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珊瑚泉之光』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好基督徒，或說懂得活用神的

話來處世的基督徒，就是好

“樣本”，好“人版”。 這

是生活的見證，這也是最有力

的見證。所以信徒一定要懂得

處世。那麼，我們要怎樣做，

才是一個懂得處世的信徒呢？

感謝神，賜給我們一本聖經， 

就是祂自己的話語。在神的話

語裏面，有最好的處世之道。 

如果我們天天讀經，用心把神

的話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我

們就自然知道怎樣處世了。  

 

 箴言書 3:3說﹕“不可使﹕“不可使﹕“不可使﹕“不可使

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繫在你頸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繫在你頸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繫在你頸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繫在你頸

項上，刻在你心版上。項上，刻在你心版上。項上，刻在你心版上。項上，刻在你心版上。    ””””可

見處世之道，第一要緊的， 

就是要用慈愛和誠實待人。 

用慈愛待人，要記住兩個聖經

原則。 第一是愛人如己。你

信徒處世 

 

劉廣華牧師 

 有許多人道貌岸然，講

起話來滿口仁義道德，可是他

們所作的，則與他們所講的完

全相反。 我們中國人叫這種

人做偽君子，或斯文敗類。有

許多信徒，很會祈禱，很會講

解聖經，很會作見證，可是他

們的為人卻完全不像一個基督

徒。 主的名不但沒有被他們

高舉， 反而被他們羞辱；凡與

他們接觸的人，不但不相信耶

穌，反而對基督徒十分反感。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不懂

得處世。  

 

 在商業上有樣本，或樣

品，廣東人叫做貨版。 好的

樣本或貨版可以幫助擴展你的

生意；不好的樣本或貨版可以

破壞你的生意。基督徒就是神

國的“樣本”或“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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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人怎樣待你，你就先要怎

樣待人。 第二是樂於付出，不

要斤斤計較。 主耶穌說﹕“施﹕“施﹕“施﹕“施

比受更為有福。”比受更為有福。”比受更為有福。”比受更為有福。” (使徒行傳

20:35)。 

 

 為什麼秦始皇贏政以他的

狼虎之師吞滅六國之後，只傳

二世，就滅亡了呢？就是因為他

採用法家政策治天下。 法家無

情乏義，苛而無恩，一切都是

為了自己，絕對不讓別人佔一

點便宜。為什麼漢高祖劉邦以

一個小小的亭長出身，竟然能

夠先聯楚滅秦，繼而戰敗楚

國，建立偉大的漢朝呢? 就是

因為他採用儒道。 儒道以信義

掛帥，忠恕為懷。 簡單來說，

就是以仁治國。所謂仁者無

敵，就是這個道理。 其實劉邦

處世治國之道，聖經早有記

載﹕“王因仁慈和誠實，得以王因仁慈和誠實，得以王因仁慈和誠實，得以王因仁慈和誠實，得以

保全；他的國位，也因仁慈立保全；他的國位，也因仁慈立保全；他的國位，也因仁慈立保全；他的國位，也因仁慈立

穩。”穩。”穩。”穩。”(箴言 20:28)。 神就是

愛。神的兒女出來處世，豈可

無仁無愛呢？ 

 

 所謂“以誠實待人”， 

就是處世不可以出術。 箴言

12:19說﹕“口肚真言，永遠堅﹕“口肚真言，永遠堅﹕“口肚真言，永遠堅﹕“口肚真言，永遠堅

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立；舌說謊話，只存片時。”所

以古人說﹕“寧向直中取， 莫

向曲中求。” 因為，凡術不可

以久行，偽不可以屢作。 快要

再來的主耶穌， 稱為“誠信真“誠信真“誠信真“誠信真

實”實”實”實”    (啟示錄 19:11)。如果我們

不以誠信真實待人，當主再來的

時候，我們還有什麼臉目來迎見

祂呢？ 

 

 第二要緊的，就是信徒出

來處世要謙卑有禮。 為什麼呢？

因為“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

心裏謙遜的，必得尊榮”心裏謙遜的，必得尊榮”心裏謙遜的，必得尊榮”心裏謙遜的，必得尊榮”(箴言

29:23)。當你得志的時候，不要看

不起卑微的人。 孔夫子說﹕

“君子泰而不驕。” 曾國藩

說﹕“謙則不招人忌。” 

 

 當宋代理學家朱熹剛出茅

廬的時候，驕傲自大，不可一

世。 於是他在他的大門兩旁，

寫上一副對聯，說﹕“辦好天下

事；讀盡世間書。”有一個過路

人，看不過眼，於是上門氣弄

他。 過路人說﹕“老夫特來請

求朱夫子代寫一信，寄給劣兒。

但是劣兒不讀詩書，不懂文言，

只懂日用白話。 可否讓老夫說

一句，請夫子寫一句呢?”朱熹

正是年少氣盛，好勝自用，豈會

拒絕呢? 於是他提起筆來，說﹕

“老伯請講。”不料那過路人只

講第一句，朱熹就寫不出來。  

 

 朱熹非蠢才，立刻看出那

位過路客有意難為他。於是他一

聲不響，走到門前，要把那副對

   第一，  用慈愛和誠實待人。     第二， 要謙卑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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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取下來。 過路客隨即阻止

他，很有禮貌的對他說﹕“夫

子，不用取下來，只在上面加

上有志和無人四個字就行

了。” 加上這四個字，那副對

聯就變成﹕“有志辦好天下事；

無人讀盡世間書。” 從此朱熹

閉門苦讀，努力追求，結果成

為一代名家。 他到了晚年的時

候，還沒有忘記這件事。 於是

他留下一句金言，幫助後世。 

那就是我們經常引用的﹕“謙

受益；滿招損。 ”我們的主耶

穌是柔和謙卑的主，我們是祂

的門徒，出來處世，豈可對人

狂傲無禮呢？ 

 

 最後，信徒處世，要名正

言順。 名就是我們還有一個

名，叫做基督徒。我們常常聽

見人說﹕“名不正則言不

順。 ”如果我們所作所為與基

督徒這個名字不相稱， 我們出

來傳揚福音，為主作見證，別

人就聽不入耳。今天，世人都

在孜孜為利。 為了錢財，有時

候就連名譽都不管。我們基督

徒絕對不能夠效法他們。  

 

 箴言 22:1說﹕“美名勝過“美名勝過“美名勝過“美名勝過

大財；恩寵強如金銀。”大財；恩寵強如金銀。”大財；恩寵強如金銀。”大財；恩寵強如金銀。”“恩

寵”又可以翻譯為“別人對你

的尊重”。 如果你有家財億

萬， 卻沒有人尊重你，那你怎

樣去得人呢？聖經沒有說得財是

錯，但是得人比得財更加重要。

因為錢財只是屬於今生，當我們

死的時候，絕對不能把我們所賺

的錢財帶回天家。 但是，我們

為主所結的果子就不一樣，是可

以帶回天家去領獎的。 

 

 美名不是說，你有博士學

位，你是某某會的會長等等。 

這是屬世的美名。屬世的美名是

可以用金錢購買的。 聖經所講

的美名，就是屬靈的好名聲。你

有屬靈的好名聲，因為你愛主愛

人，別人老早看在眼裏，因而讚

賞你，擁戴你。  

 

 早期教會揀選執事，第一

個條件不是要有豐富的聖經知

識，不是要有過人的才華，更不

是要有大量的收入，而是要有好

名聲(使徒行傳 6:3)。 信徒出來

處世，若名行相背，無人尊重，

就是一個最壞的見證。基督的聖

名，必因他們的壞名聲而大大蒙

羞。 讓我們愛惜基督徒這個名

字， 在世上好好的做人，叫凡

與我們接觸的人，都聞到基督的

香氣，將榮耀歸與父神。 

 

 

 

 第三， 要名正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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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教會傳福音，很多人認

為只要一個人口裡接受耶穌基督

為救主，他就可以得救，但要以

耶穌基督為生命的主宰則是可有

可無，和得救無關，可以以後再

說。 甚至認為教會中的基督徒有

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基督徒是

認為只要得救了就好，要求不

多，所以生活依然我行我素，事

奉則是額外多餘；第二階段的基

督徒努力事奉，為了可以得獎

賞。  

 

 這種傳福音的哲學，認為一

個人得救與否，完全取決於他是

不是做了決志禱告，受浸禮與

否，不在於他的生活是不是反映

一個悔罪，付代價跟隨主的信

心；甚至他以後若是離開了教

會，也因為曾經做過決志禱告，

那一時的感動，絕對保證了永恆

的生命。  

 

 這個傳福音的觀念帶來的，

往往先傳好聽的，比如「平安喜

樂」，「主對你一生有美好的計

劃」等，換取的條件就是一個決

志禱告；至於付代價的信息，一定

要等到他以後信心成長以後再說，

這樣傳扭曲主的福音，把主變成一

個在你的心門外、很可憐、又冷又

餓，需要進入你溫暖的心房無家可

歸的人；把主的福音變成「免費的

福音」「先進門再說的福音」。  

 

 難怪多數教會的「基督徒」

都發現自己「被騙了」，「怎麼和

剛開始講的不一樣」？「什麼！每

個星期都要聚會？」，「還要十一

奉獻？免談！」。 接受這樣福音

的結果，因為被騙，所以不願意走

下一步；導致教會中大多數的人認

為自己反正已經得救，可以稱為信

徒，但是當門徒就不用了。 教會

裡 20% 的人事奉 80% 的人。 因為

80% 的人始終沒有進入那個第二階

段，而且心裡非常平安，毫無掙

扎。  

 

 我稱這種福音是「縮水的福

音」，這樣傳福音的觀念是「得救

了事觀」，他們的決志禱告是羅馬

書 10 章 10 節「因為人心裡相信，因為人心裡相信，因為人心裡相信，因為人心裡相信，

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

 

 

 

 

我稱這種福音是

「縮水的福音」，

這樣傳福音的觀念

是「得救了事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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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水的福音－沒有代價 

陳英元執事 



救救救救」，卻沒看到第 9 節才說「口裡認耶穌為

主」，忘記了這個「主」不是一個稱謂而

已，而是接受耶穌基督對個人完全的掌管和

主權。 接受「縮水的福音」而來教會的人，

多數變成「坐」禮拜的基督徒。 信主的當時

不清楚要走的是窄路，事後也不談信仰的實

踐，難怪教會無法成為神的見證人，頹喪軟

弱成為社會的「邊緣價值」，被騙成為基督

徒的人就更加以福音為恥了！ 

 

 到底聖經中當主耶穌說：「跟隨跟隨跟隨跟隨

我我我我」，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有沒有一種信心

是可以導致得救的信心，另一種信心是沒辦

法導致得救的呢？路加福音 9 章:57－ 62 節

講到三個被主拒絕的信心，一個說「你無論你無論你無論你無論

往那裡去、我要跟從你往那裡去、我要跟從你往那裡去、我要跟從你往那裡去、我要跟從你」，主的回答卻是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

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    」」」」指出他不清楚前

面的道路是艱苦的道路，隨意說要跟隨，主

拒絕他！另一個說「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

的父親的父親的父親的父親」，主回答他「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

死人死人死人死人」找藉口下不了決心，主拒絕他！ 

又有另外一個說「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主、我要跟從你．但容我

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先去辭別我家裡的人」主回答他「手扶著犁手扶著犁手扶著犁手扶著犁

向後看的、不配進向後看的、不配進向後看的、不配進向後看的、不配進    神的國神的國神的國神的國」留戀躊躇，主

也拒絕他。  這三個人都是帶著某種程度的

「信心」來到主面前，但是都被主拒絕。  

 

 主耶穌在福音書用了許多的比喻，與

不同人的交接來說明跟隨祂，進神的國是什

麼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往往包含了: 

 

一個呼召一個呼召一個呼召一個呼召    

一個迴轉(悔改)一個迴轉(悔改)一個迴轉(悔改)一個迴轉(悔改)    

一個付代價、捨去的行動一個付代價、捨去的行動一個付代價、捨去的行動一個付代價、捨去的行動    

一個跟隨的決心。一個跟隨的決心。一個跟隨的決心。一個跟隨的決心。        

 

 本文在這裡只先討論第三點。 這點

在天國的比喻裡特別明顯，要人捨去一

切，才能得著天國：馬太福音 13 章:44 -46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人遇見了就把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人遇見了就把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人遇見了就把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人遇見了就把

他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他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他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他藏起來，歡歡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

的，買這塊地。的，買這塊地。的，買這塊地。的，買這塊地。    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天國又好像買賣人尋找好

珠子，珠子，珠子，珠子，    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

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    

 

 這個付代價的信息，是福音的一部

分，不是後來的第二階段。 前面天國的比

喻最後主下的結論是：「世界的末了也要：「世界的末了也要：「世界的末了也要：「世界的末了也要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    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

出來，出來，出來，出來，    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

了」了」了」了」若這不是福音的一部分，而是少數

「第二階段的門徒」才需要做的事，為什

麼會被丟在火爐裡呢？這火爐顯然指的是

地獄的火，講的是得救不得救，是福音的

問題，而不是獎賞的問題。  

 

 光在嘴巴上說信，沒有行動，不是真

信。 甚至主耶穌要人算好代價才來跟隨

祂，路加福音 14:25-33 講的再清楚不過，，，，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

花費、能蓋成不能呢」「或是一個王、出花費、能蓋成不能呢」「或是一個王、出花費、能蓋成不能呢」「或是一個王、出花費、能蓋成不能呢」「或是一個王、出

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

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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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麼。麼。麼。    」」」」主下的結論就是「這樣、你們無論甚「這樣、你們無論甚「這樣、你們無論甚「這樣、你們無論甚

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

門徒。門徒。門徒。門徒。    」」」」，這個結論不但要人算好代價，再

跟隨祂，而且講明不願意付出的人，不能跟

隨祂。 撇下和跟隨是同一個動作，同時發

生，不能跟隨祂的人，怎麼會是得救的人

呢？記得馬太福音 19:16-22 的少年官嗎？主

耶穌要他「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

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但是

他「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

多多多多」。 無法捨去的人，不能跟隨主。  

 

 至於不願意付代價，卻要有得救的好

處的人，主的回答是馬太福音 7 章 21 節「凡「凡「凡「凡

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

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同一

章 24-27 節「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

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雨雨雨雨

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

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聽見我這話不凡聽見我這話不凡聽見我這話不凡聽見我這話不

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

土上。土上。土上。土上。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

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這個世界

最大的騙局就是自以為是得救了，卻到審判

日那天，發現自己面臨永遠的沉淪！ 

 

 有兩個傳縮水福音的理由： 

 第一個原因：第一個原因：第一個原因：第一個原因：認為福音是完全的恩

典，所以如果加上任何付代價的行動，就是

以行為來換取救恩，因此違背聖經的教導，

因此傳福音的時候不可以說付代價這件事。 

福音的確是完全憑藉恩典，完全不憑人的行

為，所以哥林多前書 12:3 節說「若不是被「若不是被「若不是被「若不是被

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

人沒有辦法憑自己的意志歸向神，必需聖

靈先感動，而出自聖靈感動而有得救的信

心的人，會接受白白贖罪的恩典、永遠不

失去的救恩，他也會稱耶穌為「主」， 這

個「主」不是一個稱謂而已，而是承認並

接受基督耶穌對他的主權。 所以接受完全

恩典的人，必定會有相對的行動來證明他

的信心，這也是全卷雅各書的信息；相反

的，若是沒有悔罪，跟隨的決心和行動，

這樣的信是主耶穌拒絕的信。  

  

 第二個原因第二個原因第二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認為這樣傳福音時講計

算代價，誰會信呢？這樣會信主的人太少

了！其實主不就這樣說嗎？馬太福音 7:13-

14 「你們要進窄門。「你們要進窄門。「你們要進窄門。「你們要進窄門。    因為引到滅亡，那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

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

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

也少。也少。也少。也少。    」」」」； 22:14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因為被召的人多，選「因為被召的人多，選「因為被召的人多，選

上的人少。上的人少。上的人少。上的人少。    」」」」重要的是我們中間是不是大

多數的人自己以為已經得救，其實卻沒有

呢？到了審判那日，

我們說「我做過決志

禱告，祢一定要讓我

進天國」，你想主耶

穌會如何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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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在 302 福音堂事奉的這

三年多，心中十分甘甜。 我自

己也常常感到奇怪：以我的不

善于交往、不喜歡熱鬧的個

性，我怎麼會在 302 承擔起類

似“師母”角色？當神呼召錦

根放下地上的工作，起來建立

教會，事奉祂的儿女時，我是

“應著幫助”而被推上去的。  

 

302 福音堂是在三年多前建

立的。 當時，我們買下錦根父

親隔壁的一套住房，奉獻作教

會，並請一位弟兄去牧養後，

我們就回了美國。 那時，確實

絲毫沒有回國定居的打算─即

使離開珊瑚泉，也是到女兒工

作的矽谷去住。  

 

 然而，我們人在美國，心

卻在上海，那些日子，他不斷

給 302 的弟兄姐妹通電話，尤

其是那里發生爭執，剛剛建立

的教會面臨分裂的情況。 通過

禱告，我們決定回到上海。 不

久，劉牧師、師母也來到

302，錦根向劉牧師報告了 302

的情況，牧師支持我們參與到

這里的事奉，並給錦根許多具

體的指導。 就這樣，錦根成

為 302 實際的負責人（弟兄姐

妹稱呼他為神家的“帶領

人”）。  

 

錦根的個性是比較急躁

的，他自己反應特別快，或者

說對神的話特別敏感，這本來

當然是好的，但當他對別人這

方面也有這樣的高標准和要求

後，問題就來了；比如他自己

十分敬畏神，從不遲到，他就

要求別人也和他一樣，對遲到

的態度十分嚴厲；還比如，他

性格透明度很高，願意和大家

分享他自己的一切，他也要求

來到 302 的人都應該坦率交

通，不該有過多的保留，甚至

他認為涉及個人隱私的，也可

以在弟兄姐妹面前坦率交通，

一起禱告求主幫助；等等。  

總之，他自己做到的，也要求

別人都做到。 可是，我們

面對的都是一群剛信主不

久，很多真理還不明白的

弟兄姐妹，這樣矛盾就必

然會起來，甚至影響和睦

相處。  

我在 302 的工作主要起

到一些調和的作用。 一方

面在弟兄姐妹面前幫助大

家理解錦根一些屬靈的決

定（如他不容許主日學有

 

 

 

 

當我無法說服他

時，我們就一起

跪下來禱告，求

神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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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不容許開始崇拜前有交

頭接耳的說“悄悄話”現

象）；另一方面則是在家裡不

斷和錦根交通，對於大家屬靈

生命的增長，不能操之過急，

一定要照顧到靈性軟弱和確有

實際困難的。 尤其是錦根喜

歡點著一些弟兄姐妹的名講軟

弱，雖然他把自己也擺進去，

但還是常常傷害到一些人的

心，對此，我是竭力反對的。 

當我無法說服他時，我們就一

起跪下來禱告，求神來改變。 

感謝主，藉著聖經的教導，錦

根願意學習耶穌柔和謙卑的品

質。 我們更要花上禱告的代

價讓弟兄姐妹的靈命快快成

長。  

 

感謝主，現在參加主日學

的有三十幾位，並且沒有一位

遲到。 我們正式開始是在八

點半，許多人要花一個多小時

在路上。  

 

福音堂裡姐妹占多數，因

此我更多承當了聚會以外時間

對她們的的關心，並把她們的

情況和需要及時告訴錦根，使

我們可以幫助她們。 另外，

錦根喜歡在家裡舉行福音聚

會，這使我愛乾淨、不喜歡熱

鬧的個性受到了挑戰。 但當

我想到我們剛剛搬遷進來時，

一位傳道人曾為我們的新居禱

告，求神“使無論進入這裡，

還是離開這裡的，都得到神的

祝福”，我順服了他，搬遷新

居三年時間，大小的聚會舉行

有二三十次，許多人在我家作

決志禱告，接受了主耶穌做個

人救主； 302 福音堂的培靈聚

會也在我家舉行過，二十多位

弟兄姐妹在這里一整天聚會聽

道，禱告；我們家的浴缸還舉

行過多次受浸，十幾位弟兄姐

妹受浸歸入主的名下，加入教

會。 每次受浸，前後不少清

潔打掃工作，我一個人默默完

成，雖然很累，但心中卻很甜

美。  

 

我們在國內還有一個工作

就是探訪，包括那些不參加

302聚會或還屬於慕道友的家

庭。 因為是夫妻同工，不論

對方情況如何，或單身，或離

婚的，都可以去把神的愛帶到

他們那裡，不受限制。  

 

我常常對錦根說，我沒有

什麼恩賜，神讓我們的個性成

為互補，我甘心成為你的幫

助！真的，夫妻同走天路，一

起事奉神，沒有什麼比這更美

好的了。  

 

 

 

夫妻同走天路，

一起事奉神， 

沒有什麼比這 

更美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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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七月份，突然發現

妻子已患上了晚期胰臟癌了。 

所有資料顯示，這种凶惡的疾

病是癌中之最，一般只有 3-6

個月性命。 死的毒鉤在威脅

著我們！ 

 

 這是我們信心的第一個

考驗。 我們是否確實知道我

們的罪過已被基督的寶血洗

淨了呢？我們真的害怕忘記

了對付自己某些過犯就離世，

將來要帶著自己這些過犯到

基督台前受審判。 所以我們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跪在神前

懇求光照，逐件對付我們信主

以後所犯的過犯和虧欠。 感

謝主！當我們對付了之後，我

們再一次經歷了初蒙恩時那

種罪擔脫落時的輕省感與獲

得釋放時的歡樂感。 更為主

愛所激勵，也更靠近主，這是

我們首個收益。  

 

 弟兄姊妹們對我們的愛

心關懷，使我們感受到肢體間

的親密關係。 很多過去沒有往

來的肢體，會給我們寄來神的

話語與祈禱信，使我們深受感

動，體會到主的大愛正通過肢

體圍繞著我們。 同時，神也光

照我們，讓我們看到自己過去

對有病的肢體缺少愛心。 神通

過那些患過（或正在患或有家

人患過）癌症的肢體打來電話，

將他們的感受、經驗、知識指導

和安慰我們，使我們獲益良多。 

使我們深深地体會到聖經的教

導：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

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

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

人。人。人。人。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1：：：： 4) 

 

我們體會到神要籍患難造就我

們，以便日後要我們去幫助需

要的人。 這是第二個收益。  

 

 有不少弟兄姊妹鼓勵我

 

 

我們再一次經歷了

初蒙恩時那種罪擔

脫落時的輕省感與

獲得釋放時的歡樂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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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苦是於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 ”(詩篇 119:71) 

神讓癌症給我們學的功課 
徐灴光與勵堅 



們：“多祈禱，神一定聽禱

告，一定醫好你的。 ”他們良

好的心願我們全領了。 但我

們亦清楚知道神是掌管壽命

的，我們的壽命是掌握在神手

中。 若每個基督徒都祈求神

醫治不死，那所有基督徒就不

會死了。 這明顯不是聖經的

教導。 聖經明明的告訴我們，

信主的人也會死（也叫睡了），

但主再來時，在主裡睡了的要

先復活。 而那些存留到主再

來時的信徒則要改變，由必朽

壞之軀要變成不朽壞的復活

體(參林前 15 ： 51-57；帖前

4： 13-18)。  

 耶穌說：“你們哪一個：“你們哪一個：“你們哪一個：“你們哪一個

能用思慮把壽數增加一刻能用思慮把壽數增加一刻能用思慮把壽數增加一刻能用思慮把壽數增加一刻

呢？”（太呢？”（太呢？”（太呢？”（太 6：：：： 2））））    人的壽命

掌握在神手中，但禱告求壽聖

經確有記載(看王下 20 ： 1-

18)。  我們看到希西家王強求

壽之事。  

  

 但我們看到這事結果十

分不好。 若神叫他死時他順

服了，他就是列王中最好之

王。 但他強求了那 15年壽命

之後，便晚節不保了，多可惜

啊！我們應當確信，神給我們

的，永遠都是最好的。 應當不

忘我們只不過是泥土，主才是

陶匠。 我們願信靠順服主的安

排，祈求主旨成就在我們身上。 

這就是最大的福氣。 這是神要

我們學習的另一個功課。  

 

 由病發至今，不知不覺已

經歷了一年多的時間，一個年

過古稀的老婦，又乏強壯之驅，

居然能經歷這麼凶猛的癌疾，

也能承受連續一年的化療折

磨，實在是一個神跡！這是神

的恩典，願榮耀都歸給他！還

要多謝在神前以禱告托住我們

的肢體們！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我

們見到神奇妙的帶領與安排。 

當化療的副作用發生時，我們

的內心也會驚恐與擔憂，只好

到主的施恩座前懇切呼求。 主

是信實的，很快便垂聽了。 癌

疾的試煉，使我們不斷地經歷

了主的信實與大能。 這是我們

收獲之四。  

 

 我們蒙恩的日子很長了，

 

 

 

 

我們願信靠順服主

的安排，祈求主旨成

就在我們身上。 這

就是最大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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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生命與所蒙之恩不相稱，與其他弟

兄姊妹相比，實在慚愧。 我們常受到

撒旦的攻擊:“你這病醫不好了，還

那麼辛苦做化療幹什麼？放棄

吧！….”但神藉約伯的經歷光照我

們(伯 1:16 — 2:10) 。  

 

 當撒旦在一天之內把約伯的七

個兒子、三個女兒，以及所有的羊群、

駱駝、奴僕都取走時，約伯便起來，

撕裂外袍，剃了頭，伏在地上下拜說: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

華。華。華。華。    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在在在在

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犯罪，也不以

神為愚妄”(伯神為愚妄”(伯神為愚妄”(伯神為愚妄”(伯 1:20-22)，當撒旦第二

次打擊約伯時，使他從腳掌到頭頂長

毒瘡，連最親密的妻子也不同情他，

諷刺他所持守的，叫他放棄神，甚至

放棄自己去死，但約伯卻堅持: “難“難“難“難

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道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

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在這一切的事上約伯並不以口犯

罪。罪。罪。罪。    ”(伯”(伯”(伯”(伯 2:10) 

 

 我們清楚地看到我們都是基督

的精兵，是活在屬靈的爭戰之中，只

要我們在神那邊站著，撒旦便失敗蒙

羞，神便得榮耀。 這是獲益之五。 請

愛主愛我們的弟兄姊妹繼續用禱告

托住你們這軟弱的肢體，讓我們能

為主站立，將榮耀都歸給祂! 

  

 最後，我--徐灴光，多謝弟兄

姊妹對我的關懷，叫我好好休息，注

意健康。 我現在報告大家，最近體

檢一切正常，感謝神！我並不辛苦，

我是十分享受和珍惜每天 24小時與

妻子在一起的這段日子。 這是神特

別的恩典，補償了我倆過去聚少離

多的日子。 我還要銘記聖經的教

導：“人若不顧親屬，就是背了真：“人若不顧親屬，就是背了真：“人若不顧親屬，就是背了真：“人若不顧親屬，就是背了真

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家裡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家裡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家裡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家裡

的人，更是如此。的人，更是如此。的人，更是如此。的人，更是如此。    ”(提前”(提前”(提前”(提前 5：：：： 8) 

求神加我力量和愛心。  

 

 願榮耀歸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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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影片《羅生門》在一九

五一年得到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

獅獎，與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這是黑澤明導演將芥川龍之介的

小說搬上銀幕而且成名的作品。  

 

 故事敘述三個男人在一個

京城破舊的羅生門下避雨時，談

論一個強盜攻擊一對夫婦所犯的

強暴與命案，三個當事者 ---強

盜、妻子和死去的丈夫  ( 通過

女巫之口 ) ，以及目擊者樵夫分

別講述事情的經過。  

 

 同一件事，四個證詞竟然

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到底真相如

何？原來沒有一個人講的是真

話。 為了美化自己的道德，減輕

自己的罪惡，掩飾自己的過失，每

個人包括死者的鬼魂都敍述一個

利己的故事。 五十多年來《羅生

門》成了各說各話的代名詞，這是

人世間每天到處都在重複的事，

因為人的本性如此---自我的保

護。  

 

 二十年前，鄙人有一次到

夏威夷的貓夷島去開會，抽空去

了火山頂看看。 火山口邊上有一

個觀光小屋，裏面有些解說的圖

片，看到一則關於當地原住民的

習俗，新生嬰兒的父親從平地爬

到山頂，把臍帶丟進火山口並許

願。  以前上山沒有路與車子，爬

一趟實在不容易，他們不求孩子

長大做大官、賺大錢，也不求他將

來光宗耀祖，他們只有一個願望，

求孩子長大作個誠實的人。 夏威

夷人這個真誠而單纯的心願讓我

感動與佩服。  

 

 當年摩西帶領百萬以上以

色列人出埃及，因為事情太繁重，

摩西的岳父建議他要找人幫忙，

並訂下選擇人的條件。 出埃及記

十八章二十一節 :“ 並要從百並要從百並要從百並要從百

 

 

 

他們只有一個願

望，求孩子長大

作個誠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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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羅生門》 
周重光 



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

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

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

長、十夫長、管理百姓。長、十夫長、管理百姓。長、十夫長、管理百姓。長、十夫長、管理百姓。    ””””摩西

聽從他岳父的話、按著他所說的

去行，而至終完成了神交給他的

使命。 這三個條件 : 《 敬畏神、

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放諸

今日有多少政治人物可以合格

的?  只怕是到處都是《羅生門》。  

  

 聖經中誠實二字共出現

141 次，“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是

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又正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又正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又正誠實無偽的神、又公義、又正

直直直直        ””””(申命記三十二章四節)。  

“耶和華的言語正直，凡他所作“耶和華的言語正直，凡他所作“耶和華的言語正直，凡他所作“耶和華的言語正直，凡他所作

的、盡都誠實”的、盡都誠實”的、盡都誠實”的、盡都誠實”(詩篇三十三章

四節)。  

“他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他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他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他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詩

篇八十六篇十五節 )， 

“他的慈愛大過諸天，他的誠實“他的慈愛大過諸天，他的誠實“他的慈愛大過諸天，他的誠實“他的慈愛大過諸天，他的誠實

達到穹蒼”達到穹蒼”達到穹蒼”達到穹蒼”(詩篇一百零八篇四

節)。  

“行事誠實的，為他所喜悅”“行事誠實的，為他所喜悅”“行事誠實的，為他所喜悅”“行事誠實的，為他所喜悅”

(箴言十二章二十二節)。 在新

約裏，約翰福音四章二十四節告

訴我們:“神是個靈，所以拜神是個靈，所以拜神是個靈，所以拜神是個靈，所以拜

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

他。他。他。他。    ””””保羅勸勉我們，“惟惟惟惟

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連於元首基督”連於元首基督”連於元首基督”(以弗所書四

章十五節 )  

。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作

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

子”子”子”子”(腓立比書一章十節) 。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

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

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

立比書二章十五節 ) 。 約翰

一書三章十八節: “我們相我們相我們相我們相

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    

主耶稣親自說 : “你們的你們的你們的你們的

話、是、就說是。話、是、就說是。話、是、就說是。話、是、就說是。    不是、就不是、就不是、就不是、就

說不是。說不是。說不是。說不是。    若再多說、就是出若再多說、就是出若再多說、就是出若再多說、就是出

於那惡者”於那惡者”於那惡者”於那惡者”( 馬太五章三十七

節 ) 。  

 求主幫助我們學習聖經

的教導，超越人本性的《羅生

門》，到更高的一個層次，作個

討神喜悅的《誠實人》。  

 

 

創造宇宙萬物的

神是誠實無偽的

神、又公義、又

正直。   

(申命記三十二

章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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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和我有同樣的感想：這

次奧運看得真是過癮。 有多種原因。 

恐怕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我們祖國

北京舉辦，再加上 NBC 史無前例地轉

播了 3600 小時比賽，比 1960 年羅馬

至 2004 年雅典 NBC 轉播總時數還多。 

可是你知道中國所走過的坎坷奧運之

路嗎? 

 

以下是中國（含舊中國）參與奧運會

的幾個第一次: 

 

1.首次出現在奧運會的賽場上 

1924 年法國巴黎第八屆奧運會，中國

有 3 名自行去參賽的網球選手，參加了

這屆奧運會的網球表演比賽，盡管他

們在預賽時即被淘汰。 但這卻是中國

人首次出現在奧運會的賽場上。   

 

2.中國首次正式派人參與奧運會 

1928 年荷蘭阿姆斯特丹第九屆奧運

會， 

中國這次派了觀察員宋如海出席。當

時正在美國斯普林菲爾德學院留學的

宋如海受中華體育協進會的指派，由

美國乘船前往荷蘭，出席了賽會。 這

是中國首次正式派人參與奧運會。   

 

3.中國首次參加奧運會比賽  

1932 年美國洛杉磯第十屆奧運會  

中國代表團共 6 人，分別為劉長春、沈

嗣良、宋君复、劉雪松、申國權、托

平，但運動員僅劉長春一人。 劉長春

原擬參加 3 個短跑項目，因旅途勞頓，

放棄了 400 米跑，在 100、200 米預賽

中，分列第五、六名，遭淘汰。 此次

參賽開創了中國參加奧運會比賽的歷

史，對中國體育的發展影響深遠。   

 

4.新中國成立之後首次參加奧運會  

1952 年芬蘭赫爾辛基第十五屆奧運會  

新中國成立之後，原中華全國體育協

進會改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並行使

中國奧委會的權利。 但在本屆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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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觀感 

朱廣龍 



之前，新的中國奧委會未得到國際奧委

會的承認。 由於已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

系，新中國在本屆奧運會開幕前的國際

奧委會第 48 屆年會上，終於取得了參加

本屆奧運會的資格。 新中國代表團一

行 40 人趕到赫爾辛基時，大會已進行

了 10 天，故而只趕上男子游泳的 1 項比

賽和最後的閉幕式。 當時大概沒有人意

識到，這支遲到的隊伍日後將會成為奧

運舞台上的勁旅。   

 

5.第一個獲得奧運會獎牌的中國人是楊

傳廣  

1960 年第十七屆羅馬奧運會，男子十項

全能比賽，來自台灣的楊傳廣和他的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同學 Rafer Johnson，

兩人的君子之爭，被譽為本屆奧運會最

具奧林匹克精神的代表。 楊傳廣獲得銀

牌，成為第一位在奧運會中奪得獎牌的

中國人。  

 

6.奧運史上第一個獲得獎牌的中國女子  

1966 年第十九屆奧運會，紀政是台灣世

界著名女子短跑運動員，被譽為“東方

羚羊”，以 10秒 4 的成績獲女子 80 米

欄銅牌，成為奧運史上第一個獲得獎牌

的中國女子。   

 

7.1980 年中國首次參賽美國普蘭西德弗

冬奧會 

 

8.恢復中國在奧運會合法席位，首次重

返奧運賽場 

1984 年美國洛杉磯第二十三屆奧運會  

中國奧委會派出了一個大型體育代表

團參加這次盛會。 52 年前，舊中國首

次參加的第十屆奧運會，地點也是在

洛杉磯。 當時運動員僅劉長春孑然一

身。 而這次運動員達 225 人，參加了

除足球、曲棍球、拳擊、馬術、現代

五項以外的其余 16 個大項的比賽。 中

華台北奧委會也派出 67 名運動員參加

了田徑、游泳、舉重等項的比賽，這

是海峽兩岸中華兒女首次在夏季奧運

會上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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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一次得金牌  

重返奧運賽場的中國體育代表

團，在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後的

第一天，便展示出新興世屆體

育強國的風采。 許海峰在男

子手槍慢射比賽中所獲的金牌

不僅是本屆奧運會決出的第一

塊金牌，更實現了炎黃子孫在

奧運會上金牌及獎牌“零的突

破”，一雪百餘年來“東亞病

夫”的恥辱。   

 

10.第一個女子奧運會冠軍 

1984 年奧運會，吳小旋獲女子

步槍三種姿勢項目的冠軍。  

  

11.第一個團體項目冠軍 

中國女排，1984 年奧運會女排

冠軍。   

 

12.中國 1991 年第一次申辦奧

運會是 2000 年奧運會，但未

成功。  

 

13.第一打破世界紀錄的人 

1992 年第 26 屆奧運會，林莉

奪得女子 200 米個人混合泳冠

軍，並打破該項目世界紀錄。  

14. 中國首次進入金牌榜前 3 名 

2000 年的第 27 屆奧運會上: 美

國 39面金牌、俄羅斯 32面金

牌 、中國 28面金牌。  

 

15.中國第一次舉辦奧運會是

2008 年北京奧運會， 並且以絕

對優勢取得金牌總數第一:中國 

51面金牌、美國 36面金牌、

俄羅斯 23面金牌。  

 

 作為一個中國人，看到祖

國 21世紀在政治，軍事，經

濟，體育繁榮昌盛，我們為之

感到驕傲與自豪。中國人民今

天名符其實地站起來了！可是

我們作為神的兒女，你可知道

還有多少同胞靈魂失喪嗎？盡

管很難有精確統計中國基督徒

的數字，但一般保守估計約 5

千萬人以上。 按照現在中國人

口 13億計算，大概有 4-6%左右

基督徒。 數億同胞仍未信

主！。 你可曾對之有過負擔與

使命？讓我們為同胞禱告，向

同胞傳福音，讓我們的骨肉成

為神所祝福的兒女，讓中國成

為神所祝福的國度。  

 

 

 

讓我們的骨肉成

為神所祝福的兒

女，讓中國成為

神所祝福的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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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到波士頓的第一個星

期五，我們就參加波士頓華人查

經班，八年在波士頓的生活，我

們幾乎沒有停止過查經班及教會

的聚會，藉著查經、分享、服

事，我們享受「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 留

學在外，教會及查經班幾乎等於

我們在地上的第二個家。  

 

2004 年春天，敏舜得到

NSU 的聘用，我們隨即開始準

備搬家，同時我們也打聽有沒有

認識的人住在羅德岱堡，王毅

（過去我們在波士頓參與同一個

教會）跟我們提起他過去在

CCIM (Chinese Christian Internet 

Mission) 一起服事的ㄧ位同工，

名叫陳英元，住在邁阿密，不過

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沒有電話

只有電郵，我們想邁阿密離羅德

岱堡還有四、五十分鐘的車程，

這麼遠，以後再連絡。  

 

我們就在網路上找教會，離

我們住的地方最近的教會就是珊

瑚泉華人浸信會，所以我們到羅

德岱堡的第一個星期日就到這間

教會，我帶著安安參加兒童崇

拜，敏舜帶著心心在大堂後面有

隔音的嬰孩房，一位熱心的弟兄

看到敏舜是新來的，就上前來打

招呼：「你從哪裡來？」「波士

頓」，「那你認識莊祖鯤牧師

嗎？」「認識啊，他是我們教會的

牧師」，「那你知道有一個組織

叫 CCIM 嗎？」「你是英元

嗎？」，就三個問題，我們想也想

不到的遇到了英元一家人，接著

一連三個颱風，我們家因為停

電，被熱情款待到英元家住，因

而跟英元一家人熟起來。 神的預

備真是奇妙，我們幾乎沒有那種

孤零零到異鄉的孤獨感。  

 

不過從波士頓的教會搬來珊

瑚泉的教會，對我來說是一個痛

苦的經歷，跟我們家開始種菜的

經驗可以類比。 星期三國語團契

的徐伯伯是種菜高手，他常常帶

許多菜苗來讓弟兄姊妹一起享受

種菜的樂趣，菜苗帶來的時候都

長得好漂亮，我們還常常問：「這

是可以直接吃的嗎？｣2007 年初，

我們也在後院闢了一小區，開始

經營菜園，徐伯伯給我們的第一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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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菜苗幾乎全部死光，只剩下二

棵僅有幾片葉子的苦菜撐在那

裡，我心想：菜這麼小不是要好

多株才能炒一盤嗎？有一天徐伯

伯問我：「菜種得怎樣？｣我說：

「都死光了。 ｣徐伯伯說：「怎

麼會死光呢？｣所以他就邀我找一

天去他家教我種菜，我去他家才

發現原來苦菜和小白菜可以長很

大一株，一株正好炒一盤，後來

他又給了我很多菜苗，這一次我

們就照他教的方法種，可是一、

二個星期我怎麼看都沒怎麼長，

葉子反而還枯死不少，我開始唸

敏舜：「是不是你種的時候把菜

心也埋住了，所以長不起來？｣我

的種花經驗就是怎麼種怎麼死，

一點信心也沒有，耐心更是沒

有，有一天徐媽媽又問我：「菜

種怎麼樣？｣我說：「葉子還是黃

黃的。 ｣她說她的也是，不要緊

再等幾天，我就問：「通常要種

多久才會長大？｣一聽就知道是沒

耐心的人問的問題，她說一個半

月左右，後來不知道多久，忽然

有一天，咦！我發現菜都站起來

了，幾個星期後越長越茂盛。  

 

整個搬家換教會的經歷，對

我來說就像菜苗被移植的經歷，

本來很享受的教會生活，及已經

做得很順手的服事，因著水土不

服，漸漸枯乾，有一年左右的時

間，我就好像那個移植的菜苗，

只剩下一點點小葉子，只能做到

點頭微笑，什麼都不能做，也什

麼都不想做，我很難適應新的教

會，持續來教會只因為我相信、

順服聖經的話：「不可停止聚

會。 ｣但卻因著我這一點點對神

話語的忠心，我經歷到神奇妙且

豐富的恩典。  

 

我總是這樣回想：若家黎沒有

意外懷孕，就沒有牧牧，若沒有

牧牧，英元就不會坐在大堂後面

有隔音的嬰孩房，若我們沒碰到

他們，很可能我們就會選擇去美

國人的教會，因為老實說我對教

會的第一印象很差：亂糟糟，鬧哄

哄，小孩沒秩序，沒禮貌，聚會

時間還在走廊上玩，嬰孩房的家

長在聊天，來教會對我來說變成

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依稀記得有

一個主日我真是痛苦到極點，沿

路哭著回去，我不曉得為什麼我

要來，我覺得我真是在浪費時

間，安安什麼也沒學到，而我只

是換地方顧小孩，敏舜跟我說，

如果你那麼痛苦，我們下禮拜去

美國人的教會看看。 那個禮拜我

很坦白的跟家黎說我實在受不了

這個教會亂糟糟的狀況，家黎跟

英元一直鼓勵我說新堂快蓋了，

 

 

 

 

 

不可停止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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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時候就有足夠的空間做好兒童

事工，即使還沒蓋好我們也可以

先開始，沒多久我就因為前置胎

盤大出血住院，一直到做完月子

才又回到教會。  

 

神非常憐憫我的軟弱，祂也

顧念我心中的痛苦，看似苦難的

住院是神使我離開痛苦的環境的

方法，也因著離開人群及自己孩

子的安靜，神幫助我離開痛苦的

心境，能夠更聽清楚神的聲音，

當我在加護病房思想兒童事工

時，神讓我漸漸看到我之所以無

法融入這個教會，是因為我有太

多的抱怨，而這些抱怨源自於我

的自我中心，我覺得在這個教會

我沒有得到造就，在團契中也很

難獲得很深入的靈裡的交通分

享，對於教養小孩好像沒有人跟

我有一樣的看見和負擔，我的小

孩在這裡沒有學到有關神的事，

兒童敬拜唱的歌，講的聖經知識

對安安來說都太難了，我、我、

我，甚麼都是以我為出發點。  

 

在我看到自己的問題同時，

我開始感激楊嘉恩姊妹對兒童事

工的努力和付出，我也看到一些

弟兄姊妹以不同於我所熟悉的方

式服事這個教會，我想到以利亞

自以為為主大發熱心，神對他

說：「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

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

曾與巴力親嘴的。 ｣我想到人最根

本的問題就是自我中心和驕傲，這

個罪並不會因為我信主這麼多年了

就免疫，當我願意接受神的光照，

神就改變我對教會參與的態度，由

被動轉為主動，由客人轉為主人，

正如敏舜曾對我說的，在神的家中

我們是主人，只不過是由一個房間

換到另一個房間，看到這個房間很

亂，整理一下就好了。  

 我想到結婚典禮的時候我跟

敏舜合唱的ㄧ首歌： 

 

每個人愛它，家就有光彩， 

每個人付出，家就不孤獨， 

每個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個人寬恕，就會有幸福， 

讓愛天天住你家，讓愛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愛我們的家。  

 

 願我們一同來經營這個家，

每個人愛它，每個人付出，每個人

珍惜，每個人寬恕，讓神的愛在

我們教會大大被彰顯，讓未信的

人到我們中間可以看到「神真是

在你們中間了｣，願我們每一個

人成為神恩典流通的管道。阿

們! 

 

 

 

當我願意接受神

的光照，神就改

變我對教會參與

的態度，由被動

轉為主動，由客

人轉為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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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01, 2008 

 

Just wanted to send you all a word of en-

couragement and update on what has been 

going on with me. As many of you know I am 

currently in China for the summer for Archi-

tecture and will be coming back very soon. 

China was a great experience; it was really 

nice to go back and see the sites and espe-

cially try to practice the language. Met some 

great people, and got closer to a lot of my 

classmates.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God 

was working into this trip. I did not get to do 

much evangelism or verbally proclaim the 

gospel. But I had a lot of opportunities in 

which I got to explain my actions and tell of 

a changed life, which was really encourag-

ing. It even gave me a chance to evaluate my 

decisions and to rethink why it is I do what I 

do. 

 

I also give praises to God who in his time will 

provide a way out. In Hong Kong the first 

part of my trip going to church was easy. It 

was only a matter of finding one. I found a 

nice fellowship/church which had a heart to 

see the gospel spread in Hong Kong and 

China. As I was leaving to China they were 

partnering up for two huge conferences. 

One of them as I recalled had over 5,000 

mainland pastors coming, and the other had 

the same or double which were for the peo-

ple of Hong Kong. Unfortunately I missed all 

of that. 

 

As we began to travel in China, the schedule 

got busier and busier. Traveling around was 

almost daily and as soon we got settled we 

had to fly out to another city. Looking back I 

realize that my devotion was lessen;  yet, 

His word remained in my heart more than 

ever. My actions and thoughts almost every 

step of the way in a day was in conscious 

thought of the Word. Then in the times that 

I could get to scripture or devotional mate-

rial, it was just so refreshing. 

 

I think the one thing that God was pouring 

out on my heart was the necessity to have a 

schedule in which there is a day you seek 

him out with fellowship. In the three weeks 

in China as we went to Xian, Shanghai and 

Beijing I was not able to go to church at all. 

There are a couple of reasons for that, one I 

always flew on Sunday or Saturday, and 

there simply was not enough time to t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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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for one. 

 

That experience made it very clear to me 

two things, that we need to constantly 

seek out seekers because at any time we 

may never know who has it in their heart 

to go to church or have a need to hear 

the gospel. Shyness is always the culprit, 

so it’s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ally talk 

about the times in which we meet as a 

fellowship or even other events which 

may present opportunities to evangelize. 

Sometimes all a person needs is to 

maybe eavesdrop onto a conversation 

about God. 

 

 Secondly, I saw that with my hectic 

schedule how important it was to be able 

to accommodate seekers at all times. Es-

pecially as Christians, our obligation and 

joy should always be God first. When it 

comes to a friend asking us something of 

spiritual matters and we are busy. It’s im-

portant we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ac-

commodate for that person in that very 

moment. The opportunity may not come 

again， and also the urgency of that mat-

ter may not be able to wait until later. My 

desire to go to church or fellowship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was often squelched 

because of my schedule, and I wonder to 

myself instead of being so critical of others 

when they miss church or college group or 

youth group. How can we as Christians show 

God's love by accommodating them? I am as 

guilty as the next in asking and then some-

times judging others on their reason for 

missing church. I realize that asking people is 

okay， but only if asking leads to encourage-

ment or telling them of another opportunity 

that is on the path to love. 

 

At last the program was coming to an end 

and I was flying to Chengdu, Sichuan Provi-

dence. The earthquake affected this city but 

the quality of building was better and little 

to no damage was seen here. The second 

day， my contact had invited me to church, 

the first time in three weeks. I went early be-

cause I did not want to get lost. I walked in 

on them during practice， and as soon as 

they started singing it was so beautiful to 

hear and see others praising God in a famil-

iar setting. It was as if I had not had anything 

to drink in weeks and my thirst had brought 

me to desperation,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I find a natural spring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This was the joy of my heart， being 

able to praise in a comfortable place and fa-

miliar settings. 

 

After Chengdu, Philippines was next. 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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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es is a very tropical area， the comforts 

of seeing nice buildings with good interiors 

is a thing of the past, a lot like going to Be-

lize. The weather is hot  and gross, and you 

sweat as you sleep. But the place is beauti-

ful. I was picked up from the airport and 

was instantly plugged into what was hap-

pening here. I stayed with ISOM, which is 

a branch of Jesus Saves Ministries. Cur-

rently they are training 15 men and 15 

women to be bearers of the gospel to this 

country. The work they do is quite inspir-

ing; I went from an okay room to living in 

the jungle in a less than shack, which is still 

better than what I've seen. But we slept 4 

people in a room, which was no more 

than 8 feet by 15 feet. We slept on boards 

and had no mosquito nets， which I could 

not handle. Boards I could deal with but 

the mosquitoes were vicious, plus dengi 

fever was a real threat， plus I did not take 

malaria pills. Anyways, seeing these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 hearts of the servants 

who lived there make a night-and-day dif-

ference. The room I stayed in was a small 

missions team of two pastors which daily 

go twice into the jungle to evangelize as 

well as meet with contacts (people who 

have responded and are somewhat open 

to visits). Discouragement comes in 

waves， whether it be from people reject-

ing, finances， uncertainty, persecution， 

slow advancement, you name it and it’s 

there. But through it all they hold tight that 

where they are and what they have been 

called to do is by God's mercy and grace so 

they continue to pursue it with constant 

prayer， study and action. I realize how lazy 

I have been, how much I make excuses. Be-

cause in their hearts they are certain the 

gospel is true and is power is not limited by 

their ability because it is the word of God. I 

wish for a faith like that, but I often worry 

about whom I may offend, or what if I screw 

it up. But I also know in my heart that God 

will not let his people remain lost, and de-

spite our words if their hearts have been 

opened by God the spirit will speak through 

us in ways we could not even understand. It 

is also true that if you do not practice evan-

gelism, how can you ever expect to know 

how to evangelize? It is something we need 

to work at consistently. We always talk about 

how good some people are at telling others, 

well it is firstly by God's grace but they prac-

tice it and know it. This is what I need to do, 

and I hope with all this reading you too have 

taken something from this. I hope and pray 

that God speaks to you with my experience 

because I know it was not just for me, but it 

was meant for me to go and come back to 

shar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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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group of Coral Springs, your money 

is going here. I will be donating about 

$200， here. For your money I do not 

know where it will go but I will throw some 

numbers at you for what it can do for a 

thriving ministry student. Every US dollar is 

worth about 44 php, pesos. That shack I 

stayed at costs 1，500 pesos per month. 

Their electricity bill is 30 pesos, the water 

is a little more than the electricity. 10 pe-

sos will get you a glass bottle of coke. 600 

pesos will buy you a polo shirt. 140 pesos 

will get you a whole chicken. 1kg of rice 

will cost about 44 pesos. (Rice is a staple 

food which both poor and rich eat; in the 

recent two years the price of rice has tri-

pled from 15 pesos to 45 pesos in two 

years， and people go to sleep hungry and 

not full or having not eaten at all.) The mis-

sions team gets a contingency fund of 3000 

pesos either per year or per month for 

food etc. A year’s tuition for a seminary 

student costs 10,000 pesos. $200 US will 

yield about 8，800 pesos. So you can think 

of the ways the money may be used. 

 

 

 

 

Update on September 17, 

2008 

 

I realize that letter being published is about 

2 months old. I would like to send you an-

other update on what has been going on 

with me. In thes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 

have been struggling deeply with love， sin 

and disbelief. I have been convicted of my 

position in my faith. I realize that I rely far 

too little on God. This realization came when 

I was caught dead in my sin, when I came to 

a realization that I enjoy sinning far more 

than I enjoy God. Yet the words from my 

mouth never caught up with my actions; I 

often found myself asking for forgiveness; 

yet hours, even minutes later, I would find 

myself delighting once again in sin and not 

God. I took a lot of time and looked deeply 

into my heart and tracing out the roots of 

my actions.  

 

My conclusion was that I never realized how 

dead I was in my sin. I did not treasure the 

resurrection or the necessity of Christ having 

to come die for me. He died a gruesome 

death because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is a 

gruesome death. He also arose gloriously 

and defeated sin (Romans 5-6). I am con-

tinually learning of his impact in my life. But 

I needed to change my perspective; I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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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e how much better it was not to sin 

than it was, how much better it was to 

take pleasure in God than it was to pleas-

ure in sin. We need to believe and know 

that God has defeated sin and we need to 

take the power from that truth and believe 

in such a way that our actions prove this 

truth. 

 

But again God always is faithful and contin-

ues to prove his love by never turning his 

back; as we are reminded, His mercies are 

new everyday. Now I am realizing and 

seeking out the reality of His love. God is 

love， and Jesus was the act of love for 

us, so we now must respond if we have 

Christ. We cannot be Christians if we have 

no love (1 John). So this is my encourage-

ment as well as my challenge to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God is love, and 

love is in us because of Jesus, why aren't 

we living the way of love? If Jesus was real 

and the resurrection was real and the 

death was real, why are we continuing to 

live a life that is tolerant of sin, and toler-

ant of hatred and injustice? We often hear 

how the church has failed, or society has 

failed. But the real issue is that we have 

failed personally to live as Christ followers. 

Let us encourage one another and build 

one another that we may pass the love of 

Christ on to one another and others. Let us 

be known by our love. Wake up church! We 

are a sleeping giant; we need to see that 

being a Christian goes far beyond than just 

knowing about Christ， but we must KNOW 

CHRIST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is live as 

he lived, and love as he loved. Wake up and 

be restored， he is the perfect-er of our 

faith. Let him work in us by believing in his 

power to do all things. He cannot work if we 

do not have faith in His power. Not to say 

that his power is a condition based on our 

belief, but we simply will not be able to rec-

ognize that He is working. Live as Christ actu-

ally lived in you. This is my struggle and I 

want you to all share this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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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ank God for the privilege of 

letting me suffer for Him. I only pray 

that I can continue to use my life in 

more ways to bring glory to my Lord 

Jesus Christ.” I sat on a hard wood 

bench at a Gospel for Asia Bible college 

somewhere in India, and listened to 

this Bible college student tell his story. 

There were no doors or windows. Just 

a concrete room with an open cut out 

to walk into the room. There were no 

lights， but sunlight, and the light of 

this young brother’s testimony. It was 

an experience that still impacts me to-

day. The Bible college student told of 

when he went to do outreach in a local 

city with another student. They were 

handing out Gospel literature and tell-

ing people about Jesus. Then an anti-

Christian mob surrounded them and 

began to take the tracts and New Testa-

ments from their hands and burn 

them. They even threatened to burn 

the two students， but didn’t, thank 

God! They did， however beat these 

two students for three and a half 

hours. The mob was too big for the po-

lice to control.  But God protected 

these bible college students. Not one 

bone in both of their bodies was broken. 

The people beating them were amazed 

and asked these brothers “How are you 

not hurt? We’ve been beating you for so 

long?” The bible college students an-

swered back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us, but we are the Lord Jesus’ 

and we belong to Him.” This incident 

happened last year， in 2007. 

 

 As I shook this brother’s hand, I 

could not help but be amazed. Look at all 

he suffered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He was rejoicing that the 

Lord had kept him alive and that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 persecute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ow. 

 

 What about me? I’ve never suf-

fered like that for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nd I probably never will. But the 

question is， does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mean that much to me? Would I 

be willing to suffer physical harm just to 

bring the Gospel to those who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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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heard it before? Am I willing to liter-

ally give up everything for the Gospel of Je-

sus Christ? These were some really challeng-

ing questions I was hit with. I’m not going 

to go to India and hand out tracts, that 

would be absurd since I don’t even know 

the language and wouldn’t be able to an-

swer any questions or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But I can be informed about the 

persecution going 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 can pray for these Christians. I 

have also decided to give my life to serve at 

Gospel for Asia right now to help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go out to some of the most 

unreached people in the world. 

 

 You probably cannot quit your job or 

education and go serve, but there are prac-

tical ways you can help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to be distributed all over Asia! You 

can pray! Stay informed by getting urgent 

prayer request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http://www.gfa.org/persecution/news). Did 

you know that one U.S. dollar can buy 125 

Gospel Tracts (http://www.gfa.org/donation/

tools-for-missionaries)? Did you know by 

supporting one home staff person at Gospel 

for Asia， you are enabling 200 native mis-

sionaries to spread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o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have never heard the Gospel before? 

 

 But it’s not about who you are, 
or what you do， or how much you 

give. What really matters is, how much 

is the Gospel worth to you? A cup of 

Starbucks? A year’s worth of cable? A 

life? Seek the Lord. Pray about it. How 

much does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mean to you? How much does it im-

pact your life? How many times a day 

are you thinking about it? Is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worth it， whatever it 

may be?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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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onderful God is! He has never 

forsaken any of us.” I came to realize that 

during my week at Student Life.  

 

Prior to Student Life I had an un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I came to 

church kind of sparingly but honestly I 

strayed and that was a fact I cannot deny. 

This year, my freshman year, has been 

the most dramatic and life changing. I’ve 

seen and walked the broad road-“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

tion, and many enter through it” (Matthew 

7:13). 

 

I walked about 100 miles into it, into 

sin. Then one Friday night when I came 

to JCYF, we split into small groups and 

were in preparation for Student Life. We 

spoke about the shepherd and His flock 

[John 10:1-18]. The thing that hit me the 

most during that Bible study was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eep and shep-

herd. Back then when a lamb was born 

the shepherd would break its legs and 

carry it around, therefore making the 

lamb depend on the shepherd for every-

thing.  

 

Jesus is the good shepherd and that 

night I prayed that God would break my 

legs. Ever since then my life began to fall into 

place. Honestly, I wasn’t excited for Student 

Life at first. But God put people in my life so 

that I wouldn’t miss out on Him, which al-

lowed me to go. I honestly don’t regret it at 

all because He opened up my eyes and my 

heart once more.  

 

Before I really thought that I could do it by 

myself, but I could not and I needed Jesus. 

The very first day when Louie Giglio told us 

how small we are compared to God and that 

we are getting smaller， God really humbled 

me and brought me to tears. He let me reflect 

and called me back to Him, called me back 

to the flock. He set me apart from the world. 

“All the nations will be gathered before him， and 

he will separate the people one from another as a 

shepherd separates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Matthew 24:32).  

 

I became like the world but I never con-

formed because I am rooted in Christ. And 

even though I wandered so far, God has al-

ways kept watch over me – protecting me.  

 

I’ve strayed twice during my walk with God, 

but each time God calls me back and I come 

back stronger. In all of Student Life I was 

convicted and decided to recommit myself to 

God. Therefore I want to glorify God by my 

life that I live for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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