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挪亞與洪水挪亞與洪水挪亞與洪水挪亞與洪水（（（（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蘇佐揚 
 

壹、橄欖樹在聖經中的記錄如下 
 

「橄欖樹」是一種常青樹，產於中東各地，橄欖可作食物，

橄欖榨油後有多種用途，其中之為作點燈的油，樹枝可作燃料，

樹身亦可作傢俱，橄欖核亦可雕刻作為記念品，橄欖油亦可入藥。

因此與人的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但其最高貴的用途，是將上等

橄欖油作聖殿燈台燃油。 

一．鴿子口啣一片橄欖葉回到方舟，預表和平，友誼，新生。 

二．橄欖油在宗教生活佔十分重要地位（出廿七 20；利廿四

2）。 

三．橄欖樹，葡萄樹與無花果樹時常相題並論，表示這三種

樹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哈三 17；尼十三 15；申八 8；

摩四 9；該二 19；士九 8-13）。 

四．許多以色列人都有橄欖園和葡萄園，出產這兩種果子，

維持生活（出廿三 11；王下五 26）。 

五．橄欖樹的花，一開即凋謝（伯十五 33）。 

六．倚靠神的人像聖殿中的青橄欖樹（詩五十二 8；耶十一

16）。 

七．所羅門聖殿中的兩個基路伯，是用堅實的橄欖木製成（王

上六 23）。 

八．建造聖殿的木材，部份是橄欖木製成（王上六 31-33）。 

九．撒迦利亞在異象中所看見的兩棵橄欖樹，是預表兩個受 

                         -1- 

膏者（亞四 11-14；啟十一 4）。 

十．保羅以野橄欖及好橄欖預表外邦人與猶太人同得救恩（羅

十一 17-24）。 

十一．橄欖山遍植橄欖，為耶穌常到之地，亦為今日旅遊聖

地者必到的十景之一。 

十二．客西馬尼園有一棵千餘年已枯的老橄欖樹，戰後有新

枝出現，有人謂是主耶穌不久將再來的預兆之一。 
 

貳、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鴿子放出來，鴿子一去不復回 
 

顯然地，挪亞嚴守以七日為一週的宗教生活，他在一週之內

繼續祈禱，默想，等候，希望早日完全水退，可以出方舟。一個

虔誠人常以神的旨意為自己的計劃，所以多多蒙福，百事順利。 

挪亞第三次把鴿子放出去之後，因為地上水已完全乾了，鴿

子有落腳之處，有食物可食，就不再需要回到方舟裡來，這第三

隻鴿子預表聖靈，聖靈要在大地上普遍地使人蒙恩，獲得重生  

及過聖潔生活。 

挪亞要等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才把方舟頂蓋撤去觀看。由第

三次把鴿子放出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共有35日，亦即五個七日（參

197期），表示挪亞仍然忍耐等候，尋求神旨，不敢輕舉妄動，自

作主張。到正月初一日（即新年之日）以前，亦即在舊年之末，

挪亞全家可能也有許多時候一起檢討過去，策劃將來，而且向神

求恩，希望人類的新生蒙福。 
 

八章八章八章八章 13131313----14141414 節節節節    

參、挪亞六百零一歲的正月初一日，水都乾了。 
 

挪亞 500歲生兒子，600歲入方舟，601歲出方舟。過去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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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 
精研 



年來一直活在許多惡人中間，但他蒙神恩待，被選為新人類之祖。

因此由 601歲起，乃是他新生的第一年，他一生的年日是 950歲，

所以在洪水過後他又活了 350 年（九 29）。這新的 350 年乃是他的

新年歲，活的比過去的 600 年更有意義。 

許多基督徒也像挪亞一樣，有「洪水前」與「洪水後」的歲

月，洪水前的歲月是毫無意義的，只是浪費光陰，白佔地土，對

神對人並無貢獻；一旦蒙神恩待，立志從新做人之後，過著洪水

後的生活，便活得有價值，有光輝，有貢獻了。 

挪亞蒙恩後，密切與神合作，「凡神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

（六 22，七 5，16）。我們要活得有價值，也必須效法挪亞，完全

順服神的吩咐。 

在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乾了。 

「正月初一」是一個新的日子，意義也非常重大。 

一．這是新年的頭一日，是挪亞人生新的開始。 

二．這一天地上的水都乾了，洪水氾濫的情形成為歷史陳跡。 

三．這一天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看，重見天日，恢復自由。 

四．這一天挪亞不再看見一切的惡人與巨人，只有他一家八

口負起新人類的責任。 

「正月初一」，在聖經中有六次題及這一天的大事如下： 

１．洪水結束 

２．建立會幕（出四十 2） 

３．潔淨聖殿（代下廿九 17） 

４．被擄歸回（拉七 9） 

５．棄絕外邦女子（拉十 11，17） 

６．潔淨新聖殿（結四十五 18） 

我們在每年正月初一日為主做了什麼有意義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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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地上的水都乾了 
 

13、14節加上第 7節共四次題及「水乾」。這四次所題的水乾，

原文是用兩個不同的字來表示。第一個字是 HHARĒVbrej;，第 13

節兩次均用此字，首句說「地上的水都乾了」，末句說「地面上乾

了」，這個乾字表示「完全無水」的乾，即「先有水，後無水」的

乾，亦即用肉眼去觀察，人人都說已經沒有水的乾。 

第二個字是 YAVĒSHvbey:，第 7節和 14節兩次所用乃是這個

乾字，7 節說「直到地上的水都乾了」，14 節說「地就乾了」。這

個乾字指「枯乾」的乾而言。不但完全無水，而且乾到「枯」，像

樹的枯乾的「乾」。地面也乾到「枯」的程度，人與動物才可以放

心走在其上了。但是第 13、14 節三次題到的「乾」，雖然是用兩

個不同的乾字來形容，並非摩西寫書時過於繁複，乃是描寫地上

不同的乾度與三方面有關。 

一．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乾了，這是地乾與日子的關係，

挪亞記得水乾是在這一天。 

二．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看，便見「地面」上乾了，表示地

面上已無水，是水與地面的關係。人可以在地面上行走了。 

13 節兩次所用的「地」字原文不同，13 節上的地（英文為

EARTH）原文指大地而言。13 節下（英文為 GROUND）原文專指耕

田（即硬地）而言（參第二集 222條解釋），表示人們可用的地土。 

三．到了二月廿七日，地就都乾了（14節）。然後神吩咐挪亞

出方舟，這個乾字與出方舟有關，第 17節也是用這乾字，表示一

切動物也可以出方舟。 
 

伍、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看 
                     -4- 



第 13 節和合本漏去「這事以後」，正如第 6 節亦漏了「這事

以後」這語助詞，其實「這事以後」（英文 AND IT CAME TO PASS）

是表示與上文有一段時間距離，中文聖經時常漏去這幾個字。 

「方舟的蓋」，經文未明言是用什麼材料來製造，前文亦未題

及如何製造方舟之蓋。方舟如此巨大，方舟之蓋必須是十分堅固，

才能經得起 40天的傾盆大雨衝刷的力量。原文該字與會幕的蓋同

字，該字為 MIKESEHhs,k]!i（出廿六 14），所以有人相信是一張

巨大的獸皮，即用許多獸皮連縫而成，正如會幕的蓋是用公羊皮

及海狗皮製成一般。 

但方舟的頂蓋與會幕的頂蓋顯然是不同的，會幕支撐妥當

後，在會幕架上鋪上兩層獸皮，是比較簡單，因為不必經風雨的

侵襲。方舟的頂蓋必須準備應付風雨巨大力量的侵襲。所以有人

相信是在方舟之上先有一個「木」的金字形舟頂，然後再在木頂

上鋪一層獸皮，與木頂緊貼。獸皮不怕雨淋，木頂不怕風吹，以

保方舟內的人與動物安全。 

挪亞現在要把方舟的蓋撤去，有人相信先把舟頂的木蓋打

破，因為以後不再需要它了，然後取下那一大塊獸皮或剪破它，

以便他可以觀察地面。 

這裡用兩個動詞來描寫挪亞的「觀看」，表示是向四周及細心

的觀察，而且可能天天觀看，一直觀看了 57天（即由正月一日到

二月廿七日），便確知地面已完全乾透，地面又硬，人與動物均可

安全出方舟了。挪亞的忍耐是值得效法，他不輕舉妄動，與神同

心同行，直至神吩咐他行動，才出方舟，他的順服是蒙神悅納的。 
 

陸、、、、 神吩咐挪亞出方舟 
 

本章兩節經文均用「神」（ELOHIM），不用「耶和華」。第 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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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神記念挪亞和方舟內的一切動物，第 15節則說神吩咐挪亞出

方舟。這是神自己的作為，是創造主絕對的權柄，正如在第一章

也完全用「神」，表示是神自己的作為，但到了本章 20 及 21節則

兩次題及「耶和華」，是因為人再度投靠在耶和華「主」的慈愛中，

人與神又有了宗教的交通之故。 

「神對挪亞說」一語表示三件事： 

一．神是人類的主宰 

二．挪亞絕對服從神的命令 

三．神相信人與神密切合作 

正如神吩咐挪亞製造方舟一般，神如何吩咐，挪亞就如何遵

行（六 22），人神合作，是神對人最大的盼望，人神合作，才能完

成歷史上一切大事與奇事，一個願意完全順服神旨的基督徒，在

他的日常生活中會不斷出現奇蹟。 
 

柒、挪亞與家人的先後次序柒、挪亞與家人的先後次序柒、挪亞與家人的先後次序柒、挪亞與家人的先後次序    

 

根據希伯來文聖經及數個英文譯本顯示挪亞及他的家人進出

方舟的記載如下： 

 

六章 18節  神吩咐入方舟的次序 

挪亞  他的兒子  他的妻子  他的兒婦 

 

七章 7節  入方舟的次序 

挪亞  他的兒子  他的妻子  他的兒婦 

 

八章 16節  神吩咐出方舟的次序 

挪亞  他的妻子  他的兒子  他的兒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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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章 18節  出方舟的次序 

挪亞  他的兒子  他的妻子  他的兒婦 

 

可是和合本聖經卻把挪亞一家進出方舟的次序列為相同： 

 

挪亞  他的妻子  他的兒子  他的兒婦 

 

意即在進入方舟及出方舟的時候，是依照六章 18節，七章 7

節的次序，但神吩咐挪亞在出方舟時所說的話，依照八章 16節的

次序，何以如此，值得思想。 

一．可能這是一種文章的更換，並無特殊意義。 

二．但可能進方舟時，男人先進去，好安排一切，所以先題

挪亞，跟著題他的兒子們，女人後進去，所以先題挪亞之妻，後

題兒婦們，但出方舟後，他們一家八口，成了新人類之祖，所以

挪亞與他的妻先出方舟，他的三個兒子和兒婦後出方舟。 

三．他們進方舟和出方舟，都是依照神的吩咐，神如何吩咐，

他們就如何服從，因為神是挪亞一家之主，正如今日我們所說的，

「基督是我家之主」一般，如能真正實行，乃是家庭蒙福之源。 

可是八章 18節所說，挪亞一家八口出方舟的次序，雖與進方

舟的時候一樣，並未依照八章 16節所吩咐的去行，則上述第二、

三條的猜想，只是猜想而已。 

可是又有人認為挪亞在進方舟時，一切依照神的吩咐，出方

舟時並不聽命神的吩咐，是他出方舟後一種「自恃」的表現云。

正如他以後醉酒，也是他「放縱自己」的表現一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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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兒子，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兒子，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兒子，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兒子，    

                        卻負起為神發言的先知重責。卻負起為神發言的先知重責。卻負起為神發言的先知重責。卻負起為神發言的先知重責。    
 

阿摩司                      ע מ ֹו ס    （阿摩司書全書）                    蘇佐揚 
「阿摩司」（Amos）為先知，在紀元前八一零至七八五年，他

的身份很特殊，他既不像比他較後的宮廷先知以賽亞，在昇平時

代為神發言，也安心寫作。他也不像被擄前的流淚先知耶利米，

與民眾同甘共苦。他對那位為金牛犢作先知的亞瑪謝宣佈說：「我

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門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樹的」（摩

七 14）。但他曾為王作割草（或割菜）者（七 1）。這就說明阿摩

司在社會工作中做三件事，即「牧羊」、「修理桑樹」及「為王割

草」。正如今天許多人所宣傳的所謂「帶職事奉」，意即在社會中

任職，但同時利用時間去為神工作。聖經雖然沒有「帶職事奉」

這美麗的名稱，卻實有其人，一方面在社會中謀生，另一方面為

神工作，阿摩司即其中之一。 

同樣，任何一個基督徒都可以在工作之餘，做時代的阿摩司，

只要肯為神發言，神也必使用他。 

    

聽神發言    要歸向神 

阿摩司頭兩章聖經曾責備八個國家的罪惡，但這些責備及這

八國均已成為歷史陳跡，不必仔細去研究。阿摩司作先知的時候，

這是猶大國烏西雅王與以色列耶羅波安二世為王的時候（一 1），

但阿摩司發言的對象乃是北國以色列人，所以本書一共題及「以

色列」或「雅各」的名字有三十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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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先知 

 精華    



阿摩司所傳的主要信息是「四聽」。 

第一個「當聽」是對以色列全家而發（三 1）。第三章有七

個問號，即「豈能」（三 3、4、5）、「豈不」（三 6）及「豈

非」（三 6）。神曾帶領以色列人全家出埃及，表示神非常愛他們，

所以，三章 2節有一句十分寶貴的話說：「在地上萬族中，我只

認識你們」，可見他們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寶貴。然而他們卻

去拜牛犢，也犯了許多罪惡（二 6~12），所以，神說必追討他們

的一切罪孽（三 14）。今日我們在神心目中也是非常寶貴的一群，

我們應該如何遵守神的教訓，做一個聖潔的子民，才不會墮入罪

惡的網羅裏。第三章 13節也用過「當聽這話」一語，乃是題醒他

們，這是神警戒雅各家的話。 

第二個「當聽」是對執政的官長而言。「你們住撒瑪利亞山

如巴珊母牛的阿，當聽我的話」（四 1）。所謂住「撒瑪利亞山」

一語是指北國以色列以撒瑪利亞為首都，國王和一切官長都住在

該城（王上十六 24）。他們自己享受，卻欺壓民眾，所以神責

備他們，豫言他們必遭受各種災難，他們必須悔改。 

在這第二個「當聽」的信息中，曾出現五次「你們仍不歸向

我」一語（四 6、8、9、10、11），表示他們的頑梗悖逆，使神十

分悲傷。 

1、神使他們城中糧食缺乏，這是災難之一，但他們仍不歸向

神（四 6）。 

2、神不降雨，使地上有旱災，他們仍不歸向神（四 8）。 

3、神以旱風霉爛攻擊他們的農產品，包括菜蔬、及以色列三

種主要果子，即葡萄、無花果和橄欖，這些農產，都被剪蟲所吃

（剪蟲是蝗蟲家族的一種害蟲，繁殖迅速，破壞力大；約珥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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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四種害蟲中，則以剪蟲為首，可見其厲害），但他們仍不肯

歸向神（四 9）。 

4、神降瘟疫，使多人死亡，他們仍不歸向神（四 10）。 

5、神傾覆他們的城邑，使他們好像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意

即燒了一部份，還剩下多少），但他們仍不歸向神（四11）。 

這五個「你們仍不歸向我」，是耶和華神對以色列嚴重責備

之言，是他們當聽的信息；今天我們也有人多次遭受神的教訓或

責備，但仍不悔改，豈能蒙福？ 

 

順服警告    豫備迎神 

在這五個「你們仍不歸向我」的責備之言中，有一句十分嚴

重而使人震驚的警告的話，那就是「你當豫備迎見你的神」（四

12）。阿摩司並沒有解釋如何迎見神，但這一警句已成為今日許

多傳道人的口號。在美國，在許多公路的轉彎之處，時有小山擋

住去路，那些熱心份子便在小山的牆壁上添上這句警句：你當豫

備迎見你的神（Prepare to meet thy God）。那些開快車的人，未到

轉彎之處，便會遠遠看見這句話。這句話暗示，如果你開快車，

就會有不幸的事發生，那時候就是準備迎見你的神了。事實上，

在美國，每年在公眾假期的時候，許多人常因開快車或醉酒後駕

車，或在疲倦之時開夜車，便會出事而死亡了。 

但這一警句可能包括三方面會發生的事： 

1、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會離開世界，所以必須隨時準備面

對死亡。如果你一生手潔心清，良善忠誠，則視死如歸了。 

2、隨時會有災難臨到你身上或你家中或你事業中，你當有心

理準備，因為那些災難來臨，可能是神的管教、試煉，等於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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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神。 

3、主耶穌隨時會從天降臨，我們必須準備見主。無人知耶穌

何時回來，但祂一定會回來，所以我們要豫備在空中見主。 

第三個「當聽」是以一首哀歌形式再對以色列家發言，神告

訴他們要有正當的宗教生活。在這第三個「當聽」中，神三次要

他們知道應「尋求」的對象是誰。 

1、要尋求神，就必存活（五 4）。神吩咐他們「三不」（五

5），即 ¬、「不要往伯特利」，那裏有耶羅波安王所設立的金牛

犢。、「不要進入吉甲」，因為「一切的惡事都在吉甲」（何九

15）發生，為神憎惡。®、「不要過到別是巴」，因為他們在該處

又有新的「信仰」，稱為「活道」（摩八 14），他們設立一個

偶像在南方的別是巴，那是在西緬支派境內的一個大城。西緬支

派是在以色列最南方，耶羅波安與羅波安分裂成為南北二國後，

猶大便與便雅憫二支派合稱為猶大國，其餘在北方及河東兩支派

半稱為以色列國，但聖經沒有說明在最南方的西緬人如何決定他

們的行止，可能他們仍住在南方，但歸向耶羅波安。後來因為前

往伯特利及北方的但城去拜金牛犢不方便，所以不知那一位思想

家特製一假神，稱之為「活道」，請西緬人去崇拜，指著它起誓。

上述這些地方，將來必被毀滅，歸於無有。 

2、要尋求耶和華，就必存活（五 6）。上回第一個要尋求，

是不要他們到三個不同的地方去拜假神，這裏的要尋求，則要他

們舉目仰望那創造的主宰。阿摩司題及昴星和參星（參字應讀如

深，不讀如參加的參），晨光與黑夜及海水。表示阿摩司有豐富

的天文地理知識，昴星即金牛星座的七姊妺星（有七粒星，英文

聖經譯為七姊妺），約伯也題及此星（伯九 9）。在秋冬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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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向南望天，你可看見七姊妺星團，十分的奪目。至於參星，

亦即獵戶星座的明星，在秋冬之夜舉目向南可見。阿摩司吩咐以

色列人要抬頭仰望創造主，心存敬畏祂，才可以存活。 

3、要求善，不要求惡（五 14）。這是日常生活的主要原則，

神要他們求善棄惡，才能在生活上蒙恩（五 15）。阿摩司好像

大聲呼叫地，說出兩句詩句：「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

江河滔滔」（五 24）。因為，他們目前的生活乃是「使公平變

為茵蔯（苦藥），將公義丟棄於地的」（五 7）。後來阿摩司又

說：「你們卻使公平變為苦膽，使公義的果子變為茵蔯」（六 12），

他們的生活是有災禍的（五 16，六 1），所以必須悔改。 

     第四個「當聽」記載在八章四節，責備以色列家欺壓窮人，

神不會忘記。 

五個異象    災禍驚人 

阿摩司的第二個信息是因他看見了五個異象而發出「五災的

警告」。其中兩災，因阿摩司的祈求而獲得赦免，其餘三災則不

蒙赦免。 

第一個異象，阿摩司在為王割菜之後，菜又發生，主馬上造

了蝗蟲，吃盡那地的青物。這一災表示人禍，即將來亞述大軍會

來攻擊以色列。阿摩司為民向神「求赦免」（七 1~3），神垂聽

阿摩司的祈求，說「這災可以免了」。 

第二個異象，阿摩司看見有火來懲罰以色列，火是代表天災，

那火吞滅深淵，險些將地燒滅。於是阿摩司求情，神也赦免以色

列（七 4~6）。 

這兩災獲得赦免，表示以色列建國以後初期仍然蒙恩。但以

色列後來並未改變，所以三災便使以色列「罪不可赦」而滅亡。 

第三個異象，阿摩司看見一道牆，是按準繩建築的。表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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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得十分正確的一道牆，亦即代表神的公正審判。以色列人在耶

羅波安所安排的錯誤宗教陷入拜金牛犢之罪，建築祭壇，惹神發

怒，又有假祭司（七 7），所以神說：「不再寬恕他們」（七 8），

因為神最憎惡拜偶像的惡行。因此阿摩司在此宣佈，他們將來必

被擄去離開本地（七 11）。 

第四個異象，阿摩司看見一筐夏天的果子，即容易腐爛的果

子，這異象表示以色列的結局快到（八 1~2），前途茫茫，他們將

來的詩歌要變為哀號（八 3），歌曲變為哀歌（八 10）。人們看

他們如喪獨生子，十分痛苦。這一切預言不久會應驗在他們身上，

因不聽耶和華的話（八 10）。阿摩司在此又發出幾句重要的宣言

說：「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八 11）。這就表示金

錢並非萬能，物質不能解決難題，除非悔改離罪，否則未來的災

難是驚人的。 

第五個異象。阿摩司看見主站在祭壇旁邊，表示事態十分嚴

重。這段經文有五個「雖然」（九 1~4），預言神要追討他們的罪，

因為他們不肯離開拜偶像之罪，所以，神定意「降禍不降福」，

他們必要滅亡。 

但是耶和華並未完全忘記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未來仍然是蒙

恩的（九 11~15）。在這段經文中有「六必」分為三部份。 

1、神「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重新修造（九 11）。大衛

的帳幕代表大衛王朝的榮耀。大衛時代，十二支派的人都在大衛王

統治之下安居樂業。雖然在阿摩司時代國家已分為南北二國，但將

來南北必定會合而為一，再受未來的大衛（即彌賽亞）所統治，過

一千年真正太平的生活。 

  2、農產必豐收（九 13），這裏有「三必」。耕種的「必」

接續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續撒種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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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都「必」流奶，這些話表示將來以色列人，要安居樂業，安享

農產，既不再犯罪，也不再有災難來臨。正如先知彌迦所預言， 「人

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樹下和無花果樹下，無人驚嚇」（彌四 4）。

這裏有三個「必」，表示是肯定的，是神在天上所預定的，無人

可以改變或破壞。 

3、被擄的以色列人必歸回（九 14）。這裏有「二必」，阿

摩司在他先知的遠見中，看見在六十年之後，北國以色列人全部

都會被擄，即被亞述王在紀元前七二一年把他們全部擄到亞述；

但神並沒有忘記或棄絕他們，當彌賽亞降臨之前，他們都要從世

界各國歸回，獲得復興。他們要重修久已荒廢的城邑，種葡萄製

酒，種果樹，安然居住，不再流浪與受苦了。 

這是以色列人最後也是最大的盼望，那被稱為「失去的十支

派」，神一定用奇妙的方法使他們從世界各地歸回以色列，亦即

一九四八年已復國的以色列，等候他們渴望已久的彌賽亞降臨，

分享祂的榮耀，也是我們基督徒的榮耀。 

 

   ************************* 
靈感心聲 

登高山旅行的人，不受平地塵埃騷擾； 

   在深海潛水的人，不受海面狂風影響； 

靈命「高」「深」的基督徒，心靈永遠寧靜。 
 

*** *** *** *** *** *** *** *** 

沒有風雨，人們便沒有機會看見美麗的萬里虹； 

   沒有眼淚和困難，「生命的佳餚」便缺乏美味的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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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蘇美靈 

陳先生生於一個小康之家，父母都是專業人士，自幼他被送

往名校求學，畢業後更有機會往外國深造。回港後考入政府職位，

自此工作一帆風順，平步青雲。他們夫妻二人都活躍於社團工作，

十分努力為公益效力，在物質上是富裕的，不但擁有數個物業，

更有名車、遊艇，家人可以每年往歐美渡假。他們更希望成為第

一個太空旅客、環繞地球的家庭。陳先生退休後更享用長俸，生

活無憂無慮，兒女孝順，他一向身體健康，很少要去看醫生，因

為經常運動，可以保持強健體魄。認識他的朋友都說他實在是幸

福的，世人所追求的、他什麼都有了，還需要什麼呢？ 

在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基督徒，曾經向他傳福音，告訴他一生

是十分蒙福的，應該向神謝恩。他反問朋友：「我從未向神求過

什麼，為何要向神謝恩呢？我所有的都是屬於自己的。」他一口

拒絕福音，說自己沒有這個需要，他一輩子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今

天的成就和財富。在他一生的日子，不少人曾向他傳福音或邀請

他參加佈道聚會，他也應酬去了幾次。 

  可是在他六十歲生日之時，他的兒女正準備宴請親友祝賀他

大壽，卻突然傳出他患上急性病。那位曾向他傳福音的朋友到醫

院探望他，希望趁機會再向他傳福音，怎知他仍然拒絕，朋友提

醒他應該信耶穌，倚靠祂，他仍然硬著心，還對他朋友說不必浪

費唇舌了，因為他至死都不想靠別人。他雖然是一個什麼都有的

人，在神眼中，卻是一無所有的。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太十六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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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徐新民牧師 

「先知」，「先見」指有些人憑經驗、知識，觀察力對一些

事件預言發生，先於平常人。舊約中以色列人用來指得神特別啟

示，代替神說話，神的代言人也叫「神人」，意思是跟從神，屬

神的人，不是民間信仰所謂人成了神仙。 

先知先見除預言即將發生的事，還有「泉湧」的意思，指受

感動得神啟示像泉水湧出，代替神宣告神的誡命律法，指出人的

罪和要受的審判。先知所說，所作的，部份用文字記載，舊約有

16本。這些先知的出身，教育，文化，職業都不同，也有女先知。

替人解決困惑疑問，包括小事：像掃羅家丟了驢去問先知撒母耳

（撒上九 3），先知門徒的遺孀沒錢還債，先知以利沙吩咐她倒油

還債等 (王下四 1-6)，和重大的事，特別在以色列國政治腐敗，

君王官吏貪污腐化、帶領百姓拜偶像和假神，遠離耶和華的時候，

神就興起先知去指出他們的罪。其中最受人注目的有大衛借亞捫

人的刀，殺害忠臣烏利亞，強佔他的妻拔示巴，神吩咐先知拿單

當面婉轉指出他的罪，雖然神赦免他的罪，但刀劍不離大衛家，

大衛還是要自食其果，他的痛苦充分表現在詩篇五十一篇中。還

有亞哈王聽從王后耶洗別的詭計，奪取平民拿伯的葡萄園（王上

廿一），神差先知以利亞指出他的罪和要來的災禍，果然應驗。

此外為了保存以色列歷史文化，祭祀禮儀，也設有先知學校，相

當於現代神學院，所授課程除必修的神學、律法、誡命外，還有

音樂課（撒下六 5），有鼓瑟、擊鼓、敲鈸、吹笛、吹號、彈琴、

歌唱，即現代的管弦樂，相當完整的樂團。 

先知怎樣知道神的旨意呢？有時藉異兆，異象，異夢，早期

用烏陵和土明（出廿八 30），放在亞倫胸牌裡作為決斷，按：烏

陵意思是光明，啟示，祝福，生命，光輝，土明意思是無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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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詛咒，死亡，黑暗，顯然是正反，吉凶對比，到底是甚麼物

質形成，怎麼用？聖經都沒有說清楚，只說用來問耶和華（撒上

廿八 6）。猶太人被擄從巴比倫回來，祭司也不知道用法（拉二

63，尼七 65），據推測可能是石片，也有解釋不是有形物質，全

憑內心感動。舊約的祭司先知常用的還有「拈鬮」來分別歸於神

獻祭的羊或分地（利十六 8，民廿六 55）。「掣籤」，「抽籤」，

或「搖籤」也不只是定吉凶，明白神的旨意，多半是用來分班事

奉神的方法（撒上十 20－21，代上廿四 5）。以色列人出埃及進

迦南地，耶和華神詳細告訴他們，不可效法迦南人拜偶像和假神，

他們占卜，觀兆，交鬼，過陰，也不可用法術，迷術，行邪術，

巫術（利十九 31，申十八 9-14）。因為神是獨一的，聖潔的，忌

邪的神。新約使徒行傳有兩個行邪術的人，一個叫西門，悔改信

了福音，一個叫以呂馬不悔改，瞎了眼（徒八 9-13，十三 8-11）。 

舊約中也出現不少假先知，卜士 (亞十 2)。有老先知假冒有

天使奉耶和華的命令，誘騙已經明白神旨意的神人，也就是先知，

和老先知一同住宿，結果次日回家途中被獅子咬死了（王上十三

23-25）。這個教訓指出神人既然清楚神的旨意，就不應該再聽信

別人，因為神不能違背自己。還有貪財的先知巴蘭，也受了當受

的報應（民卅一 7-8）。因此聖經一再提醒不要受假先知，占卜，

做夢的，說假預言的誘惑，主耶穌在宣講世界末日信息時，也要

信徒謹慎不要受假先知迷惑（太廿四 10-11，24）。 

真先知要面對牢獄，被擄，甚至被丟進獅子坑像耶利米，但

以理的痛苦和危險。完全是因為神的話臨到，像泉水一樣湧出，

不是為了自己的罪，犯了國法，貪贓枉法，生活不檢所至，舊約

先知的宣告，預言，不只是對當代的百姓和國家政府領袖，最終

是指向彌賽亞來臨，神的兒子耶穌為了救贖世人，要降生人世。 

在耶穌道成肉身降生前 300 年間，神就沒有再興起先知，雖

然耶穌降生前後也有先知，像女先知亞拿（路二 36），亞迦布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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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28)，巴拿巴…（徒十三 1）只能算繼承舊約時代先知。直到

耶穌出來傳道，正式宣告：先知和律法說預言到約翰為止（太十

一 9），也即舊約先知有關救恩的預言已經全備了，預言中彌賽亞

已經來臨，要成就在耶穌身上，神的兒子耶穌才是完全的先知，

不只是神的代言人，祂所說的話就是神的話。 

  先知在新約中有更普遍積極的意義，在舊約神只揀選少數的

人，新約則是神藉聖靈賞賜給基督徒的恩賜（林前十二 28，弗二

20，四 11）。凡真基督徒都有得先知恩賜的機會，在新約中先知

職責是講道（林前十四 1；小字說預言），也就根據聖經傳福音、

作見證、教導、教訓、安慰人。耶穌再來前預言即將來會發生驚

天動地的大事，自然界現象。所以新約時代的現今，先知並不是

特殊人或階級，是每一個基督徒羨慕的恩賜。 

  

********************** 

一點回憶    沙巴 張日華牧師 

  感謝神的恩典與慈愛，賜我機會聽到蘇佐揚牧師証道；是培

靈會或是佈道會，我記不清了，是在上世記 50 年代末或 60 代早

期的事。是次大會在沙巴洲古達市巴色會堂舉行。蘇牧師除了証

道外，他教會眾唱約翰福音廿一章 15 節的經文，以及「大山可以

挪開」(以賽亞書五四章 10 節)。蘇牧師証道時，聲音宏亮，又能

拉一流的手風琴，一邊唱，真是神的僕人。 

  時至今日，我仍天天唱這些詩歌，對努力行走天路的信徒有

很大的幫助。在中國晚上聚會時也教親朋戚友唱。他效法主耶穌

為我們留下佳美的榜樣，讓我們學習如何奔跑基督徒生命的馬拉

松賽。耶穌「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的苦難」(來十二２)，主為我們完成了救贖大功。牧師為主耶穌所

作一切事奉與為人的服侍，天父都看見了，天堂才是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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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人生人生人生人生路上 
 

天人聖歌    （1986 年美國）    

第九十一首                                                 曲詞蘇佐揚      

我在世界各地佈道時，有不少人來與我談話，向我吐苦水。他

們說受到「折磨」，在家庭中、在學校裏、在工作場所，甚至在教

會圈子中，被家長、教師、老闆和長老執事所折磨。最痛苦的有人

得到入美國旅遊的簽證，但抵達美國時竟被海關員人禁止入境，要

乘原機返香港。人有時抱頭痛哭，有時欲哭無淚。我除了為他們禱

告外，也告訴他們，我們有些遭遇相同。不過我們可以從聖經中向

三位古人學習，不必灰心。 

一、約瑟遭遇多種苦難。他的態度是「默然不語」（詩卅九 9）。

他被賣、被誣告，下在牢中，但耶和華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創

卅九 2）。他的彩衣若不被哥哥們剝掉，他就不會有機會穿上法老

所賜給他的宰相細麻衣了。 

二、約伯所遭遇的是聖經中所載最痛苦的一位。但他「繼續稱

頌神」（伯一 21）。他的兒女全部喪生，僕人們被殺，牲畜被搶奪，

房屋倒塌，自己還渾身長瘡，但他發表偉論說：「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三、大衛在受膏作候任國王時被掃羅追殺。後來他的兒子背叛

他，示每侮辱他，他多次逃難，但他「完全交託」愛祂的好牧者。

使他能安睡青草地、靜溪旁，也能在敵人面前設宴（詩廿三），表

示祂倚靠主的強大信心。 

我由溫哥華乘機向羅省南飛時，想到許多人所受的折磨，心中

有感而作「人生道路」這首天人聖歌，其中的和聲故意使兩個半音

相遇，並不和諧，表示折磨之苦。但最後一句有三個音變成 B 調第

一和絃，你如彈得正確，便覺得十分悅耳。表示我們是有盼望的，

因為愛我們如瞳人的乃是我們創始成終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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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介紹 



 

 

星期日與禮拜日                    

                                            蘇佐揚 
    普通人稱一週七日為「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等，直到星

期六，是以「星」來定一至七日的名稱。日本人採用中國的「七曜」

以定七日之名，其次序為「日曜日」（即禮拜日，餘類推）、「月曜

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及「土曜日」等，

英文亦以日月及五星以定七日之名，如「禮拜日」為 SUNDAY，「禮
拜一」為 MONDAY，MON-即 MOON（月）之縮寫。 

    中國自基督教由西方傳入之後，二百年來，人們稱七日為星期
日至星期六或禮拜日至禮拜六，已任人採用。可是「禮拜日至禮拜
六」，不但為基督徒所樂意採用，連非基督徒也衝口而出地稱七日
冠以「禮拜」二字，有基督徒意味，理應習用。至於「星期」並無
基督徒意味，可以不用。在言語上帶著濃厚的或適當的基督徒意味，
亦為「見證」之一。 
    至於福建人，則將「禮拜」簡稱為「拜」，即禮拜一至禮拜六，
稱為拜一、拜二、拜三等。亦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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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與 
真理 

耶穌和彼得要納丁稅 
（馬太福音十七章 24-27節） 

蘇佐揚 

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說：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稅麼？彼得 

說：納（24，25節）。 

「丁稅」原文是「帝德拉赫曼」DÍDRACHMON①，即兩個「德

拉赫美」DRACHMĒ②，是希拉銀幣，與羅馬銀幣「帝那利安」 

DĒNÁRION③同幣值，兩個德拉赫美等於猶太幣半「舍客勒」，約

值美金三角。 

    彼得從魚口中獲得的一塊錢，原文是一個「司他提亞」 STATĒR

④，值一個舍客勒，或四個德拉赫美。 

    這種丁稅是根據出埃及記三十章所吩咐的，每一男丁到了十二

歲，每年必須納半舍客勒銀幣給聖殿（相等於當時兩天的工資）。

他們以後散居歐亞非三洲各地，每年仍然照納，寄交耶路撒冷。因

此，譯為丁稅會使人誤會是納給羅馬政府，其實這是「聖殿稅」或

稱「宗教稅」，與今日北歐各國的國民納「教會稅」相同。 

  基督徒應盡國民義務，而且應作其他國民的良好模範（羅十三

7），走私漏稅乃是一種罪行，基督徒應比別人更熱心遵守地方律

法，因為違背律法乃是罪（約翰壹書三章 4節） 

    主耶穌在凡事上留下最佳的榜樣，祂要盡諸般的義。如果有人

自以為屬靈而藐視政府律法，便不配稱為基督徒，因為我們好像有

雙重國籍的人，一方面是地上居留國的國民，另一方面是天國的百

姓。 

 

① ddddiiiivv vvddddrrrraaaaccccmmmmoooonnnn    ② ddddrrrraaaaccccmmmmhhhh vv vv ③ ddddhhhhnnnnaaaavvvvrrrriiiioooonnnn ④ ssssttttaaaatttthhhhvvvvrrrr 

原文

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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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與尋見 
（馬太福音十八章 10-14節） 

   

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

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裏去「尋找」那隻迷路的羊麼？若是

「尋見」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為這一隻羊歡喜，比為那沒有

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12，13節）！ 

  聖經原文有兩個「找」字，可以分譯為「尋找」與「尋見」。

「尋找」原文為 ZĒTÉŌ①，意即「去找」。那牧羊人「去找」那

隻迷路的羊，未必能找到，但他結果找到了。 

    「尋見」原文為 HEURÍSKŌ②，這字時常被譯為「看見」或

「遇見」，但原意為「尋找後看見」。 

    馬太七章 8 節有話說：「尋找」的，就「尋見」，原文就是這

兩個字同時出現。路加十五章記載那失落一塊錢的婦人，細細的

「找」那塊錢直到「找著」，也是這兩個字同時出現。浪子的父親

對浪子之兄說：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又

得」二字原文便是「尋見」。 

    我們像迷路的羊，也像婦人所失落的一塊錢，也像一個離家

流蕩的浪子，上主不斷在「尋找」我們，直到「尋見」。我們應該

時常保守自己不失落。 

    我們的主也為我們開啟了恩惠之門，我們憑信心去「尋找」，

就能「尋見」，一個屬天的人有權柄去支取與運用上主為我們所儲

備的諸般恩惠，使生活有美好的見證。 

 

①   zhtevw      ②  euJrivs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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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蘇美靈 

「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約

翰壹書四章 5節。 

使徒約翰語重心長的勸勉初期教會的信徒，他身為教會領袖

多年，親自跟從耶穌三年多，但在主升天後不足數十年，已有不

少異端邪說興起，迷惑人的心，使人離開真道，隨從世俗的學說。

這一節經文很清楚指出論世界的事，包括一般人對事情的了解、

分析、教導、指示等等，是世人所接受和聽從的。因為能夠發表

這許多意見的應該是一些飽讀詩書、閱歷甚深、受人尊敬的社會

賢能。他們的一句說話足以影響那一世代的人，使多人跟從他們，

接受他們的學說。今天和當年沒有什麼分別，「世界的事」，經歷

了二千年，人類所累積了的知識，更是包羅萬有，當時可能是有

文學、歷史、政治、詩詞、音樂等，現在則多不勝數。每一個領

域都有很多專家，這許多專家雖然很少會正面批評信徒所信的，

但他們卻會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解釋為什麼我們會相信一個肉眼

看不見的神。因為他們認為人和其他動物分別並不大，人的出現

也只不過是生物進化過程中偶然產生出來的，並非由全能和掌管

萬有的主宰所創造的。他們以「世界的角度」論「世界的事」，就

以人所有的知識去判斷我們的信仰，以致「世人也聽從他們」（約

壹四 5）。既然信徒在人口中佔少數（在香港不到 10%），大多數的

人都是不信的，所以屬世界的人的言論對很多人都會產生頗大的

影響。 
 

宗教是無助之人的依靠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來，信仰宗教給人有精神上的寄托，特別

是一些受到莫大創傷的人，他們經歷喪偶、喪子、婚姻破裂、家

人不和、工作壓力、因傷失去工作能力等等，在感到無助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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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

之窗 



要去尋求心靈的寄托，所以信仰給他們莫大的安慰。但那些自稱

ＥＱ強健者，自認可以克服任何困難，在逆境中自強不息，運用

精明的頭腦為自己開闖出路。他們認為軟弱的人才需要宗教的支

持，他們去尋找朋友、享受、娛樂、參加自我提升課程，希望增

加抗禦逆境或困難的能力。 

他們認為人既是群體的動物，和其他動物社會分別不大，例

如白蟻、蜂、靈長類動物，牠們都有完善的群體結構，各盡其職，

為整個群體的生存努力。人也有自己的社群需要，能彼此扶持，

互惠互利，加強歸屬感，獲得別人的關懷、認同、愛心、幫助、

對於抗衡逆境有利無損，所以加入了教會成為她的一份子，可以

鞏固這一群體的凝聚力，這是進化過程必經之階段。 
 

人是進化而來的     

人既是低等動物經過漫長的年日進化而來的，那麼觀察不同

動物的社會，包括雀鳥、海狸、海豹、魚類、昆蟲、猿猴類的社

群，從中或許可以找到人類社會進化的模式，看牠們如何集體覓

食、防禦敵人、擊退侵略者、延續下一代等等。人類社會結構不

斷進步，凌駕於其他動物，使他成為萬物之靈，可以主宰其他動

物。所以按目前人類各種行為的預測，人類將來不單可以征服地

球，更可以征服其他星球，使它們成為人類未來的殖民地，人類

何需要一個救世主去拯救他們呢？ 
   

音樂源於自然界的節奏 

  科學家未能解釋為何人類有欣賞和創造美妙音樂的能力，過

去數十年，人類學家嘗試遍訪世界最落後和原始的人類群體，要

研究音樂究竟是如何「發明」出來的。他們發現雀鳥高歌並非為

娛人娛己，除了是求偶的過程之一（只有雄性才會唱歌），另一目

的是宣示土地的主權，所以有利於生存和延續下一代，使最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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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傳因子得以保存。例如大猩猩經常自打胸膛發出隆隆巨響，

也是表明自己是α雄性 (即那一群的領導者)，地位至高無上，眾

人都要俯首稱臣。所以在原始人類社會，發出不同的聲音是為了

宣佈這人是此地的主人，別人不得擅自闖入。他們用不同物件，（包

括木、石、皮革、樹葉），發出不同的聲音。他們以各種方法（例

如拍手、捶胸）發出節奏，而大自然的潮汐漲退、颶風、大雨，

都會發出有規律的節奏。經過多年的「進化」，演變成今天的「音

樂」。但科學家卻不能解釋為何只有人類才能創作美妙的旋律和音

樂。究竟這本能的來源是否如上述所顯示，則未有定論。但自從

「現代人」出現以來，就已有令人賞心的音樂。 
  

人應該有選擇的自由  
  現代的教育理念是要培養肯負責任和有獨立思想的現代人，

不能強迫他們相信一些古舊的教條，不能扼殺他們的創意，要讓

他們在一個理想的環境去發揮潛能。所以對於現時的許多青少年

問題，包括性教育、毒品、反叛等等，應該循循善誘，警告他們

什麼才是對自己有益無損。至於信仰宗教，也應該提供他們各宗

教的資料，讓他們自己選擇，不能強迫他們服從某一個，這才是

體驗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所以若父母帶著幾歲的兒女去教會參加

主日學或聚會，是剝奪了他們選擇的自由，更不應叫他們一定加

入自己所信的宗教。甚至有人認為這是虐兒的行為！現在歐美國

家甚至舉辦「無神論」夏令營，讓孩童思想和判斷有沒有神。 
   

科學未能證明有神 

有不少無神論者批評基督徒，說他們以「信心」為擋箭牌，

以致阻礙了科學的研究。到目前為止，科學家仍不斷努力嘗試打

開各項科學謎團，包括：宇宙來源、生命之源、唯一有生命的行

星地球為何適合生命存在、現代人之起源以及人類種種獨特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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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包括言語、音樂、思想、敬神之心、藝術，其他星球的秘密…。

科學未能解釋的問題比能解釋的不知多幾千倍，迄今科學未能証

明聖經中所說的神是否存在，很多人採取一個「不知論者」的態

度（據 2009 年美國的統計，全國只有 4%的人自稱是無神論者或不

知論者，大多數人都相信神，但卻不知祂是誰。不少時事觀察家

分析 2008 年美國大選，稱現時仍有很多人在禮拜日上教堂聚會敬

拜神，相信再過三四十年，美國人「長大」了，不再好像嬰孩依

賴父母，繼而成長好像歐洲那樣，美國會成為「神並不重要，可

有可無」的國家）。既未能否認神的存在，也未能否認有一位獨一

的真神，所以他們的觀點和言論對很多人影響甚大。既然這些飽

學之士和站在科學尖端的人不能証實神的存在，所以一般人也隨

從他們的態度，不肯或拒絕相信聖經中的主。  
 

現代人所追求的 
不論你進入任何一間大型書店或每年一度的書展，不難發現

暢銷書都是與名、利、外表、運程、保健，自我增值有關，特別

是經歷沙士疫症和各類危機之後，人生所追求的不外是福、祿、

壽、致富之道、如何賺到第一桶金、投資秘訣、長、短線的投資

策略、提防另一波金融海嘯來臨、如何增加 IQ、EQ、活到一百歲、

活得健康、戰勝疾病、自我提升入門，掌握命運等等都是人所渴

求的。既然人只能在世上活一次，為什麼不盡量活得健康、擁有

穩健的財富、懂得享受，知識上追上時代；有優雅的生活品味，

以及受人尊重。可惜基督徒也和不信的人一樣，我們對「世界的

事」甚感興趣，也和他們一樣追求這些目標，我們也許會聽從這

些專家的意見，懷疑自己所信的是否真確。約翰是針對那些迷惑

人的假先知的言語，他們發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使信徒難以

分辨真假。信主多年的人可以根據聖經的真理或許可以分辨假先

知的言論，可惜很多信徒卻會受他們的影響而漸漸離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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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蘭 蔡澄之 

開始時的教會生活，可說是嚴謹大體，長幼有序；年齒漸長，

也體驗過長者之位份；現在則是反璞歸真。那深刻而嚴格的畫像，

漸熔解於平凡之服侍中。 
 

長幼有序 

在香港高中一後受浸，加入了一間很大的浸信會。那教會所

有的執事，都是被按立的終身執事，經歷過主日學、不同年齡階

層的團契、各樣的部會，千錘百鍊，有見證、有忠心、有磨練、

有果子，還要經過牧師查問信德、和會友表決，才可以擔任執事。

曾聽一年長執事分享，他屬靈的深度和忠心，叫我感動落淚。教

會很著重主餐，只有牧師或按立執事才能主持主餐；傳道人可襄

禮，但暫不能主持。不是在指出，這樣的做法，是否合宜，乃是

在教會中，長幼有序、尊重教導、和服從長者。 
 

長者位份 

加入教會多年，到教會有意邀請我做一個選立執事時，我卻

剛要和內子移民新西蘭。抵達後，參加了一家只有廿多人的華人

教會。過了數月後，開始參與講道的事奉。第一次講道的經歷是

震撼的；這教會的會畢祝福，不是念主禱文，而是由講員負責。

從我的成長背景，祝福可非同小可。終於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

努力讀熟了林後十三 14，做了第一次的祝福。此後開始了五年時

間的講道事奉和帶領家庭小組。後來也有負責主持聖餐。常覺這

樣的事奉，自己的屬靈生命真不夠好。曾盼望，被教會所確認，

成為一個有名份的長者，就像讀大學時認識的吳勇長老一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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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位、而是忠心事奉，生活一定很充實。可是主題醒我，即使

是教會弟兄姐妹來確認，那最後還只是出於人的確認。反之，若

是主要使用自己，即使沒有身份、欠缺名位，雖然沒有人知人見，

主是看見的，要向主而非向人交帳。 
 

反璞歸真 

現在我再次回到浸信教會，那是一家在附近的英語浸信會。

主餐由不同的人帶領的；有時是一個長老；有時由孩子們在成人

的協助下，拿著餅和杯，站在大堂的四角，讓會眾出去領取；有

一次由一位中年弟兄主持，後來發現他並非這教會的會友，是在

另外一間教會受浸的。在大教會中，長幼和次序都要分明；可是

在一百多人的教會中，愛心和互信是寶貴的；至於形式和傳統禮

儀，則不必拘泥，彼此服侍就好。平凡是有意義的，因為主是在 

生命當中。 

 
                              佚名 

陳弟兄和王姊妹都是好勝心十分強的人，在事奉上都十分熱

心，他們相識多年後，決定組織家庭，要在教堂舉行婚禮。通常

在婚禮中的獻詩都是以「愛」為主題，例如：「完全的愛」、「永恆

的愛」、「神是愛」及「犧牲的愛」等等。 

但這對新人卻邀請詩班獻唱「打那美好的仗」。牧師覺得十分

奇怪，難道這對男女要開始大比拼的生活，在收入、升職、知名

度、人緣等各方面、看看誰勝誰負？於是牧師問他們為何選這首

歌。 

  陳弟兄說：「我們並非互相比較，乃是要同心合力一起對付魔

鬼的試探和引誘，二人合力不比一人更有力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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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潘德明口述 蒙恩整理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馬太福音

十二 20）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

慧的心。」（詩篇九十 12）「他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可勝數。」

（約伯記五 9） 

我和弟弟潘德華在浙江溫嶺都以捕魚為業，這裏的教會興

旺，神也特別賜福這裏的漁民，在基督徒的漁船上都高高懸掛著

「以馬內利」，神同在的平安也天天隨著我們。隨著改革開放的政

策帶給漁民的諸多好處，日以繼夜的捕撈作業帶來了富裕的生

活，但是繁忙的工作成為生活的中心，很自然就擠掉了禱告和聚

會的時間，心想，我太太很熱心，她能常常聚會不也一樣嗎？就

這樣，神的話在心中就慢慢的淡忘。 

父親中年因肝癌去世，留下我們兄妹三人先後得了乙型肝炎。

妹妹現在是肝硬化。我在七年前曾在上海傳染病醫院住院治療，

自我感覺良好。所以在最近三年裏沒有檢查。2009 年春節過後，

46歲弟弟在漁船上修理機器設備時的意外，當地醫院檢查診斷為

「肝癌」。而我也被診斷有腫瘤，結果我也順利地經過手術，住在

弟弟同一個病房。幾經波折我的身體恢復特別快，兩天之後居然

出院了。若不是神的憐憫和慈愛，我們兄弟倆就得不到這樣大的

恩典。神不僅醫治了我的身體，也蘇醒了我的靈魂，認識到對神

的虧欠。我要多多禱告親近主，見證神的奇妙作為，把神的愛傳

遞出去。當我對人生前途悲觀失望、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神為

我升起希望；當我發現生命是如此短暫和無奈的時候，神的慈悲

和憐憫和那完全的愛領我從壓抑中走出來，為我開闢了一條光明

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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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吳羅瑜老師 
本 院 於 年 初 從 康 科 德 (Concord) 遷 到 苗 必 達 市 

(Milpitas)，揭開了歷史上新的一頁。在面對轉變、適應新環境

的過程中，且讓我們探討新約聖經中有關「新」的描述與教訓。 
 

論及「新」的詞彙論及「新」的詞彙論及「新」的詞彙論及「新」的詞彙    
新約聖經多處採用了形容詞 kainos 或 neos (新)，來描述多

方面的事物，包括新道理、新布、新酒、新皮袋、新東西、新命

令、新約、新團、新造的人、新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

名、新歌等。不僅如此，相關的動詞、名詞還有不少。再者，有

些經文雖沒有採用這些字眼，但仍可能表達「新」的觀念。以下

筆者嘗試把有關的新約經文稍作分析、綜合，以便對神的啟示與

心意有更深入的理解。 
 

新時代的來臨新時代的來臨新時代的來臨新時代的來臨    

從救恩歷史的進程來說，主耶穌在地上傳道時，已標誌著新

時代的開始。[迦百農會堂的猶太]人因祂滿有權柄的教訓而感到

希奇，也因祂擁有趕鬼的權柄而驚訝，聲稱祂帶來了「新道理」(可

一 27)。主耶穌同樣把祂趕鬼的權柄與天國的來臨—新階段的開

始—拉上關係(太十二 28；路十一 20; 參路十 18)；祂也透過新

布、新酒、新皮袋的比方(太九 16-17; 可二 21-22; 路五 36-39)，

表明他所帶來的新時代信息充滿活力，不見容於猶太教陳舊的儀

文主義，必須有新的形式表現。由於當時多數猶太宗教領袖滿足

於舊的一套(舊酒)，他們最終拒絕接受耶穌為眾所期待的彌賽亞。 
    

新約的設立新約的設立新約的設立新約的設立    

耶穌知道祂終會被棄絕，且釘死在十字架上，祂也知道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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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中的受苦義僕，祂的死具有贖罪的功效 (可十 33,45;比較賽

五十三 11-12)，為了事先向門徒解釋這些底蘊，祂在設立聖餐為

杯祝謝時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路

廿二 20; 林前十一 25)。既說是「新約」，即表示至少在某些方面

有別於前約，會使它顯得舊，也超越了它；[二者的分別在新約的

書信裡有清楚的詮釋] (見林後三 6-11; 來八 1-10)。 

然而，耶穌設立新約之舉不是突如其來的事情，舊約聖經裡

的耶利米書三十一 33-34 早有預言，不過該處的「罪孽得赦免」

原來是要藉著耶穌一次獻上自己為祭來完成。藉著他在十字架上

的死，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引領相信祂的人到神面前 

(至聖所幔內；來十 20)，而且不分猶太人、外邦人，都能進前來，

在主裡合一 (「兩下成為一個新人」，弗二 15)。 

耶穌不僅在最後晚餐時用了餅和酒來象徵新約的設立，祂也

向門徒頒下新命令，囑咐他們按照祂的榜樣彼此相愛(約十三 34; 

約壹二 7,8)。新約的子民—基督的身體—既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

在內 (弗三 6;四 3-4)，這新命令對合一的維持當然十分重要 (參

約十七 11,20-23)。再者，新約的子民也是透過履行愛的新命令來

完成律法的要求 (羅十三 8-10;加五 13-14)，並使世人認識耶穌 

(約十三 35)。 
 

新生的表現新生的表現新生的表現新生的表現    

    耶三十一 31-34 論到神日後要立新約時，預告了律法的內在

化，神的子民與祂享有個別的關係，都認識祂。再一次，這預言

要在新約聖經的亮光下方能完全明白。例如，多三 5 告訴我們，

神拯救人是藉著「重生的洗與聖靈的更新 (anakainōsis)」；這跟

約三 5 所說「藉水和聖靈重生」可說十分吻合（只是二處論「重

生」的希臘文用字不同i）。事實上，聖靈澆灌在信徒身上、居住在

心內，給予新生命，乃是律法內在化、認識神為父的必要條件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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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八 10-11,15-16)。因這緣故，新約聖經一些經文形容相信基督

者為新造的人 (林後五 17; 加六 25)ii。 

 正因基督徒已獲賜新生命 (參啟二 17 的「新名」)，便應憑

著聖靈有新生的樣式、心志改換一新 (羅六 4; 7:6;弗四 23)，且

延續不斷的「心意更新而變化」（羅十二 2），「一天新似一天」 (林

後四 16)。這過程牽涉生活上的聖潔：除去邪惡的「舊酵」，成為

「新團」(林前五 7-8)。用另一個比喻來說，就是脫去「舊人」，

穿上「新人」[所謂行為上的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而「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四

22-24)]。這樣，律法的公義要求就可以成就在憑聖靈行事的人身

上了 (羅八 3-4)。 
 

新天新地的期盼新天新地的期盼新天新地的期盼新天新地的期盼    

    然而，聖靈保惠師的同在、內住 (約十四 16-17) 只是初熟之

果(aparchē，羅八 23)，是信徒得基業的憑據(arrabōn，林後一 22;

五 5;弗一 14)；信徒仍未完全得著基業，因主耶穌所奠立的天國

仍有待最終的實現。如今，信徒仍是歎息勞苦，等待身體得贖 (羅

八 19-23; 林後五 2,4)，期盼那充滿公義的新天新地(彼後三 13;

啟廿一 1)、那滿有榮耀的新耶路撒冷(啟廿一 2)，也預期在一切

都更新(啟廿一5)的日子裡，與主一起享受彌賽亞的筵席(太八11;

廿六 29;可十四 3；啟十九 9)，也能高唱新歌 (參啟五 9;十四 3)。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基督徒活在彎曲悖謬的世間，處於天國已濟與未濟的張力

中，等候主的再來，讓我們遵守新約下的新命令，靠著聖靈活出

新生的樣式，又像新婦等候新郎來臨那樣，聖潔純全，熱切地說：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啟廿二 17,20)(作者任教於工人神學

院；本文原載於 2009 年四月份院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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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十一章 1-16 節 

香港 林俊鴻牧師 

去年金融風暴席捲全球，一向被認為可靠的金融公司相繼出

事，我們感到很是慨歎，人向來強調金錢的重要，就連「親生子

也不如近身錢」，很多家庭糾紛甚至官司都因金錢而起，但錢要

放在那裏？我們一向很相信現行的金融制度，總覺得有不同的金

融公司幫助管理都是好事，只是當這些公司出事的時候，會否動

搖我們對金融制度的信心？這個世界面臨最大的危機，就是人失

去信心，所以去年各國政府紛紛出招救市，穩定局勢。好幾年前，

報載國內有人因對銀行沒有信心，於是將自己積蓄的現鈔埋在地

裏，但過一段時間取出來，卻有一大半己腐爛，銀行也只肯更換

那些還算完整的。我們或會取笑這個人的愚鈍，但當金融風暴出

現，又會覺得他才是「觸覺敏銳」的人，只是方法不當而已，因

為當時有專家說：『這個時候「揸」(持有)錢好過「揸」貨。』

但誰又知道甚麼時候才「揸」甚麼？作為基督徒，其實最需要「揸」 

的是信心，接受救恩是信心，倚靠神向前走是信心，希伯來書作

者所講述的「信心」就是肯定所「信」的，雖是未曾見到，卻絕

對是真的，並且這種「信心」是所盼望的事物的證據。 
    

信心是甚麼？信心是甚麼？信心是甚麼？信心是甚麼？    

信心的盼望不是虛妄的奢望，而是有深度的確信。這種信心

是我們必須要建立的，使我們能面對人生不同歷練。在初期教會

受迫害的記載中，有一個基督徒被帶到法官面前受審，他告訴他

們，無論他們如何處置他，也不會令他的信仰動搖，因為他相信

一個人對神真誠，神也會對他真誠。法官於是問他：「像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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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也想到達神那裏去嗎？」那個基督徒回答說：「我不是想，

我是確實知道的。」今日我們可曾有這樣的信心？  

因著這信心，我們知道主的應許永不改變。希伯來書中多位

信心人物，他們都有共同的信念，確信神所說的必定成就：「神

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他也都是實在

的，叫神因我們得榮耀」(林後一 20)。有人估計聖經中的應許至

少有 30,000 個之多！這些應許是神對人的承諾，所以都是寶貴

的。任何一個承諾的來源都是重要的，但當應許是出於神，我們

就有十足的把握祂會遵守祂自己所應許的。我們也曾向朋友作出

承諾，並且也期待能持守諾言；但，即使不是我們的錯失，我們

也可能會因某些意外而無法遵守承諾。然而，我們無法想像有任

何一種環境，能夠阻止神實踐祂所應許的話語。「神非人，必不

致說謊，也非人子，必不致後悔。他說話豈不照著行呢？他發言

豈不要成就呢？」（民二十三 19）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

他照著一切所應許的賜平安給他的民以色列人，凡藉他僕人摩西

應許賜福的話，一句都沒有落空」（王上八 56）。 
 

相信神的應許相信神的應許相信神的應許相信神的應許    

救世軍創辦人卜威廉將軍臨終時，三次用同樣的話叮囑他的

兒子布蘭威爾：「神的應許都是確實的。」當我們存款入銀行時

候，銀行會讓我們深信它絕對不會出事的，我們也確信它不會倒

閉，但地上的事誰能保證呢？我們只能選擇最低「風險」的而已。

你的信心是否真的確信神的應許是那麼真實而不變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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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三 16）。我們確信神所應許的一切，必然兌現，否

則我們的信是枉然了。      

                     -37- 

因著這信心，我們敢於面對各種人生磨練 。人生充滿各樣患

難，或是金融海嘯，或是疾病憂傷，當我們絕望時，只要仰望神，

就能在祂裡面找到充足的信心。有一個父親帶著患病的兒子求耶

穌醫治，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

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這句

話的意思是「我信，但求你幫助我僅有的些微信心，使我能真正

相信。」不要讓我們「不足的信心」攔阻了神的大能，今日不是

神的手縮短了，只是我們自己限制了神。有時候我們說有信心，

只不過是一種「試劑」。 

一位牧師說過一個見證：他年輕時信主，非常愛主，經歷了

聖靈的工作，看到聖經上記載，若有像芥菜種般的信心就可以移

山，因此，就想要操練信心。他跑到農場，心想不必作太大的事，

只要求把幾棵樹移開就好，他就做移樹的禱告，覺得信心滿滿，

禱告完睜開眼，樹仍在那兒。他再次禱告，更迫切，也很有信心，

但睜開眼後，卻發覺連一片樹葉都沒掉下來。他心裡非常失望，

懷疑到底自己有沒有信心。過了好久好久，有一回他太太氣喘發

作，非常嚴重，在鄉下又找不到醫生和醫葯，他絕望之餘，跪下

來向神說：「主啊，我沒有信心，連芥菜種的信心都沒有，但我

仰望你，求你醫治我的妻子。」禱告完，神果真醫治了他的妻子。

我們看見真正的信心不是從自己來的，耶穌才是為我們信心創始

成終的神。只要你有這份信心，必有勇氣面對各種人生磨練。 
    

因著信因著信因著信因著信    

前任台灣清華大學校長張明哲先生從前在高雄煉油廠任廠長

時，有人想帶他信主，送了他一本聖經，他讀了第一句話就讀不

下去，因為他是學科學的，一看到神蹟就跳過去。幾年後他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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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而太太仍在高雄。有一天他接到電話，妻子病重。他急速

趕回，醫生說病情已穩定下來，但醫生走後，妻子的病又發作，

且嚴重到召醫生都來不及了。他就跪下來禱告說：「神啊，過去

我不信你的神蹟，但現在我需要，我需要一位全能的神，能施行

醫治的神......。」禱告完，妻子的呼吸逐漸緩和下來，乃至恢

復。後來他成為基督徒，有人就問他學科學的怎會相信神？他說：

「我相信神的真實比你我更真實。」 

因著信，我們「羨慕更美的家鄉」──人可能會挑戰你：「我

為甚麼要捨棄今時大好的歡樂，而相信那不能肯定的將來呢？」

基督徒的答案是「將來並非不肯定的，因為將來是屬乎神，人的

感覺驅使人抓緊眼前的一切，基督徒卻看到神為我們預備將來的

福祉。我們「羨慕更美的家鄉」，就是因看到那更美的將來。有

一位牧師提到他從慕迪科學影片中看到有一種魚，會吃樹上的

蟲，因為牠的眼睛不只看見水底下的世界，還可清楚看見水面上

的蟲，看見時就噴水打蟲，待蟲掉下水裡，就把牠吃掉，命中率

比籃球明星投籃還準。求神幫助我們，不但看見自然界，更有屬

靈的眼睛看見超自然的事。我們平常人的眼睛可以看見現實和事

實，但屬靈的眼睛則看見真實。「亞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

候，就把以撒獻上；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將自己的獨生的

兒子獻上」（來十一 17）。神要亞伯拉罕看天上的星及海邊的沙，

祂的應許就是要賜他後裔多如星和沙。可是，他那時連一個兒子

都沒有，「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

孕，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來十一 11）。因著信，使

我們抓住神的應許，在人生高處，我們能昂首向前，歡然奔跑；

在人生低處，也深信「神使人夜間歌唱」。無論人生的境況如何，

讓我們活出更美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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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二十章 15節）   香港 李文聰 

    這是十誡中的一條。自幼父母教導「細時偷針，大時偷金」，

告誡我們不可貪心，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不要偷取，否則視為賊

也，會被拉去警局云云。然而人是貪心的，在學時，眼見學生因

犯下店舖盜竊而被判入兒童院教化。在職時，亦見不少同事偷去

辦公室的郵票、文具及電器等公物私用，甚至濫用公款、車輛等。

身邊也有不少朋友瘋狂地非法下載流行歌曲、電影、電腦遊戲及

軟件等等，或在辦公時間處理私事，似不是大罪，都屬於偷竊。 

    現今世代的價值觀已經完全被歪曲了，年青人追求名牌，非

法下載是正常行為，有些甚至享受盜竊中的刺激感及事後的滿足

感。或許你自居為君子，一直以來並沒有偷過什麼，可是魔鬼隨

時隨地以物質及金錢去引誘你。報章上亦有報導一些警察監守自

盜值錢的證物，公務員，甚至教會同工挪用公款而被判入獄，藝

人明星在店鋪盜竊被拘捕等等。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就可

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弗四 28）。保羅勸戒我們從前偷竊的，

不要再偷。生活要有目標及正確的價值觀，道在心中，不是唯利

是圖，要作正經事；還要知足，珍惜所擁有的，而不是貪得無厭，

不斷追求滿足物慾。箴言三十章 7-9 節貼切地反映了作者所羅門

王對偷竊的警覺性：「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

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

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

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這祈禱的重點是：神才是他

生命和生活上的供應者，他不要太多也不想太少而引起貪念去偷

竊。人故然要殷勤地工作去得生活所需，但神的供應才是人真正

擁有安全感及平安的所在。人為甚麼要去偷竊？可能是因為人對

其生活沒有足夠的安全感，或不滿足於神的供應吧！ 

                    -40- 

面對

試探 



 
 

 

祈禱太少 

禁食太少 

讀經太少 

福音少 

否定自己太少 

靈火銷滅 

謙卑不足 

讚美主太少 

聖別不足 

誠實不足 

對神敬畏不足 

信靠主太少 

對屬靈事太忽略 

愛弟兄的心太少 

安靜太少 

納十分之一不甘心 

遭遇困難太少 

行道太少 

屬靈生活不單純 

不懼怕神的審判 

如此情況 

 

娛樂太多 

宴客太多 

看小說太多 

神學多 

尊重自己太多 

物質增加 

驕傲太多 

讚美自己太多 

世俗太多 

偽善太多 

世務重視太多 

信靠人太多 

對現實太誇張 

嫉妒憎恨太多 

急燥太多 

銀行存款太多 

屬世的稱讚太多 

組織太多 

屬世事務太複雜 

對罪的快樂常慾 

如何能得復興？ 

    

如欲神的復興出現，必須認罪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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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李金強 

  長老宗（Presbyterian Church）乃由宗教改革運動領袖法國加

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所創設。法國原屬天主教國家，出

生於此的加爾文，轉奉新教（Protestant），主張上帝主宰、聖經權

威及基督道成肉身。指陳聖經乃神之救恩，藉聖靈以啟導信徒；

組織教會，尤其必要，此乃屬靈母親；並主張教會合一。於 1536

年出版著名的《基督教之制度》（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一書，闡釋新教信仰，確立其於宗教改革運動的領導地位。由於

受到法國當局壓迫，加爾文逃亡至瑞士日內瓦，創設長老宗，制

定教會的體制，規定教會管理者，分別為牧師、教師、長老及執

事，四者地位相等，而其上不設主教管轄。其後法國亦受影響，

創設歸正會（Reformed Church），並在加爾文指導下，頒佈信念書

（a Confession of Faith），繼而成立四級行政區劃（judicatories），

分別為堂會、區會、大會及總會。 

  其後蘇格蘭之諾斯（John Knox, 1515-1572）至瑞士受教於加

爾文，回國後創立長老宗，而傳至英倫、北美、拉丁美州及澳洲、

紐西蘭等地，成為全球一大宗派。 

  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推進，長老宗脫離天主教，以民主體制

形式建立其教會之新組織。其特點有二： 

  其一，長老會一辭，源於希臘文“Presbyteros”，此即長老之

意，由長老組成，具「代議政體」特質的議會，牧養會眾。 

  其二，長老分為教導長老（teaching elders）及管治長老（ruling 

elders）。前者即牧師（pastors）、教師（傳道）主理講道、教導、

崇拜及主持聖禮。後者設長老及執事（deacons），由會眾選出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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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 
歷史 



協助牧師執行教導，管理教會建築、財政等事務。故長老與牧師

共同治理教會，而執事則專司會內一切捐項及辦理財政。由此可

見，長老會乃由牧師、教師、長老及執事作為全堂教友的代表，

負責治理會眾。並由長老及執事合組長執會（Board of Deacons），

執行會務，此即該會命名之由來。 

  而長老宗來華傳教的差會，分來自美國、英國及加拿大，先

後於華南、華中、華北之通商口岸建立傳教據點，傳揚福音，由

是確立其根基，以下先說美國長老會之來華。（作者任教於香港浸

會大學歷史系） 

************************************* 

                                

佚名 

一名信徒蒙主寵召上了天堂，彼得在門口迎接他、對他說：「你

一生有什麼貢獻，你需要一百分才能進天堂。告訴我你作過什麼，

然後我根據結果為你計算分數，若能達到一百分，就可以進來。」 

那人說：「我和太太結婚五十年，從未越軌，即使心裡也沒有

這個念頭。」 

彼得說：「好，那可以得三分。」 

「三分？我一生每禮拜日都返教會聚會，又有十一奉獻支持

聖工。」 

「那太好了，值得一分。」 

「一分？我設立慈善之家收養孤兒，又為露宿者提供免費膳

食，可以得到多少分？」 

  「做得好，值得兩分。」 

  那人叫出來：「只有兩分？以這樣計算方法，只有藉著神的恩

典我才能進入天堂。」 

  「進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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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陳永康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

眾人同在」林後十三 14。 

三一神的觀念，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核心；創天造地的獨一

真神，透過主耶穌和聖靈的工作，使我們得以和神建立個人的關

係，生命得著救贖。 

原來在物質世界中，同一的物質也會以不同之形式存在。碳

元素在現實生活中，與我們有極密切的關係。純碳物質會以兩種

的結晶形態出現 – 即石墨和鑽石。這兩種物質的原子結構形式，

是全然不同，在圖一所示。石墨的結晶體是由一層一層碳的原子

層(每一黑點代表一碳原子)所組成，層與層之間的作用力弱，因

此石墨是極好的潤滑材料，也能導電.鉛筆的筆芯和乾電池的中央

電極是由石墨所製成。鑽石由於對光的折射性能優良，可以製成

貴重的首飾，圖二顯示它三維共價的結構，因每個碳原子間的作

用力大,使它有極剛硬的性質，故鑽石又稱為金剛石，可以用來製

造砌割的工具。 

 

 
 

圖一: 石墨的結構 圖二: 鑽石的結構 圖三:巴克球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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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世紀末，科學家發現含純碳元素的物質，還能以原子簇的

形態出現，這發現是極具震撼性的。它是材料科學的一大突破，

也催生了奈米科技。一九八五年英國化學家科爾托與美國化學家

史莫利等人，使用雷射激光於石墨上，使其蒸發，成為碳灰，再

使用氦氣將這些物質帶到質譜儀(分析物質分子量的儀器)中，去

確定這些新物質之結構。他們發現若將氦氣的壓力加大時，能使

這些從石墨衍生的化學碎片，產生了一個主要成份;根據其分子量

的顯示，這物質是由六十個碳原子附聚以原子蔟形式存在，故命

其名為『碳六十』。這六十個碳原子是以甚麼形態結合，才能生成

這穩定的材料，當時科學家是惘無頭緒。科學家使用碳核磁共振

方法分析，又發現在這碳原子簇中的六十個碳，只能發出一個單

一的信號，這實驗的結果證明，碳六十是對稱性極高的物質，每

個碳的結構環境是完全相同的。 

同年，科爾托有機會到加拿大參加世界博覽會，從其中的一

建築物『巨蛋體育館』的屋頂結構，得到靈感，從而成功解開碳

六十的結構之謎團。碳六十如圖三所示，有二十個正六邊形和十

二個正五邊形的面，共三十二面所構成的密封球體。你能否按圖

數數看,看看這球體是否含有六十個碳原子。而每個碳原子與周遭

其他碳原子，在三維空間中的關係是一致的。巨蛋體育館是由美

國建築師『巴克明尼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所設計，故

科 爾 托 為 紀 念 此事 ， 以 巴 氏 的 名字 將 碳 六 十 命 名 為

Buckminsterfullerene 或簡稱巴克球(Buckyball；封面圖)。奇妙的

是：碳六十雖然也是碳元素第三種的同素異形物，它的物理性質，

與石墨和鑽石是完全不同。 

在宏觀世界，我們欣賞建築名師的設計傑作，它的微型版由

科學家偶發性地製成巴克球，在微觀世界中燦爛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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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吳彼得 

 

老大媽遠迎傳道夫婦，到村了，又硬要拉這對傳道老師去家裡

用飯，喜滋滋告知早就準備好了，還殺了一隻黑肉雞（泰北俗用

黑肉雞招待貴客）。 

茅草房很矮陋，門前地埧倒是明亮開闊。老大媽在地埧上擺上

一張站腳竹簸箕，那是「桌子」，兩張竹矮凳請我們坐下，桌上放

了一缽黑肉雞，兩碗米飯，又知道傳道人不習慣用手抓飯吃，還

特地擺了兩雙（有黑霉的）筷子。傳道人禱告畢，老大媽在桌邊

站著，再加上好幾個星期沒嘗雞味，正準備動筷子，抬頭看見幾

步之外，不知何時來了個小孩，那小男孩用身子扉在老大媽身上

磨蹭不斷，眼盯著桌上雞肉，咀中似有唔唔求告之耍賴。傳道人

夫婦明白了；自己家中也有幾個小孩一月多未嘗肉味，哭鬧幾次

也就算了，因為實在抽不出多餘錢買雞。淚水從那傳道夫婦眼眶

滾下來。老大媽像發現了什麼，揚起手巴掌在小男孩的屁股上打

了兩下，硬扯著小男孩轉到茅屋去了。 

愛神愛人的傳道人怎麼還嚥得下那麼珍貴的雞肉和白米飯？

明顯老大媽和小男孩還餓著，但是怎麼也請不出共同吃飯，說是

吃過了。請老師安心用飯：吃！一、留下一半；二、吃後加倍算

還飯錢。人家一片愛神愛傳道人的心，這麼赤誠純樸，不吃真對

不住大媽的熱忱。 

傳道人要給大媽伙食費，推來推去大媽不收：我怎麼能收傳

道老師的錢？最後把 500銖悄悄放進米缸裡。 

  泰北的傳道人時常被純樸真摰的窮苦會友深愛著，傳道人也

喜愛他們，盡力照顧他們，為他們切切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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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感 



   
江西 熊美蘭 

  我是 1993 年走進教堂的，一個人也不認識，過了幾個月，買

了一本聖經，回家從創世記開始讀，禮拜天到教會敬拜神。我丈

夫開始反對我，禁止我去。但我偏要去，我雖然信主，但不明白

真理，與他大吵。家人來勸說，丈夫見阻止不了我，慢慢也就不

干涉我了。後來還經常提醒我要去教會、小組聚會、探訪、幫我

複印福音資料、刻印福音光盤，我真感謝神。但我叫他信主，勸

他認罪悔改時，他從沒有答應，唯有求主憐憫。 

2008 年 11 月，丈夫說胃有時會痛，我天天為他祈禱。太五

45節說：「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我丈夫雖然反對我，但主你降卑到地上來，不是要救義人，而是

罪人，神不願一人沉淪，願世上萬人得救。我一連幾天恆切禱告，

神都沒有垂聽。我又叫孫女為爺爺祈禱，但他還不能進食。到 12

月 1 日病情沒有好，反而嚴重，帶他到醫院檢查。醫生給我開了

胃鏡檢查單，是幽門管阻塞、十二指腸炎，胃潰炎。回家服用藥

之後不久，就全部嘔吐出來。我開始緊張起來，當時兒子在廣州，

女兒在上海，家裡只有我和小孫女，束手無策，只在神面前流淚

恆切祈禱。他非常軟弱，認為自己無藥可治。在 2 日晚我再次對

他就：「你自己對主說，求主來醫治你，求主赦你的罪。」我丈夫

停了幾分鐘後說：「主耶穌啊！你如能醫治我，我會到教堂去敬拜

你。」說完後，他閉上眼睛準備休息了。我信主耶穌 16 年，給丈

夫傳多少次福音，總沒有辦法把他領到神面前來，但神一動工，

他就認罪悔改歸向主。現在他很喜樂，天天讀聖經和屬靈書籍。

並背主禱文、信徒信經、十誡、愛的詩等。如果不是神救我丈夫

的靈魂，又醫治他的肉體，我都不知他會如何，感謝神。 

                     -47- 

致天人之聲讀者 
(一一一一) 

請注意本會的英文名稱是：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 LIMITED 

(二)))) 

       新加坡讀者可向錫安書房訂購書籍。 
     Xian Bookstore （Tel：62834357，Fax：64874017） 

 Blk 2l2，HOUGANG ST. 2l，#01-339   SINGAPORE  530212   
                (三) 

馬來西亞讀者可向下列書局訂購書藉： 
        宣道出版社總代理 

LIVING WATER BOOK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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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新 CDCDCDCD 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思念主(第 1 首)           
我主與我(第 8首)            
盡忠為主(第 15 首)          
主若是(第 18 首)           
請來聽(第 33 首)             
神富有憐憫(第 62 首)     
迷路的羊(第 76 首/粵語)  
主日學校歌(第 77 首/粵語)  
主愛不變(第 83 首/國+粵語) 
你愛主嗎？(第 86 首)         
人生路上(第 91 首)           
聖靈常感動我(第 144 首)     
白超乎雪(第 225 首/演奏版)     
你是我的主(天人短歌第 12 首/粵語) 
我將你的話(天人短歌第 20 首/國語+閩南語) 
 

 
馬利亞奉獻蒙主悅納，後者馬利亞卻得不到主的悅納，前者馬利

亞獻出香膏，心懷滿足，後者馬利亞香膏仍舊取回，心懷悵惘，

前者馬利亞得機會用嘴親主的腳，後者馬利亞連主的影子也不得

一見，前者馬利亞獻出香膏得主稱讚，後者馬利亞連主之聲，也

不能聞，前者馬利亞奉獻香膏是在坐席的時候，後者馬利亞獻香

膏乃在墳墓，前者馬利亞的香膏，香氣四溢，全屋充滿芬芳，後

者馬利亞的香膏無人得益。同是奉獻，相差甚遠，所以預先趁早

及時奉獻，最為重要。 
    美事得賞 

 

 

 

 

 

 

 

 

 

 

 

 



 

人生路上     鐳射唱碟鐳射唱碟鐳射唱碟鐳射唱碟 

Songs of Inspiration 天人聖歌/短歌 $75 
   2009   2009   2009   2009年全新錄音及編曲 

附送精美歌譜乙本(+詩歌介紹) 

 
思念主(第 1 首)           
我主與我(第 8首)            
盡忠為主(第 15 首)          
主若是(第 18 首)           
請來聽(第 33 首)             
神富有憐憫(第 62 首)     
迷路的羊(第 76 首/粵語)  
主日學校歌(第 77 首/粵語)  
主愛不變(第 83 首/國+粵語) 
你愛主嗎？(第 86 首)         
人生路上(第 91 首)           
聖靈常感動我(第 144 首)     
白超乎雪(第 225 首/演奏版)     
你是我的主(天人短歌第 12 首/粵語) 
我將你的話(天人短歌第 20 首/國語+閩南語) 
 

 

數十年來，《天人聖歌》被華人教會轉載在他們的詩集內，在

各類退修會或培靈會採用，激勵信徒的愛心和信心。願神繼續賜

福這些聖詩，願一切榮耀歸給天父！   

 
 2010 年內購買免平郵郵資   寄往國外空郵加 HK$15 

 

 

 

 

 

 

 

 

 

 

 

 

 

 

 

 

 



 
有耳熟能詳、不少主日學生琅琅上口的詩歌。 

有獨唱、合唱、和唱，以弦樂、結他、色士風

伴奏。 
 

天人聖歌簡介 

1934 年蘇佐揚牧師入讀山東華北神學院，為學長陳恩福所作

的一首詞「主啊，我深愛你」配曲。在攻讀神學四年間，又為其

他學長和教授所寫的詩詞配曲。同時完成多首天人短歌，歌詞多

是宋尚節博士在神學院培靈會贈送每一位同學的聖經金句。畢業

後蘇牧師在國內十九省自由傳道，亦繼續創作聖歌。 

1953 年展開國外佈道事奉，因所見所聞，有感而寫下了更多

的詩歌。這些新的聖歌在所創辦的季刊《天人之聲》陸續發表。

1950 年出版《天人聖歌》，收集了一百首完全由中國人創作的聖

詩。其後於 1974 年出版第二和第三集，及至 1987 年出版了合訂

本 250首，其中作詞者共廿人，作曲者共十人。 

數十年來，《天人聖歌》被華人教會轉載在他們的詩集內，在

各類退修會或培靈會採用，激勵信徒的愛心和信心。願神繼續賜

福這些聖詩，願一切榮耀歸給天父！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HARD TIMES 
2 Corinthians 4:7-11 

 

A pastor worked very hard in his church, but he saw hardly any 

results. Some people in his church also gave him a hard time and then he  

got very sick. Eventually he resigned and gave up being a pastor. A 

friend asked him why and he said, “I believed that if I was doing God’s 

will, everything would go well and I would be successful. Things didn’t 

go well and I wasn’t successful, so I felt I was not doing what God 

wanted.” 

A lot of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if they work hard at their Christian 

life and do according to God’s will, everything will go well and they 

will be successful. And if they follow Jesus and seek to obey Him, they 

won’t suffer, get sick, lose their jobs, be poor, and going through tough 

times. Jesus said to His followers in John 16:33： “In this world you will 

have trouble, hardships, difficulties.” 2 Tim 3:12: “Whoever wants to 

live a godly life in Christ Jesus will suffer persecution.” Why does 

God allow us to go through tough times? 
 
1. TO GET OUR ATTENT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whenever God blessed the Jews and they 

became wealthy and comfortable and everything went well, they soon 

drifted away from God because they didn’t feel they really needed Him. 

They couldn’t be bothered following God or obeying His commands. 

They became wrapped up in their material wealth and pleasure. God 

allowed suffering to come upon His people to shake them and wake 

them up and bring them back to Himself. 

Jesus warned that when we place wealth, success and pleasure over 

God, those desires will push God out of our lives. He will use this 

recession to shake and wake Christians up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drifted away from Him and gone after mammon, material things, 

success and worldly pleasures.  
 
2. TO SHOW US HE LOVES US. 

Hebrews 12:5-11: "When the Lord corrects you don't be 

discouraged. The Lord corrects the people he loves and disciplines 



those he calls his own."  Be patient when you are being corrected! 

This is how God treats his children. Don't all parents correct their 

children? If God doesn't, you don't really belong to him. But God 

corrects us for our own good, because he wants us to be like Jesus. It 

is never fun to be corrected. In fact, it is always painful. But if we 

learn to obey by being corrected, we will do right and live at peace.  
 
3. TO MAKE US EXAMINE OURSELVES 

One purpose of the communion is to come before the Lord and 

examine our lives to ensure our relationship is right with God and with 

each other. Paul said in 1 Corinthians 11:27-32 “That is why you 

should examine yourself before eating the bread and drinking the cup. 

For if you eat the bread or drink the cup while bringing dishonour to 

Jesus and His people you are eating and drinking God’s judgment 

upon yourself.  That is why many of you are weak and sick and some 

have even died.” 
 
4. TO BREAK OUR PRIDE 

God calls us to humble ourselves, but if we won’t, He will, using 

difficulties, failure, pain and suffering, if necessary. Luke 14:11 

"Everyone who exalts themselves will be humbled." James 4:6-7 "God 

resists the proud, but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Submit yourselves 

therefore to God." 

A very well known pastor in the USA found that his son was taking 

drugs and he was so embarrassed because it shamed him in the eyes of 

his congregation. He began praying that God would get his son off drugs 

and change him. The Lord said, "You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what 

people think of you than you are about your son. You deal with your 

pride and your selfishness and then I will deal with your son." 
 

6. TO MAKE US DEPEND ON HIM.  

When you have been a Christian for a while, it’s easy to think that 

you are strong enough to handle things on your own, relying on you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not so much on God. It’s easy to think 

that you don’t need to pray as much, becoming arrogant and 

self-confident. If so, God will often allow things to go wrong. In 2 

Corinthians 12:7-10, Paul says that God allowed him to have difficulty 

in his life to stop him from becoming proud and self-confident. And 

Paul prayed three times for God to remove this problem in his life but 

God told him that he should realise how much he needed to depend on 

Him for power and strength. “My grace is all you need.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your weakness.” And Paul thanked God for that 

problem because it made him depend more on God.  
 
7. TO BUILD OUR FAITH 

1 Peter 1:6-7 “Even though you have to go through many testing 

times for a little while. These hard times have come to prove that your 

faith is genuine and will result in praise, glory and honour when Jesus 

returns.” James 1:3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builds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which helps you to grow up spiritually and become more 

like Jesus. A mother eagle teaches her eaglets to fly by pulling the soft 

feathers out of the nest so that the thorns make it very uncomfortable for 

the chicks to stay there. She then pushes them out of the nest and to the 

end of the cliff face and then over the edge. God uses trying times to 

edify our faith, pushing us out of our comfortable nests and obey Him.  
 
8. TO PREPARE US FOR MINISTRY 

2 Corinthians 1:3-5 “God is our merciful Father and the source of 

all encouragement.” He encourages us in all our troubles so that we 



can encourage others. When they are going through trials, we will be 

able to give them the same encouragement God has given us. Jesus 

once said to Peter, “Satan wants to put you through a time of trial like 

wheat through a sieve. But I have prayed for you that your faith 

should not fail. But when you have come through this time of testing, 

strengthen and encourage your brothers” Luke 22:31-32. 雞腳腿骨丟

下後，老大媽在揀石頭噓喝噓喝趕狗，又快動作走過來傳道人身

邊掃地撮了棄地的骨頭去，在從山上引下來的竹水筒下沖洗了骨

頭，轉身一把塞在那小男孩的手裡，那小孩拿著 

骨頭笑了。 

 

   讀者除了可以郵購各種書藉之外，亦可親臨本社選購。或往本

港各地區的宣道書局門市部購買。宣道書局為本社出版物的總代

理。地址如下: 

（1）北角宣道書局: 英皇道 238 號康澤花園一樓 

電話: 2578-2451 

    （2）油麻地宣道書局: 彌敦道 490號盤谷銀行大廈 4字樓 

                 電話: 2782-4442 

（3）元朗宣道書局: 青山公路 1號珍珠樓地下 10號 

                 電話: 2474-0292 

（4）尖沙咀宣道書廊: 柯士甸路 22 兆年行地下上層 1 號舖 

電話: 3583-1993 
                                                 
i分別是 palingenesia（多 3:5）與 gennēthē[i] anōthen （約 3:3）。 
 
ii 原文(kainē ktisis) 可直譯作「新的創造」。 

 

 

作為一個神重用的教會，需要有「質」與「量」的增長，「質」

                                                                                                                   

的增長，肉眼看不到，但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可以感受出來，「量」

的增長，看看崇拜空座位的數字，便可一目瞭然。若要將教會發

展成一個有健康生命的家，我們需要有屬靈的「質」去做這增長

的動力。 

 

 

神愛我們兩兄弟神愛我們兩兄弟神愛我們兩兄弟神愛我們兩兄弟    

                                   上海潘德明口述 蒙恩整理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馬太福音

十二 20）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

慧的心。」（詩篇九十 12）「他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可勝數。」

（約伯記五 9） 

我和弟弟潘德華在浙江溫嶺都以捕魚為業，這裏的教會興

旺，神也特別賜福這裏的漁民，在基督徒的漁船上都高高懸掛著

「以馬內利」，神同在的平安也天天隨著我們。隨著改革開放的政

策帶給漁民的諸多好處，日以繼夜的捕撈作業帶來了富裕的生

活，但是繁忙的工作成為生活的中心，很自然就擠掉了禱告和聚

會的時間，心想，我太太很熱心，她能常常聚會不也一樣嗎？就

這樣，神的話在心中就慢慢的淡忘。 

父親中年因肝癌去世，留下我們兄妹三人先後得了乙型肝炎。

妹妹現在是肝硬化。我在七年前曾在上海傳染病醫院住院治療，

自我感覺良好。所以在最近三年裏沒有檢查。2009 年春節過後，

46歲弟弟在漁船上修理機器設備時，不小心右腹部被一根鐵棒擊

打了一下，當時有一點痛，家人擔心會否有內傷，就去當地醫院

檢查。醫生說：「從片子上看沒有內傷，但是你的肝下方有腫瘤，



                                                                                                                   

要做進一步的檢查。」後來診斷為「肝癌」。教會的肢體同心為他

的病向神呼求。CT報告確診「肝癌」，必須立即手術。 

他的手術順利完成，由於發現得早，不用化療，安靜休養兩

個月後再作覆查。住院期間，有上海主內的姐妹來到病房探望，

她帶領我們家人都在病床前同心禱告。雖然我們不認識她，但體

會到在神愛裏的溫暖，肉體雖然軟弱，籍著禱告得到從神而來的

力量。來上海之前，我心裏覺得應該趁機會去傳染病醫院復查一

下，我的肝目前的情況怎麼樣？我帶上早就準備好的病歷資料去

做了覆查，醫生也反復問我病歷。最後對我說：「你的肝有腫瘤，

要到大醫院確診」。我來到中山醫院，我也順利地經過手術，住在

弟弟同一個病房。 

醫生說手術後一般 3天就會通氣，若不通氣就不能進食，會

影響體力的恢復。我到第四天還沒有動靜，肚子發脹難受，想叫

太太禱告，太太說：「這個病房總共住有四個人，三個是拜偶像的，

他們手帶佛珠，口袋裏都放有平安符咒，親朋好友來了，都是嘴

上念念有詞，我怎麼也沒有力量開口禱告，只是心裏為你禱告。」

接著她又說：「你也是一個基督徒，自己不求沒有用的，要自己求

告呀！」當時我整個人特別軟弱，心煩意亂，火氣也特別大，一

下子和她爭吵起來。當我們爭吵、互相埋怨的時候，我們的生命

裏出現了破口。魔鬼撒但在笑，在得意，它的計畫得逞了。仇敵

的大部隊就會開進來做敗壞的工作，企圖搶奪我的靈魂。感謝主，

是祂的大能趕走了魔鬼，我要全然仰望祂，依靠祂，因為主耶穌

是得勝的君王。 

手術後的第五天，人越來越難受。半夜兩點時，我拉住太太

的手說：「我們一起同心合意憑信心向神求告，讓我能夠通氣，相

信神能幫助我。」我們就唱詩禱告。神給了我們勇氣，在黑暗勢

                                                                                                                   

力面前得勝了，再也不怕仇敵恥笑。就在禱告的時候，腹部就有

一股氣在流動的感覺，醫生知道我的難題解決了，就可以進食，

神恩浩大，我的身體恢復特別快，兩天之後居然出院了。若不是

神的憐憫和慈愛，我們兄弟倆就得不到這樣大的恩典。神不僅醫

治了我的身體，也蘇醒了我的靈魂，認識到對神的虧欠。我要多

多禱告親近主，見證神的奇妙作為，把神的愛傳遞出去。當我對

人生前途悲觀失望、感到無路可走的時候，神為我升起希望；當

我發現生命是如此短暫和無奈的時候，神的慈悲和憐憫和那完全

的愛領我從壓抑中走出來，為我開闢了一條光明大道。 
 

 

 

 

 

 

 

 

 

 

 

 

 

 

 

 



                                                                                                                   

神人記念的美事 
美國 曾玉興牧師 

我們的神為善為美，「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因歌頌我們的神為

善為美。」（詩一四七 1）因此使徒保羅說：「要凡事察驗，善美的

事要持守，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作。」（帖前五 21-22）這裏提

及三件事，就是美事，善事和惡事，人生的事情雖多，但總不能

離開這三件事。對於美事，在積極方面，我們應該竭力持守，不

要鬆懈。對於惡事，在消極方面，我們應該禁戒不作，世人極其

量只能知道行善而已。但，聖經教訓我們不單廣行善事，也勸勉

我們更要樂行美事。 

    可十四 3-9就提到一件美事，而這件美事是主所稱讚的，為

什麼馬利亞所作的美事蒙主稱讚呢？ 
 
   一、美在「枉費」 

   「有幾個人心中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可十

四 4參約十二 4-5）就是猶大和其餘的門徒以為是「枉費」，尤其

猶大從來沒有稱呼過耶穌是「主」，自然在他心目中，覺得一切為

「主」而作的，都是「枉費」，猶大是因為站在世界方面來來看耶

穌。為什麼他們說「枉費」？因為他們只想到香膏的價值（三十

多兩銀子），都沒有想到主耶穌的尊榮。什麼叫做「枉費」？「枉

費」的意思是給予超過當給的價值。比方一幅油畫的價值是一百

元，而你給了一千元，就是枉費，若是兩磅足用，你卻用了十磅，

就是枉費。這個女人因為深知耶穌是主，便把心愛的東西獻給祂，

認為用在祂身上沒有絲毫半點浪費，因為惟有主是配得的。按人

情往來，禮物是代表一個人的內心與禮貌，凡人送禮給知己朋友，

一定送上最名貴華麗，優美和需要的，何況是送給救主呢？因為

                                                                                                                   

愛是不計較的。無論什麼貴重的東西用在人身上或世界上，恐怕

是枉費，但作在主的身上，永不浪費，因為我們深知所信的主是

至尊至大的，祂堪配我們獻上一切最好的奉獻，世上的批評、指

責、恥笑、奚落與誤會，不足介意，但求主心滿足就是美事。相

反，我們對主的奉獻若達不到「枉費」犧牲的精神和程度，此乃

表明沒有將主最好的獻給主，因此馬利亞所作的美事，美是美在

枉費。 
 

    二、美在「盡力」 

    主說：「她所作的，是盡她所能的」。（可十四 8）意思是她把

自己所有的完全擺上了，沒有為著將來留下一點為自己，或有捨

不得，乃將一切都完全傾倒在主身上了。由此，證明她是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為主，這是她奉獻的態度，她如此行，完全出

於甘心樂意，不勉強，不計較和不作難。樂意是她盡心愛主的內

證，盡力是她盡心為主的外證。 

    前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女歌唱家，電影、電視、夜總會爭相羅

致，每年收入頗多，她的教會請她為孤兒院籌款演唱，她不肯為

教會盡力。不料，一天，喉生瘡，醫生說，非開刀不能保存生命，

經施手術後病愈，但音喉變粗，無人再請。這是自私自利不肯為

主盡力奉獻的鑑戒。 

    因此我們當效法馬利亞所行的，盡心盡力，抓住主所賜的寶

貴機會，盡我們所能的服事主。 
 

    三、美在「預先」 

    主說：「她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可十

四 8）。在主未離世前，她作了一件事，滿足了主的心，她真不愧

為一個有愛心、思想、和行動的好女子。 



                                                                                                                   

    馬可福音十六章記載「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雅各的母親馬利

亞，並撒羅米，買了香膏要去膏耶穌的身體」，可惜已太遲了，主

已經復活了。馬利亞奉獻蒙主悅納，婦女們卻得不到主的悅納，

馬利亞獻出香膏，心懷滿足，婦女們的香膏仍舊取回，心懷悵惘，

馬利亞得機會用嘴親主的腳，婦女們連主的影子也不得一見，馬

利亞獻出香膏得主稱讚，婦女們連主之聲，也不能聞，馬利亞奉

獻香膏是在坐席的時候，婦女們獻香膏乃在墳墓，馬利亞的香膏，

香氣四溢，全屋充滿芬芳，婦女們的香膏無人得益。同是奉獻，

相差甚遠，所以預先趁早及時奉獻，最為重要。 
     

美事得賞 

    主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

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念」（可十四 9）。所以為主而枉

費、犧牲、盡心是有福的。神叫你先犧牲而後得大福，神從來不

白白受人奉獻而不千百倍報償給愛祂的人。馬利亞奉獻一瓶三十

兩的真哪噠香膏不但得主稱讚，更成為教會歷史上的人物，她的

名字萬世流芳，千萬人都欣賞效法和記念她，這樣的奉獻給主，

有何不值得，不上算呢？ 
 

    樂行美事 

    當然所有的美事都集中於父神和基督身上。「各樣美善的恩

賜……都是從上面來，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雅一 17）。我

們的主乃是美事的大祭司（來九 11），離開父神和基督，一切美事

就都沒有了。 

    聖經有數處提及美事，抄下供讀者們勉勵： 

    1、稱謝傳揚神本是美事。  （詩九十二 1-3） 

    2、靠主受苦難原是美事。  （腓四 13-14） 

                                                                                                                   

    3、留心行善都是美事。    （多三 8） 

    4、作在主身上乃是美事。  （可十四 6-7） 

   最後盼望我們多作美事，榮耀上主，阿們。 

 

 

 

 

 

 

 

 

 

勇往直前，靠主得勝 
美國 何耀輝牧師 

 

青年人在歲月熏陶下成長，成年人在日月輪轉中邁向成熟。

在芥菜種的比喻中，同樣標示生長、長大、成熟的果效，種子有

生長的能力和衝勁。環視教會中空置的座位，我們有責任去將這

些空間填滿，換言之，教會必需要不斷增長，與此同時，教會不

能祇求「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有「質」的增長，「質」和「量」

需要與時俱增。神設立教會在地上，是要信徒繼承「大使命」的

權柄和責任，將福音傳給萬民。 
 

曾在香港生活的人都能見證無數香港人在不同年代跨越苦難

挑戰的事例。回想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那是難民潮湧的年代、

是「一家八口一張床」的年代、是人浮於事朝不保夕的年代、是



                                                                                                                   

在山邊鑿石以糊口的年代、是兒童失學穿著開襠褲在街上浪蕩的

年代、是盜賊猖獗滿街滿巷貼著「提防小手」街招的年代、也是

消極麻木卻仍要掙扎求存的年代。然而，如「東方之珠」歌詞所

描寫的，香港人藉著決心與毅力，憑著勇氣將苦難與挑戰一一跨

越了：「回望過去，滄桑百年，有過幾多淒風苦雨天，東方之珠，：「回望過去，滄桑百年，有過幾多淒風苦雨天，東方之珠，：「回望過去，滄桑百年，有過幾多淒風苦雨天，東方之珠，：「回望過去，滄桑百年，有過幾多淒風苦雨天，東方之珠，

熬過鍛練，熬過苦困經歷多少變遷；沉著應變，苦中有甜，笑聲熬過鍛練，熬過苦困經歷多少變遷；沉著應變，苦中有甜，笑聲熬過鍛練，熬過苦困經歷多少變遷；沉著應變，苦中有甜，笑聲熬過鍛練，熬過苦困經歷多少變遷；沉著應變，苦中有甜，笑聲

哭聲，響於耳邊，東方之珠，贏過讚羨，贏過一串暗淡艱苦的挑哭聲，響於耳邊，東方之珠，贏過讚羨，贏過一串暗淡艱苦的挑哭聲，響於耳邊，東方之珠，贏過讚羨，贏過一串暗淡艱苦的挑哭聲，響於耳邊，東方之珠，贏過讚羨，贏過一串暗淡艱苦的挑

戰。無言地幹戰。無言地幹戰。無言地幹戰。無言地幹，新蹟創不斷，無盡的勇氣，無窮的鬥志，永存不，新蹟創不斷，無盡的勇氣，無窮的鬥志，永存不，新蹟創不斷，無盡的勇氣，無窮的鬥志，永存不，新蹟創不斷，無盡的勇氣，無窮的鬥志，永存不

變；繁榮共創，艱苦永不倦，龍裔的貢獻，能傳得更遠，光輝一變；繁榮共創，艱苦永不倦，龍裔的貢獻，能傳得更遠，光輝一變；繁榮共創，艱苦永不倦，龍裔的貢獻，能傳得更遠，光輝一變；繁榮共創，艱苦永不倦，龍裔的貢獻，能傳得更遠，光輝一

片。」基督徒能否活出如此這般的決心和毅力？片。」基督徒能否活出如此這般的決心和毅力？片。」基督徒能否活出如此這般的決心和毅力？片。」基督徒能否活出如此這般的決心和毅力？    
 

使徒保羅勸勉我們說：「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

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

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神

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

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

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並戴上

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弗六 10-17。 
 

末世出現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無數的天災與人禍，黑暗世界

中有很多不協調的地方，如以賽亞書五章所描寫的：「稱善為惡，

稱惡為善；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基督

徒有不可推卻的責任去使這世界回復和諧和喜樂，使一切混亂能

反璞歸真，從新歸正；基督徒要肩負憑愛心說誠實話的本份，持

守不能偏離的真理，莫做盲目附和不辨是非的應聲蟲，不做模棱

                                                                                                                   

兩可言論的橡皮圖章，活出持守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人生。 
  

現今的世代一片糊塗混亂，將真理淡化蒙蔽，變得模棱兩可，

莫名其妙，我們能否借鏡於香港人掙扎奮鬥圖存的衝勁、膽量、

遠見、執著和破斧沉舟的勇氣，走出教會的四面牆壁，將主的救

恩廣傳，去改變今天的社會，使它回歸真理？昔日跟隨主耶穌的

使徒並非都是才高八斗的，有從事捕魚的，甚而被視為罪人作稅

吏的，主吩咐他們不要再祇顧捉魚，要逼切的去救人，存一個得

人如得魚的決心，將人帶進基督救恩的網圈內。 
 

天父創造的世界是充滿生命力的，花草樹木的生長，百鳥雀

躍的誦唱，路旁頑石隙中的綠草，見證著主賦予的生命力，基督

徒理應持守主所賜的生命活力，參與履行「大使命」的行列，活

出基督的樣式，緊握時機，透過「光」與「鹽」的影嚮力，去實

踐大使命的指令，付出愛人如己的行動去榮神益人！在最惡劣的

環境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力，長大茁壯，吐穗成熟，成為未信

者之祝福。神會使用每一個場合，每一個轉變，甚至每一個災難

讓祂的國度得以發展。昔日保羅往小亞細亞傳福音，但神阻止了

他這方向，用「馬其頓的呼聲」要他踏上新的路向，福音因而跨

越了地域，橫過洲界，傳到歐陸大地上。日後的宣教士，更遠渡

重洋將福音傳至美洲，再至中國與亞洲，可見神的意念處處高過

我們的籌算。每個困難，都在神的掌握中，為是要完成祂那獨特

完整的設計。當神要我們人生的路向轉彎的時候，就是神要我們

將人生的軌道調較回祂的計劃中，其實當我們仍在母腹之中，神

已選定了我們，祂指定要用我們，不是一個剎那，不是一個時段，

而要用我們的一生。我們理當全程投入，全心全意去履行神賜給



                                                                                                                   

我們的責任，去完成祂給我們這神聖的任務。 
 

龍的傳人要將應對的能力施展出來；基督的傳人，更應該把

基督救恩的大能實行出來。讓我們抓緊機會，去改變這一個失落

的世代，用基督犧牲的愛，用主仁愛、和平、信實的福音去震撼

在我們四週的環境，去改變這暗晦不明的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