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 开步走
书香信仰
我遇见了主
有福的确据

2020 年 1 月-12 月
“耶和华是我
的亮光，是我
的拯救，我害
怕谁呢？耶和
华是我生命的
保障，我还惧
怕谁呢？”
- 诗篇二十七章 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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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奎牧师,

我们欢迎你！

首次主礼华语圣餐崇拜

[邓奕生牧师]

看见你在圣台前被按立的那一刻，我們就有種莫
名的驕傲，我們在這一刻又見證了一個『神
迹』！认识陈牧师应该是 40 年前的事吧！我不
是倚老卖老，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印象里面，一个小男孩在『五脚基』能以滑板
高速滑行，在泳池里能畅游、能深潜，一位精力
旺盛，有点桀骜不驯，用不完精力的男孩，现在
成了上帝的仆人，正式登上服事的舞台。我惟有
赞叹上帝的大能，是上帝亲自拣选你、磨练你、
陶造你。

按立圣礼

说你献身当牧师是贬低了你的身份！是的，你离
开一个高薪的铁饭碗，你有一位贤惠的夫人，生
了一对俊男美女，是众人羡慕的幸福标准家庭。
但其实你一点都无损，你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你愿意用全时间来服事这位永生的上帝，是上帝
的恩典亲临到你！因为你有永恒的眼光，你在永
恒的基业里占了一席！
借用你文章里头的最后一句话～勇敢迈开步伐走
陈国奎牧师与家人

下去，因为这只是一个过站。是的！舞台布幕已
经掀开，由上帝领头，我们一起迈步向前！

疫情下, 开步走

[陈国奎会吏]

COVID-19
去年十一月结束神学课程装备后，即回到
教会。十二月就开始投入牧养服事。回望
过往三年修读神学的日子，心里满是感恩
而再感恩。感谢信实天父的引领与保守，
在各样的挑战与软弱中，最终却是带着喜
乐与丰硕的收获而毕业。在这段期间，感
激教会在各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支持，还有
弟兄姊妹时时的关怀与代祷。当然，内人
也在这段期间的付出是难以估量的；她留
守家园顾家、工作，让我得以在无后顾之
忧的情况下专心一志完成学习。

么长的时日各教会一齐停止主日崇拜，而
且是发生在这和平的年代似乎是不可思议
的。上次座堂停止崇拜是在上世纪世界发
生二战期间；当时日本军勒令关闭教堂的
崇拜，同时充公教堂建筑物。今次则是教
会自己主动把大门给关上，不让信徒前来

开始服事是年末的圣诞月，世界的另一

礼拜。这是匪夷所思的，但发生这一切的

角，中国武汉却在这时爆发新冠肺炎的传

事肯定不是偶然的。两个事件的共同点都

染病。从来没有臆测到这场肺炎疫情竟会

涉及了全球性的范围。这都值得我们透过

为全球带来这么巨大的改变。这些影响实

基督再来的预言，作深入的思考。

在是立竿见影的。教会在其一个月后的新
春探访也相应的谨慎，已不如往年般到信
徒家走透透去做新春拜访。随着我国疫情
日益加剧，政府当机立断于 3 月 18 日开
始实施“全国行动管制令”，国内各教会
的主日崇拜与各种聚会霎时间喊停。
在起初大家不外都觉得这只是短暂几个礼
拜的行动管制，其后一切就都会回归正
常。 不料， 这一停竟达几个月之久。这

牧者与团队预录全程的圣餐崇拜

行管期后的实体崇拜连同线上播放

上帝的恩手依旧引领着教会。教堂的崇拜

此，上主永远是信实的，祂早已向世人启

是停止了，但是信徒在家里的敬拜却开始

示祂的心意，终必引领教会进入祂荣耀的

了。行动管制令期间的第一个主日，即是

旨意中。活在盼望中，纵使疫情虽无情，

3 月 22 日开始，华语部就发出家庭敬拜

让我们一同在天父的有情天地中做个有情

程序，信徒在家里开始了家庭礼拜。由家

的人。疫情此时虽笼罩天空，我们的前景

长带领，一家人一同敬拜；唱诗、读经、

依旧是蓝天。疫情当下，勇敢迈开步伐走

感恩、彼此代祷、祝福。其后，在 4 月

下去，因为这只是一个过站。

19 日透过牧者与团队预录全程的圣餐崇
拜，信徒得以在家里透过优管继续参与集
体崇拜与守圣餐。行动管制令后的第一场
实体崇拜终在 6 月 28 日主日早晨恢复。
从古至今，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动，基督
信仰的群体，始终坚守连接天地的敬拜。
在这一年间的服事经历，与我原本的设想
在是迥然不同的。原本许多的预设都是过
去了解的事工与实体聚会模式。但这期间
却是有许多无法掌握的情况，需要更多寻
求上主的引导、谦卑学习与变通。即便如

陈国奎会吏与家人
( 摄于 2019 年 11 月 17 日 )

[何赐丽姐妹]

有福
的确据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
我今得先尝主荣耀喜乐！
为神的后嗣，救赎功成，
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
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
天堂的荣耀显在我心里；
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
报明主怜悯，述说主爱。
完全的顺服，完全安息，
何等的欢欣我在基督里；
儆醒而祷告，等主回来，
满有主恩赐，畅我心怀 。

以上这首诗歌，我相信对许多
的弟兄姐妹来讲都是耳熟能详
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知道
写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位双眼失
明的盲人呢？这首赞美诗的作者是芬妮（Fanny
Jane Crosby,1823- 1915. 她出生于美国纽约的
贫穷家庭。在她出生六周时，却因感冒被误诊
而失明，而且是永远的失明。他的父亲在她一

（副歌）

岁时就去世了，因此她是由母亲和祖母抚养长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主，昼夜唱和。

大。她的祖母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信徒，从小常
把这个盲眼的孙女抱在膝上，讲故事给她听，
并带着她祷告。因着信仰的关系，芬妮虽然失
明 ， 且 能 活 出 让 许 多人 感 动 及 激 励 的 喜 乐 生
命。她八岁开始写诗，十五岁时就读于纽约盲
童学校，在校中，她的诗曾多次获奖。她在那
里共 7 年时间，在这期间她学习钢琴、吉他和歌
唱 。 1858 年 她 嫁 给 盲 乐 师 梵 阿 斯 丁
（Alexander Van Alstyne）。

她在四十一岁时写下第一首圣诗，到四十
四岁时，决定以写作圣诗为终生工作。她
已经写了八千首的赞美诗，是历史上，写
过最多赞美诗的作者之一。除了以上‘有
福的确据’，她其它的作品包括了荣耀归
于真神（To God be the glory）, 主啊我
属你 (I am Thine, O Lord)，求主使我近
十架（Jesus, keep me near the cross）
等等.
视障可说是所有障碍中最不便的一种，难
怪有许多失明的人都曾一度有过轻生的年
头。然而，芬妮为什么没有选择自杀呢？
看似倒霉的芬妮虽然因为庸医的失误而失
明，但她未有埋怨任何人。她反而说：
“我相信仁慈的主与祂奇妙的旨意，祂用

幽谷，因为幽谷是阴暗的，阳光照不到，

这种方法，将我分别为圣，使我有机会作

路也很艰辛难走。写在这行动管制令期

祂指派我的事工”。她也补充说“我若不

间，感觉那个幽谷特别阴暗。要记得，当

瞎眼，就绝不会得到这样好的教育，也不

我们躺卧在青草地时，神可以离开，或在

会训练成如此强的记忆，更不能使这许多

树下休息；当我们在幽谷中，神可是聚精

人得到益处“。她虽失明，但她所活出的

会神地看着我们，全神贯注地保护我们。

生命却一点也不悲凄，反而激励及帮助了

就比如这新冠病炎在我国蔓延时，我深信

许多心里愁苦的人们。

他的眼目依然时时看顾我们。

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是十常八九。每个人

芬妮虽然失明，但她对神的信心是如此坚

的人生都难免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挫

定。她深信不疑的信仰是我们学习的好榜

折。尤其在这段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非常

样。当我们遭受到莫名又突如其来的打击

时期，我们都难免变得惊恐和焦虑不安。

时，我们当想神的计划原是好的（创

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

50:20 ） ， 我 们 应该怀 着 不 怕 遭 害 的 信

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

心，把谷中当作跟神更亲密享受与神同在

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我虽然行过

的地方。学习芬妮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

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

学习顺服神，因为神必不撇下我们，也不

在。我们很多时候喜欢青草地，不喜欢

丢弃我们，这是他对我们不变的允许。

我
遇
见
了

主

机会参与今年的圣诞报佳音，真没想到自
己会有这么一天可以接触到诗班。在整个

学道班，圣洗礼之前，上了 16 节课

练习中，又再认识了好多新朋友，大家不
但没有嫌弃我这个零基础的，反而还给了

的学道班。开始接触了有关三位一体的上

我很多指导和分享。真的非常感恩。也让

帝，和圣经的知识。这让我开始对基督教

我今年的圣诞节过得特别有意义。生活中

开始越来越感兴趣

常常遇到的都是因为各种利益而互相利用

教会活动，一群每个礼拜一起上学

的人际关系。但是在教会我看到的是大家
一条心的互相帮忙，真的超棒。也希望接

道班但没有任何交际的同学，因为一次义

下来可以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参与教会活

卖会，大家突然就熟起来了。也因为这次

动。

的义卖会让我认识了好多新朋友，那种大
家无条件的互相帮忙，这种感觉我很喜

祷告生活，记得在学道班时，牧师

欢。之后是某天收到保良副会吏的信息说

和玛丽姐都说过，要常常祷告，任何时候

要家庭探访，然后又认识几位新朋友。探

和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心灵交给主的意

访前有点紧张担心，因为我并不擅长交

思。上帝会给我们指引。刚开始对自己的

际，尤其是想到会有一群完全不认识的人

要求是每天都要一次主祷文，但偶尔会忘

来家里，怎么办?然后确实是我多想了。

记或忘词，到了现在变成很自然的每天上

整个探访过程中，就是闲聊，互相分享之

班和下班都一定要来一遍。然后就是每天

类的，过程就是很轻松。并不像之前想象

都会和上帝对话，遇到不懂该怎么选择或

中的那么严肃。因为这次的探访，认识了

困难时，都会请求上帝的指引。工作不顺

爱琳。也非常谢谢爱琳的通知，让我有

利的时候也会请求上帝帮助度过难关。

身体不舒服时候，请求上帝的保守。也无

寄托，那些没办法说出口的心事，就有了

时无刻都保持着感恩的心，感恩上帝一直

可倾诉的对象了。而且很酷的是每一次

眷顾我，让我生活天天都能顺顺利利的。

倾诉"不能说的秘密"

信仰 ， 之 前 大 家 常 说 ， 一 定 要 有 信
仰，信仰很重要。这些对以前的我并没有
说服力，日子过得 "我行我素，我爱怎样
就怎样，我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当有
了信仰之后我也会开始对人说 "一定要有
信仰，信仰很重要"。就是感觉心灵有了

My wife eavesdrops
It all started around the year 2012,
when my uncle (my mother younger
brother) who came to our house to talk
to my mother about the good words of
our Lord. He was a Roman Catholic and
he was quite persistent but my mother
just ignored him. My wife sometime
“eavesdrops” on the conversation and
was interested and so ask one of my
cousins about Christ. My wife got more
interest with Christ when we were on
holiday with our family friends, Mr. &
Mrs. Ong’s family and that’s how she
got into the confirmation class and later
got baptized. Before that she has been
asking me if I am ok about her
converting to Christianity, which I
supported her fully even accompany
her to Sunday Service, as she was
looking for peace and joyful life.

Why she has the strength?
When her sickness got from bad to
worse, I saw her prayed at home, which

时都会得到回答。可
能通过主日崇拜时分
享的经文诗歌，甚至
刷着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的时候也
奇妙得到了回答和安
慰。这实在是真的！

[田静茹姐妹]

made me think why she has such kind
of strength like this. I was curious so I
asked her what she was praying for.
She told me that she prayed for God to
take her away so she would not suffer
like this. When I heard this, I told her
that I will join her even in death and that
is how I came to know Christ. I know
this may sound odd, but she always
wanted me to be happy and not giving
me the pressure to become a Christian,
which I truly never felt that way before.

Yes, I was baptized
So, 5 months after
her death I was
baptized and I felt
better and happier
person, which I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and all fellows’
Church members in
supporting me.
[ 黄 文 洲 弟 兄 Wee Boon Chiew ]

How it all started?
When I first heard this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from Amazing Grace, I told my wife
and daughter, that very well describes
me doesn't it? I grew up in a family where
the belief system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a frightening world full of
spirits, where a medium is called upon to
enter the supernatural realm to explain
bad event or sickness. Spirits of dead
ancestors need to be pleased, or else
calamities come. Superstitions are to be
observed. All family members were
given talisman for protection from bad
spirits. Death of a family member can be
delayed when negotiate with the spirits.
Soul of the dead can be contacted.
Church is prohibited as it can deplete the
power of the talisman. Since young I was
told to stay away from Christians’ Gospel
brainwashing to avoid ending up
professing senseless things like the end
time. My mind then was still of the flesh
and was unreceptive towards Gospel.
Christians made me restless!
I took the first step into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hen I accepted Christ on Dec
2018. One event led to another, all
charted out by God. I guess it all started
when my late father's health took its toll
on Sep 2018, where he had to be
confined to bed. His health did not
improve. The medium could not help. An
intuition led me to suggest to my
Christian wife to arrange for Church
prayers. I suggested it to my mother and
to my utmost surprise, she agreed! The
Dean was invited to come by. Eventually,
at his own request, my late father was
baptized. I recalled one of those
mornings when we changed my father’s
diaper, suddenly both me and my brother
heard God’s audible voice through our
late father who was not at all aware of
what’s happening! We had a rare once in
a lifetime moment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Lord and it was definitely not to be taken
lightly! By faith I believe that was a divine
invitation, an awesome moment that kick
started my wonderful journey with God.

How God has transformed me?
I have tranquility as I’ve made peace with
God. I can have a peaceful mind during
times of troubles or fear. I’ve learnt to be
more patience and self-control over my
temper. I gradually have better control
over my tongue to stop toxic talk and
gossip. I’ve stopped judging people by
learning to give peopl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I begin to love one and another as
commanded by Christ. Thanks to the
constant reminder of the Holy Spirit, I am
more sensitive to sin now. I learn to be
humble and recognize that all we have
and all we are, comes from God. I also
recognize that modern idolatry such as
career or materialism makes me focus
less on God and my family, as I used to
when seeking wealth excessively.

What motivates me to Christ?
The Lord has personally invited me and
it is only right that I reciprocate by being
a faithful obedient follower. I actually
don't deserve anything except death. Yet
out of His grace, He came forth to me.
Seeing Christ transforming my life is an
empirical evidence of God's greatness.
There is hope in Christ and there is no
point for me to be stubborn and doubt
Christ. I don’t want my life to be ruined
and destroyed by this
world and Satan. Let
me end by saying this: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God
is real. If you have
ever doubted Him or
His existence, please
don't. God bless!
[ 黄 顺 明 弟 兄 Leslie Wee ]

我的姐姐，在小的时候，我常和我
姐姐跟着姑姑去教会。很喜欢去教会的原
因是因为有很多好听诗歌，听故事，每到
圣诞节的时候收到很多礼物。那时我已经
对主耶稣有着浅浅认识，因为在教会里都
能听到主耶稣的故事。每当在教会祷告的
时候，就会感受主的同在。后来，姐姐成
为了基督徒，她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每天
祷告与分享，带着主赐给她的平安开始过
着喜悦的生活。

主之后感到主赐给我满满的爱，是天父给
我的爱, 是满满地。每当我祷告祈求神的
时候，我不再忧虑，我找到持久平安和喜
悦。虽然我和姐姐在肉体上分离，但我相
信我们会在永恒里相聚。 在接下来的日
子
子里，我将自己交托
在主的手中，耐心的
等待主为我生命作出
那最好的安排。感谢
上帝的拣选，让我和
家人能够蒙恩地成为

忙碌空虚，随后我开始忙碌自己的

上帝的儿女。一切荣

大学生活，毕业后到外地工作，与神的链

耀归于上帝，阿门！

[张碧芬姐妹]

接视乎已经没有了。那时的生活开始过着
忙碌却感到空虚，日复一日的，没有方向
和目标。当生活遇上挫折的时候，心里的
焦虑就像慢慢把我吞噬掉。 没有持久的
平安和喜悦，感到无助，焦虑。

主领我，就在某天，上帝把姐姐带回
天国。在我感到无助和无耐的时候，上帝
透过主耶稣把我带到面前，是上帝拣选让
我成为祂的女儿从黑暗把我拯救出来，让
我有重生的机会。耶稣为我而死，并且恢
复我与神的关系，接受主永生的恩惠。信

“我的神必照祂在
基督耶稣里荣耀
的丰富, 满足你们
的一切需要 ”
腓立比书四章 19 节

宇宙与人性
的微妙之处

[胡京妤与胡泛妤姐妹]

当我们在探索这宇宙中的奥秘时，可否想

过，其实人类的罪恶与宇宙有着颇为相似
的一处 - - - 无可计数，漫无边际。
神创造了宇宙，身为信徒的我们是否有着
一颗好奇心，想了解这宇宙究竟有多大
呢？身为一名信徒，我认为这或许是上帝
向我转达信息的一种方式，促使我无意间

箭头指着的圆点是旅行
号从太空远处回头拍摄

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可以完全解答我内心疑

的地球照片, 不仅感叹

惑的一篇短文，你可以想象一名旅行者乘

地球都像灰尘那么小了

坐着探测器飞行了将近 40 年的时间都没
法离开太阳系吗？
在 1977 年，美国宇航局首发派一名旅行
者 (Voyager 1)，这颗探测器被所有人寄
予了厚望，要知道这一号探测器可是带上
了地球的文明语言座标光碟，为的是要将
人类的文明带到广阔的宇宙。然而结果却
让人不禁唏嘘，因为这名旅行者一号在太

阳系内整整飞行了将近 43 年，却仍旧留
在太阳系里，无法脱身。在旅行者一号飞
行的 40 年历程中，每到达一个地方，都
会设法传回有关遥远的星际太空的照片给
众科学家们，
科学家也自觉的认为他们即便没离开地
球，却仍然掌控万里之外，但这份来自内
心的喜悦，来自外身的自豪感在看见旅行

者一号对着地球拍摄一张照片后，瞬间瞠
然乍舌了。为什么会如此反应呢？
以上照片是一个仅仅连一个圆元点都没占
据的 0.12 个圆元。然而这 0.12 个圆元的
蓝点就是地球。我当下看到这照片时不仅
感叹“地球都像灰尘那么小了，那我们岂
不是连灰尘都不如吗？”或许我们和这些
科学家一样，虽知晓地球落在浩瀚的宇宙
中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意想不到的是，落
差竟如此的大。事实胜于雄辩，旅行者一
号飞离地球约 220 亿公里都无法离开太阳
系，一个小小的太阳系就有着如此庞大的
威力将人类牢牢的困在其中，更别提银河
系以及银河系之外的世界了。

如今，科学家仍然在探索着浩瀚的宇宙，

我很感谢美国宇航局，就因他们有着想要

誓立寻找其中的奥妙与之深远的根源。相

探索新世界的心，让我们可以通过这张照

比之下，人类虽小，却有着从亘古所带下

片了解到宇宙是如此的广阔，而我们的神

的罪孽。颇以为然，人性在罪恶中的无知

正是这辽阔星际的创造者，“神你是如此

与众学者们一意顾我的寻探之意颇为相

的伟大，我们要屈服于你！”我们应当时

同。如此庞大的宇宙中，却容纳了载满罪

时在心理默念着，时刻的铭记着神奥妙得

孽深重的我们，然而上帝却毫不犹豫的包

创造以及神对我们的保守与看顾。能承蒙

容，并接纳我们，甚至赐下祂的独生子，

神的恩泽，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人啊！

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深沉的罪恶。在宇宙
中，我们是如此的渺小，可说是连尘埃都
不如的， 但却能承蒙神所赋予的恩典！
正如诗篇 8 篇 5 节: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
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如此的说，上帝创造天与地，万物一切皆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
的天，并你所陈设的
月亮星宿，便说：人

有生命气息都从神的手而来，并给予祂的

算什么，你竟顾念

子民所掌管。由此可见，宇宙之大，罪恶

他！世人算什么，你

甚远，神却仍保守且看顾我们到底。当我
们一致的探索系里之外的世界时，上帝正

竟眷顾他！”

如世外旁观者一般的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
动，此时的我不经意感到一阵噤嘘。明明
连桌下碎屑都不配的我们，反倒得着神如
此庞大的恩典。诗篇 8 篇 3 至 4 节正记载
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
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
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诗篇八篇 3 至 4 节

[朱晋溶姐妹]

河马教授张文亮老师对植物有深入的研究

这段我们所熟悉的经文，就是在降下第十

与热爱，藉由与一只小虫的对话，带领读

灾之前的逾越节晚上，上帝除了吩咐以色

者认识圣经中的植物。上帝至少创造一百

列百姓如何守逾越节，也吩咐以色列人用

万种以上的植物，即使如此，仍然有许多

牛膝草沾羔羊的血，打在门楣与门框上，

植物尚未被发现。植物的多样显出上帝的

以躲过最后的灭长子之灾。其实这也预表

创意，植物的存在直指上帝创造的丰富。

耶稣所流的血，救我们脱离灭命的审判。

这本书属于生态灵修，藉由作者对植物的
描述，由高山到海滨，从荒野到丘陵，使

后来牛膝草成为旧约时代的祭司为人洁净
的礼仪。

我们能够从圣经和植物明白上帝向世人的

英国皇家学会曾根据《圣经里的牛膝草》

启示。以下摘录来自《圣经与植物》中我

进行考证，发现这种植物是出现在埃及，

们所熟悉的两种植物，来更加明白上帝对

西奈半岛，犹太地的植物。这种多年生草

世人的启示。

本植物生长在 石头裂 缝，墙角上， 屋顶

(一) 牛膝草（Hyssop) — 石墙上的草类
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

上，只需要靠石头缝间少数的土壤，或靠
根系钻入石头缝间取得支撑。由于水分与

们说 :「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
越节的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
上和左右的门框上。
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
晨。」（出埃及记十二：21~22）

牛膝草

营养获取不易，植株生长极为缓慢，另外

耶稣在讲浪子的比喻时，就是当地最常用

植物的叶子多，表面带有蜡质。，外状看

来喂食牛, 羊, 猪的角豆。角豆的豆荚非常

似枯干。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课题探讨，为

的硬, 牛, 羊直接生吃, 需要细嚼慢咽, 在体

什么牛膝草要长在石头，墙壁或屋顶上？

内至少 36 至 72 小时才能消化。猪只吃得

原来石头会在夜间沾满露水，露水润湿石

快，但消化率低，在体内了 4 小时就排出

头表面与细缝，足够牛膝草生长所需的水

体外，吸收食物营养的比率很低；给猪吃

分。白天与夜晚巨大的温差可以加速石头

角豆的豆子就糟蹋了，所以只给豆荚。

的风化与矿物质的溶解，成为牛膝草生长
所需的营养。
上帝吩咐人取牛膝草蘸血打在门上，而牛
膝草就生长在门边的石墙或屋顶上取来也
方便。这也提醒我们，上帝的救恩其实离
我们不远，正如圣经罗马书十章 9-10 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
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二) 角豆 — 浪子归家的提醒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

近代分析角豆豆荚的成分，蛋白质含量百
分之六点八，碳水化合物占百分之八十，
大多是粗纤维。在大饥荒时，穷人没有食
物吃，才会取豆荚食用。由于粗纤维在人
体内很难消化，吃了豆荚只能满足一时的
口腹之欲，越吃越多，却难除饥饿，这很
像人沉溺在罪中的光景，也是如此。
上帝从来没有创造好吃的豆荚，使人安于
吃豆荚的光景。豆荚总是难吃，好提醒
人，逆境的好处是叫人回转归向上帝。

他到田里去放猪。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
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
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
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
了你。'' (路加福音十五章 15--18 节)
在中东地区的约旦河平原，与黎巴嫩山区
的丘陵地，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树种。称为
角豆树。角豆树高度约十五至二十公尺，
种子包在长长的豆荚内，豆荚长约十至三
十公分，内含五至十五粒种子，豆荚绿
色，九月至十一月成熟时，豆荚转成棕
黑。长期以来，在粮食收成不足时，当地
人就用角豆树的豆荚喂家畜，秋天雨水不
足时，或种子受到旱害，粮食严重不足，
家畜就要吃豆荚，由九月吃到隔年三月。

角豆

“圣诞节快乐蒙恩”，这句非常普遍的祝
贺语，对当今的一些人来说，听起来似乎
有些刺耳。打从去年开始，因着新冠肺炎
的肆虐，生活对许多人来说根本不是快乐
的；2020 年这原本充满着希望、梦想和
计划的一年，却是恐惧和泪水，焦虑和不
安，无奈和无助的一年。
教会也深受此影响。已经拥有超过 170 年
历史的圣多玛座堂，于今年 3 月 22 日开
始不得已必须把大门关上，暂停主日的崇
拜和聚会。今天，尽管疫情得以改善，教

“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
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
却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八 12）
犹记得我们在接受洗礼时，主礼牧师交给
我们一支点燃的蜡烛，并嘱咐我们说：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你的光也当这
样照着人前”。这也就是我们座堂今年庆
祝圣诞节的主题，“那一曙光”。

会能够恢复崇拜，但我们再也无法再次返

是的，亲爱的朋友，我们要为光作见证，

回之前的光景。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个肯

这是我们的特权、本份和荣誉；但成为基

定，类似的情形在未来不会再发生。教会

督的光也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或代

与世界似乎奔驰在同样黑暗的隧道中。

价。我们愿意吗？愿上帝赐予我们恩典，

然而，就在如此凄凉和惨淡的黑暗中，以
赛亚先知为我们带来了希望：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
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
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赛九 2）
亲爱的朋友，的确有那曙光，这光来到了
世界，这光是耶稣基督。祂照亮最黑暗的
黑暗。耶稣消除了人心的忧郁，带来生命
和希望。作为世界之光，耶稣喂饱了饥
饿，释放了被魔鬼束缚的人，医治了病
人，并向世人传授了上帝的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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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以生命来发出基督的光，为祂作见
证。阿们。

[许统民主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