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BIBLE 

CHURCH OF 

MARYLAND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 

內  容  介  紹 

序言： 第1頁 

 

在苦難中活出信望愛

（下） 

第2頁 

美國社會的混亂中 

基督徒面臨的靈性挑

戰!   

第4頁 

耶穌不會投誰的票? 第8頁 

漫天烽火待黎明 

神的試煉？(二)   

第12頁 

主日學心得: 公義審

判，慈愛憐憫的神  

第15頁 

主日學心得: 逃避上

帝的經驗  

第16頁 

 磐 石 

 教 會 通 訊   二零二零年九月 

  真的沒有想到，大約半年多前，在世

界某一個角落的一顆小小的病毒，居然能夠
讓整個世界幾乎要全部停擺。 
 

  從今年初到現在，因為這個疫情的衝
擊，全人類的生活，在全球化的影響之
下，已經產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無論是從
政治經濟，社會人文，各個領域，方方面
面都產生了極大的改變。看來2020年在現
代歷史上，注定是要被特別記載及回顧的
一年。 
 

  筆者的一位好友，他96歲的父親今年四
月中在美國的一個安養院中過世。因為疫
情，他在父親臨終期間，完全被隔離在院
外，全程均不能參與，最後得到的只是一

盒骨灰，無語問蒼天，人間悲劇，莫此為
甚！ 
 

  當然，讓人鬧心的事不只這一件。再不
過多久，我們就要面臨美國總統大選。筆
者於四年前，也曾就大選一事向本教會兩
位前後任主任牧師請教。結果得到相同且
滿意的答案，筆者為此深致謝意。 
 

  繼續程牧師在上一期中的訊息“在苦難
中活出信望愛＂。他教導我們信徒在危難
中的時候要回轉像小孩子一樣，學習謙卑
信靠主親近主。在苦難中仍然要堅守指

望，不至搖動。我們並且要“彼此相顧，
激發愛心，勉勵善行＂。 
 

  本刋在這一期，特別轉戴兩篇劉牧師在

“生命季刋＂中刋登的文章。在今年這個
非比尋常的一年中，劉牧師雖然己退休在

家，但是眼看整個世界、社會的嚴重失
序，毅然挺身而起，在過去的半年多來，
連發數文，本着耶穌基督愛，希望在這個

彎曲悖謬的世代，高舉基督，匡正人心。 
 

  劉牧師言人所未敢言，行人所未敢行。
張伯笠牧師最近就公開在網路上直言，對    

劉牧師堂堂正正的敢於公開發聲，表示

“非常敬佩！＂。劉牧師的兩篇雄文，如
風中之木鐸，如警世之宏鐘，語重心長，

猶如當年施洗約翰在曠野的呼喊。劉牧師
是當今華人牧師中的良心，但願我們仔細
閲讀領受，不要辜負劉牧師的期望。 
 

  「新冠病毒」對每一位基督徒而言都是
一項新的考驗與試煉。程秀唐姐妹受洗不
滿一年，己經熱心追求與服事，靈命成
長，根基穩固。“漫天烽火待黎明＂一
文，是她首次嘗試信仰寫作，啼聲初試，
可圈可點。 
 

  近年來，因著林豐年弟兄的提倡，在主
日教學中鼓勵學員寫作業。現在有些主日
學教師跟進，這是一個好現象。林銘鍳弟

兄夫婦上課認真，將課堂心得附諸於文字
與大家分享，夫唱婦隨，堪為楷模。 
 

  在舊約中，上帝在挪亞的時代用洪水教
訓了整個當代的人。這次的疫情，是不是
上帝又再次對人類的一個警訊呢？ 
 

  面對當今這個錯綜複雜的世界，訊息萬
變的環境，挑戰重重的時代，聖經告訴我

們要愛惜光陰。常言道:一寸光陰一寸金，
寸金難買寸光陰，我們要爭朝夕，也爭千
秋。要愛惜每日光陰，殷勤作主工。要執
守信仰，直到最後見主面的日子。 
 

  再過三十多天，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國，
遵循百年來開國先賢立國的心意與托付，
又將迎來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這是天

父世界，上帝永遠掌權，神的意念高過我
們的意念，政權更替，蒼茫大地，神主浮

沉。讓我們感恩，在這一方美麗的土地
上，在這生活自由的家園中，不要忘記行
使上帝賦與我們的神聖投票權力。 
  

  為了信仰，我們不會缺席。而最終上帝
的旨意也將揭曉，要來的終將會來的，讓

我們拭目以待吧！ ◇            - 文字部 -                                                                                             

                   序言:              為了信仰   我們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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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繼續來看希伯來書 

10:19-25 作者如何鼓勵當時的

猶太信徒在苦難中堅守他們的

基督信仰，活出信望愛。他們當

時所受的苦和我們現在受病毒

之害的處境不同，現在我們跟身

邊的人甚至全球的人大體上來

說是站在同一陣線的，病毒是我

們共同的敵人，但那時他們因為

信耶穌，便成了猶太教領袖及羅

馬政府要打壓的對象，連身邊民

眾也要攻擊他們。他們遭受毀

謗，被人當眾辱罵，有信徒被捕入獄，家產被搶等等

（來 10:32-34），比我們現在要苦多了。即使如此，

他們在患難中仍然活出了信心、盼望、和愛。 

 

    希伯來書 10:19-21 指出基督信仰的核心，因著

「耶穌的血」，我們的罪得到赦免，因著「大祭司」

給我們開了一條經過幔子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們

能進入至聖所，進入神的同在。這些都是猶太人很熟

悉的詞彙，從摩西時代神告訴了以色列民如何建造

會幕，如何獻上贖罪祭，到會幕裡擺設的物品及器具

等等，都象徵了神要人跟祂建立關係的方法。之前他

們因為有罪不能接近神，必須由大祭司獻上祭物的

血為他們贖罪，每年一次由大祭司代替他們進入會

幕裡的至聖所，裡面只擺著約櫃，也就是象徵神與祂

子民同在的地方。如今耶穌已成了那最完美的祭物，

祂的血為我們打開了直通至聖所的

路，信祂的人便能直接進入神的同

在。作者勉勵當時的猶太信徒，難道

因遭受逼迫就放棄信耶穌，而回到

猶太教嗎？既然有了這條新的路，

何需回到舊約的路？因此，當我們

通過這主耶穌為我們開通的新路進

入神的同在，我們就能因著對主耶

穌的信心而過不一樣的生活。 

 

 

    首先，神要我們親近祂。希伯來書 

10:22 節說，我們「當存著誠心和充

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因著對主耶穌的信心和在基

督裡的盼望，我們能夠來到神面前。我家孩子們小時

候都很喜歡跟我在一起，有一個兒子小時候常常喜

歡把他的樂高和火柴盒小汽車帶到我書房裡來，挨

著我椅子坐在地上，把玩具攤開自己玩，不怎麼跟我

說話。我問他為什麼不到屋裡其他地方玩，萬一被我

椅子壓到，或被我踩到，不是很危險嗎？他回答他只

想跟我在一起，我聽了就很高興。神也是這樣，祂喜

歡我們親近祂，在祂那裡經歷祂的恩典、愛與饒恕。

與神親近正是人類內心最深處的需要，就因為我們

遠離神，逃避神，世界上才充滿了痛苦與邪惡。我們

不願意聽神的話，我們喜歡自己作主，但可怕的事情

發生時，我們又認為這些苦難是神造成的。或者我們

只想要神給我們的恩典，卻不想要施恩典的神。我們

必須回轉歸向神，而通過主耶穌我們便能來到神面

前與祂在一起。如約翰福音 15:4-5 所言，要時常與

  

在苦難中活出信望愛在苦難中活出信望愛在苦難中活出信望愛（下）（下）  
 

 

程德鵬牧師    磐石同工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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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相連，時常親近神，不只是一次兩次，我們的生命

才能結實纍纍。與神親近的方式包括每日靈修，經常

禱告，呼求祂與你同在，相信祂，從內心裡順服祂，

不只在主日，而是在生活的各層面，還有定期與其他

信徒彼此相交。 

 

    其次，神要我們「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

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來

10:23）。當我們受到極大的挫折與打

擊，唯一能幫助我們繼續向前走的就

是我們在基督裡的指望，我們對人子

耶穌的指望，以及對我們與基督的關

係的指望。把這指望建立在主耶穌身

上是非常可靠的，因為那應許我們的

神是信實的，祂說的話一句也不落空，

都要實現，因此我們要把這指望堅守

到底。同時我們也必須把這指望說出

口，也就是這句經文裡說的「承認」。當別人看到我

們在苦難中仍然有指望有盼望，也許會問我們「心中

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

人」（彼前 3:15）。這指望是世上找不到的，因為世

上沒有一個人像主耶穌那樣全然可靠，完全信實。我

們要常常安靜在神面前，思想祂對我們說的話，祂的

真理，祂的應許，記得祂在我們生命中成就的事，數

算祂賜下的祝福與恩典，也把這些與他人分享，堅固

彼此的信心與盼望。 

 

     第三，神說我們「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

勵行善」（來 10:24）。若要彼此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那我們必須與其他信徒在一起，就如 25 節所言，「你

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

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不論在這

次疫情發生之前，或結束之後，甚至疫情期間，這點

實在太重要了。我們的信心、愛心和盼望必須在群體

裏才能彼此影響，彼此建造。就像烤肉時燒的煤炭，

要把許多煤炭堆在一起才容易燒紅保持熾熱，單獨

一塊煤很快就會熄滅了。因此基督徒必須歸屬於某

個信仰共同體，不能在各教會之間跳來跳去，或只參

加主日敬拜。我們必須在一起過群體生活，彼此鼓

勵，一起禱告，一起服事主和弟兄姊妹。此時我們雖

然不能親身面對面聚集，但我們能夠透過電話、網

路，彼此問候，彼此代禱，用目前可行的方式一起服

事，彼此勸勉。「那日子」指耶穌再來的日子。 

 

    有人說這次新冠狀病毒好像是世界末日來臨，雖

然我們無法斷言其說，但根據聖經的

教導我們的確處在「末世」時期，因為

耶穌在十架上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現

在信徒必須把福音傳到地極，然後耶

穌就要再來，帶來新天新地。現在就是

我們等待耶穌再來的時候（彼後 3:13-

14），現在就是我們積極活出信望愛的

時候，因為「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

到…那時人要專顧自己…」（提後 3:1

-2），末世「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

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馬太福音 24:12）。在此

疫情危機時刻，我們更需要彼此激勵因愛而行善，多

想想如何活出神的愛，如何為神發光，別讓恐懼佔據

自己的心，只想躲起來只顧保護自己，別讓愛冷淡

了。 

 

    感謝主耶穌用祂的血為我們打開了一條又新又活

的路，使我們能夠直接來到神面前，進入祂的同在。

願希伯來書作者受聖靈啟示所寫下的話同樣地鼓勵

現今生活在疫情中的我們，無論環境如何，繼續憑信

心日日親近神，繼續堅守並宣揚我們在基督裡的盼

望，繼續彼此激勵以愛為神發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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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功夫說起  
 

    前些日子川普總統在一次演說中用了功夫 

(Gong Fu) 兩個字。接下來，在白宮的記者會上，激

進派的記者們，不斷的以“功夫”的話題追問白宮

新聞官，川普為什麽用“種族歧視”(Racist) 的字

眼，想藉此定他是 Racist。新聞官凱莉避而不答。 

  

  “功夫”是中國的國寶，能說中國的功夫，我倒

引以為榮 (I am proud of it)，能飛檐走壁，我覺得真

是了不起。有什麽種族歧視？倒是早期，美國人叫

我們中國人 Chinaman, 那才是歧視中國人。其實，

當時初期教會，門徒稱為基督徒，也是歧視，但我

們今天卻以被稱為基督徒為榮，不是表面的字句，

乃是裡面的內涵。 

  

    馬丁路德金的名言： “不

是你的皮膚顏色，乃是你品

格的內涵 (Not the color of 

your skin, but the content of 

your character)。“政治正

確”的人不把黑人叫作黑

人，而叫非裔美人 (African 

American)，其實這些 African 

Americans 從來就沒有插足非

洲，連他們的祖宗是誰他們

都不知道。現在的美國社會，因為少數民族的黑人

鬧歧視，已經造成一種風氣，什麽都是歧視，多看

黑人一眼也成了歧視。歧視也成了政治的把柄，只

要你不滿意，就可以說你是歧視 (Racist)，每個人都

成了 Racist。在聖路易斯有一對夫妻，持槍保護他

們自己的房產，因為他們是白人，所以他們被定為

是 Racist。 

 

    種族問題肯定是會存在的，除非我們的膚色會改

變，不然黃種人永遠是黃種人，黑種人永遠是黑種

人，什麽種永遠是什麽種。因此，種族問題一定存

在。但種族歧視則另當別論。各國人對非本國人都

有歧視，那些歧視可能只是給人感覺上的不舒服，

不像美國黑白問題那麽尖銳。美國的黑白問題，是

根深蒂固，不是一兩句話，一兩個人就可以解決

的。 

在美國社會的混亂中 : 

基督徒面臨的靈性挑戰! 
 

劉傳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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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五月二十五日那天，一個黑人喬治·弗洛伊德

因犯科被抓，與警察抗爭，以致被壓倒在地，因他

不肯服從警察，就被一個白人警察以膝蓋跪壓在他

的頸子上，後來就死亡(死因另有說法) 。因這事引

起的示威，而導致連續三個多月，許多大小城市都

有搶、燒、殺的事件。其實，這些現象已經超越了

種族歧視的範圍，目前這已是政治問題，是政客用

來打擊對方的武器。 

 

    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有人問，我們基督徒

能作什麽？尤其是我們華人基督徒能作什麽？這個

問題牽扯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基督徒對社會的影

響力 (Power of Influence)。今天先不說華人基督徒，

就拿美國基督徒來說，在現今的社會上已經沒有影

響力了。意思就是說，在當今社會的這些大變動

中，我們聽不到基督徒的聲音，基督徒領袖，敢出

來講話的人在哪裡？今天的美國教會已沒有像葛培

理牧師那樣受人尊重，講話有人聽的人了。當然美

國這些年來的多元化，已使基督信仰不再是獨一的

信仰。One Nation under God, In God we trust, 這裡所

說的 God，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

的上帝，耶穌所啟示的上帝。但這位上帝，有些美

國人早已想把祂驅逐出境。 

 

    最近民主黨開黨員大會，在向國旗致敬時，就故

意把 One Nation under God 的 under God 略掉，就是

不再要上帝了。人可以不要上帝，但上帝還是上

帝。當人心中無神的時候，目中就無人。所以，才

會有那麽多無法無天的人，搶劫，縱火，毀壞人家

的房屋，產業，槍殺人命。 

 

    基督徒的聲音是要喚醒人心的良知，當人喪盡天

良的時候也就無法救藥了。所以，當趁還有機會的

時候，趕快把福音傳開吧。在這多元化的美國社

會，各種宗教各行其道的時候，基督徒傳福音也相

對增加了難度，但這不能使我們裹足不前。其實，

美國的基督徒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不知不覺的讓

無神論、激進派在大學的校園中，以絕對的優勢占

據了許多學子的心，以各種的方式打壓基督徒。政

府的許多政令也是反基督教的，諸如在公立學校不

可以讀聖經，不可以禱告，不可以提耶穌的名。在

公眾場所不可以有基督教的十誡，十字架，牧師不

可以談政治，不然教會就失去了免稅的權利。這些

都是反基督信仰的勢力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在社會人

群中，造成美國今天的社會現況就如“種族歧視”

一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基督信仰在現今 

的社會中受打壓的時候，我們基督徒能做什麽？ 

 

    還記得四年前，在公眾場所不可說 “聖誕快樂”？

還記得許多廁所都變成中性的了嗎？這就是基督徒

自表清高地說，我不參與政治，我不談政治，就在我

們“只管自己門前雪”的時候，政

治家就把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

權利，借著他們的政治手腕，在你

不在意的時候給你奪走了！ 

   基督徒能做什麽？這可以從兩

方面來說。 

 

     一、從短程來說，作為一

個基督徒公民，我們的基本

權利與義務就是使用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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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權，參與投票。 

    有許多歸化的美國人，就像美籍華人，都認為這

不是我們的事，我們來到這個黃金王國，是為了過

上好一點的日子，兒女能上好的學校，我能掙多一

點錢，有點安全感就行了，其他管不了那麽多。就

這樣，我們在我們的所在國，所在的社會的一切動

態，都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然後我們會抱怨說，

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怎麽成了這個樣子？那是因為我

們對國家社會漠不關心的緣故。美國的大選在即，

需要我們投下神聖的一票。你或許會說，我這一票

算什麽？我要投誰呢？我的看法是，不是投誰，而

是投什麽？ Not Who, but what？美國是共和國體，民

主政體，總統四年一選，有兩大重要政黨，有民主

黨又稱驢黨，有共和黨又稱象黨。兩黨都有一定的

政綱，他們的總統候選人參與其黨的政綱制定，也

就是說黨的政綱是總統候選人所認可接納的。這

樣，我們就不是選哪一個人，而是選哪一個人所持

的政綱是什麽。美國雖然在立國的時候，有很多基

督徒在其中，也有一位牧師在獨立宣言上簽字，但

美國不是基督教國家，更談不上神治政體，所以，

各黨的政綱有很多立場是不合聖經真理的，因此，

我們找不到完全符合聖經的政綱，這樣我們就必須

在兩者之間，找尋比較接近或比較符合聖經的政

綱。例如： 

 

    在比較兩黨的政綱之後，作為基督徒，我更能接

受共和黨的政綱，我覺得生命是上帝的創造，人不

可以以自己的權利來殺害未出生的胎兒，單就這一

點，我就不能投民主黨人的票。 

 

    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上帝

設立的，除此以外我不能接受別的說法。 

 

    如果從自己接受的信仰立場來審核兩黨的黨綱，

然後來決定投票，可選票上寫的不是黨綱而是人

名：一是拜登，一是川普。有人說，我兩個都不喜

歡。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人和自己不喜歡的

人，但選總統不是選丈夫，更不是選牧師，選丈

夫，選牧師；選這些和選總統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我在美國五十年，選了許多次總統，我发現最有資

格作總統的人沒做總統，言下之意你就知道了。 

 

    我第一次投票選總統是投詹米·卡特 (Jimmy 

Carter)，因為他是基督徒，他是主日學老師，所以我

就投了他。後來我才學乖了，我選總統不是選基督

徒，更不是選主日學老師，而是選他對國家人民執

政的方針與信念。至於個人的人品，我有一定的原

則和保留，但對人沒有苛求。川普不是完人，拜登

也不是完人，我更不是完人，我想你也不是完人。

如果你我成了大的政治人物，人家要掀你我的底，

也許他人比你我更有義。我記得已故的學園傳道會

創辦人白立德牧師說過一句話，他說，在他年輕的

時候，聽到有人犯淫亂的罪，他會嚴厲的指責，但

當他年老時，他聽到這樣的事，他會說，這也可能

是我 (It could be me)，這是寬容，這是雅量。對人厚

道是美德，無論投誰，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二、從長程來說，基督徒不能與社會脫節。 
 

    十八、十九世紀的教會持潔身自好的態度，對新

派神學保持讓步，不久所有的神學院像普林斯頓，

耶魯，哈佛等，全被新派神學拿去，我們說我們與

世無爭。但上帝要我們在世上要作光、作鹽，我們

不能只躲在教堂的四道墻內作我們的基督徒，我們

在世也要入世。我們有作地上公民的使命與責任，

因此，我們要順應上帝的呼召，從事社會公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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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其中包括從政。基督徒可以不作政客，但基督

徒可以作政治家，關於這一點，在此限於篇幅，不

能多說，總的一點就是，基督徒有社會責任，不是

每一個基督徒都要作政治家，但可以在各方面盡公

民的義務。基督徒有極少的人被上帝呼召作全職的

傳道人，其他眾聖徒都有專有的職業，在社會上做

出貢獻。作基督徒老師、教授有一定的影響力，作

基督徒律師有一定的影響力，作任何一種以基督徒

的身分所從事的職業，都能對社會有影響力。 

 

   在這個污煙瘴氣，每天在電視新聞，網頁上所看

到的暴亂，加上因疫情所造成的身鎖庭院，基督徒

失去了肢體交流、生命砌磋的機會，在線的敬拜已

失去了頭幾次那樣的新鮮感，有些信徒已從 Zoom 

中消失身影，我在幾處教會的 Zoom 中講道，根本

不知道聽道的是什麽人，有沒有人在聽，講完道之

後，有的教會有信徒交流的時間，我注意到，有很

多夫妻，只有一個人出現，另外一個在哪裡？在牧

師講道的時候，因為看不見對方，你在那裡幹啥都

行，喝茶，吃東西，看手機，專心聽道的狀況堪

憂。因此，靠網絡來過基督徒的生活，不能習以為

常，我們的禱告是希望疫情快點過去，好使我們恢

復正常的生活。 

 

    這一點又與選舉有關，拜登的政見，他還會施行

關閉，他天天戴口罩，表示他被病毒嚇壞了，他也

想藉此打敗川普。川普吃了關閉的虧，他再也不會

施行關閉，並且他早已要求各州州長開放教會，只

是民主黨執政的各州還是禁止教會開放，加州的約

翰·麥克阿瑟牧師所牧養的教會，因不從州長之令而

開放，因而吃官司，並把他們租用了五十多年的停

車場被迫停用，為了信仰他們要付代價。如果今天

全美國的教會都一起開放，後果將會

如何？如果教會現在開放，信徒會回

來聚會嗎？今年二月疫情剛開始不久

的時候，我到好幾間教會講道，每位

牧師都告訴我，人數少了一半或三分

之一。再次開放，牧師的責任也很

大，所以也不敢開放。 

  

   在這樣非常的時期如何面對我們靈

性的挑戰？其實這是我們操練生命的

最好機會，因為沒有時間的壓力，不需要趕著去上

班，因此，我們可以操練自己屬靈生命的進深。 

 

     一、如果你早已有良好的讀經習慣，這時候是更

好進一步更深操練的時候，早上起來，不像以前急

著要趕去上班，因此可以從容地，安靜地坐在主腳

前，讓上帝借著祂的話語向我們发聲，一個小時不

知不覺就過了，你會覺得甘甜。 

 

   二、許多基督徒很少讀屬靈的書籍，這句話是根

據統計來的。據一間基督教出版社的老板說，他們

出版的書，兩千本書二十年都賣不完。正常的時候

我們太忙，沒有時間看屬靈的書籍，現在有的是時

間，何不找幾本好書，來慢慢地欣賞。我在這段日

子，讀了好幾本買了四十多年而沒有機會讀的書，

獲益良多，後悔怎麽沒有早點讀。讀書樂，讀好書

更樂。 
 

   三、每天有固定的時間禱告也很重要。這段日子

裡，看到所在國的動亂，民爭，人爭，黨爭，無日

安寧，只有來到主的面前，向祂傾心吐意，為國

家，為種族，為社會安定，為疫情早日消滅，為總

統大選，天天禱告。 
 

    四、與天天在一起的人好好相處。與你在一起的

人，無論是誰都是 24/7，日日相處不是易事。借此

機會彼此更多認識。我與師母相處近五十年，現在

還有新发現，正如有人說，結婚前所認識的人，結

婚後反而不認識了，要從頭開始。若是只有兩個人

日夜相對，更要學習對於對方所講的話，要百聽不

厭，才能平安無事。好好過每一天吧。 

 

   引用舊約聖經最後一句話作為結

束： 

 

  “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

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

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

的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咒詛遍

地。” (瑪 4:5-6)      ◇  

 

  注：本文 轉載自生命季刊 
 



經文：馬太福音 23 章 1-7 節 
 

導論 
 

    美國大選指日可待了，民意調查顯示，兩黨的

競選人勢均力敵，不相上下，鹿死誰手，要到十一月

三日，甚至稍後才能揭曉。今年的選舉，引起頗多人

的注意，有人說是生死之選。我們家兩口，對這次的

大選也特為關注，好在我們是同黨的。 
 

 “今日基督教”雜志，多年前的一期社論的題目

是"For Whom Would Jesus Vote?"“耶穌會投誰的

票？”當年也有一份華文雜志有一篇文章的題目

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對這句家喻戶曉的

話，筆者的答案是不盡然的。歷史上，“雪亮的眼睛”

看錯了許多次： 
 

   十九世紀，美國南部的基督徒引用聖經，來支持自

己“不人道的蓄奴行為和種族歧視。”那樣雪亮的眼

睛所看到的聖經教導，是明顯的錯誤，導致美國的黑

白問題直到今天愈演愈烈。自今年五月底以來百多

日，數大城市示威、遊行、槍殺、搶劫、縱火、暴行，

日以繼夜，尚無停止的跡象。 
 

    再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贏得

了廣大人民和教會的熱烈支持。當希特勒迫害屠殺

猶太人的時候，世界上哪一國有發一言譴責？當日

本軍閥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有哪一國向中國伸出

援手？今天美國的暴行，又有哪一個政客發過一句

嚴詞譴責？譴責川普的人卻大有人在，這是實話，沒

有偏見。 
 

    人民的眼睛是現實的。對自己有利的，就雪亮。對

自己無利的，眼睛就發黑。順境的時候，眼睛就雪

亮；逆境的時候，眼睛就發黑。比如說，伊拉克戰爭

打得好的時候，民調顯示 67%的人說打得好。當戰爭

遇到困難的時候，就聽到許多“馬後炮”。 
 

   人民的眼睛不是雪亮的，人民的眼睛是現實的。 
 

    耶穌會投誰的票？也許我們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耶穌不會投誰的票？ 
 

    聖經告訴我們，耶穌愛所有的人。但聖經也清楚說

明，耶穌譴責那些假冒為善的人，不贊同他們所作的

事，也就不會投他的票。 
 

    我們從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至七節的記載，來在

耶穌身上學習分辨真假是非的功課。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說：“文士和法利

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

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

說，不能行。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

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他們一切所做的事都

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繸

子做長了，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裡的高位，又喜

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拉比就是夫

子）。”(太 23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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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不會投誰的票? 
— 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主说：“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 

 

劉傳章 牧師 



摩西的座位——律法的出處 
 

    在當時的猶太社會，這是很重要的地方或地位，能

坐上摩西的座位，那是不簡單的事，有些人就要爭取

那地位，因為那是一個有權威的地位。 
 

    今天也有很多人在爭地位。在教會裡，有些教會的

長老與牧師爭地位。例如，有一間華人教會借用美國

教會的教堂，講台上有三把椅子，中間的一把椅子靠

背比較高，主日敬拜時，長老領會，牧師講道，問題

來了，誰該坐中間的高位，牧師認為他是牧師應該坐

首位，長老覺得牧師是他雇來的(我不同意這種說

法)，他是老板，他應該坐首位。結果因誰是老大而

爭執，不歡而散，牧師離開了那間教會。其實不是位

子的問題，而是想要權勢的問題。若牧師和長老都能

禮讓一下，中間的位子就空下來留給耶穌了。在教會

裡沒啥好爭的。 
 

    在社會上也是一樣的有爭權奪利的事，要說的事

兒太多了，我們先以即將來臨的美國大選為主軸，來

交流一下。 
 

    耶穌在這裡向門徒發話，祂說：“文士和法利賽

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

謹守遵行。”這裡耶穌教導我們怎樣聽話。聽別人發

出的言語要會聽：“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

要謹守遵行”太好了，太重要了。但接下來的一句話，

更重要；那就是“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

們能說，不能行。” 
 

  這個“但”字否定了前面所說的一切話。 
 

一、“只會說不會做”——缺乏真誠 
 

    講好聽的話，卻不去實行，那就是，說的是一回事

兒，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兒。這叫作口是心非，缺乏

真誠。今天競選總統的人，可能是好話說盡了，壞事

作絕了。就像拜登在接受黨提名的演講中說，若當

選，第一件事就是要通國都要戴口罩，最近又改口，

發現就算總統也無權要求每一個人都戴口罩。說話

要算數，不要聽信任何人信口開河說出來的話。 
 

    本世紀初有一位名叫約翰·克理(John Kerry)的總統

候選人，據說，他媽媽三次提醒他，要有真誠、真誠、

真誠 (Integrity, integrity, integrity)。媽媽最了解兒子，

可能他是沒有真誠(Integrity) 的人，所以才要再三地

提醒。真誠就是表裡一致，說到做到，人前人後都是

一樣的，不會在人前講人話，在鬼前說鬼話。就像一

個白人到黑人區去競選，他對黑人說：“我的皮膚

雖然是白的，我的心與你們的心一樣黑。”這可能是

一個笑話，但也不無真理，政客為了拉票，什麽騙人

的話都能說，所以，耶穌提醒我們有一個“但”字，

他們應許了那麽多，但是他們能實現嗎？能說不能

行，我們就不要聽他的。得人尊敬和信服的牧師，就

是那些所講即所行的牧師 (Practice what they preach). 
 

   今天操縱美國媒體的新聞報導，常是歪曲事實，缺

乏真實，沒有真誠 (Integrity)。而沒有 Integrity 的人，

就會用沒有 Integrity 的報導，就是謊言作勢，來大作

文章，自欺欺人。 
 

    關於民調我們也要留意，不得輕信以至搖動信心。

當年在大學修課，修了一科社會學，一學期所學的現

在全忘了，但有一件事，事隔多年，如今仍然記得清

楚。這件事是關於統計數字的，我讀大學的時候是上

世紀七十年代，老師說的事是：“在約翰·霍布金斯

大學的中國女學生中，有三分

之一嫁給教授”，我們一聽大為

吃驚，接著老師說，“該校只有

三個中國女學生，一個嫁給了

教授。”這是三分之一是沒錯

的，但是乍聽起來，就會出人意

外。所以要看基數的比例，三個

人的三分之一與三百人的三分

之一是不一樣的。就如基督徒

奉獻十分之一，這人與那人的

十分之一，因各人的收入不同

而有異。民調也是一樣，有些民

Page 9 



Page 10 
Page 10 

調也是缺乏真實的 (Integrity)。 
 

   主耶穌說：“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 
 

二、“他們把重擔捆起來壓在人的肩頭

上”——不負責任 
 

  “但自己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見死不救，罪

同殺人。 
 

    這次的大選，不只冠狀肺炎的問題，也不只是經濟

的問題，還有其他重要的問題：墮胎問題，同性婚姻

問題，種族歧視問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遴選問題。

這許多問題只能選擇性的提一提。 
 

墮胎問題 
 

    有人說，一個主張任何時候都可以墮胎的人當總

統，墮胎的人不一定會增加，所以選他也沒關系。這

話非常值得商榷，合法與非法的行事，結果肯定是天

淵之別。 
 

    但更重要的是，聖經教導是要我們要看重每一個人

的生命。自從一九七三年墮胎合法化到今天，已經有

5850 萬(一年以百萬計)胎兒被殺(注 1)，這比因病毒而

死的人多許多倍。這與總統對墮胎的看法與他選誰作

大法官有密切的關系。珍惜生命，保護幼小弱者，也

是總統所有的權力。不然，許多沒出生的人，都沒有

安全 (Security)。如果他們會說話，他們會說，“我不

知什麽時候會被打掉?” 
 

    主耶穌說：“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 
 

病毒問題 
 

    這是今年大選的黃金問題，川普總統作夢也沒想

到，在他的任內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不只是他沒想到，

拜登也沒想到，佩洛西也沒想到，這突如其來的災禍，

是誰的責任？當然是總統的責任。但問題是，願意負

責任，卻負不起責任，因為這病毒沒法處理，到今天

還是沒法處理，怪誰？當然是怪總統。話雖這樣說，

憑良心講話，這病毒不是川普制造的，也不是他能處

理的，因他不是科學家。老實說，科學家也沒辦法，

科學不是萬能的，想想看，世界上有多少科學家，連

這樣一個病毒都沒法制服，人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是

大能的。在大衛時代瘟疫一來，就死了七萬人。上帝

說，“夠了，住手吧。”瘟疫立

刻停止。所以說，是川普倒楣，

在他的任內，正在經濟起飛，得

意洋洋的時候，發生了這件事。

如果發生在拜登身上，除了戴口

罩，不知道他會如何處理，其實

戴口罩也是川普宣布要人戴的。

我相信如果川普天天隨處都戴

口罩，拜登一定不會戴，所以戴口罩也是政治的 

(Political)。 
 

    從政治、競選的立場來說，政客彼此攻擊是正常的，

但是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人身上是不道德的。

拜登指控，近二十萬因病毒死亡的人，是川普害死的

(He killed them)。如果真是這樣，那麽全世界 180 多個

國家都有因病毒而死的人 926,544 (注 2)，他們都是他

們的國家領導殺死的嗎？另外，拜登的副座公開置疑

即將可能製成的疫苗，因為是川普說的，這樣就把懷

疑的種子撒在可能防病的疫苗上，使人不敢使用，這

豈不也是間接殺人嗎？不要競選到失了人性！ 
 

    主耶穌說：“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 
 

種族歧視 
 

    因一位白人警察與黑人嫌犯發生人命問題而引起

的種族歧視問題，從五月到現在，示威、暴動、殺人、

放火、搶劫、毀壞，財產損失以億萬計，美國已成無

法無天的世界。最近的一個事件更是令人心酸淚下，

就是兩名警察坐在他們的車裡談事，一個匪徒跑近車

邊向著兩位警察，一位是三十一歲，有一個六歲的兒

子的女警，一位是二十四歲的年輕男警，開槍擊殺他

們之後逃走。更令人痛心的是，目睹這事發生的人，

不但沒有打 911.搶救人，反而到醫院的急診室攔住門

口，不准人搶救他們，反而謾罵，亂喊說：“我們希

望他們死。”何等恐怖？(注 3) 川普說，這殺人的是個

畜生(Animal)，我認為他連畜生都不如，還有那些阻擋

醫院進口的人一樣是畜生。報新聞的記者(不是激進

派的記者)感嘆的說：“這是美國嗎?”(Is this Ameri-

ca?) 
 

    我的答案是，美國不再是美國了，如果這樣的事政

客們一言不發；黑人殺白警察也不算是種族歧視，也

沒有示威；黑命是命就是謊言了，其實早就是了。 

    主耶穌說：“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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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在一個堂會上，有一個黑女

孩問拜登一個問題：“如果你的女兒

被警察騷擾你會怎麽做”？你知道拜登

怎麽回答？他說：“如果是我的女兒，

警察就不會騷擾。”這就是民主黨對黑

白之間種下的毒根。大論種族歧視的

人，像我們的前任總統奧巴馬及夫人，

在白宮住了八年，不用繳房租，卸任之

後，好像作總統發了財，在馬大的葡萄

園(Martha’s Vineyard) 買了 1200 萬美金

的豪宅住在那裡 (注 4)，然後奧巴馬夫

人就從這 1200 萬美金的家中向民主黨

黨員大會發言，指責川普是 Racist (川普是義務總統，

主動不領總統 40 萬美金年薪俸)。 
 

    再說籃球明星 LeBron James,控訴別人是種族歧視

者，而他自己的車夫是白人，他的廚師是白人，他的

園丁是白人，他雇用了許多白人替他幹活，這是一位

黑人女士 Candace Owens 在 Twitter 上說的，打球掙千

萬，還說別人種族歧視，Owens 女士說，若這也是歧

視那就分一點給我吧。以種族歧視為由而引起的暴

亂，民主黨高幹，對暴亂、暴民，絕對縱容，所以，

這次大選是生死之選。 
 

    還有其他競選的議題，限於篇幅，不多述，但也都

重要。 
 

   主耶穌說：“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 
 

三、“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是要給人看”—

—  虛假偽善 
 

“佩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繸子做長了”，這是自

傲。“喜愛宴席上的首座，會堂裡的高位”，這是傲

人。“喜愛人在市中心問他們安，稱呼他們“拉比”，

這是為了給人看。 
 

    報紙上說有一個總統競選人，為了得票什麽都幹。

這個三十年不去禮拜堂敬拜神的天主徒，突然跑去非

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的教會，把講台當炮台來

攻擊他的政敵，這是最大的偽君子。 
 

    誰是苦幹實幹的人？誰是會說不會做的人？大家

心知肚明。美國種族歧視的問題，若是奧巴馬以黑人

總統的身分，向黑人社會表態，改善他們的教育機會，

提高他們就業的機率，建立他們健全的家庭關系，讓

男人好好作父親，減少未婚媽

媽，防止少女、婦人墮胎，不以

奴隸的後代而自卑，黑人社會會

有很大的改進，可能川普今天就

不用收拾這個拜登認為是川普

搞的亂攤子（其實是奧巴馬和拜

登 八 年 在 位 沒 把 種 族 問 題 搞

好）。自己沒有搞好而怪別人，

這就是假冒偽善的典型。 
 

   主耶穌說：“不要效法他們的

行為。” 

結語 
 

    耶穌不會投誰的票？沒有人知道，但耶穌所講的

話，需要我們用明智的頭腦來思考。本文不是解經的

講章，只是借用耶穌告訴門徒怎樣認識人與人所講的

話，來分辨是非真假，作明確的決定和選擇。選誰，

是你我個人的責任，但我們必須要投票。 
 

    這裡有五項聖經的原則我們可以遵循： 
 

一、基督徒應當參與民主投票的過程(太 22:21)—— 

                該撒的物與上帝的物。 

二、基督徒應當為掌權者禱告(提前 2:1-3)——為君 

                 王和一切在位的。 

三、基督徒應當順從掌權者，除非他們所做的違反聖 

               經的真理(羅 13:1-7;徒 5:29)。 

四、基督徒應當選擇那些在行政中，支持和表彰聖經 

              公義的人(箴 14:34)。 

五、候選人應在以下四方面表彰聖經的公義： 
 

1.聖經的家庭和婚姻觀(創 1:26-28) 

2.地區的教會不受政府的干擾(弗 5:25-27) 

3.尊重生命從懷孕到死亡的神聖(詩 139:13-16) 

4.不分種族膚色貧富信仰的一律看待(林前 13)      ◇  
 

注釋： 
1. 根據美國國家生命權教育基金會的墮胎統計數據，自 1973

年最高法院將墮胎合法化的那一年起，美國已有超過 5850 萬

名未出生的嬰兒死於墮胎。https://www.lifeissues.org/

abortion-stats/ 

2. 根據 WHO 最新統計數據，COVID-19 全球總死亡人數是：
926,544   https://covid19.who.int/ 

3.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541378384. 

參：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obamas-buy-home-on

-marthas-vineyard-report-photos-2019-12     

注：本文 轉載自生命季刊微信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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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試煉 
 

  神藉著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們受欺壓，開通他們

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離患難，進入寬闊不狹窄之地，

擺在你席上的必滿有肥甘。（約伯記 36:15-16）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如傳道書所言：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

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傳 1:9)； 與我們今日面對

COVID-19 一樣，前人也曾面對過歷史上幾次大範圍致

死性的瘟疫。今天很多基督徒也許會問，為何自己“敬

虔度日”，卻要和世人一樣遭受這般患難呢？以史為鑒，

可知興替。論到這場全球性的瘟疫對基督徒的意義，以

及神在其中的旨意，我們或可回顧並借鑒一下，早期基

督徒的的經歷和為我們所立的模範。以下我想介紹的是

著名的居普良瘟疫（Plague of Cyprian）。 

 

  居普良瘟疫（後人為紀念殉道的迦太基主教居普良故

作此名），是發生在主後 249 至 262 年（也有其他文獻

記載是 251年至 270年）於羅馬帝國爆發並廣泛蔓延的

特大瘟疫。其致病的病原體在當時並不明瞭，現代人根

據史料懷疑可能是天花，也可能是流感病毒，亦或是類

似伊波拉病毒 (Ebola virus) 造成的流血熱。當時羅

馬城最高一日可達約 5000 人次的死亡。這場瘟疫也是

導致羅馬帝國「第三世紀危機」的原因之一，嚴重削弱

了帝國政權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 

 

基督教完全被壓迫 
 

  羅馬帝國在那段時期的主要統治者，包括德西烏斯

（Decius），瓦勒良（Valerian），以及後來的戴克里

先（Diocletian）都曾先後頒布過全國性的迫害基督徒

的法令；同時期在民間也存在對基督徒的種種誤解和

歧視。以至於那時候基督教完全處在被壓迫的地位，基

督徒根本無法在帝國境內合法地傳道。所以當時的基督

徒所遭遇到的，是政治迫害和致死性瘟疫之雙重打擊。 

 

  然而，感謝我們的神，祂真是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

事不可勝數（伯 5:9），祂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祂

的道路非同我們的道路（賽 55:8），祂使萬事都互相效

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

8:28)。這一場人看來窮凶極惡的瘟疫，卻為基督信仰的

傳播發揚帶來了轉機—當時的基督徒因為他們無私無

畏的愛心，而贏得了許多民眾的欽佩和認同，也因著這

場瘟疫導致羅馬帝國的動盪不安，基督徒受迫害的境況

在瘟疫過後，反而有了緩解的現象。 

 

基督徒在這瘟疫中 

新冠病毒的省思(二) 

漫天烽火待黎明 

神的試煉？ 
 

程秀唐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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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頒佈《米蘭敕令》之後（主後

313年）終於得到政治保障，又在 380 年正式成為羅馬帝

國的國教，促成之後幾個世紀的蓬勃發展。在該撒利亞

主教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 主後 260-341

年）所著的《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一

書中，記錄了當時亞歷山大主教狄奧尼修斯(Pope Di-

onysius of Alexandria) 對基督徒在這場瘟疫中的描

述，讀來讓人動容，其原文詳載如下： 

 

   「『在我們和異教徒都得短暫喘息之後，瘟疫又襲

來。對異教徒而言，這比任何可怕的事還可怕，比任何

災難更難忍受。就如他們一位寫作的人所言，只有這事

叫人絕望。但對我們來說並非如此，這事就如其他的事

一樣，是一項操練和試驗。因為瘟疫並沒有離開我們，

反而離開那越發攻擊我們的異教徒。』 

 

  狄奧尼修斯繼續說：『我們大部分的弟兄，都毫無保

留的顯出超絕的愛，如弟兄般仁慈待人。他們為彼此禁

食禱告，並且無所懼怕的探望病患，持續的供應他們，

在基督裡服事他們。弟兄們極其喜樂，能與他們同死，

受他們所受的患難，把病患從鄰舍那裡帶到他們這裡，

甘心樂意受他們的苦。以至於有許多照顧病患又給其他

人加力量的人，自己反倒死了，將別人身上的死轉到自

己身上。 

 

 

  一般人只在言語上禮貌性的關懷，然而弟兄們是真的

採取行動，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說真的，我們最好

的弟兄都以這種方式離世，包括一些長老、執事，以及

那些有最高名望的人。這樣的離世，顯出他們的敬虔和

堅信，說這是殉道一點也不為過。他們把聖徒的遺體抱

在手中及懷中，闔上他們的眼和嘴。弟兄們把他們背在

肩上，安放他們。弟兄們願意緊挨著他們，擁抱他們，

替他們洗淨並穿衣。 

 

  經過一段時間，人又必須用相同的方式對待這些弟兄

們，因為存活的人又繼續效法走在他們前頭的人。但對

異教徒，一切都迥然不同。這些異教徒拋棄那些開始發

病的，遠離他們的密友，將半死不活的病人丟到街上，

棄死者如廢物，不埋葬他們。他們儘量避免與死亡有任

何的接觸和交涉，然而，即使他們盡力預防，他們還是

難逃一死。』」 

                                                   

——優西比烏，《教會史，卷七，二十二章，6-10節》 

 

 

 

是一項操練和試驗 
         

   社會觀察學者 Rodney Stark在他的《基督

教的興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一

書中將瘟疫列入促進基督教早期發展的主要

的因素之一。可是，我不禁要問，為何同樣的

疫情，對於當時的異教徒而言是如此讓人害

怕、難以忍受和絕望呢？為何他們表現出來

的只是人性的怯懦、冷漠和陰暗呢？為何他

們最終的結局只是退卻、沉淪和毀滅呢？ 
 



Page 14 
Page 14 

  對每個人來說，各種患難（包括瘟疫）本身固然要

緊，更要緊的是人們是否對患難有正確的認識。對患

難所持有的不同的認識，可以導致人們對患難的結

局，產生不同的展望和感受。從狄奧尼修斯的記錄可

以曉得，這些早期的基督徒只是把這場瘟疫看作「就

如其他的事一樣，是一項操練和試驗」，這種看法和

異教徒的心態是截然不同的。 
 

一定有祂美好旨意 
 
 

  為何基督徒與異教徒之間會呈現出，這樣天差地別

的態度與反應呢？作為基督徒，我們若要正確地認

識，和看待生活中各樣的患難，首先就必須正確地認

識我們的神，確信祂具有各樣美好的屬性（祂的公義，

信實，良善等），並且倚靠祂那些永不改變的應許。

因為我們的神是全能的神（「我知道，你萬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阻攔。」伯 42:2），也是全善的神（「主

啊，你本為良善，樂意饒恕人，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

求告你的人。」詩 86:5）；所以，如果這些患難是祂

所允許的，這些患難是祂給我們的試煉，那麼其中就

一定有祂美好的旨意。 
 

  只是任何美善的計畫都有祂的時間，很可能是一個

需要忍耐的過程，也常常需要通過我們的順服一步一

步去經歷和達成。如此，有了這樣對神以及祂作為的

正確認識，便成了每個基督徒信心的根基，其產生的

果效則是忍耐中的喜樂和盼望（羅 12:12）。 
 

獨一根基就是基督      
 

  這樣說來，難道是瘟疫促進了基督教的早期發展並

延續到如今嗎？誠然不是。在我看來，瘟疫只是表象，

基督信仰得到廣傳的最重要因素是在於歷代基督徒

所懷揣的真實的信仰，這信仰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

上，而這獨一的根基就是基督（林前 3:11）。天地都

要滅沒，祂卻要長存；只有真理是永恆不變的（來

12:8）。 
 

  如經上所記：「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雅

2:17）。早期基督徒面對瘟疫時所表現出來迥異於異

教徒的人格特質和行為模範就是他們心中所持的真

信仰之外在標記。這樣，他們既用信心、盼望、和愛

心戰勝了試煉，就顯在那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

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 2:14-15）。 
 

  面對 COVID-19，也許你經歷了痛苦，你就禱告；或

者你平平安安，你就歌頌（雅 5:13）。只是無論在何

種情況下，我們都當清楚並認識持守基督的真理，將

起初確實的信心，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就在

基督裡有分了（來 3:6,14）。歷世歷代的基督徒承受

了各種的患難與挑戰，他們就成了真實信仰的見證

人，迄今如同雲彩般地圍繞著我們。我們應當效法他

們，面對試煉，恆心忍耐，並從中查驗何為神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 
 

    我們的神透徹知道我們所行的路和其中的考驗，

在祂試煉我們之後，我們必如精金（伯 23:10, 彼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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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初，銘鑒和我因姪女的婚禮回

到台灣，也趁著這個機會去了日本北海道旅遊，一直到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才囘到美國。我們每一兩年都會

回台灣探親，這次是時間最長的一次。本來，這是一如

往常的探親旅遊，直到回到家，從天而降措手不及的災

難接二連三發生。神保守我們在災難以前回到家，沒有

受困在外，清楚看到神的手在我們生命中的護祐是如此

真實，讓我又一次經歷這位又真又活，滿有慈愛憐憫的

神。 
 

    根據新聞，新冠肺炎是在 2019 十二月初在中國湖北武

漢被發現，隨後迅速蔓延世界各國，變成了全球性的大

瘟疫，也是自二次世界大戰最大的災難。美國疫情從二

月中旬持續延燒，至目前為止是全球確診最多，死亡人

數也是全球第一。不僅如此，美西，美中南部地區因為

政策失當，地方政府各自為政，更有許多人不聼信專業

的指示，怱視病毒的嚴重性，疫情再一次的擴散，至今

不知如何是好。 
 

    美國的災難一波接一波，疫情還在如火如荼，黑人的

社會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又起，有些不肖份子，趁火

打劫，擄掠商店，無辜的商家受到極大損失。接下來，

社會運動者變本加厲，要拆掉林肯，喬治華盛頓，傑克

遜及其他前總統的紀念雕像; 更有激進敵基督的謊言，

散佈基督耶穌是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 。美國這些

年來與神的道漸行漸遠，猶如一步步進入捕鳥人的網

羅。 
 

    疫情突如其來，社會各層動盪不安，環境隨時改變，

生活亂了套，一切都在改變，唯有我們的神在洪水泛濫

之時祂還是坐著為王。 在這個非常時期 

避疫居家，再讀小先知書感觸特別深刻，

神也藉著這個災難給我有更多時間思想

兩三千年前小先知書的信息対現今的意

義和神対基督徒的旨意。約拿書和那鴻

書，神的憐憫恩典救贖尼尼微城，可

是只歷經四五代，尼尼微人變本加

厲惡貫滿盈，神的公義審判降臨，終

至以洪水覆滅全城。以東人驕矜自

滿眼裡無神，神借先知俄巴底亞興

起列國爭戰，剪除狂傲自欺的以東人。 
 

   先知哈該得神默示要猶大省察自己的行為重建荒涼的

聖殿。萬軍之耶和華借藉先知撒迦利亞告誡以色列人要

轉向神，要記取歷史的教訓，不要效法列祖，違背神的

旨意，要極力悔改，先知更預言以色列會重建家園及彌

撒亞的降臨。舊約最後一書卷，神再次藉先知瑪拉基講

述神的愛永不改變，指責以色列人的不忠，存心詭詐，

並預言救贖主的來臨。神的話堅定在天，祂的預言沒有

一件不落實，若不悔改歸回，祂的審判終必降臨。 
 

    美國從一七七六年，為了追求自由，以基督精神立國，

神在這個美麗的土地護祐賜福，使美國成為全球第 

一強國，成為列國的帶頭羊。可是近年來不僅在政治，

立法，經濟等上層建構，下至人民都離開初衷，以人權

至上離開基督，同性戀成為合法，學校禁止禱告，無神

論者充斥，企圖遮掩美國立國的初衷。 
 

    神是憐憫賜恩典的神也是公義審判的神，祂不會以有

罪為無罪。神藉著這個全球疫情，社會亂像，使我們基

督徒在家避疫時間停止往日的忙碌能思考重建心靈的

祭壇，拾起當初的愛心; 讓我更能親近愛神，也给我勇氣

傳揚神的慈愛憐憫，公義審判。從亙古坐在寶座上的神，

使更多的人認識這位至高至尊至上的真神，這是神在疫

情中的旨意也是祂另一次呼喚的恩典和憐憫，給我們在

這千載難逢的一年重新思考歸向神，重整生活的重點。 
 

    像現今這樣的 lockdown 能在家日夜思

想，回歸依靠神，求神幫助我們不要辜負

浪費這段親近神的時間，使我們在疫情之

後能重新得力，向著標竿直跑。◇ 

 

主日學心得主日學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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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這次小先知書下老師出的第一題

作業，就讓我回想到一些熟悉的經節如箴言

第 29 章： 18 節提到的「沒有異象、民就放

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的經文。它

的意思就使我想到人若是缺乏由神而來的

啟示及帶領，便會失去方向，踏上滅亡之路。

而大先知 以賽亞在烏西雅王駕崩(主前 741

年）那年，他見到了寶座的異象。這個異象

使他的眼目從人的寶座轉向神的寶座。他也

從倚靠地上君王的勢力，轉而

倚靠天上君王，認識自己並且

重新奉獻自己。這個異象更新

了他的生命，在此前，他都是

說別人禍哉，直到他看見到這

異象之後，他卻說：「禍哉！

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脣不

潔的人，又住在嘴脣不潔的民

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

耶和華。」 
 

    由此我很清楚以賽亞在他

看見異象之前，他的嘴巴整天在責備別人，

至少有六次罵別人「禍哉」。這些都記在以

賽亞書第五章裏面。一直到他看見了天上的

異象之後，才認識自己也是和那些他認為嘴

唇不潔淨而滅亡的人同樣污穢不堪，自己也

就惶恐的說「禍哉了！」可見異象能使一個

人認識自己原來的面目，使他悔改，將生命

在神面前更新，重新再一次奉獻自己。「異

象」這個詞語有默示、啟示或亮光的意思。

(「放肆」在原文有「滅亡」的意思。) 
 

    由以上的例子使我回想起來自己也不是

一樣嗎！自從 24 年前從別的教會來到馬里

蘭中華聖經教會一直都是在逃避教會長老、

執事的邀請出來服事。不但如此，還會嫌自

己在教會聚會沒有得到任何收穫或長進。尤

其是主日學，要上就上、不喜歡上就不上找

各種理由，最好不用出來教

主日學而找一些令自己後悔

的的理由。記得 2008 年在洛

城堂的一個晚上聚完會後，

劉牧師走到我面前來對我

說：「你來到教會這麼久，出

來服事！教會兩年都沒有人

服事團契部。」當時我聽到牧

師的話有點惶恐因為那個語

氣就有如從天上來的默示要

我不再逃避在教會裏服事的

命令，因為我知道牧師是神

的僕人就像聖經裡許多神的僕人為神呼召

神的子民一樣、凡是違背或逃避都會受到神

的管教。 

 

    所以在我信仰生活的經歷裡，可以說逃避

上帝的呼召的經驗多至不勝枚舉。而後果就

是不討神喜悅而且靈命也不會長進！ ◇   

    主日學心得主日學心得: : 在信仰生活的經歷裡在信仰生活的經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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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銘鑒 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