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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签证补办过关
	 遵照奥地利的法令，2012年1月10日，静
芬师母和我带着教会满满的祝福与期待，飞回
美国去补办“工作签证”所需要的各项文件，
这是教会和我们以前没有走过的一条路。感谢
主，手续虽然十分烦琐费时，总算一一过关，
我们赶在复活节之前回到维也纳！

适时检查教会健康
	 回顾过去的一年，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恩!感
谢神恩手的扶持保守，以及许多弟兄姊妹默默
地摆上，教会逐渐走出搬迁新堂的“尘埃落定
期”，开始思想如何进入朱牧师在2012年刊
中勉励我们的“走向成熟期”。
	 我们既然蒙了神那么大的恩典，又知道教
会需要成长，就应该适时地做一个“教会健康
检查”。我们要来思考：

如何服侍新来朋友
	 “为福音齐心努力”是我们教会当前的
主题。感谢弟兄姐妹的邀请，根据教会的记
录，2012年包括布道会在内，一共至少有126
位新朋友。这些新朋友都需要有人去关怀、探
访、介绍教会、回答问题、为他们祷告，有时
候要帮他们解决大大小小的困难等等。这需要
许多的爱心和耐心，才能够让新朋友觉得教会
像个大家庭，愿意经常来聚会。我们当然不是
单单追求教会人数的成长，而是愿意把福音先
传给骨肉同胞。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邀请一位新朋友，那么
教会的人数就会增加一倍，教堂的椅子就不够

坐了，我们必须面对一些实际的选择，譬如：
	 ＊我们愿意让位给新朋友吗？
	 ＊我们愿意“移民”到下午堂吗？
	 ＊我们愿意到下午堂做同工，来服侍这些
新朋友吗？
	 ＊我们愿意到下午堂建立主日学，来教这
些新朋友的孩子吗？
	 教会每个礼拜都欢迎新朋友来，我们是
不是准备好了呢？我们的德语聚会也在成长当
中，想想看，每个礼拜有一些外籍的新朋友在
我们当中，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建立适当的关
系呢？
	 新来的人增加了，一定会冲淡我们的原
味，冲击我们的文化，产生许多前所未有的状
况。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欢欢喜喜地迎接新
朋友，才不至于困惑、纷争、甚至跌倒。

如何落实原则目标
	 团体生活的基本规则是：看别人比自己
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我们千万不要做“内
耗”以及亲痛仇快的事。事务性的事情，要讲
求沟通方法以及办事效率，将主要的资源用在
传福音以及建造门徒上。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
神所喜悦的教会，一方面靠主堵住破口，一方
面靠主站立得稳。当前的阶段，我们要继续建
造同工团队，努力改善教会体质，由健康变成
健壮。
	 具体来说，我们如果要让骨肉同胞向往我
们的教会生活，那么，我们自己就要先喜欢教
会生活，以我们的教会为荣。在教会内，善用
神的话语来造就弟兄姊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在教会外，弟兄姊妹能够活出属天的见证，影
响身边的人。
	 到底我们应该靠什么来吸引同胞呢？在同
胞们的眼里，我们教会的声誉和形象又是如何
呢？凭着这样逻辑性的思考，我们就可以从团
体层面、个人层面、以及家庭层面，推想出需
要采取的许多行动，来共同建造一个健康的教
会。

※团体层面
	 ＊我们希望能做到全家一起来敬拜，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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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年龄或背景，都有合适的活动。
	 ＊我们希望每一位都能够参加团契、彼
此相爱、一同分享神的话；以现有的团契为基
础，扩充成为教会全面的“关怀网”。
	 ＊我们希望给大家方便，周间在适当的地
点成立祷告会，彼此关怀，同心仰望，将来可
以成长为团契。
	 ＊我们希望神家里的人都学习谦卑和同心
合一，把这个一般人都知道要怎样行的普世价
值，落实在神的家中。
	 ＊我们希望充分利用目前的“建议箱”来
得到许多善意、中肯、而且可行的建议。
	 ＊我们希望深入明瞭聚会迟到早退及缺席
的难处，透过各样的调整，改善活动和场地，
来配合大家的需要。
	 ＊我们希望成长，而成长需要突破：从来
还没有开口祷告的，从来还没有参加团契的，
从来还没有学会感恩的，从来还没有自己读经
的，从来还没有参加主日学的，从来还没有服
事的，从来还没有奉献的，从来还没有勇气上
台作见证的...，都能“放下身段”来甘心乐意
地顺服神，这样必能蒙神悦纳。

※个人层面
	 ＊人人要照着圣经来做“对的事”，与所
得到的恩典相称。
	 ＊芸芸众生当中谁是领袖？领袖的本质就
是有影响力的人，不论你有没有头衔。真正的
领袖要有远见、又有道德勇气，常常主动带头
做对的事；深感责无旁贷，当仁不让，矢志建
造团体的好风气。
	 ＊求神给我们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
我们有勇气去禁戒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个人的生活习惯要去芜存菁，要严格保
持信仰的忠贞不二，全心尊主为大；至于人与
人之间的纠纷与牵扯，要及早妥善解决。
	 ＊同工磨合期要建立团队规则；鼓励少年
人自己讨论签订“圣洁公约”。
	 ＊听讲道就愿意行道：每天早晨灵修读
经，先亲近神得到恩典，然后才面对世界；每
天晚上蒙神光照、认罪悔改、交托仰望，然后
安然入睡。
	 ＊我们要警醒感恩，要有意识地培养感
恩之心，要以感恩之心来取代抱怨、困惑、伤
痛、苦毒等等不健康的心态，让神的真光照透
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并且医治我们的情绪和
心灵。
	 ＊我们要操练赞美神：每一个人都要熟习
至少一段经文来赞美神；每一个人都要熟习至
少一首赞美诗歌来歌颂神。
	 ＊圣徒在被塑造过程当中，不见得有定
型，但一定有生命现象，不断地会在生活行为
的某一部分结出好果子来。

※家庭层面
	 ＊建造合神心意的家庭需要有合神心意
的丈夫和妻子。一定要两人同心同行，單方面
努力太委屈也不易長期做到，需要仰望神的恩
典。
	 ＊要深刻地认清楚：人生中没有任何成功
能够弥补家庭生活的失败！全家大小老少彼此
相爱不是梦想，乃是要我们努力谨慎经营！
	 ＊能够在餐桌上，家长带领全家祷告；用
餐后，家长带领家庭敬拜，分享神的话。
	 ＊家庭中的每个人在各方面寻求突破：
从来不道歉的，从来不忍让的，从来不称赞人
的，从来不鼓励人的，从来不做家务事的，从
来不买花的，从来不送礼的，从来不记得家人
生日的...，都要开始改变自己，向家人倾吐“爱
的语言”，让全家充满爱！
	 ＊我们要大有盼望，不要以为许多老习
惯、老现象没有办法改善，靠着那加给我们力
量的，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努力。毕竟这个家是
我们自己的，每个人在这个家都有一份！

健康信念为神得人
	 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健康的信念，那就
是：第一次来教会是当客人，第二次来可以做
主人，第三次来是学着做仆人。当仆人是很荣
耀的事情，充满生命的活力，恩上加恩，力上
加力。越事奉越喜乐，越事奉越甘甜，好得无
比！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参与事奉，同心建造
我们的灵宫，在稳定当中追求教会生活的“优
质化”。同时，我们要讲究角色配合与组织分
工，在服事的岗位上要栽培新人，才能够发挥
团队潜力。
	 哥林多前书四章9节说：“因为我们成了
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像是演
员，又像是在场上比赛的球队。在人生真实的
舞台上，谁是观众？谁是球员？谁是对手？谁
是教练？谁是裁判员？生活的巨轮不断往前滚
动，人生就是大运动场，每次聚会就是一场真
正的球赛，许多的同胞在看我们赛球。
	 当世人不断地观察基督徒的信仰生命时，
倘若我们没有委身基督的心，怎么能够让世人
看到基督的宝贵呢？我们没有办法挂起免战
牌，说“正在施工当中，不便之处请原谅”，
我们只有拿掉面具，以真实面目上场，努力为
神赢得灵魂。
	 深愿2013年是我们每一位一同灵命更
新、生活行为有所突破的一年，也是我们一同
得恩的一年！

附注：由吴志坦牧师处得到一份“信耶稣认罪事项”，
觉得很有帮助，附在年刊的末页，供我们个人自我省察 
(绝对不是检讨别人)。



	 在维也纳住了六年，虽说不短，似乎也很
快就过去了。谢谢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生活上的
照顾，以及在一起同心的事奉，这是我们生命
中非常喜乐的一段时间。

世上的异乡客旅
	 这次我们跨国搬迁到雅典，跟我们五十
年前从台湾到美国、六年前从加州来维也纳相
似，只能带简单的行李。前两次还可以带两个
箱子，这次，只能带一个箱子。六年来，在维
也纳收聚了不少物件，只能带一个箱子的衣
物，真是煞费周章，许多东西不得不割爱，还
有许多东西暂存弟兄的家里。我们就这样各人
拎了一个箱子“搬家”。这次搬家，我们更深
的体会在世上真像客旅一般。我曾经这么介绍
过自己：“我是住在维也纳的中国人，活在世
上的天国人。”现在，这个介绍的第一句要修
改为：“住在雅典的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
会来希腊住下来，我们的道路的确不在自己的
掌握中。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那些旧约信心的伟
人时，是这样说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
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
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
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
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
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
因为祂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但凡客
旅，不会长居于异地，总有一天会离开，重返
故土。他们自承是地上的客旅，是世界的异乡
人。这就是客旅心态，我们现在越来越能认同
这样的感受。

雅典教会的呼声
	 本来，在魏牧师和师母来到维也纳正式
履任牧师之后，我们在欧洲的服事就应该告一
个段落，预备回美国了。岂知，2012年2月中
旬，教会几位姐妹(朱师母也在内)去西班牙巴

萨隆纳，参加袁安耀弟兄在欧华神学院的毕业
典礼时，有雅典去的弟兄们在洪祥平牧师的介
绍下，找到朱师母，提到他们已经祷告很久，
要寻找一位年长的牧师到雅典帮助。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在2012年1月的时
候，有位美国来的讲员在雅典带领培灵聚会，
他推荐了我们。雅典华人教会的同工们正考虑
到维也纳找我们时，没想到2月在巴萨隆纳见
到了朱师母。由于我们早就安排了2012年的3
月初去希腊旅游，就藉此机会与雅典的同工们
见了面。5月初，一位台湾的长老在雅典主领
培灵会，也极力推荐我们。经过这几次接触，
同工们安排我们7月中旬到雅典与他们聚会交
通。待我们回维也纳之后，他们一致决定邀请
我们去雅典华人教会担任顾问牧师。

居留签证需代祷
	 我们于2012年2月底在维也纳拿到了三年
奥国居留卡(以前每次申请，都是为期一年)，
原以为就可以用维也纳为定点，到奥国附近的
地区做些服事。当雅典的邀请信寄来的时候，
我们也以为可以这么做。等我们去查清要如何
合法进入希腊居留时，才发现奥国给的居留卡
只能让我们在希腊居留九十天，如果要长期居
留，还得重新办入境及居留的手续。这次的手
续比六年前来奥国时的手续还要麻烦，只是既
然答应了雅典的教会，就得把这些手续办妥。
目前我们还在准备资料的过程中，这次到雅
典，只是沿用那个不需签证能居留在希腊九十
天的优惠而已。2013年1月中旬，我们还得回
维也纳办理希腊的入境签证。何时办好再回雅
典，没有定准，请代祷。

雅典的居家生活
	 我们2012年10月底到达雅典之后，蒙这
里的同工们预备了一个小公寓下榻。这公寓
位于“中国城”里，在一个小公园的南边。
据同工们说，这公园原是吸毒者群聚之地，半
年前，政府扫荡吸毒者，那些人已经前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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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两个月以来，这公园已经恢复应有的
样子，有人在这里喂成群的鸽子，有人坐着休
息，偶尔仍可看见吸毒者在边缘打针。
	 公园四周货行非常多，有两天，同工们带
我们去各店探望一下，弟兄姐妹开的批发货行
(以服装、百货居多)，就有二十多家。原来华
人批发商店全都集中在中国城这一带，做零售
的，则分散在雅典各区或“乡下”及海岛上。
	 我们住在四楼，后面有个向南的阳台，
没有高楼挡住，正对着长窗的是一座东正教的
大教堂，旁有废墟，远山在望(却看不见海)。
每天欣赏着夕阳绚丽的彩色，往往令我们忘了
时间，直到天黑才关上门窗。公寓中有电梯，
方便不少。屋里大件的家俱都已准备好了，但
是一个钩子、一枚钉子等等小事，仍得自己来
弄，费了一个月，总算整好了一个可住的“家”，
电话、网络也终于通了。
	 这里既是华埠，购物非常方便。希腊人的
市集每周一次，华人的小市集每周四次，都在
五分钟步行距离之内。较大的干货店、最大的
鱼、肉市场及几个小超市，也在十分钟左右之
处。大型的超市，要走上四十分钟才能到达，
所以，多半是乘别人的便车去购物。我们非常
欣赏这儿的水果、蔬菜，各种新鲜鱼类更是我
们桌上的常见。

	 不过，我们的语言不同，与人沟通受到
了极大的限制。启示录中提到“阿拉法，俄梅
戛”，是希腊字母首末二字，我们都会了，但
是用希腊字母写出来，脑筋还得转个弯才认得
出来。数字1、2、3…，一切都得从头来。从
维也纳来此之前，在希腊餐馆学了最简单的两
个字，在这儿碰到人要说出来，常常是德语脱
口而出，一想不对，再要试着用那句希腊语，
别人早已走开了。

希腊的社会环境
	 希腊人口约一千二百万，近三分之一住在
大雅典的范围。城区非常大，分为三十五区。
城是旧的，建筑参差不齐，城内许多地方，开
挖了，就荒废着，不知是否与经济有关；据
说，很多是因牵涉到古迹，不能再进行下去。
常见漂亮的华宅隔壁就是断垣残壁，非常不调
和。城中非常拥挤，房屋紧连在一起，各式车
辆壅塞。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
一切靠步行，幸亏许多日常需用，都在寓所附
近。著名的Acropolis（卫城）就在城中心，离
我们寓所只有二十分钟步行路程。我们有时趁
着冬日的阳光，走上去散步，缅怀当年雅典的
盛况。从第四个星期开始，我们尝试自己摸着
搭公交车，成功了，心中好不开心。现在，借



着网上的资料，我们就能对人说：“把你的地
址给我，我们就会摸上门来。”不过，碰到车
子不准时，我们就得花上更多时间转车。
	 这几年，希腊的经济不好，现在已经破
产。据朋友说，希腊人注重享受，不愿工作；
官员腐败，贪污严重；法纪不彰，随随便便。
欧盟要救他们，希望他们束紧腰带，人民就反
对，游行、示威、罢工时有所闻。我们来了以
后，就经历好几次罢工，最麻烦的是垃圾车司
机罢工，路旁的垃圾箱满溢，堆得人行道上都
是垃圾包。不过，即使罢工，公交车停开，商
会成员也只是应付应付，尤其是华人商店，大
家还是偷偷地开着小门做生意。

希腊的华人教会
	 “雅典华人教会”就在我们寓所附近，走
七分钟就到了。这个教会已经成立十一年，蛮
具规模的，每周主日聚会有一百四十人左右，
有七位能讲道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以来自青
田、温州和福建的为主。由于他们大半都从事
货行或零售，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所以平常晚上聚会的时间，都是10点到午夜。
因此，我们三餐的时间，都从正常的时间调后
两小时。主日聚会则从11:30起，到下午2:30；
有主餐的那个主日，到3:30才结束，形式比较
是中国家庭教会的样子。
	 每周主日，安排弟兄姐妹预备午餐，装好
饭盒，聚会一结束，教堂即刻成为饭堂，饭后
打扫清洁，然后回家。他们的诗班相当强，有
三十位弟兄姐妹，由一位在新加坡神学院受过
正规圣乐训练的姐妹带领，指挥兼司琴，每周
两次晚上练习(周三和周六)。不过，他们一直
没有全职的牧者，所以很多事情不容易推动，
很多事情悬而不决。举个例子：从来没有定过
会章，所以办事没有规矩。这是许多在欧洲华
人教会的情形。我们来雅典之前，就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帮助那儿的一个华人教会定下适合他
们的会章。看样子，这又是在这儿必定要做的
事。
	 在雅典，保罗并没有建立教会。他曾在“亚

略巴古”与雅典人传讲福音，得了一些人信
从。亚略巴古在卫城山边，如今已不存在，连
废墟都看不见了，只剩下一堆岩石，上有一块
铜牌，用希腊文铸上了保罗在亚略巴古的讲道
文。
	 希腊有两个华人教会，另一个在帖撒罗
尼迦。这两个教会非常相似，彼此组成一个联
会，共同办理特会及平时的交流，并安排雅典
的讲员去帖城服事。我们这次也被安排去那
儿服事一个主日。使徒行传里记载使徒保罗在
帖城建立了教会，新约中有两封书信就是保罗
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没想到在近两千年之
后，华人也在帖城建立了一个教会。

圣经的历史名城
	 另一个地点－哥林多，离雅典九十分钟
车程。那儿只剩下一堆可供考古的废墟。新建
的城市在海湾旁，全是今日的商业气氛。还有
一个城市－腓立比，当年保罗在此建立了欧洲
的第一个教会，也是保罗喜爱的教会之一。然
而，如今也只剩下废墟一堆，古迹仍然历历在
目，只供人凭吊而已。
	 雅典是历史名城，新的建设不多，如今只
靠那些古迹来吸引游客。听希腊人说，现在是
最糟糕的时期，只有慢慢好起来的希望；看希
腊人办事的精神，什么时候能元气恢复过来，
甚难逆料。不过在这经济破产之时，来到希腊
的华人，仍在努力工作，希望能赚到足够的钱
财，带回家乡，度自己的晚年。

希望扎根于天上
	 雅典和维也纳同样是一个华人大禾场。大
部分人都只知赚钱，追求日光之下的享受，不
认识创造宇宙的主宰。弟兄姐妹们很想多传福
音、救些灵魂，却欲振乏力。他们的祷告热切
诚恳，但少有行动。求主让我们做合适的事来
帮助这群可爱的信徒。愿圣灵降临，复兴信徒
的灵命，去执行上帝所托付的大使命－－使万
民做祂的门徒，在这异国异乡，把希望扎根于
天上的国度。



	 2009年的圣诞节，是我第一次参加教会
的活动。当时我正经历婚姻的不幸，我的两个
女儿正如台上表演的小朋友一般大小，看到大
人和孩子欢笑的场景，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
下流。平时我把所有的苦都藏在肚子里，不希
望别人来可怜我，而当我来到神面前时，再也
无法隐藏我的内心，是的，我过得不快乐。当
牧师举手赐祝福时，我的心大受安慰。
	 新的一年来到后，我参加了基础信仰班
的学习。刚开始我虽听完了课程，可心里却画
满问号，信心还不够。后来参加多次教会的主
日崇拜、活水团契的活动、以琳团契的活动，
看到了许多真实的见证。他们也曾经不信神，
吃了很多苦后,终于被神拯救，现在过着充实
喜乐的生活。于是我向神求，我不想再这样悲
伤了，我也要快乐起来，求神解决我的家庭问
题。通过一次次师母和牧师为我牵手祷告，我
也开始学祷告、学交托，肩上的担子变轻了，
而且在每天的生活中，那些读过的金句，常常
会回响在耳边，时刻伴随着我，安慰我的心。
	 2012年3月，我办理了离婚。这次婚姻持
续了十四年，分居了五年。虽然没能挽回这个
家，但感谢神的陪伴，在整个的痛苦过程中，
给我勇气去面对，原谅伤害我的人，也同时原
谅我自己。
	 2012年10月，洪予健牧师来维也纳布道
会时，我站了起来决志信主。当魏牧师询问

我12月23日是否参加受洗时，我看了一下日
历，一般我周日都是要上班的，而这个周日却
没有排班，原来神早有安排。我清楚的记得，
两年前有一次在借来的教堂看别人受洗时，我
看见我自己在宽敞明亮的新堂受洗，而那时新
堂还没有买下呢！
	 从第一次来教会到受洗，用了整整三年时
间，这三年中我见证了我们教会自己买下的新
堂从无到有的建立，也见证了和不信神的人婚
姻的瓦解；而我内心中神的圣殿却从无到有的
建立了起来。正如经上所写：“若不是耶和华
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
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2012年12月23日，我在新堂受洗，心中
平静，充满喜乐，感谢神。

70我和神的一个约定
 俞文欣



71智障流浪儿归家         
叶苏珠

侄子离家众人焦急
	 去年六月初的一天，我姐突然给我打电
话说，我哥的儿子晓欧离家出走一个多星期未
归，一家人焦急担心的不得了，怎么办呢？我
当即就说，我们只有为侄子祷告，求神怜悯、
帮助！
	 	 	 	 哥哥一家在巴黎乡下的一个地方开店，儿
子虽然已经二十七岁，但因为是个早产儿，有
点智障。他平时在饭店帮忙干些杂活，不会读
书，就连住的地方也不会说，电话号码也记不
住。出门那天身上既没带钱、也没带身份证
明。我哥虽然报了警，也是毫无消息。巴黎是
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又很混乱，火车站、马路
边经常有人睡在那里没人管，我哥白天黑夜，
该找的该问的都寻遍了，这茫茫人海可如何是
好？
	 我得到消息第二天做完礼拜回家，圣灵
突然提醒我，叫我哥把孩子的照片、地址、电
话号码等都印起来四处张贴。感谢主，祂真是
怜悯人的主，果然就陆续有人打来电话说在某
地见过此人，我哥接到电话，心急火燎地赶过
去，人却不见了。虽然如此，主却通过这种方
式让家人知道，这孩子还活着，并且还在巴
黎！
	 又过了一些日子，孩子还没找到，一家人
的心又沉了下去。我哥没有心思和力气继续经
营饭店了，甚至想要关掉，可是以后靠什么生
活呢？我听说后心里就有个负担，说那么我去
帮你做，你先不要关店。于是立刻买了机票飞
到那里（以前我是从来不出门的，也从未到过
巴黎）。

祷告靠主重担解脱
	 我到那儿的第三天是星期天，我对哥嫂
说，明天我们全家去教会做礼拜，不要去找
了，他们也都同意。于是我们一起来到教会。
很奇妙，那天的讲员是第一次来这里的女传
道，我知道是主为我们预备的，那天的诗歌也
是主特别预备的。我至今还记得歌词：神是我
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地虽改变山
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这城是至高者居住的
圣所，神在其中这城必不动摇，我们要休息，
要知道祂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
们要欢欣，我们要起舞，祂必成就大事。啦…，

信靠祂必得胜。
	 聚会结束后，我们请传道为我侄子祷告。
传道问哥嫂以前有没有拜过偶像，因为我嫂家
以前是拜过的，传道给他们讲了许多教导，说
你们对神对儿子有不好的地方要向神认罪，如
果你们不认罪悔改，就算儿子回家，以后还会
出大问题。传道教我哥嫂自己向神祷告，说我
也为你儿子祷告。回家以后，很奇妙，我看到
嫂子的重担包袱和害怕完全没有了，却有喜乐
和平安。这让我看到了赦罪的平安！圣经里也
告诉我们：“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
的不义。”感谢主！
	 于是每天早晚我们都同心合意的一起祷
告，还有维也纳教会和法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也
为我们祷告，虽然人没找到，但是过几天就会
有人打电话过来。我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时间
的，祂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祂的意念高过人
的意念。

耐心等候交托恩主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孩子还是没有回来。
我哥虽是多年的基督徒，可因住在乡下，很少
去教会，对主没有信心，时常疑惑。说都十几
天了，孩子睡在哪里？吃什么喝什么呢？会不
会给坏人带去国外？想东想西，又想关了店，
全力寻找。我说：“上帝不是要我们一直去
找，而是要我们相信祂的大能，要耐心等候。
我们从今天开始不要找了，我们就来祷告，靠
主你放心，上帝会把他带回来，我是对上帝有
信心的！”
	 后来我们真的不再找了，我就向主哭求
说：“主啊，天地是祢掌管，这个城市也是祢
管，我把侄子交托在祢的手中，祢既看顾天上
的飞鸟，何况我侄子一条生命在外面！如果他
已经是祢的孩子，祢把他接走也是好得无比，
可他现在还不是祢的孩子，他还不知道祢爱
他，祢一定要救他，不要让他遇到坏人，不要
让人来欺负这可怜的孩子。”
	 我说：“主啊，我对祢有信心，我要看看
我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不管怎样祢总要让我
看到侄子，不能说人出去就杳无音信了。我的
主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的主是最怜悯人的主，
最爱那些可怜的孩子。”我常常想起主的话



说：“不要怕，只要信”，我就真的一点也不
担心，也不怀疑我的主，我就是信靠顺服耐心
等候。

侄子归家奇妙遭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机票到期了，必须
返回维也纳。可巧我侄女学校提前放假回家，
正好接替，感谢主都有预备。
	 回来后十多天还是没有消息。一天下班
后的路上，在地铁看到一个年轻人跟我侄子差
不多大，是个外国人，穿的又脏又破，像个要
饭的，我就饶了过去。谁知几天后又遇到这同
一个人，我原本绕过他，但圣灵提醒我想起法
国的侄子，就又转回来，把钱包里的零钱全给
了他。就是这样，圣灵让我知道我侄子是安全
的。
	 此后没过几天，突然法国那边打来电话，
说我侄子安全回家了。感谢主，赞美主，把一
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也感谢所有为我侄子
祷告的弟兄姊妹。
	 侄子诉说他在外面的遭遇，真是蒙主保
守。他说开始几天不想回家，后来想回来，却
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心里很害怕，只好乱

走一气。白天到咖啡馆要点水喝，偶尔碰到好
心人给点钱买点吃的，经常饿肚子。晚上就在
火车站或者废旧汽车里歪一歪闭一闭眼，第二
天继续流浪。直到走的鞋也破了，脚也坏了，
倒在路边实在起不来了。
	 有人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医生检查
后发现他精神有问题，就把他转到精神病院，
在那里住了近一个月。他因语言不通，无法与
别人沟通。有一天，他在里面大喊大叫，里面
的人找来一位翻译，经仔细询问，还是问不出
个所以然，后来总算说出了爸爸的名字，他们
终于在电脑里查到我哥，就这样当天就把他接
回了家。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写这见证是想和
大家分享信心和祷告的力量。我们祷告，主就
成就大事。我们就是要高举主的名，荣耀主的
名！我们人都会有难处的，只要我们相信祂，
把一切难处交给祂，什么事都向我们的主求，
我们的主实在是怜悯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
一定要让祂做我们生命的主、做一家之主，要
敬畏祂、要爱祂！主说：“敬畏祂的人，一无
所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阿门！

72旧事已过成新
栗丽

	 我来自北京，2012年12月3日应朋友邀请
来到维也纳，5日认识了祁秀贞大姐，8日参加
了陈郑云妹的追思会。祁大姐是个基督徒，她
帮我度过了人生中最无助的时刻。在教会里我
得到了神的福音，得到了神的恩典。在神的呵
护下，很快我的情绪稳定，血压正常了，精神
愉悦了。我打心眼里觉得基督教是我寻找多年
的信仰，也是我最好的去处。神帮我走出了人
生的低谷，让我看到人生的盼望。
	 12月23日我受洗了，旧事已过，都变成
新的了。神接受了我这个有罪的人，让我成为

新造的人。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记住维也
纳――我的第二故乡。
	 神啊，祢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感谢祢为我
关闭一扇门的同时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感
谢祢的救赎，感谢祢给我新生命，也感谢祢借
着众多的弟兄姐妹赐予我的恩典。
	 神啊，祢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祢常
常让我感动。认识祢是我一生最好的祝福，信
靠祢让我走向了光明。我愿意永远跟随祢，永
远信靠祢，永远感谢祢。
	 神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



73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孙同同

	 “孙同同，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
一生的主？”
	 “我愿意!	”

	 从2012年12月23日受洗到现在，我激动
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息，因为我知道，我做出
了一生中最正确、最重要的选择。
	 从2005年春天听到福音的那一刻起，才
仅仅十三岁的我就开始思念这位天地中存在的
主，是主在最关键的时刻救了我，是主伴随我
成长的每一个脚步。
	 由于我走的音乐道路较为特殊，爸爸在
我十一岁时便放弃了非常好的工作来上海陪我
读书，所以我从小便知道，必须拼了命的练
琴，才能回报爸爸对我的付出。当然我并没有
辜负家里人的期望，年年考试第一，年年拿奖
学金。从小我就坚信，只要肯努力，就没有什
么不可能。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并不是所有
的事情都那么一帆风顺，我希望赢得更多的奖
项。
	 2006年我参加了法国的一个国际比赛，
我没日没夜的准备了一年，承载着老师的压力
及万众期待的目光，结果却出乎意料的止步于
决赛舞台上，没有得到任何奖项。我第一次看
到爸爸呆坐在观众席惊讶的表情，第一次知道
我失败了。深夜里，我和爸爸走在空荡荡的法
国大街上，彼此都没有说话，不知道是谁该安
慰谁。我决定放弃学习小提琴，因为我没有办
法完成爸爸的期待。
	 上帝救了我，让我继续拿起了琴，也让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屡获佳绩。或许我们永远不
能猜透上帝的意思、上帝的安排。上帝在我得
到一切之后，开始给我一个真正的考验。
	 我的骄傲，我的自信（或者说是自负）
充满了内心，我害怕不完美的演奏、害怕别

人质疑的声音、害怕别人可以得到而我却得不
到。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付出百分之二百的努
力，得来的却不及他人吹灰之力的成果。渐渐
的，每次的上台都成了一种折磨，我开始厌恶
自己、厌恶练琴。我在多少个夜里哭泣自问：
曾经的我哪里去了？难道我的人生就是个错误
吗？这时我想到了主，我开始祷告。
	 智慧的主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生里。2012
年10月7日，刚刚从维也纳考完入学考回国。
当我在无限失落的情绪中，决定放弃小提琴，
停止求学之时，在上海认识了人生中的第一位
牧师。
	 “牧师，为什么我要演奏小提琴？”	
	 “只为荣耀上帝，只为慰藉黎民！”
	 那一晚我没有睡，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
我思考了一个晚上。我拉了十五年的琴，却不
知为何而拉！荣誉？名次？上帝原谅我的罪，
我却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上帝那么爱我，虽
然我常常跌倒，但祂一直在关键的时候看顾
我，而我却远离祂二十年！当我走进教堂，听
见看见弟兄姊妹们用心地歌唱、用心地演奏，
虽然不完美，但刹那间我意识到那才是真正的
美，因为他们是在歌颂称赞耶和华！
	 随后，我的祷告也得到主的垂听。我第
一次体会到能够用琴声歌颂这位全能之主的喜
乐，第一次在台上感受到从上帝而来的感动，
第一次不再为自己演奏！
	 2012年12月23日是我等待已久的日子。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他的路，通往主
的路。因为主早已安排好，所以这一天受洗就
是最适合的日子。若没有之前一次次的跌倒，
我怎能认识这位一生的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
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祂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
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
为祢与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祢为我摆设筵席。祢用油膏了
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
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
到永远。”（诗篇二十三篇）
	 我愿一生追随耶和华，完成祂给我在世
上的功课，按祂的话语度过我人生的每一个阶
段。



将主大爱带给哥哥
	 2012年11月19日早上九点多，在西班牙
的嫂嫂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哥哥住院了，
情况不好。”我就知道我哥是不行了，因为他
得了肝病。我马上打电话请假，并且订机票去
西班牙。在去买票之前，我祷告说：“主啊！
祢的孩子很少出门，这次去看我哥哥是第一次
到西班牙，求祢与我同在，把祢的爱带到西班
牙，并且让我为祢做美好的见证。”真的！神
听了我的祷告，那天就豫备两位从西班牙来维
也纳旅游的中国女士，帮助我完成了入境手
续。
	 我侄子来接我，我们直奔医院，看到了
十多年不见的哥哥瘦成这个样子，我很心疼，
就想起雅各书说的：“明天如何，你们并不知
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
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就对哥哥说：“不
要怕！毛主席是开山立国的，他也死了；人人
都有一死，活到一百岁也会死，如果你把你的
灵魂交给主，就会不一样了！”看着他心情渐
渐好转，我就把远志明牧师的录音带放给他
听，他听到了神医治远志明牧师的太太，我也
把自己信主的经历说给他听。感谢主！圣灵带
领我，我越说越有力量，他也很爱听。

作己见证邀请决志
	 我见证自己信主之前是一个劳苦愁烦、
会骂人，有一点小事就担心、怕生病、怕死的
人；信主之后，就什么都不怕，每天平安喜
乐，身体越来越健康，参加诗班以后，声音越
来越洪亮。我说，我先生常常有烦恼，担心一
切还没有发生的事，我却因有神同在，即使天
塌下来，神也会为我挡着。我劝我哥哥快点信
耶稣，因为主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
必得救。”我和我哥哥谈了很多，并且越讲越
兴奋。我哥哥听了我的见证，觉得很稀奇！他
虽然病得很严重，但我知道主会作工，便求主
帮助，使他精神好起来，我才能继续传福音。
	 感谢主！两天以后，他精神较好，我问
他说：“天地万物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他
说：“是。”我又问他：“耶稣是不是为我们
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是。”我再问

他：“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他说：“是。”
我说：“你如果承认你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必
定洗净你的罪。你愿意相信主耶稣吗？”他说
愿意，后来连续几天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临终之前开口祷告
	 有一个星期六，我问我哥哥说：“明天我
要去做礼拜，可否请牧师来这里为你祷告？”
他说：“不要，信是自己从心里信的，我自己
会祷告。”我要为他祷告，他也不要。到了星
期一晚上，我一个人在医院里面喂哥哥吃药，
吃完了药，他觉得恶心想吐，我祷告求神不要
让他把药吐出来，他真的没有把药吐出来。可
是我看他眼睛好像不一样了，我就喊他，我
哥说他快要不行了。我就为他祷告，请上帝帮
助他，我哥哥自己也祷告，我告诉他要奉主耶
稣基督的名祷告，他也要我为他祷告，我祷告
完，他说话的声音就很小了。当天晚上他就吐
血，第二天下午四点钟，主把他接走了。感谢
主！给我哥哥有悔改的机会。他走之前真的没
有什么痛苦，因为我们的主是赐平安的主。

追思礼拜见证神恩
	 为了我能够星期五飞回维也纳，当天下午
在医院里，我们就把追思礼拜的日子定在星期
四，西班牙的季牧师也非常帮忙，愿意配合。
感谢主！星期四的天气非常好，坟园也非常
好，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主所预备的。那天来了
六十多人，我嫂嫂是信佛的，她有很多亲戚朋
友都是信佛的。有人问：“今天的追思礼拜是
谁定的日子？昨天还有冷风，下着小雨呢！”
我说：“是我的神豫备的，因为我先前买的机
票是明天早上8点45分，我的神是真神，听了
我的祷告，成全了今天的各样事情，你们以后
也要信耶稣！”
	 有好几个人都表示他们愿意相信，我的侄
儿侄女也要求我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受感动，
愿意归向真神。感谢主！这个追思礼拜使得许
多人受到感动，后来我的侄儿侄女和我嫂嫂的
一位亲戚都愿意决志，归入主名。哈利路亚！
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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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风雨生信心
潘同荣

从排拒信仰到逐渐与神亲近
	 我生长在台湾农村的家庭，家无恒产，靠
着父亲打工维生，从小常与祖父到天主教教会
领救济品。十一岁时被选上为灵界服务，作副
手文书工作，十三岁时，主角因病去世，我也
跟着失业。小学毕业开杂货店，因不善经营负
债而休。后来出外作学徒，终至餐馆学厨直到
如今。我也因从小常与灵界接触，家里又是传
统拜拜的风俗，以致心中对基督信仰事先就有
排拒的意念，每次看到福音传单“信耶稣得永
生”的词句，都会认为那是骗人的用语。
	 直到二十五岁应聘出国，初到维也纳，
在举目无亲的异国里，每逢假日，就想到几位
侨胞家中走动，以慰远离家园内心的寂寞。在
陈伯母家里，初次参与家庭团契聚会，也领受
感恩谢饭，因此渐渐与神亲近。1983年去美
国旧金山参加世台会，顺便旅游，受到主内
弟兄张村梁的热诚招待，留下无法忘怀的回
忆。1984年岳母因病得医治，全家受洗，受
洗后一家温享在主的爱中。
	 岳母蒙主恩召离世之前，再三交待家人和
岳父不要辜负主恩，必须风雨无阻的带着家人
到教会参加崇拜，岳父谨守遗言。1986年岳
父来欧小住，每逢假日，都要带着二位外孙，
仁毅、仁和，手牵手到教会参加崇拜，也为
主作见证。1987年仁毅年满十八岁，感恩受
洗，1989年仁和也受洗，归入主名，成为神
的儿女，而身为父亲的我还在门外游荡。

参加查经聚会自己经历神恩
	 1990年的母亲节，受儿子的邀请，初次
踏入教会，欣赏教会举办的活动中，＜浪子回
头＞短剧的演出。这次参加聚会，使我深受感
动，也明白教会的目地不仅是荣耀神，更需要
把神的爱和旨意，由神的仆人，传道或牧师的
口宣扬出来，使福音和真理建立在信祂名的人
心中，作神喜悦的子民。因此我向教会的兄姊
提议，请教会派人到我饭店来带领查经聚会，
使未信和未曾听过福音的亲友，利用午休的时
间来明白和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
主，有位周武贝姊妹负责来带领査经班唱诗赞
美神。
	 维也纳华人教会成立的第一个査经聚会，
在短短三年造就了无数的兄姊归入主名，服事
天父，也使很多主的儿女病得医治、破碎的家

庭得以团圆，其中之一的见证就是我自己。我
因从小作学徒长期站立，有了静脉瘤血管阻
塞，既不能长时间站立工作，也常感头痛难
当，经医师检查必须动手术，也预定了手术日
期。想不到参加查经班之后学习祷告灵修，得
到灵感，早晚各作一次甩手运动，一段时间之
后竟然自己好了，既未手术、也未吃薬，真是
感谢神！	

爱子意外身亡忍悲爱心相慰
	 1998年因神的带领，来到德国访友，
经好友再三邀请而无条件接下PANDA饭
店。1999年12月4日清晨五点钟，接到维也纳
的宋传道打来的电话，说我大儿子仁毅因头部
受创，正在AKH医院加护病房急救，要我即刻
赶回。由于大清早没有去维也纳的火车，只好
等到8点30分的车子，下午1点50分到达。宋
传道和小儿子在车站等我，直赶医院，己是2
点10分。一上医院九楼，就看见与他同车的两
位好友正在惊恐中哭泣，我问明经过，就赶入
病房。
	 医师说，伤者脑浆己碎无法急救，我就出
来，再与他们同车两位详谈，以彻底了解其中
经过。开车的说，他没有超速，也没有喝酒，
只因临时起了一阵风，而使得方向盘失去控
制。我说既是如此，在私人方面，我们可以理
解和原谅，但如果警方查出你有过失，非你所
言，那一切法律责任你要负责，我不会帮你。
然后我问他们事发至今己有十三小时，回家过
没有，他们说没有，我叫他们赶快回家，以免
父母担忧。其中一位脖子受扭伤，己在治疗
中，他们说不敢回家，怕父母责备，我就请宋
传道陪他们回家。
	 第二天12月5日一早起床，我想应该到同
车的三位年轻人家中，作探访与慰勉的工作，
就打电话请教会的一位执事姊妹一同前往。我
们先到开车的那位年轻人家里，要他记住这次
惨痛的教训，顺服上帝的旨意孝敬父母，在社
会上荣神益人，不用再悲伤难过影响学业与前
途，他的父母深受感动。因时间有限，我们没
有去其它两位同车的年轻人家里探访。当天下
午六点，我的爱子仁毅心跳停止，蒙主恩召，
安息主怀。12月8日在维也纳华人教会举行安
息礼拜，为这位即将医学院毕业的青年追悼，
蒙各界人士，不分宗教派别赶来参加。



身上痛楚再度蒙神奇妙医治
	 作完安息礼拜我即刻赶回德国看管饭店，
留下太太和小儿子在维也纳，一切后事全部由
教会各兄姊辛苦代劳，真是一个宝贵又温暖的
家。我回到店里心中难过，吃饭没胃口，泪水
挡不住，又要抬起头来招呼客人。到12月12
日早晨起床，眼痛头痛无法工作，心想这是伤
心过度，也是正常的过程，便不以为意。可是
到了午休后，准备晚上上班时，左脚的脚底也
痛了起来，而且不能站立，这是当时全店同仁
都看见的事。
	 到了餐馆下班，我上楼临睡之前，跪在
床前向神祈求祂的医治和赦免。我祷告说:“主
啊！我相信儿子不幸的发生，必有祢的美意，
只是我现在不能明白；我既然是祢的儿女，就

当顺服祢的带领，也当相信永生的盼望。生
儿育女本是祢的托付和使命，今后更当一无挂
虑的交托给祢，不用再忧伤难过。如果这个病
痛是出于祢，就恳求祢赦免和医治我，使我一
觉醒来病得痊愈。”感谢神，再次得到美好
的见证！上班见到店里同仁，他们异口同声
的说：“哪位医师这么高明，一夜就治好了
病？”我把荣耀归于神，是全能独一的真神，
阿们！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事发刚好十三年
余，蒙主施恩，无以为报，仅此提笔，使更多
迷失和未知路途的羊群，能够回转归向真神。
愿蒙主拣选的兄姊，能够互相勉励，行天父的
旨意，不受世界的试探和诱惑，全心全意仰望
主。愿神保守和带领，阿们！

						 半年前我对基督教信仰毫无了解，也不知
道它对人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我感谢神，因为
我认识了祂，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了神伟大
的天国与神伟大的话语。
	 我记得是2012年的年中开始来教会。最
早是与活水团契里的弟兄姐妹们外出参加活
动，有了与他们的交通，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非
常重要。他们大多数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在
与他们的交流中，能够感受到那种充满灵性的
状态，以及关于神的一切准则。然后我就向教
会借了一本圣经回家阅读。刚开始读的时候觉
得枯燥乏味，觉得这些古老的语言既生硬又具
威慑力。
	 有一次主日我漫不经心的来到教会，听
到领唱的人用诗歌来赞美神。我开始跟着唱的
时候，产生了一点感觉，因为我自己是学音乐
的，觉得赞美神的诗歌都很美、很干净。当我
听到年长的弟兄姐妹们站在台上献诗时，虽然
他们的歌声并不是那么专业、那么花俏，但我
却被这种朴实、真诚、谦卑、敬畏的歌声给打
动了！我要强，忍住了泪水，心里却慢慢安静
下来，这时神进到我心里，祂感动了我，给了
我相信祂的机会。真的很感谢神，在这一刻
起，我内心就已经很坚定的相信神和承认自己
是个罪人了！
	 当我向神祷告时，我想是圣灵开始作工，
我觉得我能够读进神的话语了。我与牧师、师
母交流，向他们提问，我有问不完的问题。
	 12月23日我被牧师按入水里受了洗，成
了主里的新弟兄。真的就像牧师所说的，我真

的是很有福气。非常感谢神!
	 作为主里的新弟兄，我对圣经并不是很了
解，也正在学习理解中。我只是觉得这短短半
年我真的变了，不只是变了，而是因为神而重
生，得到了全新的生命来面对一切好与不好的
事物。我不再尖锐、不再狂妄自大、不再愁眉
苦脸，也懂得发自内心的去感谢；神给了我信
心把感谢说出口和行出来。我们是按着神的形
象所造的，是有血、有肉、有灵、有魂的人。
	 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师母这些日
子以来，总是以微笑相待、以真诚相待，给了
我很多的帮助。要是没有你们，也许我还不认
识这位真神。
	 还不认识神、还不肯信靠神、还不肯荣
耀神而只会荣耀自己的人们哪，愿你们都能够
听到福音，加入神的这个大家庭来！愿一切的
荣耀都归于神，愿所有因神而蒙福和得怜悯的
人，都来感谢神！
	 我们也要爱世人、爱家人、爱朋友，虽然
我自己还没有做到，但是希望在将来能够越来
越好，因为神会与我同在的。感谢神，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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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林语堂的书是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学
商贸英语，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他一本英文的《
吾国吾民》，只知道他讲美国的马桶比中国的
好。他很幽默，并把西方的“Humor”译成“
幽默”。2010年下半年我在维也纳教会图书
室里发现他的另一本书《信仰之旅》，该书是
在台湾翻译出版的繁体中文版，在台湾出版。
这本书开启了我的信仰之旅，引领我信主，改
变了我几十年沉迷于中国国学和西方理性的片
面认识。
	 以书中所写，作者出生在福建漳州乡村里
一个牧师家庭。他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专业
毕业后，曾在清华大学任教一段时间。之后去
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读博士，回国后到北京大学
教书。在北大研究中国国学的积累，使他去美
国后，能够在中国国学基础上对西学深入地认
知，对国学西学兼容并蓄，从而搭建了中西方
文化的桥梁。
	 本书就是结合他自己一生的经历，以及
他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讲述他当初虽是在基
督徒家庭出生成长，但在五四运动时喜欢上了
国学，疏远了耶稣基督，自己在耶稣基督之外
徘徊彷徨，在晚年时对耶稣基督有了进一步认
识，又归入耶稣基督里。
	 纵观作者一生，作者以自己和周边人物为
例，结合中西方文化，基于耶稣基督，在纷杂
繁多的基督教宗派中，寻找自己的路，谈出自
己的观点。作者认为自己原本的信仰历程是可
以直接到达的从A点到B点，但他觉得自己需要
探寻摸索这段路程，找一个C点来实现从A点到
B点。他认为这种探索和追求十分必要，因为
只有经过探索才能够对耶稣基督深入认识。
	 在书中，以作者所说，本书不是为自认为
已得到拯救的人而写，也不是为没有时间谈宗
教、并发誓永远不信的人而写；他是为认真追
求真理、已经踏上心灵之旅的人而写。正如哥
伦布和他的水手在苍茫大海里漂泊沉荡，不知
往哪里去，作者结合自己人生的航程，为这些
人指点迷津。
	 作者逐步分析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
和西方理性，寻找它们与基督教的结合点和分
歧。他认为儒教的自制、道教的神秘、佛教的
心智分析、西方理性都具有片面性及分割性，
这些都不能达到耶稣基督的豁达。耶稣的话是

鼓舞人心、实事求是、有威严却不失关爱的，
耶稣的爱是深刻而宏大的；作者从这种豁达中
找到思想的归宿和驰骋，体会到心与神的同
在。
	 作者早些年在家中受父母影响，曾参与父
亲教会里的事奉，但因为没有人生经历，从A
点到B点的路途中没有经过C点，而无法领悟从
A点到B点的意义内涵。他后来在对国学研究
中，受胡适和辜鸿铭对教会批评的影响而疏离
教会，但他的心却一直没有离开耶稣基督。
	 作者曾经认为，许多种不同礼节和教义的
基督教教会对耶稣基督的束缚，如同把耶稣基
督打入箱子。传教士或牧师们拉着这个箱子到
处旅行；基督徒被箱子束缚，变得很形式。有

些基督徒根本不爱主，却指教他人爱主。传教
士们只是把教义念给他人听，而不管自己是否
领会，他们很机械地做着教会的工作。作者同
时代的某些西方传教士还存在着白色人种的优
越感，这样的基督徒是作者不喜欢的，也是辜
鸿铭所批判的。
	 作者对耶稣基督本身的追求，使他远离基
督教会，他的名字没有登记在任何一个教会的
教友名册上。作者是超脱教会而信奉耶稣的，
他把耶稣基督看作美的化身，力图突破各个教
会对耶稣基督自身的种种释解，在心灵上努力
与耶稣亲近。
	 作者也意识到，寻求耶稣基督信仰的人，
在信仰开始时很难有人为了教义而信，他们往
往被某位基督徒所感化，但也常因某些基督徒
的行为而远离基督。人是很现实的，他们多半
是通过身边的人来信靠耶稣基督，通过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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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来认识耶稣基督。
	 有些牧师常用愤怒的腔调来宣扬上帝愤
怒的惩罚，令他感到厌恶和局促不安，使他不
愿意再去教会。他曾从与谦卑温柔的基督徒交
谈中，获得重新做回基督徒的感觉。当作者五
十年之后与一位女基督徒重逢时，这位女基督
徒还能叫出作者的乳名，这令他再次感受到耶
稣基督的爱。他认为，耶稣基督这种“彼此相
爱”的教导，使“基督徒能够产生基督徒，而
基督教神学则不能”。
	 作者以自己的人生来写本书，我们能够从
他的思考和经历中，感受到耶稣基督，而不是
基督教会和基督神学，而这种感受是细腻和深
刻的。当基督教各个宗派在争论不休的时候，
作者厌烦这种争论，不去参与；但他的心却在
与耶稣基督努力相通，突破他人或教会对基督

的种种释解。
	 正如作者所讲的，在学院里学习莎士比亚
只能令人倒胃口，而真正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和
理解，是在课后的思考与追随当中。神学院里
无法培养真正的基督徒，基督徒只能是在生活
当中不断追随耶稣基督，用心去理解耶稣基督
的话。作者认为他在一生的追随和思考当中，
一直在心灵上与耶稣基督进行对话；这种对话
已经超脱种种形式上“箱子”里的羁绊束缚。
	 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追随思悟，应当如此苦
苦寻索，对其它的精神追逐，何尝不是如此？
比如在教育当中，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制
度，主张什么样的科研，这些都不能被具体的
制度和形式所羁绊。科研者是在寻找一种真实
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豁达自由，不就是耶稣
基督本身所在吗？

谭竣友

	 我相信，当我愈感恩，就愈喜乐平安；我
愈感恩，上帝的恩典也会愈多。当我觉得能力
不够时，每天早晨固定的灵修、读经和祷告，
可以让我从神那里得着智慧、能力，使我能与
人和平相处及学会服事别人，在任何时候都尽
力去做。有时我也会做错，有时我也会不知
道，但与属灵的好伙伴分享时，就会知道自己
也有盲点。感谢神赐我长者与教会的好姐妹，
让我在人生中有伴同行。我常会想起晓玉姐妹
的劝勉：“没事，凡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
得益处。”
	 是的神，我要单单仰赖祢，依靠祢，要住
在祢里面，让祢完全地充满我，我就有满足、
平安和喜乐，不会有害怕或担忧。因我知道祢
随时与我同在，祢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盘石、
是我的避难所，我希望在属灵的事上每天求智
慧，天天有所长进来讨祢喜悦。
	 我要不断地祷告，把它当作生活中每天该

做的事。我知道祷告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力量，
我深知道祢喜欢祢的儿女和祢沟通，向祢祈
求。只要合神祢的心意，祢必定成全。当我有
困难时向祢祷告，就得释放得轻省；当我快乐
时向祢赞美，就更加地快乐。何乐而不为呢？
	 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的一念之
差。就像12月29日星期六中午我去市场买东
西，在只剩一样没买的时候，我掉以轻心，结
果钱包就被偷了。由于还要办理一些后续的事
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被破坏，当天所有的计
划也中断了。若我当时小心一点，也许就不会
发生了。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的所行、所为、所言
都要警醒，小心谨慎，免得绊倒别人，或甚至
让那些会吼叫的狮子给吞吃了！我们要靠主活
出属神的生命，来见证赞美祂，因为神给我们
的，是丰丰富富的恩典。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
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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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如梭，转眼来奥地利已十多年了。回
想起来，人在他乡感慨万千！不过，这十几年
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冥冥之中有神保佑
	 我是北京人，又是祖国同龄人，生在护城
河边儿，在神路街长大。神路街北起东岳庙，
南头是日坛，东邻朝鲜使馆，我在神路街一住
就到半百。我小学上的是国际小学，中学上的
是女子中学，受到良好的教育。祖国刚解放时
百废待兴，居民住的是低矮破烂的平房。我记
得小时候睡的是炕，晴天躺在炕上，天黑了还
能看见星光，阴天下雨时，炕上总放几个大盆
小碗接雨水。街道上多半是凹凸不平的土路，
夜晚到处是灰暗的。
	 记得十四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我在同
学家写完作业，在回家的路上，没有路灯，走
到一个三岔口，我这面儿是三条胡同，对面是
一条大道。我从中间的胡同出来，迎面的大道
开过来一辆大卡车。由于自己痴傻无知，不会
看车的指示灯，总觉得汽车朝我开（车高我矮
天又黑，司机看不见我），我越躲，汽车越追
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踩到一块大石板，
石板上有许多沙子，把我给滑倒了。我坐在大
石板上，心想：完了，我要死了。然而车轮竟
然擦着我的脚跟过去了！对面有一位大妈目睹
了一切，车过之后，她放下自行车，过来看到
我安然无恙，惊叹说：“好险呀，吓死我了，
你没事太好了。孩子，快起来回家吧！”我现
在顿悟，冥冥当中是神在保佑我，才逃脱一
死。

感情遭变痛苦至极
	 1974年我结婚了，婚后有两个儿子。我
天天朝八夕五的上班、下班、回家照顾孩子，
两点一线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长大
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自己也到了不惑之
年。没想到此时婚姻起了变化，令我感情崩
溃！但是我心里想，我的全部青春年华都已经
投入在这个家了，还能怎么样呢？所以，即使
家庭不和，我还是随从中国传统嫁鸡随鸡、嫁
狗随狗的观念，没想过离婚。不过，我瞬间两
鬓斑白，经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日活在
回忆与不满当中；性情也变得暴躁，摔盆打
碗，痛苦至极。

	 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有
一个出国的机会，你爱人要想去，就给我回电
话。”我把这消息告诉爱人，他93年初就只身
一人去了奥地利，自那时起，我们两地分隔。
我是个死心眼的人，爱人走后，固执的我整天
郁郁寡欢，每天在家发呆生闷气，不想干什
么，觉得周围暗淡无光。突然有一天，好像老
天爷对我说：“人都离开了，你生气有谁知道
啊！为什么不走出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我
心里亮光一闪，觉得这话很对。从那以后我每
天早上去公园散步、练气功、打羽毛球，后来
又学会跳舞，还补习了成人高中以及会计培训
班等等。我真的心胸豁朗了，眼界开阔了，并
且广交朋友，自己也作了反思。

夫妻关系难以改善
	 97年丈夫来信告诉我，他的老板要帮
忙申请夫妻团聚，让我准备材料。我因为放
不下两个孩子，不想出国，不过还是把材料
递上去了，可惜迟迟不批。99年老二出国留
学，2001年老大结婚，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正好移民手续批下来，我就出国了。现在想想
这些经历，不是巧合，而是神的旨意、神的安
排。原来是神一直带领我，虽然我不认识祂，
可神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成就我、帮助我，只
是我全然不知。
	 出国前我也想好了，到国外一定要和丈夫
搞好关系，开始新的生活。当时我们已分开八
年，两人分别又增加许多个性和习惯。尤其是
我，变得不委曲求全、不顺从丈夫、敢于讲话
了。丈夫本来就较为大男人主义，喜欢掌控，
我不服，所以夫妻还是经常吵架。我很厌烦这
样的日子，总觉得夫妻间应该是恩恩爱爱、彼
此尊重、互相依赖、互相信靠的，可是我们做
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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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算什么，祢竟顾念他？”
	 我是谁，竟然可蒙祢这样奇妙而浩大的恩
典？
	 “万民在祂面前好像虚无，被祂看为不及
虚无，乃为虚空。”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
的，没有寻求我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
无用。”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
	 而我又是谁，竟可算为清洁？！这样污秽
不堪，竟然被祢算为圣洁，还可与祢相交？
	 “求祢不要审问仆人。”
	 “祢若究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
何其难测！祂的踪迹何其难寻！”	

	 祢的慈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连无穷的罪恶
都不能使祢将之收回，祢竟然愿意在我们还做
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竟然愿意以这样的方式
来为我们除罪，这是何等不可测度的大爱啊！
	
（小通告：关于我在2011年刊中发表的那篇文章，当中
有一些错误与不合圣经真理之处，在此向神认罪也向大
家表示歉意，请大家不必太注重里边的部分内容，愿神
以其大能保守属祂的人。蒙神所爱的，何等有福啊！）	

认识恩主生命改变
	 2003年陈伯母把我带到教会。教会的气
氛震撼了我，唱赞美诗歌时我总热泪盈眶，觉
得句句说到我的心里。从此我积极参加教会的
各项活动以及查经班，我爱上了教会。有一天
不知为什么，我仰脸痛哭了好长时间，把心里
的痛苦与愁烦统统卸在主的脚前之后，顿时觉
得痛快多了！当人最无助的时候，心灵就被神
所吸引，也容易向神敞开。2006年我决志信
主，心中充满平安喜乐，心情舒畅了，各种疾
病也慢慢见好。
	 2007年9月9日，我受洗了。我所经历的
一切绝非偶然，都有神的美意。神是无所不
知，无所不晓的。来到奥地利十多年，我最大
的收获就是认识主、信靠主。我现在不介意别
人怎么贬抑我，爱不爱我，有上帝爱我，上帝
看重我，就足够了。所有的一切全是上帝的恩
典，祂让我经历痛苦，为要使我得着最好的！
感谢上帝，祢应许给爱祢的人经历试炼后，必
得生命的冠冕；走过阴暗幽谷后，感受到重生
的喜悦。

怀念牧人学习榜样
	 十几年来，另外一个不能不提的收获，就
是朱牧师和朱师母。他们虽然离开我们去了希
腊，我还是时时想起他们。他们在维也纳华人
教会牧养了我们六年，帮助我们建堂、购堂，
使教会发展壮大；还帮我们聘请新的牧师，使
教会各项事工井井有条。
	 在我个人的经历上，朱师母也在许多方

面帮助我。我生病住院时，是师母第一个出现
在我的面前；我看病时，师母不辞辛苦地一次
次陪我做翻译；我每次回国探亲，返回维也纳
时，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也是师母。还有，他
们去别的国家时，只要有机会总是带着我这个
既不懂德语、又不懂英语的人一起去，让我感
到无比的温暖。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让我想她
呢？她离开维也纳，我心里好难过，甚至想找
他们去，然而又一想，他们是牧羊人，哪里需
要，就去哪里。我应该安心在维也纳的教会，
更好的服事主，这也是他们的希望。

走出阴霾为主而活
	 来到奥地利的十多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
折点，我找到了将来永远的去处。感谢主拣选
并怜悯我这个不配的罪人，感谢主赐给我莫大
的恩典。天父，祢天天赐给我们恩典，我们什
么时候能报答祢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我希望上帝能使用我，我愿意为主而活。
在国内有许多人还不认识主，不认识上帝，过
着平庸的生活，那里有许多传福音的机会，我
想把自己的感受做为见证讲给他们听，让大家
都无条件的信主，得到永远的生命。
	 摩西用四十年的时间带着以色列人走出
旷野，我用四十年的时间走出阴霾。神啊，是
祢把我带到了奥地利，带到了祢的家中来装备
我；我的心也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我要永
远追随祢，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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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内利
	 在纪念耶稣降生的季节里，让我们再思
想“以马内利”的意思。世人不知因罪与神隔
绝，以致心灵感到软弱空虚，需要超然力量的
帮助，就用金银铜铁、木石泥土，照人的形像
做受造之物的样式膜拜，自欺欺人！基督徒是
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唯一的救主。
	 世人的神，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敬而
远之的偶像，我们的神是爱、是创造宇宙万物
的天地的主、是与人同在使人得福的神。祂是
一位至高、至圣、至荣的创造者，降卑人间，
与卑微污秽、被祂拯救的罪人同在，这实在是
一件奇妙不可思议的事！
	 当我们因听福音，知道自己是罪人，愿悔
改归向神并接纳耶稣作救主的那一刻，神的灵
便进入我们心里，作得永生的凭据，我们即拥
有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人总是习惯凭自己肉体的“感官”来判断
事物的真实性，对属灵的事也盼望能摸得着、
看得见，才觉得它是真实的。信主之后，我们
未曾没有经历享受过祂的看顾、教导，也曾尝
过美善主恩的滋味，但我们容易轻忽或忘记，
不会常常仰赖祂，与祂同行。
	 有人在为自己祷告，或代人祈求的时候，
求神的同在，不认为也不觉得祂已经和我们同
在，所以需要祈求。主耶稣受难以前对门徒
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
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约十四16）
	 记得有一次李秀全牧师在我们教会证道的
时候，题目是“以马内利的再思”。他纠正司
会者在领祷时求神的同在，因为神已经在我们
中间了，不须再求。问题是：我们是否在灵里
与祂亲近，是否和祂同行、共话、尊祂为主？
有一首诗歌的歌词说：“让我们进入祢的同
在…”，我们应该求神帮助，学习过与神同在
的生活。
	 最近特别感到自己需要学习和神一起生活
的功课。想到彼得的教训，他吩咐我们：“要

分外殷勤学习，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彼后一5）。我们既然认定祂、尊崇祂、效
法祂、享受祂的恩慈，就要学习、操练，能适
应地、自然地、习惯地和祂一起生活。

	 令人惊讶的，我竟然发现自己曾在无意中
讲了不真实的言语，我也要留意自己的行为，
敏感地知道错谬的思想，努力完成不愿做的事
情，并提醒自己要时常儆醒。这样做不免感到
吃力，但却享受了祂同在的平安喜乐，感谢赞
美主！
	 有时神也会让我们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
不要以为有神同在就万事如意，在生活中会突
然发生一些意想不到、令人不安的事，为了让
人长进得益处。
	 由于自己的疏忽而丢了钱，心中不快，一
直挂念；除了自责，还耿耿于怀，但神教我不
要定睛在虚妄的钱财上（箴二十三5），要依
靠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提前六17）。祂不
是不知、不能保守我，而是教我以后行事小心
谨慎、放心跟随祂。我相信，因着爱，前面要
走的路、当学的功课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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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则退
	 临街窗前的一棵树栽子，一年又一年茁壮
地成长。春天枯枝发芽，夏季枝叶茂盛，黄叶
改变了秋色，白雪装饰了寒冬；周而复始，不
断成长高大，全是神的作为，也是神给与人的
一种启示。
	 ＊树的根是藏在地底下，我们生命的根也
必须藏在永生神的里面。
	 ＊人肉身的生命，从婴儿、孩童、少年、
青年、成年、老年，至终会结束、会朽坏。
	 ＊基督徒肉身的生命和世人一样，但属
灵的生命则不然，永远活着，并且不断更新成
长。保罗告诉我们：“不要丧胆，外体虽然毁
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林后四16）
	 ＊基督徒有不断成长的生命，不能停留在
某一个阶段，要不断学习、操练、受考验...。
	 ＊有一首诗歌＜成圣需用功夫＞，灵性增
长要下功夫，付代价。
	 魏牧师有一次讲到“基督徒的人生”时
说过：“基督徒有两个可能，一种是天天有挣
扎的，一种是自认为完全人的...	 ”。我的领悟
是：一个基督徒如果在生活中没有挣扎，觉得
不必再学习、求长进，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不
需要再学习了，那么他将成为一个灵性的“孩
童”，而不是在基督里的“新人”；学无止
境，谁能说他已经“够了”呢？
	 保罗已经到了“以认识主基督为至宝，
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晓得和祂受苦、效
法祂的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
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只有一件事，就
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	 ”的
地位，却还在继续不断追求、学习，何况我们
呢！
	 主耶稣到世上来，不但使我们认识神，也
给我们做人的榜样。祂幼年懂得“以神的事为
念”，也知道要“顺从父母”（路二49-51），
出来传道时，乐意照神的旨意行（诗四十8），
不凭自己说话行事（约八28-30），最后舍己
为世人赎罪，作成救恩。
	 感恩！赞美！我们拥有一位无比伟大、荣
耀、测不透的神！在祂里面有取之不尽、用之
不绝的丰盛宝藏，我们当用寻宝者、淘金者的
心态和精神去获得。让我们不断成长、丰盛生
命！

真伪自由
	 不记得在哪一本书上看过两句值得思考、
执信的真言：魔鬼的哲学是“任意而为”，神
的哲学是“遵命而言”。
	 魔鬼是神创造万物中首先背叛神的“罪
魁”，牠使人陷入罪中；若不是全能爱之神的
拯救，全人类将会和牠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
永远受苦。
	 魔鬼引诱人犯罪、堕落，牠就作了世界的
主；“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约壹五
19）。牠心里没有真理、不守真理，是说谎
者、也是说谎之人的父（约八44）。牠使人受
罪的捆绑、做罪的奴仆，并且用谎言欺骗人，
给人自由，让人任意而为，想做什么就做什
么。
	 人心里无神，目中无人，骄傲、自私、讹
诈、邪恶、贪婪、放荡不羁、活在罪中。但我
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23），它
的廉价自由，导致人走向灭亡的路。
	 有人认为作基督徒要受许多限制，不能作
这样那样，没有自由。其实神的律法是“全备
使人自由”的律法（雅一25），但要谨守遵行
才会得福。
	 我们住在奥国，遵守他们的律法。与犯
罪受罚的人相比，就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
不自由的意思了；守律法，就有自由，不守律
法，就失去自由。可见自由是有法则、有限
制，必须遵守的。火车不能出轨道，否则就
有“车祸”；人离开神，就不能做什么（约十
五5）。
	 耶稣说：“真理使你得自由”（约八32）；
祂就是真理（约十四6），是真理的化身，遵
守祂的道，就有生命、有自由。真理是自由的
轨道，受真理约束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神的律法是以祂的慈爱、公义制定的，是
为了保障人的生命、权益设立的；依从遵行祂
律法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祂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
（太十一30）。因祂的同在，我们享受平安
喜乐；将生命扎根在祂里面，就能不断成长、
结实、丰盛。因着爱，我们遵守祂的诫命，就
不觉得是难守的（约壹五3）。效法祂，祂的
轭、祂的担子不是难担的，是容易、轻省的；
是使人得释放、得自由的，感谢赞美主。阿
门！



	 在一年当中，若是日常生活没有遇上亲人
生老病死、没有意外碰到天灾人祸、没有机会
操办婚丧喜庆，再加上没有计划安排出门旅游
的话，往往就会觉得日子过得平淡无奇、乏善
可陈。

寻常生活
	 回想2012年，我们家从某个角度来看，
的确如此！吴牧师58岁、我56岁、小真20
岁。家里除了养两只小兔子，带来些许变化
外，其它的，没有新生儿、没有老人家、没有
生大病、没有人过世、没有遇天灾、没有遭人
祸，没有婚礼、没有丧礼、没有喜事、没有庆
典，也没有出游。
	 一年365天，除了礼拜天下午去参加主日
崇拜、每个月去载古爱玲姐妹来家里一起煮
菜、每三个月去看一次中医师、每半年去给牙
医师清牙、每一年去家庭医师那里作一次健康
检查，以及不定时去超市采买外，吴牧师和我
几乎是深居简出、足不出户。
	 我们每天的生活多半就是：早上8点起
床，晚上11点睡觉，白天按时吃三餐和水果，
两餐中间喝中药和金银花连翘茶，其它的时间
除了读经祷告外，我主要就是翻译书，吴牧师
主要是帮我看翻译稿以及批改Gordon-Conwell	

Semlink	 中文网络神学课程的学生作业，还有
看书、听古典音乐、看我转发给他的电子邮
件、上网看电子报、晚上看电视新闻和音乐节
目等等。
	 其实，生活中无大喜大悲、无起伏跌宕，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能平平安安地度日，本身
就是一种福气。只是，人往往要“遇到事情”
才会觉得有变化、有感触，看似寻常的规律生
活就不当一回事，不去细想神在其中所赐予的
恩典。这次当我换个角度来看已过的一年，发
现在寻常中竟然也有那么多可以拿来感恩的
事。

每日早起
	 单就吴牧师寻常的“每日早起”来说吧，
就是值得感恩的事！吴牧师是自2005年即小
脑萎缩发病、行动不便、提前退休在家的慢性
病人，经过这几年来的退化，已无法再承担任
何家务，至前年还能做的推助行车到邻近超市
购物也业已全面停摆。然而，他竟然连诱人在
温暖被窝睡至日上三竿的寒冬，都还有足够的
毅力、体力，躺在床上做完暖身运动后，8点
左右就起身，在巍颤迟缓的动作中，自行吃完
早餐、自理拉撒事宜、自助漱洗更衣，然后听
圣经、祷告，坐到书桌前帮我看翻译稿！
	 对我这个有“任务”在身，不得不起床
备餐、照顾小动物、完成每日工作进度的人而
言，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力量，使一个长期
带病在身、有充分理由赖床的人，能够每天
克服身体的软弱与桎梏，自己起身来积极面对
余下的人生？当然，他知道自己的退休金对全
家的经济生活很重要，他的陪伴对我们母女很
重要，他的襄助对我翻译书很重要；但在身体
的局限和受苦中，他也常常觉得“能够离世与
主同在，更是好得无比！”所以，吴牧师能够
在“早起”这种寻常的事上持之以恒，不能不
感谢神天天加添的体力、心力和灵力！

一般事务
	 再来说我寻常的“一般事务”吧，也是
值得感恩的事！由于吴牧师需要照顾，我就不
能任由自己爱睡多久、要吃不吃、想做不做。
就在这种“迫不得已”之下，我也跟着早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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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按时用餐、注意保健。几年下来，不
仅2005年的乳癌开刀至今没有留下后患，反
倒身强体健、精力充沛。另外，也因为需要独
力承担家务，不知不觉当中原本不会或不做的
事，都熟能生巧了。
	 吴牧师常在数算我一人照管的“七务”：
人务（吴牧师、小真、自己），产务（房子、
车子），财务（收支、账户），器务（户内外
家用品），活务（小兔子、花草、果树），文
务（收发邮件、与人联系），医务（饮食、健
康），回想起来，是啊，怎么都兼顾到了呢？
神给人的潜力竟然这么无穷，环境一逼，就都
发挥出来了！
	 不仅如此，我也因为生活有规律，而能
够在一年内翻译了华理克（Rick	 Warren）的
两本励志套书《破解人生难题》和《改变生命
大能》（已于2012年底由使者书房出版）、
蒲思瑞（Vern	 S.	 Poythress）的一本神学护教
书《圣经无误与世界观》，并审改润校了陈新
洁牧师的一本讲道集《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信
息》。所以，我能够井然有序地处理众多寻常
事务，又能在文字工作上有所成果，真的是要
感谢神天天给予的活力、智力和毅力！

亲子关系
	 至于我们与小真寻常的“亲子关系”吧，
更是值得感恩的事！小真于2011年从“维也
纳基督教学校”高中毕业以后，读了一学期美
国	 Liberty	 大学心理系的网络课程，自觉实在
难以持续之后，遂肄业专注在她既能发挥所长
又能从做中学的幼儿园工作上。由于不再有学
业压力，我们的亲子关系就少掉很多剑弩拔张
的场面。
	 吴牧师的三哥从台湾带来一本《三字经》
送给小真，鼓励她学写中文字，激起了她强烈
的学习动力。我就在她不上班的日子，用这本
书作为主要教材，加强她中文的读写；晚上和
她一起观赏韩国＜李蒜＞、＜同伊＞、＜拥抱
太阳的月亮＞、＜该隐与亚伯＞、＜爱在哈佛
＞，以及中国＜还珠格格＞等中文发音和字幕
的电视剧光盘。在寓教于乐及自然的交谈分享
当中，她不仅中文听说读写的程度更上一层
楼，我们的亲子关系也愈发增进。

	 她喜欢和我们谈论与奥国男友之间的交往
细节、与上班同事之间的相处关系、与学校孩
子之间的互动难题、与真神上帝之间的领会感
受。二十岁的她已不复有年幼时调皮捣蛋、年
少时青涩古怪的行径，但在逐步稳重成熟中，
却仍然保有那份纯真、善良、可爱的性情。所
以，我们能够在她人生的每个寻常转折阶段，
陪伴在旁、适时予以教诲、善尽为人父母的天
职，实在是要感谢神天天浇灌的爱心、耐心和
慧心。

教会生活
	 关于我们全家寻常的“教会生活”吧，还
是值得感恩的事！吴牧师于2006年提前退下
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牧会的工作后，我们主要
的事奉就转向翻译神学课程及基督教书籍的文
字工作上。由于时间和身体的限制，我们虽然
无法实际投入具体的教会事工，但还能稳定的
参加主日崇拜、固定的奉献金钱、在私祷中纪
念教会的人事、关心在职的传道人及少数主动
来找我们的弟兄姐妹。
	 小真在2009年底受洗后，就很乐意地参
与主日下午堂崇拜每个月至少两次的司琴事
奉，2013年一月份开始，也轮流参与在成立
不久的德语堂崇拜司琴事奉。所以，我们能够
在属灵的家中过着寻常的教会生活，各自尽上
一份力量，确实是要感谢神所赏赐的名份、福
份和天份。
	 的确，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度日，再平
淡的生活也会处处充满惊奇，再乏以称道的日
子也会有陈述不尽的美事。深愿在新的一年，
你我都能继续从寻常的生活中，体会神那不寻
常的恩典！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絶了
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
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髙
处。”我想，这必定是哈巴谷先知在受到重大
打击后，领悟出来的生命之道。
	
神人皆爱天之骄子
	 我从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母亲是极爱
主又有信心的人。从有记忆以来，我就是在教
会主日学里长大的，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幼儿园
或小学；礼拜天是主日，全家人除了我父亲之
外，都要去做礼拜。在我们家，功课不好没有
太大关系，但一定要学一样乐器，为得是以后
能服事神。
	 我也一直知道耶稣爱我，祂为我被钉十字
架、为我舍命；衪爱我、保守我；祂是管理宇
宙万物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是万王之王；
我是衪的寳贝、祂是我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什
么都不用惧怕。
	 由于功课不错，家境又优裕，处处顺利，
我便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甚至有几分优越感。
那时我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对人对神没
有真正的爱心。
	
五子登科喜上眉梢
	 1984年我从维也纳国立音乐院毕业，跌
破不少人的眼镜。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爱玩、
有一个女儿的餐馆老板娘，居然还有时间上
课、练琴！神的恩典让我有一个时时鼓励与支
持的母亲，以及有教无类循循善诱的好教授。
我虽然不是很用功，但还算是尽本份。
	 没有学习的压力之后，就在同年，我与
丈夫决定再开一家自己真正喜欢的餐馆。那时
我们也认识不少艺文界的人士，其中有人介绍
给我们一位极具创意的建筑师，设计了一家另
类的饭店。头半年乏人问津，因为看起来根本

不像饭店，除了一些艺术家们捧场，多半都是
穷光蛋，捧着一杯酒坐上整晚。我们努力设计
新菜，靠着老餐厅的财力支持，半年后声名远
播。
	 1985年儿子Timothy出生，我们真是高兴
极了，有儿有女、学业有成、婚姻美满、名利
双收。表面上好像有感恩之心，但内心深处却
渐渐骄傲起来。1990年初我妹妹从美国来渡
假，我还大言不惭的说，人生没什么难事，只
要尽心、努力、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就会成
功。

闻儿患病晴天霹雳
	 妹妹回美国的同一个月，儿子感冒发烧。
由于新搬家，我也想换一位新的小儿科医生，
便约好时间看医生。这位医生才看我儿子三分
钟，就严肃的对我说：“你的儿子得了不治之
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肉萎缩症！但请你们两星
期后到我的医院来，我会安排你的孩子做仔细
检查。”
	 我当时觉得脑袋轰的一声，这位医生有神
经病吗？我的儿子明明好好的，只不过是感冒
而已，他凭什么说这么残酷的话？望着他座位
后面一个黑铁铸成的十字架、他满头的白发、
我怀中的娇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幕情景！我
的美好世界崩溃了！
	 为什么是我的儿子？这么乖巧可爱、聪明
俊秀、粉装玉琢的一个孩子！他是我女儿出生
六年后才得到的孩子，是我们全家的宝贝啊！
那时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顶多娇弱一
点，那也是我娇宠的关系吧？四岁半了，老喜
欢人抱他。在儿童医院一连串的检查，验血、
查基因、肌肉穿刺后，痛心的结果出来了，儿
子患的是进行性肌肉萎缩症！

罕见疾病实难接受
	 这种病只有男孩会得，目前的统计是每六
千人中会有一人得此病，平均活到十七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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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家族遗传，但也有少数是基因突变，儿子
就是属于这种。最初的症状是大腿肌肉无力，
从坐到站或爬楼梯都特别吃力，小腿肚肌肉显
着的发达。幼儿时期完全看不出来，但越大就
越明显、越严重，一直到全身的肌肉都萎缩，
包括心臓在内。这种萎缩并非是不长肉了，而
是肌肉组织里缺少一种蛋白质，使肌肉无力；
而这种蛋白质是无法补充的。由于这是罕见疾
病，所以研究的也少，医生所给的药方就是：
爱他、爱他、爱他！
	 巨大的哀痛如排山倒海而来，我勉强照
顾两个孩子，忍着眼泪，不让他们感受我的悲
伤，但家里的气氛还是变了。丈夫有时间就去
教堂坐着，为儿子祈祷，我也整晚关在房里祈
祷，但那时的祷告常常只是喃喃自语，求神让
这一切只是一个恶梦，醒来就好了。
	 我完全不能接受，主不是爱我的吗？不是
从小就保守我脱离一切危险、凶恶，帮助我一
路顺利的吗？祂怎么可能把我放在如此的苦难
中？祂给我这么可爱的一対儿女，却要从我手
中取走吗？一般人看着儿女成长，我却要看着
他衰残！祂真的要拿走我的最爱吗？
	
遍寻名医远征他国
	 我把自己关闭起来，甚至不能和家人说
话。我対这个先前从未听过的病，展开搜索，
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与他们联络。我们找遍了
维也纳有关的医生，实在难以接受检查的结
果。后来经过哥哥在洛杉矶的安排，全家远征

UCLA的大学医院，又继续一连串的检查；母
亲在台湾的教会也为我们祷告，但结果还是令
人心碎！
	 我们去了好多趟伦敦的	 Hammersmiths医
院，找到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专家，看有什么
新发现，但也只是进入他们的记录，成为研究
的対象。在没有新发现以前，治愈的可能性是
零。
	 后来听友人说北京有一位教授专治肌肉
萎缩，并已有治愈的病例，在半信半疑下，联
络上这位医生，订了一个月的旅馆。女儿要上
课，丈夫要工作，我抱着儿子踏上未知的旅
程，在北京天天针灸、推拿，并吃许多中药和
一些不知名的药丸。整整一个月，人生地不
熟，又水土不服，儿子怀念他的学校、朋友，
更怀念我们的家人。
	 医生建议我们至少在那里待半年，我们也
看到一対从美国来的母子，比我们还惨。他们
不懂中文，必须找翻译，已经待了半年，孩子
的病情毫无起色，变得易怒爱哭。经过仔细思
想，我决定带儿子回维也纳，让他过一个有质
量的生活，并在维也纳找到两位很好的针灸医
生。感谢他们一年365天的治疗，多数还是免
费的。
	 针灸医生每天来给儿子插几十根针，他要
做运动，还要正常上学。这样坚持了一年，儿
子都黙黙的承受了下来。当年十二岁的他无比
的忍耐，常常令我心酸难过，恨不得自己能代
替他。



尝试偏方竟致受骗
	 我们带回来上百包的中薬，其中多数是说
不出名字的草薬，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一
只只干蜈蚣，每天熬煮，整个屋子都是臭味。
儿子一天要喝两次汤药，还要服三次他们自配
的、没有成分说明的秘方薬丸。
	 在北京时我们遇到一队荷兰的肌肉神经
科医生来访，他们也対治愈“进行性肌肉萎缩
症”的报告感兴趣，釆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
说，如果真能治愈，他们将在北京为这位医生
成立一个世界治疗中心，但必须仔细调查，也
会和我们联络。	
	 经荷兰医生的调查，发现药物内含大量有
害激素，不但対病情无益反倒有害。我们真是
难以相信，一个正式大医院的教授级医生，竟
然会在病患的痛苦上诈骗金钱，人心的险恶实
在难以测透！

接受事实神赐力量
	 这次经历以后，我们决定不再人云亦云寻
找偏方了。我们要安静下来等候神，而神也感
动并帮助我们接受事实，让孩子过一个平静快
乐的生活。在维也纳的儿童医院接受治疗，虽
然不能治愈，但能缓慢病情恶化。我们每天帮
他锻炼两个小时，尽量维持他原有的肌肉。
	 在一次圣餐礼拜时，我经历圣灵如一股热
流般贯穿全身，眼泪不能停止。我看到自己的
罪过、骄傲、自义，在彻底认罪悔改后，我感
受到全身的污秽洗涤一清，感谢主，我是一个
重生的基督徒了！神没有医治儿子的病，却改
变了我，给我一个新的生命，重建我的心灵。
我清楚的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祂的刚强在
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
	 我们的生活态度也改变了，每一天都是宝
贵的，神天天赐下能力，让我们面对每一天的
困难。信靠顺服，靠主喜乐；快乐的母亲才有
快乐的孩子！
	
动大手术坦对人生
	 我儿子从1990年发现有病到现在，从小
学、中学、到学士、硕士，从能走路、到坐轮

椅、到坐电动轮椅，从手不能举到身不能动，
他总孜孜不倦地尽他的本分，做研究、写报
告，甚至硕士论文还被出版商要求出版成书。
他安静温雅的过生活，没有抱怨、没有忿怒、
爱神爱人，神的爱与大能彰显在他身上。他
周围的同学、老师、看护、医生，都乐意帮助
他，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神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漫、常晴无雨，但
应许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祂与我们同在。2002年我儿子接受一次大
手术，要把两条钛金属条挷在脊椎上，从颈椎
到尾椎，手术长达十二小时，精密而危险，医
生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但为了固定脊椎不
至弯曲，为了保护肺部能呯吸顺畅，又看似非
做不可。
	 经过一年的祷告和身心灵的预备，我儿子
肯定了他自己将来要往哪里去，遂坦然接受手
术。虽然知道有可能回不来，他还是考完期末
考，交完所有的功课，才住进医院，这是他人
生的态度。

存活至今荣神益人
	 感谢教会许多弟兄姐妹为我儿子禁食祷
告，手术出乎意外的成功。医生本来建议十二
岁时该做的，但那时奥地利还没有这种技术，
必须要去德国	 Mannheim做，我们拖延，晚了
五年，心肺功能都差了，危险度也增高，但好
处是十七岁上身的发育已完成，手术后不至于
因身体的成长而产生疼痛。人会拖延，但神有
最好的时刻！
	 1990年作诊断的医生说，根据统计，患
这种进行性肌肉萎缩症的人，一般只能活到十
七岁。2002年我儿子接受脊椎手术时，开刀的
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时至2012年
手术后十年，二十七岁的他虽然身体不能动、
腿不能走、手不能抬、生活起居要人帮忙，但
能操作计算机、头脑灵活、积极进取、知识丰
富、幽默风趣、爱神爱人，他在我们家人的事
业上、精神上，都给了许多帮助与鼓励。
	 神的恩典，天天要数算，样样要数算，神
已把喜乐的人生赐给了我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
意。”（罗马书十二	2）

1.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为什么？
	 神不喜悦，因为这世界充满了罪恶（加拉太	
	 书一	4）。
※这个世界是短暂的（马太福音二十四		 35；	
	 启示录二十一	1）。
※这个世界，千变万化，讲究吃、穿、玩、	
	 地位、钱等等。基督徒不用追求这些，因	
	 为天父会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路加福音	
	 十二	29-30）。
※这个世界没有一定的道德标准，一直在
	 改变。比如：同性恋、男女在酒店开房等等。
	 	 ＊不要跟着世界的标准来改变自己！
	 	 ＊不要跟世界的潮流！你永远也跟不上！
	 	 ＊如果你的朋友要求你化妆/穿名牌才	
	 	 	 能做他/她的朋友，那我建议你为他/她	
	 	 	 祷告，最好少和这些人来往。提摩太后	
	 	 	 书二章22节告诉我们，该与什么样的朋	
	 	 	 友来往。
	 	 ＊我想对女孩子说：神造你们就是最美	
	 	 	 的！要增加自己的内在美！（箴言三十	
	 	 	 一	30）
	 	 ＊我想对男孩子说：你穿名牌，你也不是	
	 	 	 名人啊！男孩子要有知识、力气、责任	
	 	 	 心、乐于助人！力气不是用来打架，而	
	 	 	 是用来帮助需要的人！

	 该效法谁？
※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十一	29）。
※学习圣经。

2.心意更新而变化，认识神的善良，纯全与可	
	 喜悦的旨意。
	 靠自己？（以赛亚书五十三	6）
	 要靠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想法、价值	
	 观？
※更新我们（路加福音五	37-38）。
	 如何更新我们的心意，叫我们认识神的善	
	 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
※把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标准，因祂的话永不废	
	 去！（马可福音十三	31）
※遵行神的旨意，更新我们的生命！（诗篇一	
	 二八1；箴言十六	20）

总结：
	 ＊不要跟着世界改变！要学习基督耶稣的样	
	 	 式！
	 ＊把自己交给耶稣！让祂改变我们的生命！	
	 	 祂是主！
	 ＊多读圣经，一生有益！使我们得知主的心	
	 	 意，多做祂喜悦的事！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祂！归给主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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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禀性完美
	 耶稣基督在世传道满三年的时候，大祭司
和法利赛人派兵丁捉拿祂，结果空手而回。他
们汇报说：“从来没有像祂这样说话的”（约
七46），这些兵丁亲自听了基督的讲道，敬畏
之心油然而生。
	 耶稣禀性道德完美，圣洁公义，截然不同
于任何人或任何拉比。祂实在是神差来的一位
先知，惟独祂持有并显出证据，证明祂就是那
位应许要来到世上的弥赛亚。这些证据就是祂
本着自己十全十美的道德品质所成全的种种工
作，祂就是那位世上的弥赛亚。祂的讲话、祂
的事迹，以及祂的待人接物，都证实了祂的神
圣使命和职分（约一10-12，一14，七46；可
一22）。

耶稣的独特身分
	 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具有神人二
性，先知早已预言祂会来到世上。圣经旧约证
明祂比天使更加尊贵，从而表明了祂那荣耀的
神性（来一4、5、7、13）；因而祂是独一
无二的，超过古往今来的任何人物、先知和君
王。
	 1）“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
谕列祖”（来一1）。这位具有神人二性的耶稣
从诞生到祂的国度降临为止，成了神给这个失
丧的世界完整和最后的信息。在变象山上，神
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
祂！”（太十七5）
	 2）“又早已立祂为承受万有的”（来一2）。
耶稣是神所创造之整个宇宙的后嗣，所有重生
的信徒都会和祂同作后嗣（罗八17）。
	 3）“也曾借着祂创造诸世界”（来一2）。
耶稣（圣子）和圣父、圣灵一起创造了万物（约
一3），祂是先于一切而存在的造物主，意即祂
是神。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
的”（西一16）。
	 4）“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
的真像”（来一3）。耶稣是父神荣耀的显现，
将神完全的性格表露无遗；耶稣与圣父和圣灵
实质上是一体的（约十30）。

	 5）“常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
一3）。耶稣托住宇宙，统管一切受造之物，祂
是满有权柄的（太二十八18）。
	 6）“祂洗净了人的罪”（来一3）。耶稣
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除祂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
靠着得救”（徒四12）；祂担当了所有人的罪
（赛五十三1-5）。
	 7）“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来一3）。
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提前二
5），祂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
代求（来四14-16）。
	 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约八58），祂彻底公开了祂的神性（意即祂
是神人）；又说“我与父原为一”，承认了祂
就是那位“自有的”。祂在神的宇宙中是万物
的造物主，保罗说：“万有都是靠祂造的”（西
一16）。

耶稣的自我宣称
	 约翰福音中有好几个“我是”，耶稣在这
些地方自我宣称，祂是耶和华神、是自有永有
的。
	 1）“我就是生命的粮”（约六32-35）；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六35）
	 2）“我是世界的光”（约八12-20）；耶
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
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八
12）
	 3）“我就是羊的门”（约十7-10）；耶
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又说：“我就是
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
吃；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
盛。”（约十9、10）
	 4）“我是好牧人”（约十11-16）；耶稣
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十
11），又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
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约十14、15）
	 5）“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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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38-44）；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
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
话吗？”马大说：“主阿，是的，我信祢是基
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约
十一25-27）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
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耶稣举目望
天，说：“父啊，我感谢祢，因为祢已经听
我！我也知道祢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
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祢差了我来。”说
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
死人就出来了，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
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了（约十一40-44）。
	 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
十四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7）“我是葡萄树”（约十五1-8）；耶稣
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约十
五1）；“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
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十五5）；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
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
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
我的门徒了”（十五7、8）。	

耶稣的七个神迹
	 约翰福音只记载了七个神迹，却各有其见
证的要点，来告诉世人耶稣：
	 1）给人喜乐（约二1-11），在加利利的
迦拿的婚筵中，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变水为
酒”。
	 2）给人健康（约四46-54），耶稣治好
大臣的儿子，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
迹。
	 3）给人强壮（约五1-9），在毕士大池边
治好患病三十八年的瘫子。那天是安息日，耶
稣对犹太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
事”，耶稣在安息日治好被鬼附十八年的驼背
女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太十二8；可二28），
祂重怜恤、喜爱怜恤、不喜祭祀；耶稣教导安

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太十二7），安息日作善
事是可以的（太十二12）。
	 4）给人饱足（约六1-14），耶稣用五饼
二鱼给五千人吃饱。
	 5）给人平安（约六16-21），耶稣在海
面上行走，要门徒不要害怕。
	 6）给人光明（约九1-12），耶稣治好生
来瞎眼的人；祂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
上的光。”
	 7）给人生命（约十一1-46），耶稣使拉
撒路复活。
	 耶稣又表明祂超越质量、空间、时间、数
量、自然律、灾祸和死亡。约翰说明基督是“
道”，就是在太初存在、有神本质、为创造的
凭借、且成了肉身的那位。
	 基督又是弥赛亚，是历代盼望的救主；祂
是“人子”，将被举起而吸引万人；祂是神的
儿子，从父来、与父合一、并要归于父。
	 主耶稣基督是初又是终（启二十二13），
祂是历史的归结；如今祂说：“日期近了，我
必快来（启二十二10、12）。我们当如何战
兢预备，又当如何欢乐期盼说：“阿们，主耶
稣啊，我愿祢来！”（启二十二20）

“信耶稣是基督”的意义
	 耶稣是主、是基督、是神所立的（徒二36），
保罗也证明耶稣是基督（徒九22）。他在帖撒
罗尼加本着圣经与犹太人辩论，并讲解陈明基



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
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徒十七3）。
	 1）信耶稣是基督，等于信旧约一切有关
弥赛亚的预言和预表，都应验成就在耶稣身
上――包括弥赛亚的诞生、生活、工作、心
志、能力、受苦、复活、荣耀显现、降临、统
治等等。
	 2）信耶稣是基督，就是信圣父和圣灵为
耶稣所作之见证。
	 3）信耶稣是基督，就是接受主耶稣为自
己所作之见证，就是接受众圣徒为耶稣所作的
见证。
	 4）信耶稣是基督，等于信新旧约圣经具
有无可置疑之“灵感和启示”的神圣权威。
	 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
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七37、38）

如果时光倒流我要做什么
	 1）我要重新规划人生计划，倒空自己，
心存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基督耶稣的心
为心；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一生中最大的祝福。
爱是从神来的（约壹四7），因此，我们应当
彼此相爱，且爱人如己；遵行神所吩咐的两大
诫命：爱神和爱人如己。神就是爱，以心灵虔
诚和诚实敬拜神、亲近神，行事为人以主耶稣
基督为好榜样，坚持信心，背起十字架跟随基
督。
	 2）我要好好读圣经祷告，因为“圣经都
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

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三15-17）；这圣
经能使我们因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耶稣
也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林后十二9），当
我们迷失、软弱或遇到危难时，立刻转向祂，
向祂倾诉、祈求和感谢；主耶稣是恩典、能力
和支取力量的源泉。
	 3）我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常常喜乐，因为
主应许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
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
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
们的心怀意念。”（腓四6、7）当我们将所有
的重担卸在宝座前，一切交托给主，让主去管
理时，主所赐的圣灵引导以及平安就会来到，
我们的生命就有长远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
的意念和道路高过我们。
	 4）我要学习“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
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
我来得的奖赏”（腓三13）。尽管我们在坎
坎坷坷的人生曾经跌跌撞撞，尝尽各种滋味，
在这岁末要尽量忘了它，除去老我，重新再
出发。在新来的一年，好好安排时间，每天读
经、祷告、灵修，使属灵的生命长进。我们要
努力装备自己，作主耶稣基督使用的器皿，将
福音传扬给更多需要主耶稣基督的人。亲近神
就是作神的工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
耶稣基督），凡事都能作。”（腓四13）
	 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一切荣耀归给至高真
神！赞美主！

86参加欧洲姐妹灵修会有感
姜蔼勤

主内一家在地如同在天
	 2012年10月31日，我们维也纳教会一行
六人前往布达佩斯参加一个姐妹灵修会。这是
一个全欧洲范围的聚会，自2007年始每年一
次，今年是第六届也是第一次在匈牙利举办。
为了筹备这次大会，匈牙利几个不同教会的同
工们摒弃以往的隔阂和偏见，齐心协力，共同
操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内合一景象。哈利
路亚！

	 大会设在布市西北角山上的一家旅馆。
这里远离闹市，居高临下，周围除了森林并无
其它建筑物，真正是个灵修的好去处。本届有
来自十个国家约140名姐妹踊跃参加。由于是
姐妹聚会，所以所有服侍人员――从接站、
住宿安排、往返山上山下运送饮料水果、每餐
的分发、饭后收拾打扫倒垃圾…，到大会录音
摄像、敬拜时乐器伴奏等，全部都是由弟兄承
担。这些个平时在教会里总习惯于跑前顾后、



照应别人的姊妹们，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全方
位服务，受宠若惊之余，倍感舒心和温馨。深
切体会到主内一家，在地如在天。也由衷感谢
我们的主，在基督里，我们真是一家人！
	 大会的主要讲员是陈百加牧师（一位四个
孩子的妈妈，其先生也是牧师）。陈牧师在美
国从事神学教育多年，同时也致力于欧洲的宣
教培训、深度灵修等。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七
种影响灵命成长的情绪伤害”，陈牧师结合圣
经，教导我们如何依靠主来应对和化解日常碰
到的情绪和心理伤害，这对诸多在家庭矛盾中
最常被涉及、又最易纠缠不清的女性们颇有帮
助。

六位姐妹的体会和见证 
	 ※几天的培灵会，对灵性和个性有新的认
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它和自己的
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都有密切关
系。无论什么样的个性，都是老的自我。我就
是急脾气慢性格的人，在外人面前有所拘谨，
但在家人面前却无所顾忌，稍有不顺就暴跳如
雷；当时发泄了自己的脾气，却伤害了别人。
信主后自己也努力改正，但往往失败，搞得家
人不欢而散。
	 这次培灵会陈百加牧师特别宣讲操练习惯
改变个性的问题。对我的启发是：一定要依靠
神，靠自己是无法改变的；事发后，要尽力静
下心来，恳求天父赦免，靠耶稣得胜，这时神
的话语会缓缓流进心窝。要养成平时灵修的习
惯、多学习圣经、反复默想神的话；约翰福音
十五章7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
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
你们成就。”经过几次挣扎，灵命就会有新的
突破，我们会脱离吃奶的婴孩、渐渐成熟、多
结果子。传福音的最好见证就是：摆脱老我、
改变个性、让家人看出基督徒的新我！（陈玉
贵）

	 ※参加这次大会受益匪浅。牧师深入浅
出地讲解原生家庭的行为和习惯对下一代的影
响。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讲究几世
同堂，所以一代一代坏的习惯遗传下去，造成
很多伤害和痛苦。再一点就是：要学会真的饶
恕，要不断依靠主，要把别人对你的伤害交给
神来掌管；宽恕别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最后我深深体会到，人不仅要信主，也要有好
行为；也就是要有信心并在灵命上有所长进。
人的性格也能决定人的一生，所以要改变一切
影响灵命成长的坏脾气和不好的性格，才能更
好的服事主。（祁秀贞）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感触很
深。追求生命要依靠神，全部交托，耐心等待
从神来的帮助，脱离惧怕的捆绑。这次听了陈
百加牧师讲二十四小时与神亲近的方法就是：
主在我里面，我在主里面，与主面对面说话交
通；祷告是与主之间心灵的沟通。这使我猛然
惊醒！之前我一直不肯祷告，怕说错话，只是
默默的在心里思想，经过这次培灵会，知道祷
告是与神直接交通和联系；多祷告多有能力，
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诗篇三十
七篇3-4节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
在地上，以祂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
乐，祂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愿上帝引
导我，赐智慧聪明与我；我要感谢，我要赞
美，哈利路亚！（蔡香萍）

	 ※珍惜自己的家，更爱主的家！（吴玉琴）

	 ※找到我主的门，进入我主的心。
	 生命从内而长，改变生命像主。
	 得新生命带人，生命从主而来。
	 信心加上行动，求主给我自信！（陈小梅）

	 ※聚会中陈牧师曾多次比喻我们的右手代
表灵性，左手代表个性，要左右并进才好。就
是说，作基督徒不但灵性要增长，同时个性也
要改变。我很赞同。我们信主后往往会读经祷
告进步很快，可生活上旧习依旧，不但不造就
人，甚至会绊倒人。个性的改变真的很难，唯
有靠耶稣，“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
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
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只
有这样，灵命才能真的长进。
	 三天的聚会虽然不长，但是由于从平时
生活的缠累中完全脱离出来，能一无挂虑的专
心敬拜神、听讲道、祷告，并与主内姊妹们沟
通，那感觉真的不一样。盼望兄弟姐妹们都能
尽量抽出时间，分别为圣，多参加聚会。（姜
蔼勤）



87信心之路
刘祖云

	 信心之路，是我终其一生必修的功
课，它是漫长的路程，充满了喜怒哀乐忧与
喜。2012年是我回归神家中的第十三个年
头，这一年里，我清楚看到神在我身上做的改
变，虽然有很多功课要学习、要补做、要重
修，但心中却是平安又喜乐；我愿意更多放下
自己，完全交托给神！
	 重新进入职场及做白内障摘除手术，是我
今年两件特别的事，从中有许多的体会。

积极找工苦无结果
	 为了找工作，我每周上一、两个网站，
每次花两三个小时寻找工作机会，有适合的就
寄求职信，每周至少寄两封，一年多下来，对
职场的需求颇多了解，几乎可以做职业小中介
了。
	 我寄出的信大多会收到回复，内容不外
是：“谢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我们已经
有人选，或是您不合适。”在发出的一百六十
多封信中，有四个面谈，一个电话谈。其中两
个因我德文还不够而出局，两个因我不肯周末
上班而放弃，一个是前两个小时来电取消，因
为已经录用了合适的人选。这是我十八个月的
谋职成绩单！

蒙神怜悯重入职场
	 虽然知道一个即将退休又德文不足的外国
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极其渺小，我仍然认真
积极的找工作，凡是可以做的都去尝试了；日
子就在不知未来如何、周而复始地找工及被拒
中度过。然而，在这七百多个日子里，神借着
圣经，让我看到自己从前工作时，在态度上、
言语上的过犯，又让我看到“懒惰人叫差他的
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箴十26)	。
	 祂也让我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14-30节的
比喻看到，主人把家业交给三个不同才干的仆
人管理之后，三个人的做法及成果各不相同，
下场也不相同。我就好像那个恶仆，既无本
事、又不勤劳、又爱说长道短。
	 另有好几段经文也让我认识到：“从早干
活到晚上，是仆人的本份，何需邀功”(路十七
7-10)；“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
和先生一样，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路六40)；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
事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
尊重他”(约十二26)。
	 我一而再地受责备，一次次地认罪，结
果，因着神的怜悯，祂为我预备了一份合适的
工作、一位很好的老板；而更让我感谢的是，
这份工作不影响到我最在乎的一件事，就是能
够参与主日的敬拜及服事。

调整心态重新出发
	 2012年虽然大半时间处于失业状态，但
由于这次失业前的工龄够长又按着规定报税，
让我可以领取为期较长的失业金。而也因着这
段日子的生活步调放慢，让我有更多时间亲近
神，属灵的生命有所成长。心态的调整与失业
将近两年重新出发，时间配合得这么巧，岂不
是神的作为！我早已学会不再为日用饮食担忧
神的供给，现在祂又赐给我一个或许可以维持
到退休的稳定工作，实在是要感谢神加倍的恩
典。

眼睛手术体会被爱
	 常久以来，我的视力一直是个隐忧。随
着年龄的增长，近视与老花同步并进，虽未访
遍名医，但因不愿做小白鼠，只好接受“体质
遗传”的判决，打算要学习盲人点字。祸不
单行的是，除了近视、老花，白内障也来凑热
闹。2011年8月，医生就建议我做白内障摘
除手术，当时心中存有许多疑问及害怕，拖到
2012年5月视力又减退，已到非动手术不可的
程度，遂于11月中旬在三天内先后做完两只眼
睛的手术。
	 手术的进行、手术后头两周的生活起居、
以及恢复期的保养，都是要解决的事。感谢
神，教会中许多弟兄姐妹伸出爱心的手，为我
准备丰富的食物、陪同我往返于医院家里，
让平日习于凡事自行解决的我，虽然相当不习
惯，但从他们为我付出的时间、金钱和心思，
真的感受到浓浓的被爱。

眼睛明亮深感震憾
	 由于现代医学科技的进步，摘除白内障已
经是稀松平常、成功率极高的手术。我的手术



很成功，术后检查过我眼睛的每位医生，无论
是医院或眼科诊所的排班医生、或我的两位眼
科及光学主治医生，都称赞手术做得很棒；恢
复期间各种的不适，也随着时间及保养，慢慢
减少，假以时日，大脑就会透过神经向全身发
出接纳“另类”的讯号。
	 第一只眼在术后次日回医院复检、取掉纱
布及眼罩后，我的“眼睛就明亮了”，真是看
得一清二楚！四十多年来的近视眼生涯，已经
让我忘记不戴眼镜看得清楚是什么感觉，甚至
戴着眼镜也未曾看得如此光亮过，我好高兴好
兴奋！第二只眼睛取掉纱布后的惊喜已不如第
一只，但对两眼能够同时看、又看得清楚，快
乐的心情仍是难以形容！
	 我现在能够明白，当主耶稣问巴底买：“要
我为你做什么”时，他很快、很坚决的说:“要能
看见”的原因何在；我也能够了解，何以巴底
买在能看见后，“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
神”(可十46-52；路十八43)。在这之中我不
会忘记的是：我的心被震憾，我的灵被摸着，
我被改变了！

因祸得福岂是偶然
	 神创造万有，管理维护所造之物，对万物
都有计划，从前如此、现在如是、以后亦然；
我是祂所造的万有之一，祂对我一生有计划。
我曾经想过：到底神对我有什么计划，会进行
到什么地步？看看自己的光景：对神的认识更
多，生命不断被更新，继续有服事，直到身体
衰败，这大概就是我的结果吧？
	 眼睛再见光明，使我可以继续看书读圣
经、可以游泳、可以不用再戴高度近视眼镜、
可以做这、可以学那，我的生活将大大地因着
视力因祸得福的改善而更加便利，我的世界更
宽广了，我的日子将更好过了！
	 然而，仅仅如此而已吗？我发现，因着
神的介入，我的生活和生命被主救赎出黑暗之
后，进入成圣的地步，灵魂体还可以达到更
高、更往上的境界，突破人的三度空间，有神
儿子的生命，成为完全。这是真的，是可信
的！缠绕在身体四周那些一成不变、死气沉沉
的铁丝，一圈一圈地松脱了，我可以自由自在
地飞翔。哇！好棒噢！多么惊喜！

	 每一件事都有神美善的心意，因着我的有
限和愚昧，无能明白。我原已满足于神丰厚的
恩典，但借着一刀，祂不仅使我眼睛光亮，更
让我的心眼明亮！神为我们预备的真是眼未曾
看过、耳未曾听过、心未曾想过，超乎我们所
求所想的。何等的恩典！舍己却更加宽阔，放
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愿意
放手跟着祂走，满足祂的心意。

神的话语安定我心
	 我在这个眼睛医治过程中，最大的担忧
是：不知道手术将如何进行？手术过程中，与
医护人员对话时能否明白？有状况时我能否正
确表达？
	 2012年11月16日的晨更灵修中，我按着
读经的进度，读到诗篇四十六篇。这是一篇颂
赞诗：“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
作为，...祂止息刀兵，直到地极；祂折弓、断
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
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
尊崇。”
	 这些话在脑中盘旋，提醒我当放下一切自
己的努力，因为那是既无能又无效的！我开始
赞美神，因祂所造的眼睛是多么美善、精细、
完全，无人能比；我感谢祂让医学界能够发现
祂创造的奥秘，让人对视力的恢复有一个补救
的机会；我感谢神让我有这样一个动手术的机
会！我当下就把结果交给神，相信祂既然未曾
丢弃过我，这次祂大能的膀臂仍旧会托住我，
即或不然，祂也一定会有完备的计划！

小小失误大得提醒
	 第二只眼的手术是11月19日早上七点，
前一晚因事晚睡，一早祷告后未读经就出门，
到了医院，才知手术取消改到下午，时间尚未
确定。我竟为此动气，还与小护士有点口角，
加上等候中的不适等等，人莫名地不安，到下
午手术时，精神紧张得无以复加，连从病房推
到手术室坐在椅子上都很紧张；前一次的经验
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使我更紧张。
	 或许也确实有点小失误吧，麻药不够，手



术将结束时，眼睛感到撕裂般的疼痛。我紧张
得快要不能控制身体，明知在手术过程中不应
该动，但下意识为了要保护自己，还是想要举
起手去抵挡医生，就这样两种意念来回拉扯。
我整个人好像被架空一般，身体如同被吹得饱
胀的气球，只要再加一点点压力就要爆破；这
种状态令我瘫软无力，气若游丝好似大限已
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求神救我能度过
这段时间；下手术台时人晕眩虚弱，推回观察
室全身一直发冷。
	 次日继续读诗篇四十八篇，我被震惊住
了。它岂是吹绉一池春水的和风，乃是加利利
湖上骤起的暴风！我看到自己没有坚持每日读
经，没有到神面前支取力量来面对重大事件；
看到自己对神话语认识的肤浅，只知支取安慰
的话语，却没能体会那更大更重要的，神作为
背后的心意（也就是，祂向人彰显独特的权能
与荣耀，祂与人同在的爱永不更改）；我也看
到了自己对神仍旧不够认真。

忘记主话考验失败
	 想到十月底和几位同工分享时，提到神
人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探望
他时，神人要王做两件事，一是开朝东的窗射
箭。王做了，神人向王说：“这是耶和华的得
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
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二是要他取几
枝箭来，打地。王取了来，打了三次，便止住
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
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
人三次。”这位以色列王没有彻底打败敌人的
决心，也缺乏对神的信心。
	 分享才隔一个月，我就重蹈王的覆辙，
我的信心何其小不说，慌乱之际我也背诵神的
话，但就是没有想起神才给我的话，任凭混乱
和恐惧胜过我。不论是健忘症加重或是心里慌
乱，三天前的经历还历历在目，我竟然忘了神
的话，以致考验失败，神的名让敌人羞辱了！
若非刻骨铭心的事，我真是改不掉这种漫不经
心的态度；认罪悔改是唯一我要做的。

回神家中蒙主善诱
	 早在重新回到神的家时，我已对自己走偏
的路，对自己过往人生观及价值观的错误，对
自己名不符实的基督徒生活向神认罪，我要重
新人生，以神的标准为依据。
	 神的话语在我重新开始晨更灵修的生活
时，给了我清楚的指引：“耶和华遇见他在旷
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
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
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搧展，接取雏鹰，背
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

外邦神与他同在。”	(申三十二10-12)	
	 神是信实的，在重新开始的岁月，每当我
向祂发出教导的请求时（其实不是我发出，乃
是神自己的引导），不论是大事小事，祂都耐
着心、量着我的能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
知识与经历并行，循循善诱。
	 浪子回家后，神借着历任牧者们的教导，
清除我层层的腐朽、陈垢；圣经读过多次后，
当我起了学习“敬畏神”的心，祂的话就清楚
地进入我的眼中和心里：“众弟子啊，你们当
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
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诗三十
四11-14)	

天父恩典日日更新
	 在一年当中，神借着各样的事，不断地
指出我的恶，接着藉由生病得医治的过程，直
捣“我对神不认真”的问题核心。因着天父的
怜悯与恩典，让我知罪、认罪、悔罪。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祂撕裂我们，
也必医治；祂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祂
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祂必使我们兴起，我们
就在祂面前得以存活(何六1-2)	”；“我们若认
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
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一9)	。
	 每一天能成为新的一天，乃是因为神是
我的神，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活神，
愿我的盘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
也愿帮助我经历神恩的诗篇四十六篇和四十八
篇，成为你行走信心之路的力量！

诗篇四十六篇1-11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
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匉訇翻腾，山虽
因海涨而战抖，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欢喜，这
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
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
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镕化。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
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祂
使地怎样荒凉。祂止息刀兵，直到地极，祂折
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
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四十八篇1-14节
	 “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



祂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
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
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
	 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
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兢
疼痛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神啊，祢用
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
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
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

	 神啊，我们在祢的殿中想念祢的慈爱，神
啊，祢受的赞美正与祢的名相称，直到地极！
祢的右手满了公义。因祢的判断，锡安山应当
欢喜，犹大的城邑（原文是女子）应当快乐。
	 你们当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
细看她的外郭，察看她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
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祂必作我
们引路的，直到死时。”

88在神恩典之中
邵乐燕

神逐步的赏赐							
		 1991年7月1日，我带着九万元的负债，
从中国温州到达意大利，在没有身份的情况
下，开始了我的欧洲生活。从单身女孩到现在
四口之家；从一无所有到样样都有；从孤独艰
苦的日子到幸福安稳的家庭，都是神的赏赐。
我们在罗马住了几年，生了女儿和儿子，然后
去西班牙开了两年的批发店，1998年来到维
也纳，至今已有十五年了。

跟着教会成长
	 感谢神让我从小就认识祂。从懂事以来，
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我每个星期都去教会听
道。在中国，我妈妈也会带我去探访，医病赶
鬼，所以我亲眼看过很多神迹奇事，自小就相
信主，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存在。每次我到一
个国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找教会，在维也纳我
是从中文报纸上找到二区的教会，也看到教会
从几十个人发展到现在买教堂，每星期有一两
百个大人和小孩来聚会；我的女儿和儿子也跟
着教会一起成长。

营业转负为稳
	 我们是1998年九月底开始在维也纳营
业，开头两年历尽艰辛，没有什么生意，有时
候一个月的总营业额还不够付房租和一位工人
的工资。不过，我们没有气馁，我先生和工人
天天跑外面寻找客源，我一个人在店里，虽然
语言不通，只会讲几句简单的德语，但就这样
一步一步慢慢熬过来，有了稳定的业务。

先生出入平安
	 我先生开车去意大利进货，每次来回大约
两千公里，在路上就要两天的时间，很辛苦。
我们在家里很担心，只有把一切的忧虑重担交
给神，求神保守他一路平安，逢凶化吉。虽然
到现在我先生还没有受洗归入主名，但我深深
知道，他在开车的路上肯定感受到神的保守和
同在。感谢神每一次都听我的祷告，让我们这
二十年来都平安喜乐，所以只要我们抓住神的
手不放，神就会看顾我们。

父母签证顺利
	 另外，我也想分享我父母申请奥地利签证
的事。他们第一次去上海签证就很顺利，拿到
了四年的居留，2003年5月就出国了；四年以
后，神保守他们又以很少的手续费，拿到十年
的居留卡。正如经上所说：“神为爱祂的人所
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
心也未曾想到的。”我的母亲如此爱主，神赐
的恩典就如此的大，我们一家都常在神的恩典
之中！



89我对祢的爱永不改变
刘阳

在不知不觉中，
已过去了三年。
花开花落，
告诉我渐渐远去的2009年。

2009年7月26日那一天，
现在回想起来，
仿佛是昨天。
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每当想起都感慨万千，
搅动了我感情的波澜。
因为在那一天，
我举起了右手，
打开了我的心门，
那一刻神圣又庄严。
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
我生命的主，
我把主耶稣放到我的心间。
从此，
我经历了上帝奇妙的恩典，
我的人生也有了重大的改变。

回首往事，
历历在眼前，
我曾经历了暴雨的摧残，
家破人亡举步维艰。
我曾在陌生的城市里，
孤独漂泊步履蹒跚。
主啊，
祢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马太福音十一28)

祢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行走，
必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八12）
可那时，
我被蛊惑蒙住了我的心，
被风沙眯住了我的眼，

对祢视而不见。
迷失在旷野之间，
饱经风寒。
当我还在黑暗里行走的时候，
祢用祢奇妙的手，
把我带到祢的施恩宝座前。
祢用祢的慈爱，
温暖了我那颗冰冷的心。
祢用葡萄汁，
擦亮了我的眼。
祢用宝血洗刷我的罪，
赐给我生命的灵，
在基督里成全。

主啊，
祢用圣灵浇灌迷失的我，
洁净我的心，
告诉我当走的路，
告诉我真理在哪一边。
从此，
我那荒芜的心有了生机，
心灵有了归属，
生活有了期盼。
我不再徘徊，
不再彷徨。
因为我心里有圣灵的光，
指引保护我，
朝着光明的方向。

今天，
我全心仰望祢，
依靠祢；
祢是我的阳光，
祢是我的雨露，
祢是我避风的港湾，
祢是我生命力量的源泉，
祢是我永生的期盼。

清晨，
我以祷告来到祢面前，
赞美祢的慈爱和恩典，
祢赐给我喜乐和平安。
是祢，
智慧的话语，
滋养引导我，

带我走过每一天。
我将一切事情交托与祢，
我坚信，
祢能为我承担。

祢知道，
我时常的软弱，
给我勇气和信念，
不离不弃，
伴我身边，
我天天与祢无话不谈。
人生路途遥远，
途中还有坷坷坎坎。
一路有祢相伴，
我不再害怕，
我不再孤单，
勇敢的向前。

今天，
我在上帝怀抱里，
在祢的恩典之下，
祢的荣光照耀着我，
吹散了我头上的阴霾，
为我撑起一片蓝天。
我的生活阳光明媚，
幸福、喜乐和平安。

主啊，
我是何等的卑微，
祢却赐给我丰盛的恩典。
我要用一生来传扬祢的圣名，
赞美祢的慈爱。
赞美祢浩瀚恩典，
我对祢的爱永不改变。
从今直到永远！



路加福音 第五章	 1耶稣站在革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祂，要听神
的道。2祂见有两只船湾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3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
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4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
处，下网打鱼。”5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
着什么。但依从祢的话，我就下网。”6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
鱼，网险些裂开，7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
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8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
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9他和一切同在
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10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
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
了。”11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刘良纯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
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祂是我的避
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
的。’”
	 亲爱的主，我就是认祢的话语、祢的应
许，走过了这二十一年信靠祢的道路。自从祢
走进我的生命，我就年年经历祢的恩典、月月
经历祢的看顾、日日经历祢的同在。祢领我渡
过了黑暗的幽谷、生命的破碎，带我进入可安
歇的溪水旁，走向光明之路，我的心充满着感
恩与赞美；“因祢耶和华藉着祢的作为叫我高
兴，我要因祢手的工作欢呼。”（诗九十二4）
	 记得，当我踏入维也纳这个美丽的城市
时，看到的不是美丽，而是布满乌云的天空，
过得是黑暗的日子。我一心向往合家团聚、美
满的生活，但这个希望却破灭了。那时我心痛
得难以忍受，日日夜夜以泪洗面，唯一所想
的，就是结束生命。
	 但在我没有任何盼望、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时，祢差派如同天使般的姊妹来到我身旁，天
天陪我度过难以忍受的日子，并将祢的生命之
道传给我。主啊，那时我真不知道祢是用了什
么大能耐，让我这个垂死挣扎的人起死回生。
祢就这样悄悄地进入了我的心中，让我开口承
认耶稣祢是我的主，就因着这一句话，祢改写
了我的人生！					
	 在受洗的那天，祢带我进入了祢的同在，
让我看到地球是何等的渺小，人在地球上看都
看不见，那么，我心中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
呢？祢就是用这奇妙的启示，打开了我的心和
我的眼。祢将我拥入祢的怀抱，用自己的羽毛
遮蔽我，我就投靠在主祢的翅膀底下。
	 祢对我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致蒙
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致受辱。你必忘记
幼年的羞愧，不再记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
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祂的名。救
赎你的是以色列的胜者；祂必称为全地的神。
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
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祢神所说的！我离
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
气涨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
爱怜恤你。”
	 从此，祢天天以祢的话语安慰我，我的心
天天思念祢。主啊，如果我没有祢，我真的不
知道如何度日。祢常常以祢自己来代替我的软

弱、背负我的重担和艰辛。
	 祢知道孩子在祢里面的生命是弱小的，
道路走得并非平坦，就连孩子在为生存忙碌，
没有将自己心中想做的常常带到祢面前祷告、
寻求，就自作主张地做下去时，祢的眼目也没
有离开过我。在孩子成功之时，祢知道我远离
祢，心中起了贪恋世界之心，你为了拯救我、
阻止我，一时间拿走了我几年所赚取的几乎全
部，亲手使我走入绝境。
	 因着祢没有离开孩子，祢赐给我省思的
灵，使我不得不在祢面前默然无语、检查自
己。我在祢面前承认内心的过犯和一切不讨祢
喜悦的事，专心仰望祢、信靠祢、感谢祢的拯
救。因着我有了正确的心态，祢就在我的绝境
中为我开了一扇门，成就了一般人看来不能成
的事。

	 我没有能力、没有经济基础，但因着祢
的信实，使我有了着落。虽然日子过得非常艰
辛，但我知道，这是出于祢，祢有祢的美意。
在这过程中，祢磨练我的意志，使我知道怎样
依靠祢、怎样与祢亲近、怎样体会祢的心意，
也学习如何像祢爱世人一样，去爱我的客人和
周边的人。
	 祢也使孩子学会不再看人，而是单单仰望
信靠祢。祢去除了我高傲、瞧不起人的恶心，
彻底改变我从来不知节约的习惯，也让我知道
如何对待处在困境中有需要的人。
	 因着孩子的依靠和寻求，祢也在我做生意
的事上不断伴随着孩子。当我的心和眼目不放
在世上的一切时，祢让我甘心乐意地放下手中
所做的生意，不但毫无亏损，反倒赐给我极大
的丰盛，超乎孩子所求所想，使我再次经历祢
的信实何其广大。为此，“我的心要称颂耶和
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祂的名，我的心要
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我要
一生一世住在祢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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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靠近阿尔卑斯山地区，全国人民
爱好音乐，每逢圣诞节期间，在崇山峻岭、树
木参天的乡村和小镇，到处吟唱和弹奏圣诞歌
曲，弥漫着安详宁静的气氛。

平安夜歌曲的起源
	 1818年圣诞节前夕，阿尔比斯山下的欧
本小村（Oberndorf），约瑟夫.穆尔（Josaph	
Mohr）牧师发现教堂的风琴损坏，弹不出声
音来，不禁焦急万分。在回家路上，俯视宁静
的山村，忽然想起圣经上记载耶稣诞生时，
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后，高声颂歌。他触景生
情，急忙返回家，将脑海中呈现的情景，写下
成了＜平安夜＞的歌词。翌日，穆尔牧师去找
好友，乡村音乐教师法兰兹.古律柏(Franz	Gru-
eber)，把歌词交给他，请他配曲。古律柏诵读
之后，也仿佛置身于耶稣诞生之夜的宁静祥和
中，兴奋地立即做了一曲配词，二人开始快乐
地吟唱，准备晚上圣诞聚会时可以表演。
	 圣诞夜的晚上全村男女老少齐聚教堂，
聆听他们二人用吉他伴奏高唱这首新曲子。简
单美妙的歌词与柔和的旋律，感动了所有在场
的听众，歌词优美充满了一种属天的安宁。这
首意境庄严的圣诞歌曲，渐渐流传到奥地利各
地，以后传到普鲁士，该国国王威廉四世听后
大加赞赏，下令把＜平安夜＞定为全国教堂圣
诞节必唱的歌曲。1839年这首英译的圣诞歌
曲由英国传进美国，不到几年，就普遍得到北
美人民的喜爱，以后又在南美洲和亚洲各国流
传。如果说它是世界上最美妙动人的歌曲之
一，应该没有人反对，它有67种不同语言和
105种不同版本的歌词。

平安夜歌曲的中译
	 中文的＜平安夜＞是由刘廷芳博士于
1933年翻译的。刘廷芳时任北京燕京大学宗
教学院院长，他译的圣歌不但保有作者原意，
且因他的国学素养，使歌词另有一种神韵，成
为一首美妙的诗词。中文诗歌本《普天颂赞》
中有一百三十多首诗歌是他所译；圣诞歌曲如
＜普世欢腾＞、＜小伯利恒＞、＜新生王歌＞
和＜齐来崇拜＞等，都是他的译作。

平安夜歌曲的访地
	 欧本村位于奥地利萨尔斯堡市北方二十公
里处，当年的教堂于1890年遭洪水破坏，水
灾过后该村迁往上游，并在教堂遗址上建造一
座“平安夜纪念小教堂”。旁边又建了一个博
物馆展示相应的历史文物，并出售CD与明信片
及特别设计的纪念邮票。这座小教堂全年吸引
各地访客前来参观。每年圣诞节前夕，教堂都
举行一场纪念弥撒，藉以尊荣＜平安夜＞的作
词者和作曲者。这时数以千计的访客，在白雪
纷飞的圣诞夜齐集教堂前的广场，用自己国家
的语言高唱＜平安夜＞，声彻云霄，场面蔚为
壮观。
	 数年前我俩由二女以慎开车前往欧本村访
问。这座白色的小教堂真是名符其实的狭小。
堂内只有48个座位，神坛左右各有一扇雕花玻
璃窗，墙壁上描绘穆尔和古律柏的画像，也画
上＜平安夜＞的曲谱，门口还有签名簿，密密
麻麻地记录来自全球各地访客的留言。我身处
其间，仿佛感受到词曲作者创作时那份虔诚的
心和纯净的灵，心里充满了平安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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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老爸：
	 你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12月4日是你的
忌日，可我身在异国他乡不能亲往给你老人家
追思，只能通过这一纸书信寄托我对你无尽的
思念……。
	 永远难忘去年年底，爸住院的时间，因为
当时我接了12月3日带领中国孩子参加联合国
义卖演出的任务，已经排练三个月时间，如果
我放弃马上回来，这次演出就黄了，我感觉不
好对联合国活动组织者和中文学校、学生及家
长交代，这一点我是随了你，对待工作和别人
都是极其讲信义和负责任的。
	 爸你知道的，我是多么多么的想你啊，真
想立刻飞回到你的身边伺候你，哪怕就几天，
也算最后尽了女儿的一点孝心，可是我没能回
来。我唯有能做的是每天为你向上帝祷告，保
佑你能好起来，天天打电话给家里问你的病
情，期望着听到你好转的消息。
	 你的体温也成了我心情晴雨表，哪天听说
你恢复了正常体温，我吃饭也有了胃口。不知
为你流过多少眼泪，在你生命最后的几天里，
我几乎不吃饭不睡觉为你祷告，你的洋女婿罗
伯特，也不时的为你祈祷，跟着我流泪，教会
里的兄弟姐妹也为我祷告，求主赐恩与我们！
	 爸，我相信我们父女是有感应的，尽管我
没在你的身旁，但你是知道的，当时你闺女真
是不得已，就在你清晨6点离开人世的时间，
奥地利时间凌晨1点，我感到心里极度不平安
和恐慌，起身给家里电话，当打到病房没人
接听的时候，如五雷轰顶般头都炸开了，我不
顾左邻右舍，不顾半夜三更，捶胸顿足嚎啕大
哭，爸，你真的走了吗？我再也看不见你了，
我没有爸了！当我颤抖的手又一次拨通哥电话
的时候，哥为了不使我过度悲伤，谎称你在急
救病房进行抢救，老山也说别着急，在监护病
房等着你呢，你外甥思远让护工小王配合说现
在姥爷正在特护病房抢救……。
	 家人善意的谎言，就像一支强心针，使我
这颗绝望的心又复活了，我想或许是我的感觉
错了，爸正在抢救，哥告诉过我医生说能坚持

到我5号到家。就这样我怀着悲伤和一线的希
望踏上了回国的舷梯，在飞机上我不停的想你
是不是能坚持到我们父女见最后一面，我不时
淌着泪在心里默默祷告，万能的主啊！祢无论
如何让我见上我父亲一面！
	 当我到了烟台机场，在等待提行李的时
候看到了在出口接我的老山和葛云、思远时，
我感到无比的绝望，仅存的一线希望顿时破灭
了，直觉告诉我，爸你已经走了，你等不到
我回来了……。车直奔着殡仪馆驶去，在大门
口看到哥和老家的人，悲痛的我扑到哥身上嚎
啕大哭，真是撕心裂肺的疼啊！当众人架着我
来到你的灵柩前，我用脸贴着你冰冷的脸，我
真的是肝肠寸断啊。上帝啊！为什么不让我们
父女见上一面啊？为什么要留给我终生的遗憾
哪！爸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们父女最后一面
是这样见的，这种锥心刺骨的疼痛，将使我终
生难忘……。直到现在我每当想你的时候，不
管在家或是在公交车上，就情不自禁满眼是
泪，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更是泪流满面……。
	 我是你唯一的、也是你最疼爱的闺女，小
时候在学习的问题上，一直是你的骄傲，经常
拿我来教育两个儿子。你经常为学习的事打兄
弟俩，而我唯独一次挨你打，是因为我学习到
深夜不听你的劝告，事后你很后悔，再也没有
打过我。
	 后来我下乡回来工作了，你经常出差给我
捎件时髦的衣服，满足我爱美的愿望。最让你
为我操心的事，是因为我不幸的婚姻，你和全
家给了我很多勇气和力量。在我停了生意又没
工作的时候，你经常和我说：“不用担心，只
要有我和你妈在，你就有饭吃，我养活你！”
你和家人成为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和靠山，多少
次和你诉说我那些烦心的破事，你总能鼓励并
给我一些建议，使我度过了八年的难关，也让
我体会了什么是父爱如山！	
	 三个孩子当中，我的为人处世方式和工
作能力是最随你的。但我有时脾气急躁也随了
你，我从妈身上继承了她心地善良、宽宏大量
不记仇的品格，这也使我能从人生的低谷一步

92写给老爸的信
刘永莉



步走出来。记得前年我结婚前问过你，我和罗
伯特结婚好不好，要是我去奥地利了行不行？
尽管你脑子和语言不好使，可你却对我说：“好
啊，怎么不好，你过得好就好！”爸，我告诉
你，这个外国女婿真是个老实本分的好人，现
在我在奥地利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虽然没有
荣华富贵，但每天有平安。
	 我知道你最挂念俺妈，你们相濡以沫五十
七载，尤其是晚年你和妈是形影不离的老伴。
你生病后，妈是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你，每日
每夜为你喂药、量体温、还要照顾大小便，晚
上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她就是你的护工和护
士，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爸你真的很有福
气，这个世界难找像我妈这样的老太太。
	 我知道你是很不舍得离开妈和我们，你
是那么热爱生活，爱我们的家。记得你生病后
有一天在门口溜达，你笑呵呵对我说，我现在
感觉真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点烦恼都没
有。我和妈说真是感谢神，神是多么奇妙啊！
在你被诊断得了癌症的同时，让你患上老年健
忘痴呆症，一半清醒一半糊涂，不然以你精明
的头脑和急躁的脾气，是不利于治疗和康复
的，更别说乐观快乐的又生活了三年。
	 神拯救人都是用祂自己的办法，是我们不
能想象的。2008年底你在医院病重的时候，
妈和我在病床前教你祷告，祈求神拯救，你用
微弱的声音呼喊：“上帝祢救救我吧，让我病
好回家吧！”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神迹真的
出现了！你得以死而复生回到家中。虽然你最
终没有受洗，但事实上你是接受了基督耶稣为
救主的，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基督徒，妈、思远
和我。
	 你也蒙受了来自主耶稣的厚爱，你没有
遭遇像其它癌症病人疼痛的折磨缠绕。在你去
世的前两天，思远不断地为你祷告和向你传福
音，告诉你生命的终点便是新生的开始。你没
有恐惧和害怕，所以你走得那么安详，你的灵
将在神的国得到永生，你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
中！
	 爸，我要告诉你，自你走后，全家人是
多么想念你！但是我们没有被悲伤压倒，因为
我们知道，你有多疼爱妈和儿女，你很希望妈
和我们都能健康快乐的生活。多少年来你为咱
家奔波操劳，离休后又干到七十岁，一辈子勤
勤俭俭，从不舍得为自己花钱。你把儿女养大
又帮我们拉扯下一代，把家当成儿女子孙的饭
店，高兴儿女们吃你的用你的。你的吝啬只对
自己，而对所有的亲人朋友，都是慷慨解囊，
无私相助。
	 你甚至叮嘱妈，等你走后如果老家来人，
一定替他们买好回程车票，俺妈都是按你的嘱
托做的。你是那么爱攒钱，可你攒钱都是为了

俺妈在你身后能有足够的钱花。爸，你放心
吧！不管妈有没有钱，她都一定能生活得健康
喜乐，因为她是基督徒，她用最好的心态对待
自己和家人。
	 按照你的愿望，妈现在住在俺哥家里，俺
哥嫂还有你宝贝孙女虫虫，是那么的孝顺，尤
其每天让她喜乐的是，重孙女雯雯成了妈的开
心果，她现在已经一周岁了，长得可爱极了，
就是小时候的虫虫。老山和葛云、思远也经常
去哥家看望妈，老山和葛云的小店也是像往常
一样，维持着他们的生活。斌斌和我经常给俺
妈打电话，四叔和婶还有小姑他们经常联络，
并在你走后来看望俺妈。

	 咱们一家人一如既往的相亲相爱，尤其是
俺哥不愧为咱刘家的长子，现在他顶替了你，
成了我们家的顶梁柱，不管是咱自己家的事和
亲戚们的联络，都做得步步到位。我哥带我们
已经给你老人家在西陵园买了一块双人墓地，
很好的风景，墓碑很气派也不太贵，知道你不
喜欢太铺张，等合适的时间安排你入住那里。
老山房子过户手续都办好了，最近给斌斌在济
南买房子，俺哥和嫂倾其所有存款支持，我也
不例外，有多少出多少。我还有个愿望，等明
年春天想让全家人都来奥地利旅游一次，尤其
是俺妈让她看看欧洲是什么样，她如果愿意可
以在我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孙女婿潘伟过了年就回来团聚了，虫虫马
上又开始新的工作了，虫虫不走了，最高兴的
是俺妈。斌斌工作稳定，等房子弄好就开始张
罗婚事了。思远的签证下来了，但愿他能如愿
在维也纳这里找个工作，我们母子也相互有个
照应。他春节前也登记结婚了，女孩一家人对
他很好，等过几年我就回中国了。
	 爸，你听到这些一定会高兴地连声说，
好！好！因为我知道你最开心全家人团结一
心，亲亲热热，永不分离！
	 爸，我知道你读得到我的信，也明白我的
心，我知道这是我纪念你最好的方式，你一定
感到安慰和喜悦！

永远想念你的闺女小莉



	 《罪人的遗书》出版于1999年，维也纳
华人基督教会于2011年才获得此书，当时朱
师母拿有此书，她还没有看，就推荐给我先
看。我花了一个星期时间读了这本书，读后我
有很多感受。
	 这是一本有关一位名叫陈进兴的罪犯，在
台湾狱中服刑期间接受福音，讲述自己一生，
并向上帝忏悔的书。以书中所讲，陈进兴不知
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他是父母无意所生，
母亲被父亲抛弃之后与继父成立家庭，家里先
后又有了四个弟弟。继父和母亲做酱菜生意，
无暇照看这么多孩子，就把陈进兴交给他的外
祖母照顾。在陈进兴的记忆中，他与外祖母相
依为命，一起生活。
	 外祖母眼睛不好，没有文化，陈进兴就无
人管教。但在社会上他总是要有所归属的，他
就结识了街上的混混。刚开始他伙同他人做些
偷盗，第一次因为偷一个水龙头被人发现，送
到警察局，遭受劳教。他人生自此有了转折，
之后多次出入少年管教所，直至成年后进了监
狱。
	 在管教所和监狱里，较多的空闲时间使他
练了一手好字。本书的手写底稿附在书的前面
几页，手写稿中的字体书写流畅工整。正如他
所讲，人们仅看他的字就难以相信他只有小学
水平，当然人们也想不到优美文字背后的陈进
兴还血债累累。
	 陈进兴在监狱里见多识广，开了眼界。监
狱也是一个“有样学样”的地方，陈进兴从狱
友当中学到更多犯罪技巧，很有犯罪心得，以
致于从一个小混混变成被帮派拉拢的对象。他
之前只是街头的小混混，在监狱里却找到后来
一起犯罪的同伙。
	 从少年管教所到监狱几进几出一二十年，
他出狱后已经三十多岁，找了一位小他十多岁
的女子成家结婚，两人很快有了两个儿子。他
们夫妻经营些生意，但陈进兴总是感觉钱来得

慢，钱不够花。他出狱后在与狱友的来往中，
几人又先后开始谋划操起绑架案，专找名人下
手。他们绑架过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并致使
白晓燕吃安眠药过多死亡。
	 陈进兴和他的狱友做了多起绑架议员和商
人的案件，并躲藏在阳明山上一段时间。他们
和警方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不断犯案。在流动
犯案中，他们强暴多名妇女。他的同伙在一家
美容所整容之后强奸杀害护士，并杀害整容师
夫妻。两名同伙在逃亡过程中，先后被击毙，
最后只剩陈进兴一人。他无意间闯进南非武官
家里，挟持武官一家，与警察对持开战。南非
武官一家都是基督徒，他们以耶稣基督的爱去
与陈进兴交谈，表现得异常镇静。陈进兴的家
人也来与陈进兴对话，最终陈进兴如泄气的皮
球，向警方缴械投降。
	 在南非武官的家里，陈进兴结识了耶稣
基督。书中记录当时陈进兴绑架武官一家的过
程，武官一家不停地祷告，并画个十字架给陈
进兴看。在陈进兴企图自杀时，武官一家劝阻
他。这影响到陈进兴后来在监狱里走向耶稣基
督。
	 陈进兴又一次入狱，黄明镇牧师和艺人孙
越多次去狱中探视他，这使他更进一步接近耶
稣基督，并在监狱里受洗。这本书就是由陈进
兴写出底稿，黄明镇牧师再作修改润饰，并对
一些问题多次与陈进兴沟通，书的前后还附有
黄明镇、孙越所作的序，以及南非大使夫人的
访谈录。
	 以陈进兴在书中所讲，书稿写出之后，如
果再让他写一次，他就难以写出来了，因为书
稿是他以耶稣基督的爱所写。这本书对引导罪
犯信主很有说服力，它就是为了预防犯罪和教
化罪犯而写。
	 如前文所讲，本书与更生团契黄明镇牧师
有很大关系，正是黄明镇牧师引领陈进兴进一
步认识主耶稣基督。黄明镇牧师是从台湾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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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大学毕业，他放弃优厚的工作去更生团契
服侍。他结合自己犯罪心理研究专长，以耶稣
基督的爱在监狱牧养罪犯。他借基督之爱拯救
许多罪犯，经他拯救的罪犯再犯率仅仅是3%，
远远低于没有信仰的罪犯56%再犯率。黄明镇
牧师有着“即使一百只羊的羊群里只有一只迷
失了，都要把它找回来”的信仰坚持。
	 陈进兴的例子恐怕不在少数，他犯罪经历
与家庭有很大关系。陈进兴家庭本来不幸，他
不知生父是谁，后来母亲改嫁，继父虽对他不
错，但父母还是忙于生意，对他缺乏照顾，把
他交给了外祖母照看。虽然外祖母对陈进兴比
较疼爱，但两代人毕竟还是有隔阂的，外祖母
代替不了父母的位置，以大陆现在的说法，早
年的陈进兴属于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
	 家庭缺乏关爱使陈进兴陷入罪恶，使他与
街头混混们结帮在一块。从学校打架械斗，到
社会上的敲诈勒索，以及到后来绑架杀人，陈
进兴陷入犯罪泥潭不能自拔。他与狱友之所以
在亡命之中多次犯案，强奸多名妇女，这与他
们心理上认为“杀一人是死，杀多人也是死”
的观念不无关系。在本书中，陈进兴自述多次
提到这个观念，他们把杀人、强奸看作游戏，
以此与警察玩起捉迷藏。
	 在十多年前中国大陆也出现过一位名叫杨
新海的“杀人狂”，从2000年到2003年间，
跨越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四省流窜作案，
杀害67人，强奸23人。他专选农村里没有围
墙、没有狗看门的农家作案。当时我老家街头
巷尾到处张贴着这个杀人狂的告示，人们议论
纷纷，城市农村都很紧张，真可谓全民动员防
范这个杀人狂了。
	 杨新海被抓之后，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
对他进行访谈，他讲了自己的杀人过程和心路
历程。他报复社会，内心里只有他自己，不管
他人如何。杨新海和陈进兴一样，都是杀了多
人，但不同的是，杨新海一直是一人作案。还

有，陈进兴在关押的两年多时间里，结识了耶
稣基督，人虽被枪毙，肉体已死，灵魂得到拯
救；而杨新海到死也认识不到自己的罪，他总
是把罪归给他人的错。
	 在台湾监狱里有牧师牧养罪犯，在中国
大陆，有这样的条件使杀人狂认识到自己的罪
吗？有什么可以使犯罪分子悔改呢？共产主
义、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教育能够改造罪犯
吗？“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只是个过程和伎
俩，最终不能从心理上使犯罪分子改邪归正。
许多罪犯出狱后不久，见勤劳致富比较慢，很
快会与狱友聚集又做出新案子来。估计也有许
多如杨新海一样的人，死在金钱铜臭的现实当
中，他们具有对累次犯罪已经麻木的“犯罪人
格”。
	 在现今的金钱社会里，罪无处不在；罪犯
有罪，狱卒也有罪，监狱里也是到处充斥着金
钱铜臭。如陈进兴所言，监狱里“有钱买生、
无钱判死”，他个人凭此信念在监狱里也是几
进几出；他把进出监狱当成儿戏，与狱卒们结
成同盟。
	 这个社会真是布下了金钱的天罗地网，
金钱关系无处不在，到处都有市场存在；钱权
也能交易，拿钱能买生死。金钱可以买人肉
体，但灵魂却是用金钱买卖不了的。在这个金
钱的社会里，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超脱金钱，深
入罪犯心里，使他们认罪悔改。在大陆，“杀
人狂”杨新海死得稀里糊涂；在台湾，陈进兴
却死得明明白白，他死在罪里，活在耶稣基督
里！



妈妈团契的延伸
	 记得刚有孩子的时候，心里就想：若是教
会能有一个妈妈团契就好，这样妈妈们可以在
一起交流育儿的经验，并可以一起来探讨如何
在主里教养孩童。这样的想法有向当时在教会
服侍的朱师母提出来。师母说：“是的，为这
件事好好祷告，并且要好好思想如何来组建这
个团契、使用怎样的教材、如何来带领、由谁
来带领。”在祷告和等待中，2012年3月起，
教会成立了夫妻团契，我也参加。
	 在参加了几次聚会后，渐渐发现“夫妻团
契”是我想象中“妈妈团契”的延伸和丰富。
在团契聚会时，我们成员会围绕魏牧师和师母
提出的主题来展开讨论，或说是分享一些各自
的感受。这些主题有时是关于教养孩童的，有
时是关于夫妻相处之道的。	
	 夫妻团契聚会有近一年的时间了，我们这
些年轻的夫妻能一起学习在真理中建立家庭、
教养孩童，这是何等的重要，又是何等的有
福！		
	 我心里十分的感谢神，差派魏牧师和师母
来到我们中间，亲自来带领这个团契。他们全
心的带领和服侍，真使我感受到神的信实和慈
爱。（杨莉）

新父母获益匪浅
	 感谢主，2010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当
最初的兴奋过去后，漫长的磨练生活就开始

了。从最初的吃喝拉撒睡到蹒跚学步、牙牙学
语，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和
所有刚为人父母的年青人一样，不懂就问。家
人、亲戚、同学、朋友、Google	 ...，虽然已经
便利到打个电话或者上个网就能马上找到很多
建议，但有时还是感觉漫无头绪。
				2012年3月的时候，听到教会新成立了一个
青年夫妻团契，我们就报名参加了。记得第一
次聚会时，魏牧师夫妇为大家准备一集关于夫
妻相处的幻灯片，看完之后很受触动。以前也
曾看过一些婚姻与家庭的书籍，但对基督徒的
婚姻还是缺少认识，这次在牧师讲解及大家探
讨后才体会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彼此相爱
与顺服是婚姻基础的含义。
	 在此后的团契生活中，每次魏师母都会事
先写信征求大家意见，确立主题，准备信息。
与会的弟兄姊妹也积极参与团契事物，各抒己
见，分享经历。大家在交通中既学习了经验、
开阔了思路，也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在
生活上和属灵上都获益匪浅，团契成了小家庭
彼此交流的纽带和平台。
	 青年夫妻团契到现在已聚会了十余次，除
了讲座，还组织了查经、聚餐等活动。不时有
新的家庭加入我们当中，团契也在主里逐渐成
长。我们期盼新的一年有更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把另一半带到教会来，用神的话语教导子女，
以基督为家庭之主。（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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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庭的大感恩
	 时光飞逝，十年前我来维也纳留学，十年
后我定居在这里。这期间我认识登锡、考入大
学、结婚、毕业、生女...，人生中很多大事都
在神的看顾、带领、保守和祝福中经过。感谢
神！
	 自从有了彩慧以后，主日我都是在婴儿室
和儿童主日学教室中渡过，没有了团契生活，
常常聊到的话题就是你的孩子...、我的孩子...，
确实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
	 我们家的生活节奏也都跟着女儿走，刚开
始说要来参加青年夫妻团契，感觉挺困难的。
孩子太小，吃饭、睡觉、甚至玩，都觉得很不
方便。团契时间她到处爬，什么都好奇，我们
一直要跟着她，又要小声不想影响他人...，每
次参加团契后都觉得很累。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慢慢适
应了，时间和节奏也比较会控制和掌握了，也
开始与其它的弟兄姐妹有了互动。彩慧一天天
长大，青年夫妻团契也随着时间，在摸索中成
长！还有好几位热心的姐妹在团契时间帮忙照
顾小孩，师母感恩节烤火鸡，大家一起庆祝生
日...。若不是出于神，事情怎么会这么美！感
谢主赐福我们！（李岩岩）

夫妻团契助成长
	 教会在这几年出现“多产”现象，是以
往所没有的，指的是，除了在成人方面人数的

成长外，婴儿出生率也真是历来少见。我的女
儿Rafaella也赶上这婴儿潮，而我也顺理成章
的晋升为人母，喜悦之外也多有新手妈妈的惶
恐。
	 所幸刚来到教会就职的魏牧师及师母看到
教会这方面的需要，很快就成立了夫妻团契。
借着这个团契，与初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认识
和相处，对我来说很重要；不只是在家庭、人
际、育儿等实际上的学习有帮助，更多时候是
喜欢大家一起在主里分享正在经历的事(很多时
候感同身受)。真的是要感谢魏师母在许多事上
的劬劳及牧师的相佐，也感谢他们所坚持的信
念：要教养孩童成为爱主爱人的基督徒，重要
的关键就在于父母!
	 我们每个月至少聚会一次，每次都是由师
母主持及预备，牧师也常在旁相佐。在这几次
聚会当中，我们除了分享各自的心得、见证与
经验之外，师母也为我们预备各样的餐点。个
性热情的师母厨艺非常好，煮得一手好菜(这也
是新手父母要学的)，她也为每次聚会准备不同
的主题，从如何育儿、至夫妻相处之道、到婆
媳关系等等，都是我们讨论交换意见的话题。
当然这个范围极广，可以讲的还很多，牧者的
爱心、耐心、用心，以及在主里的劬劳真是让
我感动。
	 师母常常苦口婆心地将她好的与不好的育
儿经验告诫我们，尤其是师母在许多不容易之
中，学习顺服神顺服人，欣然接受神量给她的
环境，这对我在学习婚姻生活方面也是个很好
的榜样。有时候我们无法改变人事物等环境，
但神常常借着这些，使我们在个性上有所改变
及成长。借此向他们说声谢谢!
	 我希望在未来有更多夫妻父母们，愿意来
参与及共同经营这个团契，使团契更加美好；
弟兄姐妹一起走这养儿育女的人生路程，在主
里成长，并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在主里茁壮美
好，荣神益人！祝各位家庭幸福健康美满，也
愿神继续看顾、保守、赐福维也纳华人基督教
会这个大家庭!（林懿嬅）



Ich komme aus einer christlich glaeubigen Familie. 
Meine Eltern pflegten es uns drei Kinder mit der 
Liebe des HERRN zu erziehen. So habe ich die Exis-
tenz Gottes nie in Frage gestellt.

Schon als 8jaehrige habe ich zu anderen Leuten 
gesagt: „Hey, du musst an Jesus glauben!”, jedoch 
ohne eine Ahnung zu haben wovon ich eigentlich 
redete.

Mein typisches Gebet im Schulalter war: „Lieber 
Gott, morgen habe ich eine Schularbeit, bitte hilf 
mir, dass ich eine gute Note hab.” Gott war eher 
ein Wunschkasten als mein Gott. Ich versuchte oft 
in der Bibel zu lesen, aber verstanden hab ich sogut 
wie nix. Sie war viele Jahre mehr eine Schlaflektue-
re als Gottes Wort fuer mich.

Mit dem Studienbeginn verliess ich das erste Mal 
das Elternhaus und wohnte anfangs in einem 
Studentenheim. Zwei Jahre spaeter kauften mir 
meine Eltern eine Wohnung in Wien. Ich bekam 
auch sonst alles was ich brauchte (oder auch nicht 
brauchte). Und obwohl ich „alles” hatte, so fehlte 
mir doch etwas, in meinem Herzen war es so leer.  

Immer oefter dachte ich ueber das Leben nach. Mit 
23 sprach ich ein ernstes Wort mit Gott. Von gan-
zem Herzen bat ich IHN mir zu zeigen, weshalb ich 
hier bin, wozu ich lebte usw. Waer doch egal, wenn 
ich von dieser Welt gehen wuerde. Ausser dass 
meine Familie schrecklich traurig waere, wuerde 
es keinen kuemmern. Und wozu die ganze Muehe, 
etc. So bat ich Gott immer wieder, mir den Sinn des 
Lebens zu zeigen.

Und tatsaechlich, der Hlg. Geist hatte schon zum 
Wirken begonnen:
Kurze Zeit darauf bekam mein aelterer Bruder Be-
such von seinem ehem. glaeubigen Schulprofessor. 
Dieser schenkte meinem Bruder das Buch „Jesus 
unser Schicksal”. Als ich das Buch sah, fingen meine 
Augen zum Leuchten an. Denn darin standen alle 
Antworten auf meine Fragen, gut erklaert, fuer An-
faenger eben. Ich wusste sofort, dass Gott meine 
Gebete erhoert hatte. Ich las das Buch innerhalb 
kuerzester Zeit fertig. 

Darauf hin begann ich wieder in der Bibel zu blaet-
tern, aber ich bat Gott um Hilfe, die Bibel zu verste-
hen. Und wow, Gott tat mir die Augen auf. Es war 
so, als waer ich vorher blind gewesen. Das Lesen 
in der Heiligen Schrift war auf einmal so klar. Das 
was drinnen steht ist sooo wahr. Ich hatte bis dato 
zwar noch niemanden umgebracht, aber ich lernte, 
dass wir Menschen dennoch voller Suenden (Neid, 
Habgier, Egoismus, etc.) sind, so erfuhr ich von der 
Bedeutung der Suendenvergebung. Ich fragte mich 
wieso ich nicht  schon frueher mein Leben Jesus 
uebergeben habe. 

Meine innere Leere war weg, Jesus nahm sie mir. 
Ich spuerte Jesu Frieden u. Gegenwart so stark, 
dass ich auf Wolke 7 schwebte. 
Phil. 4:7 „Und der Friede Gottes, der hoeher ist alle 
Vernunft bewahre eure Herzen und Sinne in JChr.“
Seine Liebe umgab mich.
1. Joh.:16 „....Gott ist Liebe, und wer in d. Liebe 
bleibt, der bleibt in Gott u. Gott in ihm.“
Mein Herz ging ueber vor Freude. Noch nie in mei-
nem Leben war ich soo gluecklich.
Psalm 23:3 „Er erquicket meine Se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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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ich fuehlte mich so frei, frei von aeusserlichen 
Einfluessen und Zwaengen. 
Gal. 5:1 „Zur Freiheit hat uns JChr. berufen.„
Ich uebergab IHM mein Leben, und Er schenkte mir 
ein Leben in Ueberfluss. 
Johannes 10:10 „Ich bin gekommen, damit sie Le-
ben haben und es in Überfluss haben.“   

Gott veraenderte nach und nach mein Denken, ja 
er fuellte meine Gedanken. Ich wollte Zeit mit Gott 
verbringen. So wurden Bibellesen und Beten zu 
meinem taeglichen Brot. Denn ER hat einfach viel 
mehr zu bieten als die Welt. 

Das Lernen fuer die Uni fiel mir leichter, die No-
ten besser, obwohl ich weniger dafuer aufwand, 
z.B. streberte ich sonntags nicht mehr fuer eine 
Pruefung, sondern ging zum Gottesdienst. Wenn 
meine Studienkollegen bessere Noten schrieben 
als ich, beneidete ich sie nicht mehr, sondern freu-
te mich fuer sie. Ich verglich mich nicht mehr mit 
den anderen, was manchmal anstrengend war. Ich 
musste mich nicht mehr anmalen (nichts gegen ein 
dezentes Make-up) oder Markenklamotten tragen, 
um mich schoener oder besser zu fuehlen. Gott 
liess mich wissen, dass er mich liebt, so wie ich bin. 
Ich konnte ich selbst sein. 

Und viele Inhalte der TV-Filme (deren Ziel es ist, 
die Gesellschaft zu demoralisieren und uns von 
den wesentlichen Dingen des Lebens abzulenken) 
interessierten mich immer weniger, sodass ich den 
Flimmerkasten heutzutage fast gar nicht mehr ein-
schalte. 

Ich war neugeboren, ein neues Leben hatte begon-
nen. Und mit der Taufe wurde ich auch offiziell ein 
Kind Gottes.

Natuerlich bedeutet dies nicht, dass seitdem al-
les glatt laeuft, dass ich keine Fehler mehr mache, 
oder dass es keine Probleme mehr gibt, aber ich 
gehe mit diesen anders um als frueher. Ich weiss, 
dass Gott alles in der Hand hat und bei mir ist. 
Durch „Krisensituationen” erlangt ein Kind Gottes 
schliesslich auch geistliches Wachstum.
(Anm.: Hebr. 12 sagt uns, dass Gott seine Kinder 
zuechtigt, sowie ein Vater den Sohn. Hebr. 12:11 
„Alle Züchtigung aber, wenn sie da ist, dünkt uns 
nicht Freude, sondern Traurigkeit zu sein; aber dar-
nach wird sie geben eine friedsame Frucht der Ge-
rechtigkeit denen, die dadurch geübt sind.“)

Und zu meinen Sorgen sagt Gott: „Sorgt Euch um 
nichts, sondern in allen Dingen lasst Eure Bitten in 
Gebet und Flehen mit Danksagung vor Gott kom-
men.” (Philipper 4:6)

Egal ob Uni, Job, Ehe oder Kinder, Gott liess mich 
nicht im Stich, sondern fuerhte mich durch Dick u. 
Duenn, und das tut er auch noch heute.

Allerdings bedeutet dies nicht, dass wir an dieser 
Welt haengen sollen, nein umgekehrt, denn wir 
leben nicht fuer immer auf dieser Welt, sondern 
nur voruebergehend. Deshalb soll unser Blick auf 
die Ewigkeit mit Gott gerichtet sein. Der Mensch 
kommt nackt und geht nackt. Und „Himmel und 
Erde werden vergehen; meine (Gottes) Worte aber 
werden nicht vergehen.“ (Markus 13:31)



2012年12月31日 
	 今天是2012年的最后一天，我早早
来到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参加除夕感恩
聚会。我非常感恩，因为今天有教会的
十位青少年愿意为活水团契准备爱宴。
分别有Paula、Simon、Anna、Anni、豪
俊、Steffi、Toni、Julian、凯伦和Jonah。他
们用爱心准备了寿司卷、沙拉作前餐，咖喱牛
肉、烤鸡翅膀、炒白菜和饭作主餐，还有美味
的甜点，分别是：西米露、提拉米苏和水果，
在水果拼盘中还雕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鸭子。
真用心！大家都带着感恩的心，吃得津津有
味。我真开心！

96感恩日记
干约拿



□	1.			你曾否骂人、打人、踢人、唾人、冤枉	
	 	过人？
□	2.			你曾否不孝敬父母，反而咒骂、恨恶、	
	 	厌烦、驱逐他们、不奉养他们？
□	3.			你说过谎话、欺骗过人，你的话语句句	
	 	皆诚实吗？
□	4.			你曾借钱、借房、借书、借衣、借物，	
	 	不愿归还原主吗？
□	5.			你是否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谁也看不	
	 	上眼、自夸、狂暴、毁谤别人、高抬自	
	 	己呢？
□	6.			你得了人的恩惠，是否感觉亏欠，还是	
	 	反而忘恩负义、卖主卖友呢？
□	7.			你曾否背后说人坏话、捏造是非、陷害	
	 	过人？
□	8.			你是否嫌贫爱富、眼光势利，向财主富	
	 	商特别谄媚奉承、表示殷勤呢？
□	9.			你有否贪过不义之财，将公家东西拿到	
	 	自己家去，公款变为私产呢？
□	10.	你曾有过营私舞弊、受贿贪赃、利用职	
	 	权、挪用公款、生利营商、饱满私囊吗？
□	11.	你所住所用所穿所吃，以及陈设家俱、	
	 	资产财物、经营外币，来路皆是正当的	
	 	吗？	
□	12.	你曾用过武力金钱，欺压抢夺平民穷	
	 	人、孤儿寡妇吗？
□	13.	你有恼怒愤恨、脾气暴躁、不发就受不	
	 	了吗？
□	14.	你曾作过假文凭、假证件、虚报人口、	
	 	冒领福利吗？
□	15.	你曾参加过扶乩、圆光、求仙、占卜、	
	 	测字、算命、相面、观兆，以及巫人医	
	 	病、破关、赶鬼、驱妖、走阴差等邪术	
	 	吗？
□	16.	你是否吃斋念佛、烧香画纸、敬奉偶	
	 	像、跪拜泥土石木金属纸质假神，以致	
	 	得罪真神呢？

□	17.	你是否嗜酒如命、猜拳狂饮、每饮必	
	 	醉，无酒便不能吃饭呢？
□	18.	你是否昼夜滥赌，沈醉在麻将、扑克、	
	 	牌九、轮盘各种赌桌上，或是靠着聚	
	 	赌，抽头维持生活呢？
□	19.	你是否吸烟成瘾，纸烟、水烟、旱烟、	
	 	斗烟、雪茄、鸦片，时刻不能离手？
□	20.	你曾否用过各种诡诈、欺骗、引诱、捏	
	 	造恶事，作成圈套陷害过人呢？
□	21.	你曾否行凶、动武、谋杀、刺杀、暗	
	 	杀、仇杀过人命，以及作过弃婴打胎等	
	 	事呢？
□	22.	你曾否咒骂怨恨过真神，时常怨天尤	
	 	人，侮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呢？
□	23.	你嫉妒别人名誉、地位、才干、美貌、	
	 	技能、升官发财、娇妻贵子、锦衣美	
	 	食、汽车洋房、娱乐享受吗？
□	24.	你曾否为着私人利益结成党派、造成势	
	 	力、争竞强夺、图增个人权益呢？
□	25.	你曾否怨恨、忌恨、仇恨、毒恨你的父	
	 	母、丈夫、妻子、姑嫂、公婆、长官、	
	 	亲友、同事与邻舍？
□	26.	你曾作过强盗、小偷、扒手、骗子、地	
	 	痞、流氓、土棍、土匪吗？
□	27.	你曾勾引、调戏过妇女，见妇女动过淫	
	 	念吗？
□	28.	你曾嫖妓、宿娼、男女姘合、诈取逼	
	 	婚、行过暗昧不可告人的事吗？
□	29.	你喜看淫乱小说、浪漫话剧、裸体照	
	 	片、淫污图画吗？
□	30.	你曾否遗弃发妻、发夫，再嫁再娶，过	
	 	着一妻数夫、一夫数妻的生活呢？
□	31.	你曾否有过婚前或婚外性关系，与有夫	
	 	之妇、有妇之夫犯过奸淫呢？
□	32.	你曾同性恋爱，男与男、女与女，行过	
	 	污秽的事吗？

信耶稣认罪事项
一、请你在安静中省察自己，看你在下面三十二种罪恶中，犯过哪几样：

二、如有上述罪过，就需救主耶稣才能赦免，才能与神和好。请即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跪在无
所不在的救主耶稣面前，放声祷告，认罪悔改，将你心、手、足、眼、口与思想中，所犯的一切
罪过，一样一样都具体承认出来。恳切求主耶稣赦免，求主宝血洗净。然后申明愿意从今立志悔
改，不再犯罪，从此作一个真诚的基督徒！

三、父神就必因耶稣替你受死，接受你的呼求，赦免你的罪过，与你和好。不但如此，必有神的
圣灵进入你的内心，作你得救的凭据，那时你就得到赦罪的平安与喜乐。圣经记着说：“凡求告
主名的，就必得救”(罗十13)；“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六37)；“我们若认自己的
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一9)。



为福音齐心努力
聚会时间表

聚    会  时    间   联 络 人  电   话 

主日崇拜早堂 每主日  09:30-11:00  魏光民牧师  0699/11306849 

Deutscher Gottesdienst Sonntag 09:30-11:00 Yap chi shan 0664/8512836  

主日崇拜午堂  每主日  15:30-17:00  魏光民牧师  0699/11306849 

少年,儿童主日学  每主日  09:30-11:00  古爱玲姐妹  0650/8095611 

成人主日学  第一,三主日 11:30-12:30            王萍萍姐妹 0699/19564504  

诗班练习  每主日    早堂或主日学后  谭竣友弟兄  0650/4905778 

葡萄树团契  第二,四主日   11:30-12:30  郑文飞姐妹  0660/8588688 

德语青少年Glow团契  第一,三周五  18:00-20:00  郑雪燕姐妹  0699/17170682 

家乡团契  第二,四主日  11:30-12:30  金薇薇姐妹  0699/19680547 

以琳团契  第二,四主日  17:30-19:00  高晓红姐妹  0699/11552420 

香柏团契  第二,四周二  19:30-21:00  张琪     姐妹  0699/17768686 

青年夫妇团契  不定期红日 13:00-15:00  曾静芬师母  0699/11306847 

喜乐团契  第二,四周三  09:30-11:30  徐娟     姐妹  0699/17282082 

周三祷告会  每周三       19:30-20:30  刘晓玉姐妹  0699/10773073 

和平团契  隔周四     15:30-17:00  林碎燕姐妹  0699/15535818 

周四祷告会  隔周四             19:30-20:30  叶苏珠姐妹  0699/17109887 

活水团契  每周六  18:45-21:00  李金泽弟兄  0699/11306847 

客家团契  最后的周六  16:30-18:00  古笑云姐妹  0699/18199222 

周六祷告会  每周六  09:30-10:30  古笑云姐妹  0699/18199222 

Horn 团契  第一周一  22:00-24:00  金宗柳姐妹  0681/20156981 

Graz  团契  第三周一  15:00-17:00  厉培芬姐妹  0699/17686888 

Leoben团契  第三周六  15:30-17:00  吴祥华姐妹  0699/11013101 

Salzburg团契  每周一  19:00-21:00  吴姮君姐妹  0676/9258598

 



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提供的照片,		如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理解与体谅!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
禱告、祈求和
感謝，		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							神。
神所賜出人意
外的平安，必
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
懷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