許，神的話是帶

著能力的，那天晚上我看到這節經文，相信是神在對我的心說話！淩晨 2

點多的時候，收到女兒的信息，獎學金下來了！哈利路亞！我激動得一夜

無眠，天上的父神，感謝讚美你！“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 46:1)。神的恩典真是數算不盡！大到女兒

的獎學金，小到出門尋找停車位，神真是都有預備，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的神！ 

 

“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

犯。”(太 6:14-15) 

 

每當看到這節經文，就感到羞愧，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主就為我們

作了挽回祭。我們都是塵土中的罪人，既然歸入基督裡，就當完全的順服，

委身於主！“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路

23:34) 。 與小叔一家不來往的幾年來，主擔當了我的痛苦，先生卻是自己

扛著。他的心結沒有解開，甚至兄弟二人碰面時也不說話。我每天為他們

之間的和睦禱告。感謝神的垂聽，2016 年寒假女兒回國。她和奶奶聊天時，

奶奶說沒有教育好孩子，兩個兒子不相往來，這個遺憾可能要帶到土裡！

這段話觸動了我的心。主說要孝敬父母，可是不僅僅是在物質方面孝順他

們，還有考慮他們心理的需求！我要起來堵住家庭的破口。感謝神！我一

禱告神就做工，妹夫幾天以後來做和解的工作，先生的心也被感動。他雖

然嘴上沒有說，但是我知道他心裡已經原諒了小叔。主啊！你是信實的神！

只有你是鑒察人心的，洞察肺腑的，也只有神能改變人心。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太 24:13)  

 

正如天不會常藍，我們基督徒處在這彎曲悖謬的時代，常常遇到艱難。

2016 年的春節,我和先生遭遇了史上最嚴寒的冬季，在人人都忙著收賬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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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過春節的時候，我們承建工程項目的老闆玩起了躲猫猫，失聯了！也是

我們第一次用打官司的方式催討欠債，但我知道所有的事都出乎神！神要

我和先生學習信靠、順服和忍耐的功課。我們的信，不是一時的信，而是

持續的信，持續的順服，持續的忍耐。我相信我所信的神，是慈愛又信實

的神，也是公義審判的神，斷不以有罪為無罪！雅各在走投無路的時候，

神降下天梯和他說話，神也會為我降下天梯，打開天門，賜下天福。苦難

是化了妝的祝福，神為了塑造我的品格，將來成為更多人的祝福！感謝神

讓我有這樣痛苦的經歷。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任何憂慮。我

相信神的應許。因為祂告訴我說: 不要害怕，不要驚惶，你無論到哪裡去，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祂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從今時直到永遠。

神是信實的，話怎樣說，也怎樣成就。“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

害。祂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 1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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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你眉蹙常耽思， 

誰知你心藏往昔時， 

誰知你胸懷淩雲志， 

誰知你眸中見說辭。 

 

誰知你多少煩惱絲， 

誰知你貪婪求知識。 

誰知你忐忑無主次， 

誰知你桀驁性如石。 

 

 

 

 

 

 

 

 

 

 

 

 

 

 

 

 

 

 

 

 

 

祂知你嘆息千萬日， 

祂知你傲骨依誰恃。 

祂知你一心雪前耻， 

祂知你黯然淚潸時。 

 

祂知你立定行善志， 

祂知你亦荏弱難持。 

祂知你頑梗無休止。 

祂知你如羊走迷失。 

 

祂說我願卑微降世， 

祂說我愛你心誠摯。 

祂說我背十架赴死， 

祂說我為將你醫治。 

 

祂說我欲作你磐石， 

祂說我待你如待子。 

祂說我願你得恩賜， 

祂說我愛你無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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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健忘的人，對神的恩典很容易忘記。神在我身上所行的生命

的改變也很大，可是事情一過很快就淡忘，先前的痛苦和感恩也沒那麽刻

骨銘心了。我想即使神帶我經歷過紅海那樣偉大的神蹟，我也極可能會像

以色列人一樣在曠野抱怨神不給我肉吃水喝。 

所以常常數算神的恩典真是很重要。我信主前雖然外表陽光開朗，其

實心裡有多少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每天活著多麽沒有盼望。受後現代解

構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影響，我並不清楚是非對錯的標準，從青春期“自我

的覺醒”開始，各種價值觀就每天在心裡打仗，不得安寧。我通過一切途

徑尋找人生的意義卻不得，內心苦不堪言甚至焦慮失眠。基督信仰讓我找

到了我苦苦尋求的答案，從那以後整個人煥然一新，每天喜樂洋溢充滿使

命地去生活。 

成為基督徒一段時間後，我對於十字架和復活還是不太有體會。那時

覺得父神很偉大，改變了我的生命，但是和主耶穌好像很遙遠。現在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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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才知道原來是因為我當時是從“真理”這個角度進入福音，其實對罪

並沒有太多的認識，對自己的罪也沒有深切體會。主實在是生命的主。祂

通過幾年的時間，藉著無數大小的事情和週圍的許多人，讓我越來越清晰

地意識到對罪的認識不足是我生命成長的瓶頸。因為看不到自己的罪，對

十字架的理解就不深，這阻攔了我更多地認識主；另一方面，對“別人也

是罪人”這一點認識不足，這讓我容易受到人的傷害，也阻礙了我服事人

的熱情。看到了問題，接下來就是如何解决這個問題了。神所用的方法，

第一是生活，第二是讓我進學校專門來學習何為“人”，我幾乎是被推著

往前走的。儘管百般不情願，但還是要承認神實在是高明。 

藉著婚姻所帶來的瑣碎的日常生活，也藉著神所賜給我的人情通達的

丈夫，讓原本不食人間烟火的我能夠脚踏實地，在料理飲食起居和夫妻相

處的平常小事中親身品嘗到作為一個血肉之軀的人的酸甜苦辣和各種複雜

的情感心緒。聖靈也藉著這些生活的素材打開我的眼睛，讓我逐漸看到自

己和他人無異，都是普普通通的罪人，可恨可憐，若不通過主的救贖，是

沒有出路的，根本不配進到聖潔光明的國度。從前我不能理解為什麽有人

都嘗到主恩那麽美好的滋味了居然會軟弱跌倒，居然會不願意讀經禱告，

可是當我也經歷過同樣的掙扎之後，就能理解和體諒，也知道用耐心、智

慧，和禱告，去守候我的弟兄姐妹，並且深信神大能的憐憫和保守必幫助

他們重新站起來，比以前更强壯，就如祂無數次恩待憐憫我。在我處在人

生的低谷，連禱告的力氣都斷絕的時候，是主親自呼喚尋回，把我馱在背

上一步步往前走，藉著詩歌等各種方式，讓我心裡的力量逐漸恢復，能夠

重新站起來，並且奔跑跳躍。 

或許單有生活體驗的積累還不夠快，或許神知道我是一個多麽固執的

人，祂還專門為我開了一扇門，讓我有機會重新回到學校，去學習最讓我

頭疼的政治。這個專業名叫公共管理（或者叫公共政策），與我以前的行

業城市規劃有很多相似，但是更側重在政府行為中各方複雜微妙的關係的

處理。最典型的就是在處理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情，涉及到很多利益相關

方時（私人企業，非營利機構，贊助商，社區居民，上級單位，其它部門，

機構內部員工，等等），協調處理各方關係，讓各方從誤會深重、彼此敵

視，到願意坐下來溝通，直到能夠産生一些建設性的成果，達成一些共識。

剛開始看老師布置的案例分析時，我簡直一籌莫展，因為其中人物衆多，

關係錯綜複雜，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有新的變化，讓我驚訝人怎麽可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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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變。我成長的環境簡單封閉，每天只需埋頭學習，沒有和人打交道的經

驗，感謝神憐憫我，藉著這些課業讓我最薄弱的環節上得到訓練。我從前

對人的詭詐一無所知，現在稍有瞭解，對於人際關係的複雜也不再大驚小

怪，也不像以前那麽容易感到受傷了。不僅如此，看自己看別人也更加合

情合理。我從前苦惱於服事走到瓶頸，因為性格內向，寡言少語，沒辦法

認識很多人，即使偶爾認識一些人，也沒法有很多熱情的交流。神藉著這

個專業的學習，一方面在重塑我的性格，讓我有一個更加開放的內心，身

心更加健康；另一方面也讓我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在教會生活中去觀察

總結我到底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有哪些，同時也學習接納自己，做好能做

的，在做不了的事情上不勉强，與此同時，禱告神給我前面的道路更清晰

的異象。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上真是有神特別的恩賜，讓他們能做很

多待人接物的工作，他們也很盡心竭力地去做，我就為教會弟兄姐妹的配

搭由衷地讚嘆主的恩典和智慧。這些觀念和心態的改變都是基於生命的成

長，是神藉著這扇門的開啓賞賜給我寶貴的財富。 

每天的生活學習中，神讓我看到祂的確是行走在以色列人所居住的營

地裡的神，祂在教會裡，也在教會外，每時每刻都與我們同在。祂大有智

慧，我們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在祂手裡都仿佛藝術家手裡的素材，祂將我

們精雕細琢成為一件件藝術品，滿有祂自己美好的性情。信主快七年，一

路走來，有陽光有風雨，但是最後都變成了美好的祝福。深信祂也會使用

在我身上的這些雕琢來祝福祂所愛的其他的兒女，讓弟兄姐妹一起都來經

歷生命的蛻變，彰顯神的榮耀。 

 



28 

「約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每個人信主的路是不一樣的，我聽過大多數的見證都是自己在最艱難

的時候歸向了主，之後人生變化之類，而此前各種不信很是坎坷。我信主

的過程十分簡單，去教會的第二個星期就决志了，原因只有四個字“耶穌

愛你”。短短兩個星期，我沒有讀過聖經，也不明白裡面到底在講些什麽，

只知道這世界上有一位創造萬物的神，祂為我們的罪道成肉身釘死在十字

架上，用寶血洗盡我們的罪，因為“神愛世人”。我第一次知道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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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親之外，在世界上我還有一位天父——無所不能的神，一直愛著我，

而我什麽都不用做只要單單信靠祂就行，簡直太幸福了，就存著單純的心

跟著牧師作了决志禱告。 

 

「太 7:9-11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

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東西給

兒女，何况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

嗎？」 

 

就在信主後的一個星期，教會聚會結束後我遇到上帝為我預備的另一

半，我的老公李弟兄。當時他還沒有信主，只是跟著同學偶爾來一次，然

後我們就從相識到相知到相愛。我們一起去教會查經，一起去福音營（李

弟兄在福音營信主），一起在復活節受洗，就在我們初見的第四個月我們

就在教會結婚了。天父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在我信靠祂的第一個星期就給

我一個好丈夫。相識四個月就結婚了，應該算是閃婚，如果沒有主的帶領

和指引，我們的小家應該早已經鶏飛狗跳了吧，然而我們一直都很幸福，

從未吵架，這一切都要歸功於這個家裡的頭，李弟兄是一個謙卑的頭，是

一個奉獻的頭，是一個忍耐的頭。“你們做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祂又是教會全

體的救主”（弗 5:22-23）。相信很多丈夫都很喜歡這兩節經文，感謝主李

弟兄從來沒有用“順服”兩個字來約束我任何事情，他一直在做到“愛妻

子”，幫助我適應美國的生活，關心我負面的情緒，包容我無理的脾氣，

給予這個小家最大的愛。 

 

「提前 2:15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

就必在生産上得救。」 

 

婚後一年半，我們决定要一個寶寶，為上帝撫養一個敬虔的孩子。我

們一直為這件事情禱告著，每次我都在來到主前對他說：“主啊，天上的

父神，賜給我們一個男孩吧！願他像撒母耳一樣從小就侍立在主左右，一

生為主而活”。”恩典再一次降臨到我們家庭，我們有了愛的結晶。十月

懷胎真的很不容易，各種難受和不適，遠在異國他鄉沒有父母親人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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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艱難，那時候我一度向主發脾氣，每次向主禱告的時候都會大哭，埋

怨祂不理我。但弟兄姐妹一直都很關心和鼓勵我們，為我們代禱。懷孕 41

週還沒有動靜，不得已只能去醫院催産，各種方式用盡，各種罪都受了，

過了 30 個小時還是沒有生下來，弟兄姐妹在群裡問：“我們組的小寶貝

生了嗎？”當時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孩子有點呼吸窘迫，馬上就要進手

術室了，還請弟兄姐妹幫我們禱告”，那時候已經是淩晨。正在手術間準

備剖腹産的時候，高牧師來了，在手術室外為我們禱告，幾分鐘後聽到孩

子的第一聲啼哭，我終於流下了感恩的眼淚。 

 

「詩 23: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

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感謝主我們全家都一直在主裡被愛著，孩子剛剛出生就有高牧師為他

禱告，因為沒有父母在身邊幫忙照顧，滿月期間都是教會的弟兄姐妹們輪

流過來照顧我們，給我們送食物，給寶寶帶禮物，何等恩典我們能如此被

愛，可以說沒有主，沒有教會，沒有弟兄姐妹就沒有我們這個幸福的小家。

親愛的主耶穌，天上的父神，袮是配得我們敬拜和讚美的主。我們一天一

天的來到袮的面前，俯伏在袮的脚前，一切榮耀都歸給袮。袮是何等愛我

們，袮的恩典夠我們用，使我們福杯滿溢。袮的話語時時刻刻印在我們心

裡，作我們脚前的燈，路上的光。我們犯罪，主用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

我們軟弱，主袮給我們力量。在我們還沒有向袮求告的時候，主啊，袮就

早已預備我們的需要，。願袮繼續賜福給我們這個小家庭，願這個蒙恩的

孩子能一輩子在主裡，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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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 12 年剛到新生命組做同工時，高牧師就鼓勵我以後要學習帶查

經，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懂的不多，那時我也害怕帶查經、做教導，因為害

怕自己沒有“獨到”的見解讓人有所收穫，也害怕自己如果分享錯了，會

受到批評，一直有些抗拒去學習帶查經。所以只希望發揮自己的“特長”，

做關懷的工作。直到我漸漸發現，靠我自己從“體貼人的軟弱”而發出來

的關心，並不能“維持”我所關心的人對神的渴慕和追求，並不能更深層

的幫助他們認識並對付自己罪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神就開始在我

心裡預備，讓我明白教導聖經的重要，且讓我在新生命組裡開始學習如何

帶領主題查經，並且大使命裡的“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變得越來越鮮活。 

 

讓我真正對帶人學習聖經有渴慕的是看到 Randy 的榜樣。他總是謙卑

地，無論聽他講聖經的人是一個還是十個，無論他們能聽幾次還是幾年，

都絲毫不會影響他的熱忱。在我跟著他的查經班學過五年後，看著自己的

密密麻麻的筆記，想到聖經的脉絡、想到一同學習聖經的人的改變，我就

似乎明白，這才是真正的在帶領門徒吧—教授知識，分享生命，傳遞使命。

我似乎也看到了一條服事的路擺在我面前。還記得他常常在查經時說，他

跟神的禱告是，我們今天所學的會讓我們從此開始不再一樣，並且有一天

我們能將我們所學的，分享、教導其他的人。感謝主，這話一直在我心裡

激勵著我，讓我的心漸漸預備好，願意去分享神的話。另一個見證就是我

的婆婆在受洗不久回到國內的時候，有一位曾在我們教會信主受洗並參加

基督工人中心營會接受裝備的姐妹每週都邀請她去家裡查經，並且每一次

她們都是按著經文順序按卷而研讀。看到我婆婆分享她從中得到的供應，

並且看到她渴慕的心得著滿足的喜樂，我就很感恩神能讓那位姐妹來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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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婆婆在信仰上慢慢扎根。最近一個鼓勵我帶人查經的同工是小飛弟兄。

他自己先做榜樣，雖然只有週末在哥城且還有很多服事需要去做的情况下，

他仍然花時間帶領一些願意學聖經的福音朋友以及初信的弟兄姐妹查經。

於是我也開始渴慕能和人一對一的學聖經。 

 

今年 9 月底一次預查時，小飛提到想帶領組裡兩位弟兄姐妹查經，卻

苦於實在沒辦法安排出來時間的時候，那時我心裡向神說，我自己預備好

了，可是我還不知道用什麽材料、去帶領誰，求你引導我。奇妙的是，第

二天中午，神引導我看見書架上一小堆以前跟 Randy 查馬太福音的筆記！

我心裡感謝神說如果有人願意學，我可以帶馬太福音了！就在幾個小時後，

有鄰居來我家聊天，說起她以前可以參加美國人的查經班學聖經，現在生

了小孩出不了門，但還是很想學。我心裡就暗自禱告神，說如果她願意跟

我學，我願意帶她。感謝主，她很快就回復我的訊息，說她願意很希望學

馬太福音！我心裡就驚嘆稱頌神的作為！就在第二天，我們倆就趁著寶寶

們睡覺的時間，一起打開聖經學習。感謝主，神把平安和喜樂加在我們倆

的心裡，我們都為能這樣的學習來感恩！但接下來的一週，我們約過兩次

都不能凑在一起，我擔心她渴慕的心被撒旦影響，稍有些灰心。沒想到第

三次我們再約時，她說幾天不學心裡都覺得空空的，抱著孩子過來也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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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我們一邊照顧寶寶，一邊分享神的話，身體雖疲憊，心裡卻甘甜。

更感恩的是，她在昨天學完耶穌呼召第一批門徒後，告訴我她决定要接受

主，預備好要受洗了！她現在已經約好在 11 月底回國前在接受洗禮！我

真是又驚又喜，聽著她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和見證這幾年神在她身邊的幫

助，我心裡也感恩神讓我接了最後一棒，見證她接受主時的喜樂！感謝主，

也藉這個經歷來鼓勵我，渴慕繼續陪人學習聖經，“因為出於神的話，沒

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路 1:37) 

 

我發現神幫助我突破攔阻，克服了在話語教導上的懼怕後，我也更多

渴慕去學習神的話，不僅分享以前所積累的，更是願不斷的去豐富自己所

缺乏的，並且現在真的能樂於跟人分享神的話。還記得高牧師在分享校園

事工時提到海歸基督徒流失的問題時，說到過“如果我們可以在美國就能

帶人查經，就不會擔心我們回國之後會流失”。我想真是因為我們自己扎

根聖經的話時，自然就樂意教導別人而結出果子來。回想這一路，神都在

不斷的預備我、預備環境，為了讓我和身邊的人都得著益處，就很感恩神

真是在我的生命裡工作的神，正如聖經所說“我們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

耶穌裡造成的”。也感謝主讓我體會到，原來帶領人一對一的學習聖經，

並不是我想像的那麽困難的事，深願更多的弟兄姐妹能願意帶人查經，讓

我們所領受的，可以讓人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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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一月的第一週，臨近産期的我帶著 6 歲的兒子在基督工人中心

參加了讀經營，許多的弟兄姐妹認為我信心强大，其實實在慚愧，因為，

若不是放下自己的小心思，順服神的心意，也難以平安喜樂從讀經營滿載

而歸。感謝主，祂是信實的，信靠順服祂的必蒙祝福！雖然，我早就在上

次讀經營結束的時候就遞交了這次的報名表，但隨著孕週越來越大，行動

越來越不方便，單憑自己的想法真會放棄這次營會。然而，主保守每次産

檢大夫都說很正常，不論我跟大夫說自己有何種反應，而且最後幾次産檢

時間竟沒有一次和讀經營日期衝突！好吧，我的小心思就這樣産生了：

“如果讀經營前的這次産檢胎兒一切正常，我就繼續參加讀經營！”主啊，

祂真是曉得我們的心思意念，更是奇妙的用祂的方式來引導我明白祂的心

意！ 

在産檢的前一天（2016 年最後一個週四）下午，我突然接到醫院的電

話說第二天的預約被醫生家中臨時有事而被取消，至於改在什麽時候會再

通知我。必須承認的是，我瞬間有一絲絲的竊喜，因為重新的預約一定是

在下一週也就是讀經營的那週，我正好可以藉口不去。但是，很快，我的

這種竊喜就被不安代替。咋就這麽不巧，突然被取消了呢？這是神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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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考驗？難道神在憐憫我說你月份大了，要注意近期胎動减少會有臍帶

繞頸的可能，就不要去讀經營了，好好接受之後的産檢吧。當我越這樣想

的時候，就越來越不安，如果真的臍帶繞頸怎麽辦？越這樣想就越覺得胎

兒不動了一樣，就恨不得非要抓住已被取消的這次産檢，然後我開始埋怨

美國的醫療，開始懷念北京的婦産醫院，開始不理解為啥就不能把我安排

給其他大夫幫我常規産檢呢。以至於我第二天再接到他們的電話時，就執

意想被安排在當天，哪怕就是聽一聽胎心，最後人家很禮貌的給我說抱歉，

當天的醫生都已經滿工作量，說如果真覺得胎兒不動建議立刻去急診。後

來陸續有護士打來電話教我如何數胎動，問我監測胎動的情况，被關照的

我卻沒有了耐心。突然，我意識到自己就像被惡魔纏身一樣，雅各書中的

一段經文立刻閃在腦海中“人被試探，不可說：‘我是被神試探’，因為

神不能被惡試探，祂也不試探人。但個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牽引

誘惑的”（雅 1：13-14）。突然感到自己的所思所念，已經得罪了主，也

誘發了許多惡行來，立刻做了一個認罪禱告。是啊，我怎能把對主的追求

放在這樣的一次産檢結果上呢！我信靠的應該是主的大能和慈愛，想想亞

伯拉罕獻以撒的信心，再想想約書亞是如何遵行主的誡命進迦南得産業，

還有哈拿是如何信靠順服神而得子……神藉著聖經中那麽多的故事和人物

已經在給我們表明祂的心意：“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我們應該相信主，也應該讓祂做主，接著我又做了一個禱告，求主再

明示我當行的路，感謝主藉著我 6 歲兒子的口，再次向我顯明祂的心意。

當我放下自己的小心思，順服祂的心意時，那些因産檢帶來的各種不安都

消失了，感謝主給我真正的平安，讓我有信心和勇氣徹底取消了這次産檢，

踏踏實實地上山親近祂，神也保守了我們母子在中心度過了豐盛美滿的一

週。在中心的迦南樓唱聖詩，學聖經，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話語時，我很

明顯感到胎兒在動，似乎也在讚美主！信靠順服神的心意，必蒙祂的保守

與祝福！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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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團契查撒母耳記，筆者做了一些研究， 發現不少基督徒甚至牧

師都用大衛犯罪的例子來為自己辯護 (justify)，開脫：大衛所犯的奸淫和謀

殺都是死罪， 神還不是赦免他了？神還稱大衛為“合神心意”的人呢！ 

筆者相信一個誠實的基督徒斷然不會做出上述膚淺的論斷， 乃是印證了人

心的虛妄和詭詐！ 

  

“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撒下 12:13 

 

            大衛在面對先知拿單代表神的審判時， 在第一時間就承認了自己的

罪，沒有任何的否認，推脫和辯解。 而大衛的認罪是真心的，詩篇 51 篇

詳細記述了大衛的認罪與悔改：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

罪，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

求你洗滌我……求你掩 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求你為我造

清潔的心, 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 大衛的認罪也

是真實和徹底的， 在他的餘生當中再也沒有犯過：“這童女極其美貌，她

奉養王， 伺候王，王卻沒有與她親近”(王上 1：4)；“ 大衛除了赫人烏利

亞那件事，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一切所吩

咐的” (王上 15：5)。 

  

“只是你行這事，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

撒下 12:14 

 

            可見，大衛犯罪居然讓魔鬼撒旦在神面前大得褻瀆的機會： 合神心

意的大衛(撒上 13：14)，在凡事上信靠神，敬畏神， 順服神的大衛(如面對

巨人歌利亞和逃避掃羅追殺時)， 卻讓撒旦可以有機會輕慢，冒犯，甚至

攻擊與污辱聖潔全能的神！ 這是多麽可悲可嘆的一件事情！司布真說過， 

很多人知道知何處卑賤，卻不知道如何處豐富。 當他們處在人生顛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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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暈頭轉向，以致跌倒。 大衛在平順的日子裡睡到太陽平西，靈裡一鬆

懈， 就跌入情慾的網羅和魔鬼的詭計裡。這讓筆者想到了約伯， 不同的

是約伯在撒旦的控告面前得勝了：無論是在富足裡， 還是在卑賤裡都站穩

了！是我們的好榜樣！ 

  

“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撒下 12:10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儘管神因著大衛的認罪悔改而赦免了大衛的死罪 

(撒下 12 : 13)，但是神還是有重重的審判和懲罰大衛(撒下 12 : 6-14)，因為主

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來 12 : 6)。大衛想方設法要遮掩

的罪被神大白於天下！ 而且大衛犯罪的陰影一直籠罩著整個王室： 長子

暗嫩玷辱同父異母的妹妹他瑪，後被押沙龍所殺； 三子押沙龍叛亂且與大

衛的嬪妃在日光之下同寢，後被約押所殺； 四子亞多尼雅擅自稱王，後又

向拔示巴求大衛的侍女/嬪妃亞比煞， 後被所羅門所殺；加上拔示巴所出

的第一個孩子， 大衛所親愛的四個兒子都相繼死去，大家詳細讀這段歷史， 

就可以看見大衛真是悲痛不已，傷心欲絕。所以大衛的罪雖被赦免， 但是

罪的後果和影響卻還是存在的！ 

  

“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

道的。”—太 10:26 

 

           我們在神的面前千萬不要抱僥倖的心理， 以為只有自己知道便可以

隱瞞和遮掩自己的罪過， 大衛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並且被造的沒有一

樣在祂面前不顯然的。 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

敞開的” (來 4 : 13)，。我們更要小心的是“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 

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 (傳 12 : 14)。所以真心的認罪悔改，重新地歸

向神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羅 8 :4 

 

 于宏潔弟兄曾經用這個主題講過一系列的信息。 于弟兄說這是這個

世代神的兒女們最需要的信息！ 神把耶穌基督賜給我們，不光叫我們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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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叫我們得勝。 但是我們看今天神的兒女們，我們很多人僅只得救，不

容易得勝。 我們在很多的試探面前失敗，我們在肉體情慾的挾制中生活。 

今天在個人的身上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 魔鬼不光是用很明顯的罪惡傷害

這個世代的人，他最詭詐、 破壞神家的就是藉著肉體。我們所信的是聖潔

公義且要審判人的神， 願大衛的例子可以成為我們的提醒和警告， 而不

是成為我們存僥幸心理的藉口！ 願我們都可以靠著三一神過一個討神喜悅

的得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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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 4：8】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

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愛的源頭

來自於神，愛是永不止息。愛也在我們每一個微笑中，在我們每一個擁抱

裡，在我們的一舉一動裡。基督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相信耶穌基督

是神的兒子，道成肉身，為世人所犯的罪成為贖罪祭，且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之後從死裡復活。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

明出來。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祂是神本體的真相。神就是愛。 

我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神為我們所預備的救恩和永

生的盼望。世界的末了要與基督一同進入神的榮耀之中，在基督耶穌裡同

為後嗣，同蒙應許。我們這些既蒙了恩召的人，就是已經被神分別為聖的

人，就當脫離那卑賤的事，不再在乎於這世界所能給我們的，也不再在乎

於別人的眼光。我們在這世界上是寄居的，在天上還有更美好的家園，就

輕看這地上至暫至輕的苦楚。讓我們的心單單屬耶穌，單單在乎主的心思

意念，過聖潔的生活。因為神是榮耀聖潔的主。 

在這末世的日子中，我們藉著每天的讀經，禱告，敬拜，與神親近，

愛主更深。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思念凡是真實

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好叫我們行事為人對

得起主，凡事蒙祂的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神。使我

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

多而又多。 

【歌 8：14】我的良人哪！

求你快來！如羚羊或小鹿在香

草山上。願你吸引我，我們就

快跑跟隨你。我屬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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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我虧負了你！ 

你每天忠實地普照大地 

我卻終日忙著低頭覓食 

而忘記了抬頭仰望你。 

太陽，我虧負了你！ 

我因為懶惰貪睡 

就責怪你的早起； 

我喜歡在黑夜裡獨歡 

就巴不得你早點離去。 

太陽，我虧負了你！ 

我在炎熱的夏天 

咒駡你的溫度； 

又在連綿的陰雨天 

控訴你的缺席。 

 

 

 

 

 

 

 

 

 

 

 

 

 

 

 

 

 

 

 

 

太陽，我虧負了你！ 

我寄生在你的光綫裡 

卻用心靈和你保持最遙遠的距離。 

太陽，我虧負了你！ 

今天，當你的光明被黑暗遮蔽 

我才想起來要舉目仰望你 

卻猶如看一場百年不遇的戲。 

太陽，我虧負了你！ 

我享用了你太多的恩惠 

卻沒有照著你該受的愛戴 

去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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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賽 55：6a） 

 

得聞今天是美“日全食日”，各地的人們紛紛傾巢出動，好像慶祝節

日一般爭相目睹這“百年一遇”的景象。每一日“太陽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如勇士歡然奔路。它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

它的熱氣”（詩 19：5-6）。太陽，離開了它，禾秧結不出美果，小樹長

不成高大偉岸的身軀；鮮花開不出燦爛，花朵釀不出芬芳；而沒有它，人

們將不知今昔是何年，終日在黑暗裡摸索。因此，“神說：‘天上要有光

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

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創 1：14-15）。 

幸運的是，它今天只是與老友（月亮）擦肩而過，其光芒被暫時遮蔽。

同時也警示我們現今仍是“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侯

求告祂”（賽 55：6）的恩典時期。“應當趁著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約 12：

35-36）。因為有一日要來，那日“天上的衆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

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賽 13：10）。 “看守房屋的發顫，有力的屈

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傳 12：3）。那一日

是耶和華在忿恨中發烈怒的日子，是罪人遭審判的日子，因為他們不肯回

轉歸向祂，雖然祂一直在寬容等待...... 

 “諸天述說 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詩 19:1-2）。在浩瀚的宇宙裡，“它的量帶通遍

天下，它的言語傳到地極”（詩 19:4）。可現實卻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人，

被這世界的假神弄瞎了心眼，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看見，卻

不曉得，聽見，卻不明白。以至於在神萬軍之耶和華面前為自己積蓄憤怒。

“天哪，要聽；地啊！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

大，他們竟悖逆我。牛認識主人，驢認識主人的槽；以色列卻不認識，我

的民卻不留意”（賽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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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的人啊，不要只顧忙碌奔跑，任憑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並今

生的驕傲敗壞你的靈魂，虛耗你的生命。生命寶貴，靈魂無價。我們既能

分辨這天象，也要明白成就這天象的創造主的心意-----在祂的大日來臨之

前，呼籲主的名，承認自己的罪過，求祂幫助我們離棄罪惡、敬虔度日。

祂必厚待你，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 10：13）。 “聽從我，

日日在我門口仰望，在我門框旁邊等候的，那人便為有福。因為尋得我的，

就尋得生命，也必蒙耶和華的恩惠。得罪我的，卻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惡

我的，都喜愛死亡”（箴 8：34-36）。 

 “（主）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路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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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詩 91：1） 

 

“父啊！赦免他們，因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 23:34）。 11

月 5 日這個週日，德州教會特大槍擊案，讓我從最初對事件的震驚，到對

凶手的憤怒再到後來對遇難者的哀傷，主的話久久縈繞耳邊。此起彼伏的

槍擊案件，也許使我們有些麻木不仁，視若無睹；或心存僥幸，以為離我

們還遠；或者對施報者義憤填膺；或者對受害者痛悔惋惜。但身為上帝的

百姓，願上帝賜我們一顆憂傷痛悔的心，與受苦的人同哀傷，痛定思痛，

警醒禱告。 

這是一個悖逆的世代，人心裡想的盡是惡；又是一個淫亂的世代，所

多瑪，蛾摩拉之罪惡比比皆是。哪裡才是我們的安息之所，真正安全之處

呢？詩篇九十一篇一節告訴我們，“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

的蔭下”，雖然“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

人”（彼前 5：8）, 但神卻應許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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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赥免他們的罪，

醫治他們的地”（代下 7：14）。我們只有轉離惡行，真心尋求祂的面才

是正途。 

挪亞一家在大洪水中幸存，羅得得免天火的審判，但以理在獅子坑裡

毫髮無損，其三個同伴在烈火中竟然自在游行，皆告訴我們主知道誰是屬

祂的人，要搭救他們脫離凶惡。即或不然，主也教導我們不要害怕那只能

殺身體的。十字架上的强盜雖然死了，但其靈魂當晚卻與主一同進入了樂

園。在這世上許多虔誠人受苦、遇害，主卻將他們的靈魂藏在祂的裡面。

他們雖然死了（身體上），卻仍然活著（靈魂上），並將永永遠遠活著，

因為主要在那日賜我們一個榮耀的身體，和愛我們的主永遠同在了。願我

們常存此盼望，在地上敬虔度日。無論得時不得時，廣傳福音，彼此勸勉，

憑信站立！ 

愛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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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時讀《桃花源記》，臆想世外桃源，沉醉不知歸途；青時再讀，已知世

無桃源，僅在書中相晤；直到細讀聖經，我曾尋它千百度，“桃源”竟在

天涯咫尺處。 

 

讀過《桃花源記》的人都知道該文寫的是東晋時期的故事：一個捕魚

為業的人偶然發現“桃花源”這一隱於亂世的安居之所，並與桃花源人交

談世事，彼此震驚。數日後，漁人辭別桃源，複尋之卻未能尋見。藉著這

夢想幻滅的悲觀故事，思想神的國度是可信、可盼、可見的，便為我們能

安然居住而感謝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桃》在一開始便描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

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

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漁人是因見著桃花林美得純淨芬芳，就

繼續前行，想看個究竟。這是我開始認真思考信仰的原因之一。 

聖經上記著“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耶 31:3）”  這句經文說主以慈愛吸引我們，

“吸引（draw）”這個詞，正是對基督徒對身邊人影響的精准描述。因祖

父母信主的緣故，加上年少時讀的世界名著和所知的西方畫作，其實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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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聽過耶穌之名，但身邊缺乏基督徒朋友的見證，所以並不知道有基督信

仰的人和一般人的不同，但在我心裡基督和那些笑面偶像迥異，神聖且莊

重，但仍將其歸類於反科學的未知領域。 

彼時求學香港，結識了那群以愛之名給我傳福音的人，他們言出必行、

行勝於言，又待人真誠。他們是基督徒，大約 300 人組成的團體專尋內陸

赴港的學生，幫助學生適應新環境新語言，不厭其煩。令我好奇的是他們

當中有人高官厚祿，也有人薪資微薄，有人馳騁商場，還有人四處揾工，

這樣一群各行各業、有懸殊貧富差距的人居然可以和睦地為一件事情彼此

配搭，還其樂融融。更好奇的是的是那些長者和組織者都很和善且言語柔

和。這樣一個沒有階層之分的群體，卻有條不紊地組織了各種課堂和外出

活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是誰在管理著這個團體？是誰能讓他們甘心

情願犧牲休息時間陪著素不相識的學生們，還一直滿有熱情？我實在被這

一群鮮活的生命深深吸引了。 當學生們紛紛道謝時，他們卻回應“不用謝，

我們就 是主 耶穌 差來 愛 你們的 。‘ 我們 愛， 因 神先愛 我們 ’（ 約一 

4:19）” 。我心裡一驚，愛！這世上真有嗎？真有人相信世間有這種不圖

回報的愛嗎？連父母都會愛乖巧成績好的孩子！一連串問題在困擾我心，

但那時忙於學業，又急於在複雜又險惡的社會中立足，根本無暇考慮信仰，

也不知愛為何物，更別提相信有愛。但無力抗拒這群基督徒特有的吸引力，

我就像《桃》中的漁人被美景深深吸引一樣，想要靠近這群可愛的人，對

他們的動機和他們所說的愛一探究竟。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

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

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漁人行至水源見山有小口，裡面像有光。

就舍船進入了極其狹窄、一次只通一人的山口，但繼續前行幾十步，眼前

突然開闊，村莊有序井然、美景良田、和睦美滿、老少怡然。 

主耶穌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

7:13-14）。讀到此處，心生感慨。因為被基督徒所說的“愛”深深吸引，

我終於來到活水之源——神的話，也得見一山，也行至窄門。怎知門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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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經上記著“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 20:3）。 “引到永生，

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太 7：14）。 “你要盡心、盡

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 6:5）。原來進了這門不可進別的門，原

來信了神就要全心愛神過於一切。我見窄門異常狹隘，進窄門的路也十分

難行，即使再想追根究底，也不願繼續前行。所以於我而言，“復行數十

步”這一階段，著實走了好幾年。多次翻開聖經都因為不知其意而棄於墻

角，一直在荊棘地掙扎，直到“豁然開朗”。自那時起，我也得以進入一

片聞所未聞的“世外桃源”，那便是永生神的家。初來乍到，就像哈利波

特初入魔法社會，這裡的一切道理和規則不同於世界，居然還相反！世界

的人們都不甘示弱，主卻教導我們誇口軟弱；世界强調追求自我，主卻教

導我們捨掉自我；世界裡人們爭得獎賞，主裡的人們卻不要世界的獎賞；

世人所拜的泥巴偶像腦滿腸肥、坐等供奉，假意慈悲。而創造天地的萬主

之主被釘十架，受盡折磨，卻讓子民食其血肉。神家裡的成員也和世上一

切團體都不同，彼此相愛，甚是和睦，我何其有幸能安居其內、倘佯其中。 

 

“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

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

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

道也。”桃花源人為避亂世隱於此處，自給自足，遂與外人間隔。同漁人

交談才知外面改朝換代數次，好像“山中才幾日，世上已千年。”這僅是

地域的隔絕讓他們成為“獨居的民”。而在聖經裡，巴勒找來巴蘭咒詛以

色列時，神卻藉巴蘭之口祝福以色列：“我從高峰看他，從小山望他。這

是獨居的民，不列在萬民中”（民 23：9）。 

神的子民“獨居”與桃花源人的“獨居”有著根本的差別。一方面桃

花源人是為了躲避戰亂，隱居起來過悠然自得的日子，是一種被動且封閉

的方式獨居，另一方面他們對外面世界的喧囂和戰火並沒有自身免疫和對

外抵禦的能力，更別說影響和改變外在世界。因此他們除了因噎廢食般地

與世隔絕，實在無法保持平靜的生活狀態。所以在漁人出桃花源時他們再

三叮囑“不足為外人道也”。唯恐外面的人攪擾他們的生活。 

中國有種說法：小隱於野，中隱於市，大隱於朝。由此看來，桃花源

人也只不過是小隱，是無神可依之人的無奈之舉。而以色列人身為上帝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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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子民，不在萬民之中，是因為神的祝福臨到了這一群人——亞伯拉罕

的後裔，是因為創造天地的主竟然願意和這一群人同在。但這“獨居的民 ”

不僅不隱居遠鄉僻野，還生活在市井和朝堂的環境中，而且要具備神子民

的特質，這樣出淤泥而不染的“獨居”便是神對自己子民的要求。而且隱

於朝市卻沒有隱於鄉野的閑適。從歷史來看，以色列人不僅沒有安居樂業，

相反飽經憂患、戰爭不斷。正如現在的基督徒也沒有一帆風順，也和世人

一樣面臨各樣困境甚至為了宣教遇到更糟糕的困境，以至於不明就理的旁

人往往驚嘆：這真是神的子民？但是當他們發現這群即使遭遇艱險的人竟

笑容可掬、安之若素的時候，又發出驚嘆：這真是神的子民！因為“我們

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

打倒了，卻不致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 也顯明在我們

身上”（林後 4：8-10）。如此獨居，不是消極避世，而是迥別於世，為

要在世界上彰顯神的榮耀。 

如此看來，基督徒大概是世上最難作的人。身為神的子民，不僅要勇

敢面對這個撒旦掌權世界的各種苦難、誘惑、試探，還要在這一切的事情

上靠主得勝，並且要作世上的光去照亮黑暗的角落。初讀聖經時，對其中

一些教導實在難以認同，尤其身處在現今這個悖謬的世代，若真的全部按

聖經教導去行豈不虧損？心有不甘，順服太難。 

但基督徒也是世上最不難為的人，因為對那些最糾纏人心的事情我們

都已經有了答案。第一，人的起源和終結，存在的目的和價值。我們不用

再思考進化過程不連續的問題。聖經已經清晰告訴我們 “神就照著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 1：27）。第二，究竟有無

神。《創世記》明明地告訴我們宇宙萬物都是神造的。第三，到底什麽是

愛呢？《羅馬書》12 章和《哥林多前書》13 章分別從愛的行動和愛的定義

兩方面揭示了答案。第四，人生是要沉浸於膚淺的快樂，還是要尋求真理，

到底什麽才是行事為人標準？這些都已在《箴言》裡細緻羅列。諸如此類

的問題在唯心唯物兩大哲學派系中均無從解釋，卻在聖經中言簡意賅地顯

明給我們。大道至簡，我帶著”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愉

悅開始從聖經中學習“獨居的民”應有的屬天智慧。 

誠然，在這個充斥罪和誘惑的世界也充滿了痛苦，基督徒也不能幸免，

但和世人不同的是，我們知道荊棘地有存在的意義，也知道我們的結局。

主既然給了我們這個環境, 就一定也給了我們方法和能力應對所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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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祂已經擔當了我們的過犯、背負了我們的痛苦，我們要做的就是跟

隨祂的脚踪行，踩著祂的足跡往前走。經上記著“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

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 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 11：29）。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

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

受得住”（林前 10：13）。 主所說的話，祂必親自成就。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漁人出爾反爾，一出

桃源，即刻報官。太守遣人一路順著漁人所作的標記尋桃花源，卻迷路。

後又有一人尋，未果。 

讀到最後這段，不禁想起主的話“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

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太 7：8）。桃花源隱藏不願外人知道，

因為這避難所脆弱得不堪一擊。而一直操練隱於朝市的基督徒卻四處傳講

福音，不僅不擔心外人知道流奶與蜜之地，還熱情邀請人一起回家同住，

弟兄姐妹也越來越多，愛神愛人的心也越來越火熱。基督徒的避難所就是

神，所以我們理應無所畏懼地引人到活水之地、安居之所，因為至高的神

一直在等待失散的孩子們尋祂、叩門、浪子歸家。 

 

基督徒的獨居不是隱居，基督徒的獨居也是隱居。前者在於公開為主

作見證，祂是我們的堅固磐石、避難所、隨時的幫助。基督徒不僅不隱藏，

還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級作主的見證”（徒 1：

8）。後者在於，“隱藏”不是為了不被外人所知，或是消極逃避；而是

“藏在主裡面”積極面對世界，又因為基督在我們裡面，我們就必得著能

力勝過世界，且得勝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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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帶領，我信主還不到一年的時候，已參加過四次美中基督工

人中心舉辦的各種營會。其中包括一次帶職門訓，一次冬令會和兩次讀經

營。高牧師把冬令會說成是“Love Jesus”， 門徒訓練是“Love Them”， 

讀經營是“Feed Them”，作為新人，我對讀經營的感受更多的則是“Feed 

Me”。在基督裡被新造的人，大多數起步於被基督的愛所感動，然而這種

靠個人血氣而來的感動常常又被我們個人的喜好而止步於對神的全面認識

上，我們需要通過讀聖經，更全面的認識我們所信靠的神，更正確的理解

神透過聖經曉諭我們的話語，更準確的揣摩神的心意。所以，讀聖經就非

常重要。如果你自己還沒有完整讀過一遍聖經，又想比較系統完整的，有

計劃的讀完，那麽帶著願意領受的心來參加讀經營，神為你預備的一定超

乎你的所求！感謝主，藉著讀經營讓我得以靈命的喂養，飽嘗主愛內智慧

話語的甘甜！下面，我就談談在讀經營收穫和感受。 

 



 

50 

    我們常常在讀經中遇到讀不下去，讀不懂，讀不全的各種問題，原

因就是我們讀經的方法也許出了問題。在中心的讀經營中，新人都要從高

牧師的帶領下學習讀經方法。高牧師介紹的讀經方法很適合新人讀經，並

且還能結合練習實際操作讀經方法。經過操練新人作業題目一，讓我學會

簡潔明瞭的讀經方法：寫大綱。通過自己概括經文綱要，自然而然的幫助

我在讀經中明白聖經在講什麽。而且這種幫助還讓我們通過親自讀經寫大

綱，加深對聖經的記憶，避免聽別人講了就容易遺忘的現象。當然，如何

寫大綱，如何對經文分段，有哪些標誌性的詞和符號可以幫助我們從不同

角度來對經文分段，這些都會在讀經營的現場學習中得到答案。 

 

其實，讀經更多的時候不只是知道聖經在講什麽，更關鍵的是，要領

會神藉著聖經告訴我們該做什麽。也就是要對神的話語有更清晰的認識和

領受。我們自己在讀經的時候，往往難以約束自己的“好奇心”常常會蹦

出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中，大多還都是一些偏離了神的主旨，或者

說不是作者想表達的重點。更或者說，我們可能問到點子上了，但我們卻

又常常不曉得神為何那樣做，甚至誤會神的美意。以至於我們錯用濫用了

神的話語。在讀經營的學習中，新人的作業題目二是一道貌似繁雜，實際

上卻是幫助新人如何思考經文，如何深入讀經。舉例，這次以歌利亞戰役

為背景經文的一道題 22 題：“大衛如何砍歌利亞的頭？如何處理歌利亞

的軍裝和歌利亞的頭？他為什麽把歌利亞的頭拿到耶路撒冷？大衛對神的

心意有何認識？”與這個問題直接有關的經文只是撒母耳上 17:51a，54 的

一節半經文，我相信很多人讀過好多遍這段經文可能也沒思考過這樣的問

題，或者說沒發現這裡有什麽問題，就更別提對大衛曉得神的心意在這裡

有什麽體現有領悟了。但是，通過讀經營的學習，我才明白這些經文的焦

點問題在哪裡，答案又是什麽？我相信通過逐步深入的學習，我們會越來

越曉得如何揣摩經文的焦點問題，也學會約束我們一些不屬靈的好奇心，

從而越來越清晰神的話語和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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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舉辦的各種營會上，有來自北美各個州的弟兄姐妹們，大家因

著對主的渴慕聚到一起，遠的還有從加州，紐約州，北卡州，明尼蘇達州

過來的，真是整個北美東南西北中部，都有弟兄姐妹來，有的坐飛機，有

的開車十多個小時，看著大家有的隻身一人，有的拖家帶口，有的和自己

教會的人結伴而行，不免感慨，自己身在密蘇里州開車只需兩個小時，這

是多麽便利啊！而能認識這些熱心追求主的弟兄姐妹們，還有機會結識自

己靈命的夥伴，更是蒙恩！ 

 

有人說現在網路上那麽多素材，自己在家也能學聖經，也有人說，我

們平時每週都去教會有聚會學習，不一定非要到那裡去啊。我只能說，沒

去過的人是不能感受到那種聚會的壯大。它跟我們平時自己學習，以及到

自己教會服事敬拜還真有很大的不同。中心一直傳揚神的話語，行在神的

旨意上，它是蒙恩蒙福的。它不止有弟兄和孩子們喜歡的健身娛樂場所，

更有姐妹們喜歡的優美風景環繞，大家除了靈命的長進，更不乏日用的飲

食，一些弟兄姐妹在那裡辛勞的服事，相信主都會記念。中心也是一個充

滿愛的地方，從 Motel A 到迦南樓有兩條通道，一條似山坡的坡路，一條

蓋有頂棚的階梯走廊，方便不同的需求，而從 Motel A 到馬可樓的孩子中

心更是有連廊相接，夏天有頂棚遮雨擋陽，冬天四週還圍上了塑膜阻擋風

雪。自然 Motel A 是預備給帶小孩的家庭使用，這是多麽細心貼心又有愛

的安排啊，感謝主！據說那塊地的得來就是一個神蹟，再加上在那裡幾乎

沒有電信和網路的服務訊號，而每一天，弟兄姐妹們都能喜樂平安的唱聖

詩，學聖經，高聲讚美主，尤其是每天的公禱時間，聽著弟兄姐妹們此起

彼伏的發自內心的或高昂或低語但都飽含謙卑真誠的禱告，就如真真切切

的感受到聖靈就運行在大家的中間，那種聖靈的感動，常常讓我心裡激動

和感恩！難怪主說“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

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來 10：25）。 

 

這次我帶著近八個半月的身孕去參加讀經營，去之前還因著一些小插

曲而有不安，到了中心，看到一個比我月份還大的姊妹，每頓餐後需要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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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血控制血糖，卻依然努力的聽課記筆記；還有一個只比我孕週小一個

半月的姐妹，連續堅持參加了冬令會、門訓和讀經營三個營會；我看到他

們信心的强大，更是看到了神對我們信靠順服祂的子民的保守！感謝主，

我們在營會中，追尋著祂，也感受著祂，真心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也來

這裡經歷祂的同在，在靈命上有進深！神真是守約施慈愛的神，當我們偏

離祂的時候只要能及時回轉認識祂的心意，祂就會藉著禱告回應我們，重

新添加力量給我們；當我們信靠順服祂的時候，就會驚喜的發現，自有永

有的天父，一直在愛著我們，守護著我們。感謝主，凡事我們能做的實在

有限，但在祂，無所不能，祂是我們的盾牌，是我們的磐石。祂就是真理、

道路和生命！（約 14：6） 

 

  



 

53 

 

 

2017 年 1 月讀經營的學習內容是從約書亞記到所羅門王死去。我將這

段經文中幾個人物做簡要分享。 

 

神蹟奇事一直伴隨著第一代以色列人走過曠野，終於來到迦南地以南

的加底斯巴尼亞，派出的十二個探子看過迦南地之後，十個都嚇破了膽而

向會衆報惡信。唯有約書亞和迦勒堅信“神必定將迦南人交在我們手裡，

他們是我們的食物。”結果全會衆要用石頭打死他們。神審判了那個世代

悖逆的人，不許他們進入應許地，結果全部倒斃在曠野。第一代人中只有

約書亞和迦勒進入了應許地，他們專心依賴耶和華神，堅定忠心地跟隨神。

出埃及不是目的，進入應許之地讓人按神的律法過聖潔的生活、按神的心

意來敬拜祂才是目的。我們當將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專一信靠祂！ 

 

參孫，按神的應許出生就為拿細耳人，作以色列的士師，有極大的恩

賜，他徒手撕裂獅子，卻不遵守神的律法：1）看上一個非利士女子，就

讓父母為他娶來為妻；2）從死獅子體內取蜜吃；3）大利拉三次把參孫出

賣給非利士人，參孫都不警醒！後來參孫被敵人剜去雙眼、用銅鏈拘索、

在監裡推磨，可悲又可憐。參孫垂死之際求神給他這一次的力量，憑著對

神的信心，他死的時候殺了三千非利士人。參孫向神求告很多都是為自己，

我也一樣，跟神求的，幾乎都是為自己，神在豐富的憐憫裡，答應我的禱

告。求神千萬不要讓我像參孫浪費你的恩賜，浪費你的恩典，不要隨己意

而行，永遠在主面前謙卑謹慎，仰望神的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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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以利，他不是坐著就是躺臥，年紀老邁，眼目昏花。他太晚才想去管

教他的兩個惡子，一切對他都太遲了，最後兩個兒子被耶和華擊殺，以利

家族受到神的咒詛，祭司的職分被終止。神說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

視我的，他必被輕視。神說他看重兒子過於看重神，讓我謹記在心，讓我

們多多用神的話、神的聖潔、公義來教導兒女，建立家庭；不要得罪神、

自招咒詛，禍及後代，在神面前存謙卑謹守的心教養兒女！ 

 

掃羅，蒙神揀選做了以色列的第一個王，神的靈大大感動他、使他打

勝仗。但他作王才兩年，就不遵守神的吩咐，因看見仇敵非利士人大兵壓

境，而跟隨他的百姓恐懼戰驚、離他而去的時候，他就擅自獻祭。神讓他

擊殺勝亞瑪力人，滅盡所有的。他卻留下了亞瑪力王和上好的牛羊等。掃

羅聽到神藉撒母耳的審判，不僅不思悔改，反而繼續求撒母耳在百姓和長

老面前抬舉他。他實在是太看中自己的王位，太看重眼前的利益了。他清

楚知道大衛是耶和華的受膏者，他卻追殺大衛公然對抗神，最後在戰場上

受傷、自殺。我發現很多時候，我跟掃羅一樣，為眼前的事情委曲、爭辯、

糾結、掙扎，求主讓我把我的眼目聚焦在祂身上，不要讓我把眼前的利益

看的超過看重神，我一切的好處都不在祂以外。其次，有罪一定要認罪悔

改，如果經常不悔改，時間長了就陷在罪中難以自拔了。 

 

大衛在困苦被追殺的歲月裡凡事求問神、依靠神、尋求神的旨意。他

在希伯倫作王后遷都耶路撒冷，就尋找神的約櫃、抬來、安放在帳幕裡；

還定意要為神建聖殿，這些都是合神心意的事。神與他立約之後，大衛派

元帥去征討敵人，自己在王宮裡享受作王的日子。大衛鬆懈自己，當試探

來臨時毫無警惕。他先犯奸淫罪，為瞞天過海，又犯了謀殺罪，藐視神。

可以學到的功課是 1）神是聖潔公義的，神知道萬事。違背神的話，做事

忘記神就是藐視神，是神非常不喜悅的。我常常做事忘記神，我行我素。

這對我是非常大的提醒，以後無論做什麽事都要禱告來到神的面前，尋求

神的心意。2）無論你曾經多麽地合神心意，一旦放鬆自己，就十分危險，

給魔鬼留地步，犯罪激怒神，讓神的仇敵有褻瀆的機會。千萬警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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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王有非常好的開端，卻有不好的結局。他有好個榜樣父親大衛。

他自己有個人屬靈的經歷，神曾經兩次向他顯現、四次對他說話，可見神

對他的看重。他又熟讀摩西律法、對聖經很熟，他獻殿的禱告，幾乎全部

出自申命記。所有這些加起來都不能保證他不犯罪得罪神。所羅門王晚年

心偏離神、違背神的律法，娶了很多外邦女子為妻妾，隨從和縱容她們拜

別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惹耶和華發怒。因此在他活著時，神興

起以東人、亞蘭人攻擊他，耶羅波安背叛攻擊他，他死後王國立即分裂，

非常可惜。求神保守我的心千萬不要偏離神的話，不要偏離神的心意；千

萬不要驕傲，求神一直的憐憫和看顧。 

 

路德、拿俄米、波阿斯，每個人都為對方著想。路得為婆婆拿俄米的

緣故，主動出去撿麥穗；婆婆拿俄米為路得的婚事打算、謀劃；波阿斯遵

行神的律法，盡親屬的本分、守規矩、等候神的作為。他們都說恩待人的

話語，將律法活出來。在個人只顧自己、任意而行的世代，他們活出了恩

待人的生命，顯出了恩待人的神在他們的生命中，他們都蒙了神的賜福。

他們的生命是何等地美好，讓人羡慕，如明光照耀！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WqSl0xtG&id=2E3584B0BB1D2F4AA5E5556709157469FB47D896&thid=OIP.WqSl0xtGPzpmopvZI_tC2QHaFc&mediaurl=https://askmag.files.wordpress.com/2010/06/lamp001.gif&exph=368&expw=500&q=thy+word+is+a+lamp+unto+my+feet+image&simid=608021166069845478&selectedIndex=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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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讀經營的學習讓人可以系統地明白神的話。讀經營的教導不只是

在方法和知識上，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我們能通過讀懂神的話能更多認識

神，以致在屬靈生命上有改變、有長進，也可以帶動更多的人願意付上代

價去讀神的話。以下分享這次讀經營從約書亞記到王上/代下（部分）的收

穫和體會。 

從讀經方法上，學到作者使用平行交叉結構（這也是上兩次讀經營講

員所教導的）和插段兩種方法，可以將神啓示的重點讀出來，以致不陷在

整本書或整個大的段落中一些看似零零碎碎的事件中，這樣能幫助我更好

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什麽，神究竟在想什麽。比如哈拿的禱告，若不插入這

一段，上下文也是連貫的。作者將這一段放在撒上乃是將受膏者帶出，這

也是整個舊約所要啓示的重點之一。 

從屬靈生活上，通過這一週的學習，最深刻的看見是這幾本書所帶出

來的幾個對比，如在約書亞記、士師記和路得記中，看到兩到三個世代人

的成功與失敗的對比，以及在黑暗中亦有像路得一家帶來的些許曙光（得

子的盼望）；又如掃羅與大衛的對比和神對他們的評價，看到是不是以神

為王，尊神為大，謹守遵行神的話是一個人、一個家、一個教會乃至一個

世代屬靈成功與失敗的根本所在。在這些失敗中，看到以色列人跌宕起伏，

有時讓人費解和絕望，但更能體會到彌賽亞是唯一的盼望。這幾本書中也

有多處提到受膏者和永遠的寶座，讓人看到那個盼望。也更能認識到神的

慈愛、憐憫和耶穌基督的救恩， 想到耶和華的刀本是要砍向我們這些悖逆

的人，卻因著我們願意認罪悔改，將無罪的羔羊牽到被宰殺之地，代替我

們承受耶和華的怒氣。由此不得不被神的愛所降服，就願意進到應許之地

去得那“未得之地”，不再耽延（書 18:3），以免這些成為生命中的刺和

荊棘（書 23:13）。在這些對比中特別領受到為什麽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乃

是他讀了神的話，且讀懂了（我們從詩篇中也能讀出大衛是多麽喜愛神的

話）。大衛將神的話放在心裡，知道神的心意是在耶路撒冷（摩利亞山，

撒冷王），即使神沒有指示他，他的心也是向著耶路撒冷（帶戰利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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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建殿）；神也沒有要求他去建殿，但他心中有聖殿，（藉著伊甸園、

會幕）知道神願意與人同住。作合神心意的人首先就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 

最後講員也藉著大衛能體貼神的心意勉勵我們，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去愛神。盡意乃是要揣摩神的心意，根本是要知道神的旨意（寫在聖經

裡），就要我們能讀懂神的話。若不是有讀經營這樣的機會，我一個人讀

是讀不懂也讀不出這些領受（即使是在預備的時候讀過兩遍）。神的話如

此重要和寶貴，是生命之糧/道，也願我們愛神能先從愛神的話開始，一同

盡心盡力去讀神的話。愛神是神的命令，盡心盡性盡意盡力也是命令的一

部分，我們都當謹守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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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也不如這

花中的一朵”（太 6:29）。即使不太瞭解聖經舊約的人，也會聽過所羅門

的名字，因為主耶穌在比喻中說到所羅門奢華的穿戴，卻比不上野地裡一

朵小花。由此可見，所羅門的榮華可謂舊約中的一個代表。所羅門在位的

時候，以色列的疆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國家有充足的武器裝備，穩定的

外交，雄厚的經濟，物力財力的需要應有盡有。所羅門大興土木，也規劃

行政，同時在科學上也都有涉足，文學上更有造詣，那時的以色列真可謂

是國富民强。然而所羅門的功績之最就是建了聖殿，這聖殿為神而造的同

時也造就了百姓，因為聖殿代替了先前因為走曠野而可以移動的會幕，使

他們可以在聖殿中獻祭敬拜神。 

這殿的雄偉無可比擬，以斯拉記中描寫到被擄歸回後建起來的聖殿

“有許多祭司、利未人、族長，就是見過舊殿的老年人，現在親眼看見立

這殿的根基，便大聲哭號”（拉 3:12）。可見兩者的差距之大。而這個聖

殿，雖是通過所羅門的手所建的，卻是完成了他父親大衛心意。大衛是一

個合神心意的人，凡事追求神的心意，他找不到約櫃的時候就不能睡覺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

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詩 132:4-5）。他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

住在香柏木的宮中，耶和華的約櫃反在幔子裡”（代上 17:1）。他不容許

自己比神住的好。即使神因為他是戰士，不能為自己建造聖殿，他仍然殷

勤地為建殿準備材料。所羅門的心理活動沒有在經上提到，但由他晚年的

著作傳道書可知，他建聖殿的心並不如他父親那般把神的事放在首位，更

有甚者，有獲得自我成就的滿足感之嫌。 

所羅門和大衛眼所能見的“服事”相比之下，似乎所羅門所做的更多、

更好，但這樣就更蒙神記念了嗎？讓我思想我手中的服事：在神眼中，是

一座雄偉的聖殿？還是一顆願為神的居所迫切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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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總是不願意認真的好好研讀聖經，認為研經一定是非常困難，

還一直找藉口說知道得多有時並不能帶來自己生命的改變，而只會讓自己

助長驕傲等等。可是參加 1 月的讀經營時，我才真正體會到神的話語真是

甘甜的，而神藉著聖經啓示祂的心意，人的領受也是非常個人的，很能幫

助我們和神有更親密的關係和更篤定的信心。在讀經營時，我看到大家渴

慕讀神話語的心，看到大家寫得厚厚的研讀報告，看到大家分享讀經的收

穫時如找到寶藏似的喜悅，我自己也真是燃起了熱情。這次參加 8 月的讀

經營我早早開始預備，記得有姐妹分享說讀經營裡能收穫多少不是取决於

那幾天所聽的信息，而是在去讀經營之前的讀經默想的功夫下了多少。所

以我不僅早早開始速讀指定經文，認真地寫所指定的題目，還自己開始畫

列王先知的表格幫助自己熟悉經文也方便對照。心裡實在感恩：在預備的

時候，我心裡已經有了很多的感動、收穫和亮光，常常在發現一個以前沒

有注意到的細節，或看出一個以前不明白的問題時，欣喜、流淚、感恩。

雖然分裂王國史的內容非常的龐大，但神真是賞賜那尋求祂的人，在讀經

營的那幾天，讓很多的問題豁然開朗，就好像那些平素積累的聖經知識被

貫穿起來、被點通了一般。 

讀經營中，牧師希望幫助大家注重讀聖經結構時要有宏觀的視野，在

讀經文內涵時要有屬靈的眼光。因為我自己平日靈修時，也總是注重在細

節和靈訓上，即使速讀過聖經幾遍，似乎也沒有一個宏觀的視野。感謝主，

這次的讀經營讓我“開到水深之處”，瞥見神話語的豐富，也更加渴慕能

讀懂經文背後神的心意，渴慕能用神的話喂養別人生命。在內容上也有很

多收穫，牧師講到列王記的中心是“寶座”，歷代志的中心是“聖殿”，

當君王看重自己的寶座多過神的寶座時，就給國家帶來衰敗；當君王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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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自己的家多過建立神的家時，就給家帶來更多災難。而從南國猶大 20

個王五波興衰最後滅亡和北國以色列 19 個王一路衰敗的歷史中，能看到

人的國結束了，但神的國依然在繼續；南國猶大的好王能帶起復興卻不能

從根本上讓百姓脫離拜偶像的境况也揭示了人需要的不僅僅是處境的救贖，

更需要的是生命的救贖，這也是為什麽基督需要來施行那完全的拯救；以

色列和猶大國家的滅亡卻指向了另一個國度——基督的國。原來世界的國

度終將失敗，只有神的國度必然成就，而這也正是我們基督徒認識我們生

命價值的根基，更是産生永恒盼望的基礎。 

第一天晚上培靈信息中牧師提到的“私心之禍”也讓我受益匪淺。耶

羅波安雖然是有神的應許要做十個支派的王，卻想靠自己的方式來掌控國

權，想要自己代替神來掌權。所以他私立金牛犢、私設節期、私設祭壇、

私立凡民為祭司，而他的罪更是影響了每一任北國的王，每一個王都沒有

離開這罪：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而讓神的選民拜偶像。這對我們現在的提醒

是：對每一個服事主的人來說，我們也需要堤防“私心”的試探，不要為

了爭屬靈的權柄而改變教導、秩序或立不合神心意的同工等，而是要學習

大衛，常常將耶和華擺在面前。 

第二天晚上在講到“光明和黑暗有什麽相交”時，提到約沙法這位成

功又失敗的君王。他的成功在於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有治國的智慧、

在急難中尋求耶和華、有强盛的國事和四境的平安；可是他卻失敗於和惡

人亞哈結親不分彼此，還與惡人亞哈謝交好。結果導致他的後四代都下場

悲慘，也讓猶大國衰敗了好幾代，還差一點讓大衛王朝亡掉。這提醒我們，

屬靈的失敗往往是在成功之後的驕傲：自以為是的認為成功就代表了真理，

成功就代表了神和我同在。所以今天許多教會領袖面臨的最大的試探，不

是事工的失敗，而是事工的成功。新約中保羅給自己的提醒是與基督同釘

十字架，這不是在講成功，而是講“死”，除掉“私”。我們要成功，更

要持守成功的祝福，不留下破口給魔鬼有機可乘。還要謹慎自守：持守真

理，提防似是而非的道；持守見證，活出有分別的生命，不與世界摻雜的

生命。 

第三天晚上講到“復興的祭壇”，提到復興就是脫離軟弱，就是站起

來活過來。我們對個人和教會都常常有復興的期盼，但復興本身並不是難

以捉摸的事。教會的復興需要“一”和“火”，其中“一”是關於見證，

是對神的專一和與人的合一；而“火”是從神來的能力和熱力，讓我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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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對人都有愛。 “火”的止息，是因為祭壇的毀壞。祭壇在敬拜中代表

他們和神的關係時暢通的，會帶下神的同在和祝福，也見證他們是敬拜神、

屬神的子民。今天有些教會似乎也如同毀壞的壇，看不見神的同在，也看

不見神的祝福。祭壇毀壞的原因是那時神的子民三心二意的事奉耶和華，

一邊想要神的祝福，一邊有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支派的分裂讓人都各

行其是。所以當以賽亞重修耶和華的壇時，他是用十二支派的數目，築一

個合一的壇，也是專一的只為耶和華的名而築的壇。之後神就從天上降下

大火，復興就來到。我們在盼望復興時也要知道，復興是場爭戰，一定會

遇到攔阻，無論是專一和合一的方面，都會有攔阻，所以我們要有面對爭

戰的心理準備。而面對爭戰，我們也需要有同心的團隊，才能有長遠的勝

利。不要因為怕難就不去做，而是看到爭戰就起來準備戰鬥。想要教會得

到復興，也必須從個人願意立定心志對神專一、與人合一，讓復興從個人

開始。 

牧師在最後一天晚上培靈時，提到聖殿和帳幕是國度和救恩的啓示，

畫了一幅聖所裡物件擺放的圖（見下圖）。講到主耶穌從至聖所神的寶座

上出來在金香壇前做大祭司的事奉，然後成為生命的糧（陳設餅）和生命

的光（金燈檯），最後在銅祭壇上成為被殺的羔羊，自己成為那完美的祭，

從這裡可以看出基督道成肉身是按著次序來顯明救恩的。而我們屬靈生命

的成長似乎會經歷這相反的方向，是要通過十架、經歷豐恩、來到神前，

大致意思是先要在銅祭壇那裡奉獻自己成為活祭，在洗濯盆被聖靈和神的

道潔淨，然後經歷神的恩典，得享靈裡的飽足（陳設餅）和神話語的引導

（金燈檯），然後進入至聖所到神面前真正認識神。其中陳設餅是 12 個

餅，代表以色列 12 個支派，是在神面前作為素祭，代表神選民的合一；

而 7 個金燈檯是代表神的 7 個教會（正如啓示錄所指，是代表所有的教會）

是由一塊金子錘出來的，也表示神的新民的合一，神盼望祂子民合一的心

意是這樣的明顯。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對帳幕物件這樣的解讀，我非常震撼

之餘，也充滿了感動和感恩，因為看到了神早在摩西那個時代，就已經開

始啓示神給人打開的那條到祂面前的路，而每個物件的意義都是指向主耶

穌，並且也完全符合主耶穌在福音書中對自己的宣告，我再一次被聖經啓

示的連貫性和一致性所折服，感嘆神這樣因人的有限而做這樣漸進的啓示

是這樣的偉大，“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西 2:17），

這不僅更讓我看到聖經真是神賜給人類的啓示，是包涵了神豐富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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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看到主耶穌基督的重要和寶貴。感謝主賜這麽多寶貴的屬靈教訓，讓

我更加愛慕主的話！“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太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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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讀經營的第三天我正沉浸在豐富甘甜的屬靈教導中時，高牧師來

邀請我繼續留下來參加門徒訓練！這是第一次我自己帶著一歲半的諾諾出

門長達一週的時間，感謝主諾諾適應得很快，也沒有生病，可是我仍然擔

心自己和孩子的體力和心力不能堅持兩週的時間。我問了很多人，大家都

是鼓勵我趁著有機會繼續地學習，我家弟兄也說不用擔心他。我想起自己

做學生的時候，那麽想參加營會卻沒辦法請到假時的遺憾……但心裡卻仍

然不那麽篤定。後來我就禱告，希望主能讓我不是聽從別人的意見和自己

的想法，而是聽從神的心意，若留我就靠著信心克服困難留下，若神讓我

回去服事教會和迎新事工，我就甘心樂意的回去。感謝主，第二天的講道

中，提到希西家王年間守逾越節的經文，在 7 日的逾越節結束時，“全會

衆商議，要再守節七日；於是歡歡喜喜地又守節七日”（代下 30:23）。頓

時我心裡有些的平安和感動，“守節七天又七天”似乎也是神給我的回應，

我心裡感恩，因為神讓我在讀經營有這麽多的收穫後，讓我心裡仍然還有

渴慕！ 

自從順從這個感動留下後，心裡雖是很有平安，但當門徒訓練營真的

開始後，那些在讀經營裡常照顧、幫助我們的弟兄姐妹離開了，心裡還是

有些失落，仿佛那樣熱烈的屬靈境况也隨著他們的離開而减弱了一樣。但

感謝主幫助我看到教會這些剛剛信主的弟兄姐妹們帶著孩子第一次來參加

門訓的需要，我就開始明白，現在不再是顧著我自己在主裡的長進和領受，

而是要看顧其他的弟兄姐妹，陪著他們、鼓勵他們一同長進的時候了。主

讓我看到和弟兄姐妹這樣生活在一起的機會是多麽的難得，大家可以彼此

照顧、相互瞭解、在禱告分享中彼此激勵，也有很多操練彼此相愛的機會，

不僅可以看到信徒生活的真實狀態，更是能看到靈命成熟的信徒的榜樣。

想想自己平時帶孩子時很難想到辦法去接觸初信的弟兄姐妹，或者想方設

法約人家探訪了，也要談一陣才能關心到他們的屬靈狀况、鼓勵他們追求

屬靈長進；而現在，神已經把有渴慕的人帶到中心，我也可以幾天的時間

都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豈不是很好的機會！當我的心再次聚焦在主和別人

的身上而不是自己的身上時，主再次讓喜樂進入我的心，並且我也能更謙

卑來學習門徒訓練營裡的信息。 

在這裡分享一些對我很有感觸的信息。第一天晚上的培靈信息《認真

做門徒》，牧師提到很多的華人教會强於傳福音，弱於帶門徒，並且做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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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還不是付代價的問題，而是生命的問題。所以我們常常需要有“中途矯

正”，因為我們對主的認識會决定我們怎樣跟隨祂，所有我們做門徒的焦

點是要認清主耶穌基督的身份，在我們跟隨主 5 年 10 年 20 年後，也需要

重新檢視我們自己，事奉的方向是否正確，對主的愛是否加深，行出來的

是否還不夠。特別是在事奉中，我們能否體會主耶穌的心腸，在我們面對

可得的利益時是否願意給出去，因為信心和德行的考驗就體現在有利益衝

突時我們的反應，而不是我們所知的多少。當我們願意愛主，願意為別人

生命的成長付代價時，我們會更願意捨己和恩待別人。我們信主和生命成

長過程中，有很多人為我們付了時間、金錢、禱告、眼淚的代價，而主耶

穌更是付上了生命，我們是否也願意為別人付上代價呢？ 

第二天晚上的培靈信息《為主捨己，委身再委身》其中講到主耶穌復

活後對彼得的幾次對話，主問彼得“有吃的沒有”， 是在彼得打魚空手而

歸沮喪挫折身心靈都疲憊的時候，主耶穌卻介入且供應了他。我們在事奉

中也需要有“嗎哪”的經歷，知道我們做對的事情時神會用祂的方式來供

應我們。接著主問彼得“你愛我比這更多嗎”， 主既是在他三次否認主後

生命屬靈生命的低谷裡呼召他，也是在他享受豐盛的早餐且得了很多魚還

烤著火的舒適的時候呼召他對主委身。而當我們在事奉很平順或是在瓶頸

的時候，主呼召我們離開，或是當我們還在外面的世界得魚很快活的時候，

主呼召我們離開，也同樣都是考驗我們是否願意愛主比這一切更多的時候。

最後當彼得指著約翰問主“這人將來如何”時，主更是說了一句“與你何

干，你跟從我吧”，非常直接的回應了彼得和弟兄“比較”的心。當我們

看到其他神所愛的牧師、教會、神學院蒙神祝福時，我們是否也會有愛比

較、爭競、吃醋的心？還是和我們有關係的人和事，常會讓我們有嫉妒的

心？若我們愛主夠多，就會愛我們的弟兄夠多，若愛的夠多，就不會爭。

這常常是我們需要操練和突破的地方，只有我們定睛主耶穌，才會做到，

別人成功，世界絢爛，與我何干，我只管跟隨主。 

第三天晚上《做門徒就是做主的管家》提到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是用

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做法，管理不同的東西，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和身份，

且有不同的歸宿。其中提到光明之子是不做今世之子這樣的“小聰明”而

因小失大的，他是甘願為主做世人眼中的“傻子”，憑著永生的智慧而單

靠神的恩典和賞賜而最終向神交帳。也提到我們要反思是否有浪費神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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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否有忠於神所托付我們的，當我們樂意做好神的管家，也能讓我們

脫離錢財的捆綁，樂於奉獻。 

第四天晚上《遵主旨意》提到跟隨主定有艱難的時候，但神會垂聽我

們的禱告，只要是正路，我們就可以大膽行在其間，因為難處常讓我們得

著真正的好處。要遵行主的旨意也需要把偶像對付清楚，因為偶像徒有漂

亮的外表卻非常危害我們的屬靈生命，無論是物質的偶像還是價值觀中的

偶像，常常是很頑固的，但卻是我們需要常常去對付的。有時我們在處艱

難、卑賤時，可能還有對福音的火熱和執著，但在處豐富、受祝福時，卻

容易受到挑戰，所以我們需要操練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心志不改，即使在富

足時也能過簡樸的生活，與人同享神賜的豐富，因為我們的眼光不是只看

現在，而是更看到那永恒存留的事。 

感謝主祂的話語何等豐富奇妙，能滋潤人的心。願榮耀、頌讚都歸給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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