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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三十年了，多次想要去聖地，總是有事阻隔，去年得知有一個聖地考察團，要在今年的四月出發去聖地，我們有意參加，經詳細打聽後，得知該隊已額滿。不過主辦單位說，如果有足夠的人數，她們願意多組一隊，。經詢問，結果有四十多位本會及友會的弟兄姊妹願意參加，因此就組成了一團，準備三月初出發。忽然，在今年一月二十五曰，埃及發生政治暴動，團員中立刻有人緊張起來，詢問主辨單位要不要考慮取消。主辦人陳宏博牧師説：「在耶穌再來以前，中東的局勢就是這樣子了。」基於這句話，我們憑著信心踏上了聖地之旅。為期十七天。  在這十七天的行程中，早出晚歸，日以繼夜，真可說是人不停腳，馬不停蹄。所到之處，處處精彩，深感跟隨耶穌的腳蹤行的興奮。此行所到之處，都是深具意義。惟獨西乃聖山，挑戰最大。 在未成行之前聽人說，上西乃山有多困難。山高路遠，崎嶇難行。其中還有一段要騎駱駝上山。我的心瓣膜有點小毛病，兩個膝蓋又受過傷損，實必難以成行。但我意已決，不上西乃不罷休。  從凌晨一點半開始出發，由山底爬到山頂約花了三小時，上山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是騎駱駝，騎駱駝並不舒服，到了山頂等候觀日出，之後有一段美好的靈修時間，早上六點多日出之後，便開始從山頂走下山來，從動身上山到下到山底，總共花了七個小時。也有人花較短的時間或較長的時間，看各

人的情況而定。  從這一次爬西乃山，領悟了好幾件事： 一、有人謙讓 我們的隊伍中，我因心臟和腿部的問題，行路最慢，有人願意殿後，使我得以先行。後來發現，駱駝不夠，有七位沒能上山。他們的犧牲給了我機會，若不是他們願意讓步給我先走，我就沒有機會上山了。這種捨已為人的精神，可敬可佩。  二、上山不易 西乃山路不是舖平的柏油大道，乃是崎嶇的彎曲小路，當年摩西如何登山，令人敬佩。我們的上山隊伍凌晨一時半起行，先騎駱駝約兩個半小時，在半山有休息站，一部份人就停留在那兒，其餘的人再續行半小時至一小時不等，那些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半小時就爬上了山項，像我這把年紀，就要花上一個多小時才能爬上去。我能上去，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是因為我左手拄了枴杖，右手有一位年輕的弟兄摻扶着，才奮力登上聖山。上西乃山，是我從開始要去聖地考察就有的心願，總算心願達到。  三、人人有獎 西乃山是聖地考察的一部份，但因路途艱難，所以就有選擇： 1、在旅館清晨看日出並靈修敬拜。
2、騎駱駝後在半山看日出靈修敬拜。3、在山頂看日出敬拜。4、這第四項不在原計劃中，因為駱駝不夠用，有七位弟兄姐妹未能騎上駱駝上山，甚為失望。他們原打算一起步行上山，行了約半小時，有一位覺得頭暈，不能前行，其他六位不願讓他一人走回旅館，就陪伴他一起回去，這就成了第四組。  四組人所達到的高度不一樣，但是主辦單位在最後頒發登山證書時，不分高低，不分遠近，人人有獎，證書上寫的話是一樣的。這就如主耶穌所講的比喻，不論你幾時進入葡萄園作工，到了晚上，所發的工資都是一樣的。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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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在今年美國大選之前，我就準備寫一篇文章，題目是「不是經濟問題」。現在大選已過，這題目是否還適用？還有意義？我覺得有，所以就把它寫下來了。 如眾所周知，今年的大選是具有重大的歷史性意義，就參選的人來看，美國可能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或第一位最老的總統，  

Page 2 四、靈程高峯 這次本團有機會上西乃山的有十個人，有些人是選擇不上，有些人是因駱駝不敷應用而失去機會。有一位姊妹因失去良機深感遺憾，甚至抱怨。但也因此反思自己的靈程是否達到西乃高峯？這樣一想，發現更重要的是自己的靈性是否上了西乃山？不然，就算肉身爬上了山頂，心靈卻仍在萬丈低谷中又有何價？  五、向山舉目 當我們攀登上山頂時，我們所注目的是甚麼？是西乃山嗎？還是造西乃山的上帝？是人到山頂「我」爲峯？其不知在你以上還有上帝嗎？因此，上了山的人，沒有甚麼可誇的，沒能上山的，誠然可惜，也沒有甚麼遺憾，因為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們的眼睛要注目的，要仰望的，不是西

乃山，而是造天地的耶和華。正如詩人所說：「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乃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 121）。 
 結語 這次登山，發現有兩個最不能登山的人上了山，這兩個人都是身體有毛病的，照理是上不了山的，卻上去了，是因為有人在旁拖、拉、抬的把他們弄上去的。而滿有把握可以上山的人，有的因為沒有了駱駝可騎，有的因為生病，反而未能上山。由此可見，人的成、敗、得、失，都在乎上帝給的機會，個人沒有甚麼可得意的。有也好，沒有也好。順主命，能自安，乃是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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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個子不高，可用嬌小形容，但經常是一張笑盈盈的臉對人、對 神。真是滿有喜樂、恩慈、忍耐、謙和、良善的美德，這非溢美之辭，乃是實呈。 
 父親原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任職，中日戰爭開始不久，被委派在香港分公司，就在那裡與母親相識、相戀，也學會了粵語，並結為連理。由於目睹日人過於凶殘，父親遂投效空軍。母親亦成為軍眷，此後艱苦自不在話下。 
 我五歲時，父親至交明叔帶我出門逛大街，又吃、又喝、又玩，好快樂，但結果樂極生悲，我上吐下瀉不止。據母親描述，我被小鎮上陳外科醫院診斷為“急性腸胃炎”，當時陳醫生願意診治，但需要家屬簽字。祖父也掩面而泣，我是如何出生入死，全然不知。出院返家之後，只要一與母親上街遠遠看見三輪車上的陳醫生時，母親就會再次說他是我的救命醫生，絕不可忘記 !原來，我之前曾有兩個姐姐都在三歲時得了急性肺炎，由於缺乏醫生及藥物治療，先後在貴州去世。這次又有孩子遇生死交關，而被救回，母親自然要叮囑我受施慎勿忘。 
 母親在她年幼時，是去過教堂的，而且大概還信了主。但嫁給父親後，因戰亂、逃難及生活不定，似乎忘了主。但慈愛的主並未忘卻她。一九五五年，她懷了我么妹， 在空總待產時，有人派送扇子，扇子的一面是“神愛世人”，另一面是金句“叫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母親凝視了許久，心中大受震撼，但昏昏睡去。突然間，好強好亮的一束白光

向她照。據母親好幾次與我們說，當時她驚懼發抖，本能地跪伏閉眼，但有一聲音對她說：「志賢、志賢，為什麼要離開我？」她回答：「我絕不再離開祢了，主耶穌!」就這樣，在生完小妹一個月之後，就立即找了當時鎮上唯一的一間教會-協同會。此後， 在母親帶領之下，祖父、父親及我們五個孩子都歸入基督名下，進了羊圈。 
 那時，家中訂了一份香港出版的屬靈刊物「燈塔」，她並常常講述聖經故事給我們聽、勉勵我們，並教導我們遠離罪惡、親近神。她常說的是，抓住耶穌，一生都不可鬆手。每年的受難節，她會禁食一餐。我們的餐桌上就只有素菜。在復活日時，她會備妥鮮花一束擺在客廳，以記念這位永活真神主之大能。 
 母親的心臟後來被診斷有“心律不整”的情形。移民美國後，居住在芝加哥。有一天早起作晨操時，突然腦中風，住了院，但七日後不治就返回天家了，在世僅 65載。 

 母親的驟逝， 使我們一時之間在感情上難以接受，尤其是父親。但我們很快就走出這陰霾，因我們了解造物主本擁有一切絕對的權柄。生與死，在信與不信基督的人當中，是迴然不同的。信與不信的差別，就是幸與不幸，永生或永刑。祂應許有永恆的居所給祂的羊，還有義袍可穿。反之，不但無衣、無居，還有無止盡的痛苦與哀哭，何等何等地可怕! 感謝主!這次有機會去聖地瞻仰。我深知我所信的，一路內心懷著面“聖”之戒懼與喜悅。皮夾中的雙親相片伴我，一表飲水思源，同時頌我主宏恩。感謝上帝賜給我們子女如此蒙福之母親。她養我、帶領我走義路。願基督得勝之名被高舉，願更多更多的人投靠在永恆真神的臂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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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帝的允許, 這一回竹英和我在灣內福音中心服事了將近五個月. 要不是因為機票的問題, 我們應該待到六月底, 以便完成整個學期。 上帝奇妙地安排了一位紐西蘭的年輕人, 來接替我們不在時, 這個學期後面的三個月。   
 灣內的村莊並不大, 但是, 為了紀念某個將軍和女士, 卻建了兩座大型的廟宇。 百姓每逢初一, 初二, 十五, 十六,舊曆過年, 每年兩個特別的節日,以牲畜, 水果, 燒香紙祭拜來祈求這樣的神明保佑他們身體健康和事業順利, 藉以棄邪避惡. 這是中國典型的傳統信仰。 
 村裡有辦法的年輕人都到外地謀生了, 留下老人婦孺和學生。對於老年人, 他們大多數是以農維生,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受教育不多。他們不知道真正宇宙的主宰是誰, 他們不了解生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他們靠天吃飯, 但不願意承認一切的恩典來自上帝。所以, 鄉村仍然是傳福音的一塊硬土, 短期間要翻鬆這塊地, 轉化他們的觀念, 實在不易。我們必須與他們建立友誼, 長期與他們相處, 以博得他們的認同與信賴。不忙時, 他們聚集在廟口和社區活動中心閒聊, 無所事事. 其中不乏是文盲, 是獨居的, 他們需要認識國字和簡單的數字概念, 我們可以教導他們, 關心他們, 與他們融會歡樂在一起。只有他們看見我們生命的見證和信仰的真實,  再談福音才會容易。 
  對於學生, 則從小學生以課業輔導著手。限於場地, 只偏重家庭有問題的子女。譬如: 父母離婚, 單親家庭, 外籍媽媽, 隔代教養等弱勢家庭。我們除了盡力為她們解答問題,  也重視生命和品德教育。學生們有

許多壞習慣和不良心態，諸如: 滿口髒話, 嫉妒懷恨, 爭先恐後, 貪小便宜, 挑剔抱怨, 缺乏公德心, 缺乏自信, 抄襲作業, 沒有禮貌, 亂發脾氣等等, 必須隨時加以糾正. 其中以亂發脾氣的個案最具挑戰性, 經過細心觀察, 了解背景, 好言相勸, 關心 鼓勵, 恩慈以待, 也不見得有效! 實在需要長時間的陪讀, 才可以挪去她心裡的抗拒。這些小朋友的態度和脾氣, 就像以色列人一樣, 教訓她們之後, 情況改善, 但是, 幾天之後, 老毛病又出現, 周而復始, 要養成循規蹈矩的好行為, 就必須假以時日, 方能奏效。 
 平時, 一有機會我們盡量接觸學生家長和村民。我們幫助過兩位媽媽, 其中有一位是從越南嫁過來的, 為她開中文課. 另外一位媽媽, 她要參加專科的英文檢定考試, 為她補習英文. 這兩位家長, 後來都參加教會舉辦的母親節慶祝會和復活節的野外敬拜活動。那位越南媽媽已經開始參加每個月的外配聚會.  我們每個禮拜也撥出四個晚上特地為國中一, 二年級的學生補習數學和英文.  曾經有兩位村民, 對學習英語很有興趣, 我們就開成人英文會話班。這些補習和加強中文, 數學和英文的工作, 都需要長期舉辦。有一位家長, 她每天接送姪女上下學, 很好奇福音中心的事務,  對教會產生許多問號, 經我們一再的邀請, 終於來到蒜頭教會, 參加禮拜天的敬拜。她來的那天, 是陳文逸牧師講道, 她被聖靈感動, 熱淚滿眶。她是第一位來參加敬拜的灣內成人。她 常常來福音中心, 先是閱讀聖經故事, 然後查經, 進而學習基要真理. 藉著 一起禱告, 促使她開口, 但是她卻不以”奉耶穌的名禱告”為結束; 牧師問她何時要信, 她表示三年計劃, 何等頑強! 求主憐憫!  
 有些事工一學期或一年的委身是必要的: (1) 我們可以到學校教學生英語和品德教育的課程. 通常英語老師是以一年為聘。品德教育可以教授彩虹媽媽和得勝者的課程分別在國小和國中授課, 需以學期來安排。(2) 我們看見蒜頭教會青少年聚會的人數越來越多, 牧師師母要照顧整個教會, 服事繁重, 最好有專人來負責青少的事工, 這就必須是長期的參與。 
 

吳牧師的馬其頓的呼聲, 看見六腳鄉的港尾村需要開拓一個工作區, 問題首要在於人力資源。主耶穌一再提到:「要收的莊稼多, 作工的人少。」必須先有人願意長期投入灣內的服事, 當灣內服事的人數夠了, 有多餘的人力, 才能被差遣到港尾福音中心。上帝的旨意一直在我們心中感動, 如神許可我們將會繼續灣內的服事. 我們更願意與志願來的團隊一同搭配服事.  灣內和港尾福音中心在等待你囉! 所以, 有神的感動, 不要猶疑, 決定事奉祂的時間要快, 機會錯過, 不再回頭。     
 從美國回到台灣從事鄉福事工, 我們深深地感到像亞伯拉罕和摩西的遭遇.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順服的功課或許不容易，但是這將會是蒙恩的一生。 就如路加福音 11:27-28提到---[眾人中間有一個女人大聲說：「懷你胎的和乳養你的有福了！”  耶穌說：“是, 卻還不如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摩西可以在法老的王宮裡享受榮華富貴, 但是他看到了天上的基督, 看到了永恆, 看見了將來的榮耀和賞賜。因此,  他離開王宮, 寧願與受苦的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 
 感謝主! 我們經歷過去在灣內的服事, 讓我們再一次體會到 “從祂豐滿的恩典裡, 我們都領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約翰福音1:16).  神加在我們身上的恩典數算不盡, 我們除了警醒趕快服事之外, 不敢猶疑, 不能浪費剩餘的有生之年。 請弟兄姐妹繼續為我們禱告,  使我們有能力忘記背後, 繼續向著標竿努力奔跑。  

        鄉 福 鄉 福 鄉 福 鄉 福 鄉 福 鄉 福 鄉 福 鄉 福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        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長        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宣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灣灣灣灣灣灣灣灣灣灣灣灣        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內                                                            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劉濱垣            



我們也在網頁上我們也在網頁上我們也在網頁上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Page 4 

磐石通訊同工名單磐石通訊同工名單磐石通訊同工名單磐石通訊同工名單    顧問： 劉傳章牧師 督導: 鄧國耀長老  編輯：  沈學書  同工:  陸曹立是   陳許若梅   孫濤   劉吳舫  美工設計： 張維綱 校對：  陳建國  印製:  張鄭佩霞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MARYLAND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 根據美國最近人口普查報告顯示，美國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單親家庭，估計至少有兩千萬孩子在單親家庭長大。其中 84%由母親撫養。有些專家估計，現在出生的孩童，其中60%會經歷到由單親撫養的生活。不僅美國如此，世界各國的單親家庭的指數也在直線上升，包括臺灣和中國大陸。  上述統計資料指出婚姻結構的變化已經成為全世界共有的現象。單親的原因主要是喪偶、離婚、未婚媽媽及單身領養小孩。一般而言單親的家庭問題較正常家庭比較多及複雜，牽涉情緒、經濟、親子溝通等問題。鑒於單親家庭人數持續增加，對單親的關懷事工越來越重要，特別是來自教會的關懷。  爲了因應本教會單親家庭的需要，經過長老會通過，團契部於三月底正式成立以關懷單親家庭為主的晨星團契，主要目的在促進單親家庭靈命的長進以及單親家庭之間的彼此交通與關懷。歡迎本教會所有單親父親或母親都加入，也歡迎對關懷單親家庭有負擔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夫婦）參加支援。這裡所謂的單親主要指有未成年小孩的單親父親或母親，特別是有青少年及以下孩子的單親父母。  晨星團契原則上每兩個月聚會一次，大都在主日下午，使用語言包括中文與英語。晨

星團契的成員仍然參加自己原先的細胞小組或其他活動，但團契提供另類資源來協助單親家庭的需要，例如請講員來分享針對單親家庭有關的議題，或鼓勵成員參加專為單親家庭舉辦的營會等。（註） 對晨星團契有興趣的弟兄姐妹請聯繫 陳俐璋姐妹，電話 301-977-5007 或 Lisa.Chen@cbcmgroups.org。  （註）最近一次的美國東部單親成長營將於 7月 2-4日在賓州舉行，由關懷單親的「溪水旁協會」主辦，並與使者協會主辦的「珍愛一生」家庭夏令會同時同地舉行，詳情請見使者協會網頁 www.afcinc.org/LFL。劉傳章牧師

將是家庭夏令會的主題講員，劉師母

    晨星團契                        佳映佳映佳映佳映    

   “ L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舉起聖潔的手向神禱告舉起聖潔的手向神禱告舉起聖潔的手向神禱告舉起聖潔的手向神禱告    
第60屆國家禱告曰(National Day of PrayerNational Day of PrayerNational Day of PrayerNational Day of Prayer) 將於五月五日(第一個星期四)在全美各地舉行。今年主題經文取自詩篇九十一篇第二節: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    衪是我的避難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倚靠的。」  讓我們敬拜尊崇全能慈愛的天父上帝，並將 國家、社會、教會、家庭及所關心的人事物 帶到主恩座前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