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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籃球比賽中，當球隊在勝場的時候，

最後時間，勝負已決，但還是要“搓圓子＂

繼續打下去，希望將剩餘的時間拖到比賽結

束，這個時候，輸贏已經無關宏旨，這樣的

時間就是所謂的「垃圾時間」。 （ ）  
 

        然而，在聖經中常用賽跑、摔角、戰爭

來比喻我們的人生。上帝賜給我們的一生是

極其寶貴的，我們整個人生，從頭到末了都

在學習成長、學習榮神益人，如同保羅的勉

勵要“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

跑＂。因為尚未達標，所以我們基督徒的一

生，從來沒有什麼時間是「垃圾時間」。 
 

      「夫妻關係」在人們生活中佔非常重要

的份量。溫英幹弟兄專業是經濟學，但是對

於婚姻的敎導也有很深刻的見解。特別是他

與桂英姐妹的婚姻己超過四十年，夫唱婦

隨，同心同行，為他的文章立下最好的註解。

“互爲生命䢖造的夫妻関係＂，引經據典，

明確實用，應該是人人必讀。 
 

        周芷芸敎士今年八月在緬北短宣。經歷

了傳福音的辛勞與喜悅，更遭遇重重困難與

阻礙。這次的經驗讓她更親身體驗到：對我

們許多“信主多年，讀經、聴道、上主日學、

查經…＂的基督徒而言，當真正「患難」臨

到時，才是我們信心的試金石。“這事出於

我＂就是她的領受。 
 

        在今年十二月初的洗禮中，程秀唐姐妹

因為聖靈的感動，欣然歸入主的名下，成為

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她的見證循序漸

進，條理分明，是一位熱心認真追尋真理的

姐妹。“天路漫漫＂正是她的見證與心聲。 
 

        林晏詳夫婦在過往四年多的敎會生活

中，家庭、事業、養兒、育女、主日學、門

訓獻詩、領詩，還有其他事工，林林總總，

都是全然投入，全力以赴。他們夫婦成熟的

表現，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明年起他們雙雙

將回台灣任敎清華大學。“未得之地尚多＂

是他的回顧與展望，也是他的臨別感言。我

們會想念他們。 
 

        主耶穌在升天之前，吩咐門徒的大使

命，是要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本敎

會差出的亜伯拉罕和撒拉夫婦，勤奮為主作

工，一去十年，隱姓埋名，有時還要甘冒“掃

黑除悪＂之險。他們夫婦為主擺上，腳蹤佳

美。求主保守記念他們的平安與辛勞。 
 

        常言道：「彎弓沒有回頭箭」。當我們

學會放手，將生活拱手由神帶領，手中的那

生命之箭，就一直會往前直飛，直到射中目

標。 
 

        我們每天的時日都很寶貴，不容浪費虛

擲，沒有垃圾時間。記得多年前 林三綱長老

來我們教會宣講訊息，當時已年逾八十，言

語仍然生動有力，訊息依舊風趣紥實，退而

不休，勤做主工。如同許多神的僕人，真是

向着標竿直跑的好榜樣。  
 

        小約翰在年輕時就熱心事奉主，年紀老

邁時在拔摩島上得到聖靈的啟示，完成了整

本聖經的最後一章  ---「啟示錄」。他的一生，

從頭至尾，完全沒有「垃圾時間」。 
    

        聖經告訴我們：「忍耐到底的，終必得

救」（馬太 24:13）。時值歲末，回首過往，

高低起伏，歷歷神恩。讓我們立

定腳根，高舉基督，努力面前，

迎接新的一年！ ◇                 

                                              - 文字部 -                                                                                             

                   序言                                 垃圾時間？ 

 

 

 
 

歡慶聖誕歡慶聖誕  

        喜迎新春喜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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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而有室，好合無間，永期懽樂，如水溶溶。視

若麀（you）鹿，可愛可悅，擁抱之樂，常饜(yan)

爾心，恒加戀慕，甚為親切。」（箴五 18-19） 

 

現今世代的家庭危局 

 

    筆者近幾年來從事關懷單親事工，接觸到

許多單親家庭。單親家庭來自兩方面，一是喪偶，

一是離婚（或稱失婚）。夫妻之間一旦其中一方過

世，總是個人人生一大 （可能是最大）的悲劇，

特別配偶是青壯時期就過世的，傷痛越大。而離婚

對雙方或其中一方也帶來莫大的打擊，對孩子的衝

擊比喪偶情況更加嚴重。 
 

    由於家庭結構及關係的改變，離婚的情況越來

越多，造成家庭破碎的情況也越來越普遍，再加上

同性婚姻的趨勢，夫婦與孩子一起成長有天倫之樂

家庭也越來越少。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2012 年資料，美國家庭結

構已經產生巨變；在 1970-2012期間，住家

(households)是家庭(family households)的比率

從 81%下降到 66%；已婚夫婦與 18歲以下孩子在一

起的住家比率從 40%下降到 20%；一人住家比率從

17%增加到 27%，而每一住家的平均人數從 3.1人

下降到 2.6 人。（註 1）（依照普查局的定義，所

謂住家指一個屋子內可以有幾位不一定有親戚關係

的人住在一起；家庭則指兩位或更多人，因為生

育、結婚或領養而住在一個屋子裏。） 

 

    我們看到美國一年之中平均每兩對結婚就有一

對離婚。不過根據調查，真正的離婚率在 1970及

1980 年代期間呈上升趨勢，1990 年代之後則呈下

降趨勢，但結婚率也在下降。盡管如此，在比率上

還是很多人離婚—例如 1990 年代結婚的，結婚 15

年的有 30%離婚，1970-1980 年代結婚的，結婚 

30年後約有超過 40%的夫妻離婚。（註 2）另一皮

爾斯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美國人從

未結婚的 25歲以上男女佔同齡人口比率從 1960

到 2012 期間也持續上升，男人從 10%上升到 23%；

女人從 8%到 17%。（註 3） 

 

    以上統計數字專指美國，但也可適用其他先進

國家、台灣和中國大陸。 

 

    以全球統計而言，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家庭

都是單親家庭，除了喪偶原因外，先進國家的較高

離婚率，也造成更多的單親家庭。（註 4） 

    一般說來，單親家庭撫養子女成長，過程都很

艱辛，但基督徒的單親家庭如果能依靠神的慈愛大

「老」公 與「老」婆的真義: 

互為生命建造的夫妻關係互為生命建造的夫妻關係   
~~ 從愛惜髮妻  使泉源蒙福說起 ~~    

溫英幹溫英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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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遵照聖經有關家庭的教訓以及教會及福音機構

的輔導，仍然能度過危機，將孩子撫養成人，並成

為敬虔的蒙福家庭。 

 

蒙福之泉從夫妻關係的互為生命建造而來 

 

    聖經提到婚姻幸福的泉源來自結婚後夫妻彼此

信守結婚誓言，相守一生，與孩子們組織和睦的家

庭。其中蒙福之道就是愛惜及用心經營起初的婚姻，

同心養育敬虔的後代，使孩子在愛的環境中長大，並

繼續經營他們自己的敬虔家庭。本文從聖經提到丈

夫要「喜悅幼年所娶的妻子」來闡述家庭蒙福之道。

希望仍在婚姻中的 夫妻，不管結婚多久，都要遵循

聖經關於婚姻的教訓，經營美滿的婚姻，也就是形成

互為生命建造的夫妻關係，就會避免造成離婚的因

素。作為一家之主的丈夫，更 要體會聖經所說愛惜

髮妻之道，使夫妻之間愛情長久，到老仍然相親相

愛。 

 

  「壯而有室，好合無間，永期懽樂，如水溶溶。

視若麀（you）鹿，可愛可悅，擁抱之樂，常饜

(yan)爾心，恒加戀慕，甚為親切。」（箴五 18-

19） 

 

    以上兩節經文是我採取《新舊約聖書文理本》

對箴言五章 18節的翻譯（前四句）及施約瑟譯 

《淺文理新舊約聖經》對 19 節的翻譯（後六句）

合併成為 10句短歌，成為可以用來祝賀新婚夫婦

的佳聯，似乎比俗用的「百年好合，永浴愛河」高

雅許多，也符合聖經對婚姻的祝福。 

 

   《和合本聖經》這兩節的譯文就更貼近原文：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悅你幼年所娶的妻。他

如可愛的麀(you)鹿，可喜的母鹿；願他的胸懷使

你時時知足，他的愛情使你常常戀慕。」其他譯本

大同小異，不再贅述。（註 5） 

 
     施約瑟譯淺文理新舊約聖經第 18節譯為 

「爾享己泉為福。惟悅爾幼年之佳偶。」新舊約聖

書文理本對 19節的譯文為「其視妻子也，如麀鹿

之濯濯可愛，則 享閨房之福矣。」也可以連起來

使用。麀（you）鹿指母鹿，濯濯（zhuó zhuó）指

指母鹿體態肥美的樣子，來自「麀（you）鹿濯濯

（zhuó zhuó）」 （《孟子》梁惠王上）。又，

《和合本修訂本》18 節為「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愛你年輕時的妻子」； 19節為「她如可愛的

母鹿，如優美的母羊，願她的胸懷 使你時時滿

足，願你常常迷戀她的愛情。」 

 

   《聖經新譯本》將「幼年所娶的妻」譯為「年

輕時所娶的妻子」，與英文《欽定本聖經》的翻譯

一樣(rejoice with the wife of thy youth)。 

 

    古代女子十五歲即為成年，稱為將笄(ji)之

年，可以許嫁了，因此舊社會許多夫妻結婚時都是

現代人說的青少年（例如《紅樓夢》裏賈寶玉和林

黛玉談戀 愛時大概只有 15 歲，相當於現在的國中

生，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中來看根本還不適合談戀

愛）。現在結婚年齡普遍大幅提高到 25-30歲或更

晚，所以用「年輕時 所娶的妻子」的確比較貼近

現代人的生活。 

 

    《當代聖經》將 18節譯為「你要使家庭蒙福，

就要忠於你的髮妻。」這裏提到髮妻，就是原配，最

早娶的妻子。聖經告訴我們不可拋棄最初娶的妻子，

也就 是年輕時所娶的妻子，並以詭詐對待她，的確

https://www.ambassadorsmagazine.org/wp-content/uploads/love-couple-holding-hands-2560x144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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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人深省，因為有太多人將原配變成為糟糠之妻，特

別是中年發達之後，就拋棄了與他一同經歷患難的

妻子，「棄之如敝屣」。這些行為都是神所恨惡的。

而與幼年所娶的妻共度一生的目的是神「願人得虔

誠的後裔。所以當謹守你們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

幼年所娶的妻。」（參瑪 二 13-16） 
 

    聖經吩咐丈夫要忠於幼年時（和合本）或年輕時

（新譯本）所娶的妻子，或是髮妻（當代聖經），就會

使「泉源蒙福」（和合本及新譯本），或家庭蒙福（當 

代聖經）。相較於各國日漸上升的離婚率，加上在婚姻

途中不幸喪偶的悲劇，的確，夫妻長期在一起實在不容

易。夫妻之間可能仍然會因意見不合而吵架拌嘴，但感

覺仍是彼此相愛及相扶持。丈夫應該經常想到，妻子當

年嫁給你是一種委屈與委身，怎能忍心辜負她？如今

年歲愈長，婚姻生活愈久，愈要珍惜彼此的情誼，愈要

存 著感恩的心來度過未來的日子， 何況，「得著賢妻

的，是得著好處，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箴十八

22） 

 

    聖經點出「泉源蒙福」的秘訣，可以回朔前面幾

節的話：「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飲自己井裏的活

水，你的泉源豈可漲溢在外，你的河水豈可流在街

上，惟獨 歸你一人，不可與外人同用。」（箴五 15-

17）這裏指夫妻是屬於彼此專有的，因此當夫妻之間

的愛情維持聖潔純情專一時，個人的泉源，也就是家

庭的根基就 穩固蒙福了。彼此專一也印證了創世記

二章 24節神對婚姻所設立的一男一女制度：「因

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又太十九 5，可十 7，及弗五 31） 

 

夫妻偕老的蒙福生活 

    的確，夫妻年紀越來越大，身體也越來越衰老，

聖經告誡丈夫要視「老妻」（也是「老婆」）「如可

愛的麀(you)鹿，可喜的母鹿；願她的胸懷使你時時 

知足，她的愛情使你常常戀慕。」母鹿即使體態已經

不復當年苗條窈窕之狀，成為發福之態，在丈夫眼中

仍然是可愛可喜的，令丈夫知足及戀慕。何況身為丈

夫的， 亦身體日衰，也許已經頭部「童山濯濯」，

成了「絕頂聰明」，或腹部肥脂外凸，成了「豐肚翩

翩」，但仍然不被妻子嫌棄，這種愛情就彌足珍貴。

也使人不禁讚美 感謝上帝創造人類的奇妙，年輕時

眼目迷於美貌英俊，年老時卻生憐愛之情，使夫妻間

存有堅忍愛情來遮掩所有的不足和缺陷。 
 

    原來「老」公與「老」婆的真義在此，就是最可

貴的愛情是「老」而彌堅，而非看外貌或財富。這時

自然不捨得拋棄髮妻，反而是愛惜髮妻了。而上帝偉

大的愛藉著耶穌基督的犧牲能遮掩我們的罪以及讓我

們有超過四十年、五十年、或更久的婚姻生活，直到

見主面。那時才真的是「地老天荒不了情」，實踐了

結婚典禮時 夫婦在神面前相互所發的誓言，例如：

「從今天起，是好、是壞，是富、是窮，是健康、是

疾病，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 ◇   

 

[註 1] www.census.gov/prod/2013pubs/p20-570.pdf 

[註 2]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blog/

wp/2015/06/23/144-years-of-marriage-and-divorce-in-

the-united-states-in-one-chart/; 

www.nytimes.com/2014/12/02/upshot/the-divorce-

surge-is-over-but-the-myth-lives-on.html?smid=fb-

ny-

times&smtyp=cur&bicmp=AD&bicmlukp=WT.mc_id

&bic-

mst=1409232722000&bicmet=1419773522000&_r=3&

abt=0002&abg=0 

[註3] www.pewsocialtrends.org/2014/09/24/record-

share-of-americans-have-never-married/ 

[註4] family.jrank.org/pages/1574/Single-Parent-

Families-Demographic-Trends.html 

[註5]施約瑟譯淺文理新舊約聖經第18節譯為 「爾享

己泉為福。惟悅爾幼年之佳耦。」新舊約聖書文理本

對19節的譯文為「其視妻子也，如麀鹿之濯濯可愛，

則享閨房之福矣。」也可以連起來使用。麀 （you）

鹿指母鹿，濯濯（zhuó zhuó）指指母鹿體態肥美的樣

子，來自「麀（you）鹿濯濯（zhuó zhuó）」（《孟

子》梁惠王上）。又，《和合本修訂本》18 節為「要

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愛你年輕時的妻子」； 19節

為「她如可愛的母鹿，如優美的母羊， 願她的胸懷使

你時時滿足， 願你常常迷戀她的愛情。」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blog/wp/2015/06/23/144-years-of-marriage-and-divorce-in-the-united-states-in-one-char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blog/wp/2015/06/23/144-years-of-marriage-and-divorce-in-the-united-states-in-one-char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blog/wp/2015/06/23/144-years-of-marriage-and-divorce-in-the-united-states-in-one-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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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八月份，傳仁組織了一支緬北短期服務

隊，由我帶領 27 位隊員參與為期兩週的英語營及

教師培訓課程。出發之前沒有人知道，這次的經歷

極不平凡，每一位隊員的生命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回想緬北服務隊的整個行程期間，我們遭遇重重阻

礙，甚至有喪命的可能！一路走來：有禽流感的威

脅、遭颱風導致班機取消、仰光機場突發事故以致

飛機非但無法降落，還因盤旋過久而必須先飛到清

邁機場加油。有隊員身體不適、甚至在回程前遭逢

緬北內戰，滯留當地無法離開......。 

         

        許多人不免質疑：「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

呢？」因為主說：「這事出於我！」。就算有這麼

多難事，沒有一件不在祂的掌握中。處境愈是困

難，我們愈是信靠，因為我們別無選擇，這就是最

好的操練--全然倚靠恩主。 

 

        藉著緬北服務隊，300 多個孩子有機會在營會

中接觸到福音；期間，又參訪一間佛教信仰為主的

公辦學校。該校的校長及老師們欣然同意我們進到

每一個課室，向學生們講十字架和耶穌基督的救

贖，許多孩子聽後都舉手表示願意接受耶穌做為救

主。這一個獨特奇妙的經歷，對每一個隊員來說，

都太不可思議了！離開學校時，隊員們歡喜雀躍，

齊聲讚嘆奇妙偉大的主，再一次印證了：「在人不

能，在神凡事都能！」。 

 

        經上說：「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

如果我們不踏出舒適的環境，就看不到人們真正的

「「患難患難」乃基督徒信心的試金石」乃基督徒信心的試金石   

這事出於我這事出於我   
周芷芸周芷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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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一天，隊員們去探訪南渣拉「希望學生中

心」孩童們的家長。這些人居住在山上，我們必須

乘四輪驅動車上山，途中有座不安全的橋，司機只

好開車穿越河床。 
 

        當我們到了一個山坡地，大家下車徒步去探

訪，走過泥濘的小路，跨越許多蒺籬才能去到一個

個的家庭。孩子們的父母幾乎都是吸毒者，有些家

長還在坐牢，有的早已因中毒而死。當我們走進那

些竹搭的簡屋，真是伸手不見五指，透過竹縫中的

光線，我們才慢慢地看清楚屋子裡有男人、有女人

還有小孩子。看到那一張張憔悴的臉頰及暗淡的眼

神，心中不由泛起憐憫之心。主啊！願祢的大光照

亮這些生活在陰暗的人群！這些無牧的羊，困苦流

離，何等的需要有人引領他們離開黑暗，進入光明

呀！ 
 

        兩週的營會即將結束時，緬北發生內戰，當局

命令我們立刻離開。沒想到因一個人為的失誤，我

們未能及時接到通知，延誤了撤退的時機。我們被

緬甸警察局長告知，出於安全因素，服務隊暫時不

能離開所下榻的賓館，只能被動地等候通知。 
 

        被困在賓館的頭幾天，隊員們輪流帶領敬拜、

唱詩歌、禱告、彼此在主裏相交、並分擔飯食工

作，相當地美好。然而，在一天天的等待中到了第

五天，有不安的情緒開始瀰漫，隊員們的心情也出

現了波動。領隊鼓勵隊員們抓住神的應許，禱告交

託！但在那艱難等待中，安慰的話似乎也不入耳，

有啜泣聲，也有的

萌生各種想法與做

法，包括質疑領隊

的領導能力等

等...，大家無非是

希望儘速離開戰

區！ 
 

        主曾應許：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

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

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 
 

        感謝神！其中兩位隊員與中、美領事館聯繫，

透過美國領事館與緬甸政府協商、擬定救援計劃，

就在受困第五天的晚上，派遣 20 輛軍車至貴概，砲

擊清除叛軍，第六天早上，我們一行 28 人，在軍方

的保護下，順利登上兩架直昇機，平安飛抵臘戍，

再搭乘專機到仰光。事後，一位副領事說：「不是

每一次的救援行動都能成功，據說叛軍會射擊直昇

機，因為他們認為飛機多半載著重要人物。」若不

是主，我們怎麼能平安返回？這事使我們真知道

祂！ 

 

        馬太福音 10:27-31「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

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

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

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很多人信主多年，讀經、聽道、上主日學、查

經......，專注在聖經的知識層面，但我們是否真的認

識這位奇妙的主呢？當神說：「這事出於我！」，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祂容許各樣的艱難或困苦

臨到我們，甚至叫我們力不能勝，使我們藉著呼求

祂、倚靠祂，來經歷祂的信實及奇妙的作為，進而

更真實的認識祂！主的恩典夠我們用，「患難」乃

基督徒信心的試金石，在神面前顯露最真實的自

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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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一個無神論的國家，說服自己這世界有

神，需要一定的時間，感謝 神沒有放棄我，開啟了

我的心去接受祂，雖說兜兜轉轉愰了七年才受洗，

內心還是欣喜雀躍，像是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  

 

1.聽聞有神  
 

        從初中起便有好朋友帶我去教會，但當時並沒有

閱讀聖經，記得當時還質疑說《牛氓》裡的神父竟

是如此不堪，又如何勸服我信主呢。到了大學上了

醫學院，學校前身因為是聖約翰醫學院，是當時來

華的傳教士所建，緊鄰校園便是聖保羅教堂，但也

一直未進一步了解神，只是知道當時的醫學院和教

堂是一體的。第一本聖經是 2009 年夏天去西雅圖

時，阿姨送給我的 NIV version。與她在一起時，她

一直告訴我，神一直帶領她，讓她走在對的道路

上。當時我很疑惑，神是如何和她說話的。2009 年

的夏天，留下印象的是讀了腓立比書和詩篇 23 篇，

以及在回上海的飛機上讀的列王記。 

 

2. 相信有神  
  

       2012 年因為讀 PhD 來到了美國，起先去教會，

只是想了解“基督教文化“。教會裡好些長輩都很

親切，我很喜歡他們，也很喜歡和他們聊天，這是

我起初能堅持，雖說不定時，來教會的原因。後來

漸漸讀了新約的書信，覺得保羅真是個厲害的哲

人，說的話有理有據，且誠懇迫切。當時心想，他

要不就是個極高明的騙子，要不就是個不折不扣的

聖徒。但我還

是願意相信

他，因為他的

話，他的見證

由不得讓人不

信。後來聽到

許多在科學研

究上頗有成就

的學者紛紛佈

道，有兩個例

子在邏輯上說

服我去相信神

的存在： 1）

一桌一椅如此

樸實平庸，都得“被造”而不會因為大爆炸就無端

出現；即使他們不自知，這也是不爭的事。更何況

高等的人類； 2）我信，以致於我能了解 (credo, ut 

intelligam, I believe so that I may understand)。  

 

3. 讚美敬畏神  
 

        漸漸的，懷著對神的信，以及基於科學研究和醫

學知識，我開始常常感嘆 神的偉大，人的渺小。舉

例來說，人的身體構造與功能是如此精妙，一旦有

任何一個小部件出現缺損，靠外源性的醫療補充，

實在是無法與自身原有的相提並論，神的智慧真是

難以測度。我內心深處對神是敬畏的，箴 言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

明。』同時，因為約伯記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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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所以，原來對生

見證: 從懷疑到相信 見證: 從懷疑到相信 見證: 從懷疑到相信    

天路漫漫天路漫漫天路漫漫   
                                                  程秀唐 



活遇到的挫折，健康的失去的各種抱怨也隨之消失

了。  

 

4. 認識主耶穌基督  
 

          直至讀了《羅馬書》以及倪柝聲弟兄寫的《正

常基督徒生活》，才對 神差遣自己的兒子主耶穌

基督的目的: 1）為了救贖世人的過犯，耶穌基督在

十架受死，凡相信接受祂的，罪得赦免，使肉身的

老我與耶穌基督一同釘死在十架上，並且與公義的 

神和好，2）通過主耶穌基督的復活，蒙恩的罪人

得以在基督裏有新生命； 等等 有了邏輯上連貫的

理解。而每每讀到保羅在羅馬書中提及人的罪以及

那些律，都覺得是在說自己，真是說的太好太對

了。自此對『因信稱義』的想法感到非常佩服。 

  

5. 信主前後  
 

        信主前常常以自己有好的成績或行為，或是偶

然的聰明而心中感到驕傲，遇到看似遲鈍的人心中

會不耐。那時候的想法是，只要行動上不表現出

來，不要傷害到別人就行。熟不知內心的想法還是

會透過無意識的言行表現出來，或多或少讓別人覺

得不自如，而內心只要有這些想法就是在犯罪了。

現在雖然在工作中還是會有不耐煩，但次數減少很

多，每當發生就會心中譴責自己，在幫到別人或做

出好的成績後，會歸榮耀於主，心中感恩 神的偉

大。因為以賽亞書 66:2: 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

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

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在信主後常常會

提醒自己，不要做一些在主看來也許沒有意義的

事， 因為哥林多前書 10:23: 『凡事都可行，但不

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也會因

爲《雅各書》中的教導，提醒自己要駕馭住自己的

口舌，只讓它產生讚美主的言詞和造就人的話語，

而不要八卦人事物或說出傷害人的話。聖經中的教

導，常常能通過聖靈，在肉體犯罪的時候出現在我

心頭，讓我有更新的力量。  

 

6. 天路漫漫  
 

        在接受主耶穌基督以

後，加拉太書 5:22-23『聖靈

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

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和節制，』 

還是需要常常操練，特別是節

制這一項。其次，雖說知道神

愛世人，但那只在我的理智

中，在感情中並沒有感受到那

種愛。另外，很難禱告，特別

是為不認識的人禱告。 求主

幫助我的軟弱，能夠一生行在

祂的旨意中，榮耀祂的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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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程秀唐姊妹與 陳雲海、黃筱旆夫婦合影。  



時光荏苒，我和湘怡一家人搬來馬里蘭已

經五年半。感謝神的恩典，我們兩人同時獲得台灣
清華大學物理系及天文研究所的聘任，將在 2020
年初全家搬到新竹。雖然對馬里蘭許多人事物已建
立起感情，但因著神的呼召及恩典，能回到台灣這
塊熟悉的土地教書、做研究並且傳揚福音，我們著
實充滿期待及踏實感。 

 
這一路走來，我們真的滿心感謝神。在現今的

學術研究圈中，許多人為了好的研究工作機會，夫
妻小孩分居是常有的事；或是為了顧全家庭，放棄
學術研究，轉向找工業界或是彈性大的工作。我和

湘怡雖然分別在異地獲得博士學位，但在畢業後，
尋找工作都蒙受主的恩典，三次都同時找到在同一
地點的研究工作，一方面都能繼續做學術研究，一
方面不犧牲家庭生活，能全家人一同住在一起。我
與湘怡都同心的感受到這是神所開的路，更是對我
們的一個呼召，讓我們倆人都能留在學術研究圈
中，並且享有美好的家庭生活，以此為見證來榮耀
祂。 

 
回想在 2014 年春天，我和湘怡兩人找到馬里

蘭大學博士後研究的工作。當年八月，我們帶著當
時才一歲的女兒予新(Cindy)，舉家搬到馬里蘭州

來。我們在網路上搜尋教會，找到馬里蘭中華聖經
教會，在網路上聽到張麟至牧師的講道，感到屬靈
上非常有收獲，就選擇參加主日的聚會。剛踏入教
會的我們，在教會中我們一個人也不認識。但在第
一次聚會過後沒幾天，就接到活泉小組曼迪姊妹的
電話，邀請我們一起參加週五晚間小組聚會。我們
夫婦就推著還在嬰兒車裡的女兒，參加了活泉小組
的聚會。當晚還因為小孩哭鬧，所以我們夫妻中一
人不得不暫時離開聚會把孩子帶開，但還是受到弟
兄姊妹們的歡迎。同時，教會當時同在馬里蘭大學
工作的瓊宜姊妹也非常熱情的接待幫助我們。所以

很自然的，我們把聖經教會當成是我們屬靈的家。 

 
我們一直為著能參加活泉小組感謝主，因為當

中的弟兄姊妹多是有幼兒的年輕家庭，所以弟兄姊
妹不但很能體諒有幼兒參加聚會的辛苦，更是提供
了許多我們育兒經驗與資源。在我們的兒子予誠
(Ethan)剛出生時，小組也給予我們許多的幫助和支
持。還記得小組弟兄姊妹送的衣物，多到讓我們根
本不用買，我們真的由衷感謝弟兄姊妹的愛心。 

 

聖經教會著實給予我們全家許多在屬靈上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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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別感言 –  

未得之地尚多 
                                                                                                                                                     三次蒙神開路     主的恩典不斷 

                                                                                                                                                                                                                                                                                                                 林晏詳林晏詳林晏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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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由於有非常完整的兒童事工，我們夫妻
不但在主日及小組能安心的聚會，得著屬靈

上的餵養，也教導我們如何按主的教訓養育
孩子。我非常高興看到我們的孩子能很自然
的唱出詩歌、說出聖經故事。我還記得帶予
新去迪士尼樂園玩時，她一路在車上都是唱
著教會詩歌，天真開心的模樣，一直讓我印
象深刻。 

 

我們夫妻非常感謝聖經教會給予我們非
常紮實的信仰根基，包括牧長們在主日證道
上、成人主日學、小組查經聚會、各種的特
別聚會。尤其，我們倆都參與了立振弟兄所
推動的門徒訓練，裝備我們成為主的門徒，

也讓我們也能教導別人成為主的門徒，並且
將大使命傳承下去。我自己也參與了三福的

培訓，感謝三福導師隊長團隊的教導，能夠
讓我能學習如何有系統的將福音傳講清楚。 

 

在約書亞記 13 章第 1 節中記載著：「約書亞年
紀老邁，耶和華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還有許多
未得之地。」我對這段經文有深刻印象，是靈修時
在網路上聽唐崇榮牧師講道提到的，他強調：「應

在有生之年在活人之地求得見神的恩惠，免得當離
開世界的時候，那個時候已經沒有機會，也沒有可

能再結果子，到時只能為未得之地，只能為沒有做

的事，永永遠遠後悔，沒有辦法挽回。」當時給我
很大的震撼和警惕。來到美東後，這裡的生活步調
的確又快又忙碌，工作和孩子的確需要花費非常多
的時間和精神。但是這段經文提醒我不該以此為藉
口，當儘早在屬靈上裝備自己，累積天上的財寶，
免得無法向神交賬。所以我們夫妻兩人，有機會就
安排在各方面盡自己所能參與服事。在這些服事的
過程當中，說實在還是有很多虧欠不足的地方，但

非常感謝教會弟兄姊妹的支持和包容，同時，我們
夫妻也因此學得許多彼此支援、支持鼓勵的功課。 

 

2019 年初返台面試工作的班機上，我正好看到
使徒保羅的電影。電影最後的一幕是保羅從容的赴
刑場，旁白正是提摩太後書四章六至八節，保羅離
世前的自述。雖然是段熟悉的經文，但是當下我卻
是淚流滿面，心中有極大的感動。我這才發現，原
來我的人生目標不再一樣。剛來美國唸博士班時，
當時未信主的我，是以成為科學家為人生最終極目
標。然而，信主的這十年來，主在我身上帶來非常
大的改變，讓我的人生目標，轉變成是能像保羅一

樣，說出：「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當跑的路我
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臨別在即，我們一方面感到未得之地尚多，還

有在很多屬靈上及教會服事上，有虧欠不足並且值
得努力的地方，一方面數算並感謝神賜給我們的恩
典，走過美好的這一段人生旅程。我們希望能鼓勵
更多年輕的弟兄姊妹，能把握時間在屬靈上裝備自
己，並且善用恩賜參與服事。如此更能經歷神，並
發現神在你身上帶來美好的轉變。◇   

 

 

 

預留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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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朋友和家人，主裏平安，剛過去的暑

假過得緊湊而充實，幼兒園結束的稍為晚，接著開

始了 Veritas 單元一的解經查經並輔導一位四年級很

特別的孩子複習數學的找規律、分數、三四位數加

減法、使用思維導圖來學語文和聖經。  

 

        這個特殊的男孩，能完整地背誦詩篇 31、23

篇，他和另外四位姐妹一同學習處境解經，我們以

參與式學習法輪流帶領查經﹔期間還配合一個輔導

站的孩子們下鄉去幫助一果園採收芒果和清理環

境，感受親手做工的喜悅和體驗“施比受更為有

福”的生活。YH 學校的輔導事工已告一段落，老師

們願意承接帶領讚美靈修和禱告會的責任，然而學

校面臨教學發展、學生來源和財務管理的困境和挑

戰，急需迫切的代

禱。 

  

        由於參加多元

智能評測分析師的

培訓，每周面對一

教育培訓機構的家

長進行個案分析和

公開課程分享，使

得我們有機會更深

入的來介紹兒童和青少年親子教育的重要，幫助家

長們能更加了解自己、孩子和配偶，並知道如何來

揚長補短，發揮孩子天賦的優勢，並懂得如何與孩

子有良好的溝通和引導有效的的學習，創造一個和

諧的家庭氛圍。 

 

        一位姐妹有三個女兒，其中一個孩

子就讀二年級，懼怕陌生人，遇到不順

意的事便哭啼，也不與人交流，作業的

品質不佳，而且每天都要寫到半夜十二

點， 姐妹覺得很棘手，先生創業在外，

不常在家，也不諒解她，她很苦惱，後

來介紹她帶女兒去社區輔導站接受 L 老

師的幫助，非常感恩這個孩子逐漸能表

達心裏的想法了。  

 

宣教士遠方的來鴻宣教士遠方的來鴻宣教士遠方的來鴻   
                            

                                     亞伯拉罕和撒拉                                   

我們以參與式學習法輪流帶領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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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輪的社會肅清

運動“掃黑除惡”，正在

進行，先前驅逐了許多外

籍的宣教士後，現在取締

和關閉了沒有登記的家庭

教會，拆除十字架和沒收

教會所有物，迫使人數較

多的教會改變成小組的形

式分散至各個家庭中﹔我

們的維瑞塔斯解經學習小

組，原先用一姐妹開放的

梅玲凱辦公室，就被警察

拜訪和警告，因此不得不

改換地方繼續完成。  

 

        九月初我們有機會去貴州主持一對年

青人的婚禮，之前曾為他們作婚前的輔導，

新娘是布衣族的姑娘，大學時認識了基督並

決志信主跟隨耶穌，畢業後投入海外社區服

務的宣教工作，父母雖然覺得不捨，但也能

感受到她在信仰中生命的改變， 因她是家

中和村子裏第一位信耶穌的人，那天的基督

教婚禮儀式正式將福音帶入了這兩個家庭

和她村莊的親族們。 

 

        親愛的夥伴們，謝謝你們忠心的代禱與

支持；祈願我們彼此記念，繼續前行。 ◇ 

 

 

九月初我們有機會去貴州主持一對年青人的婚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