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區國語浸信會

每月通訊「溪邊的樹」

【2011年度目標】
愛神愛人 作主門徒
【年度主題經文】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
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 13:13)
【四月份經文】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翰福音 13:34)

2011 年的前三個月，從埃及政變到利比亞危機，
從紐西蘭基督城六級強震到日本仙台九級大地震及
空前海嘯，天災人禍一個接一個，真是令人震驚！尤
其是地震的威脅，我們居住在南加州的人，更有切身
感。1994 年南加州的 6.8 級大地震，北嶺就是震央，
我們許多弟兄姊妹都身歷其境，大家必定仍記憶猶
新。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的資料，由於近八十
年來全世界各國的地震觀測站從 350 處增加到 4000
多處，而且各種地質儀器與觀測技術也不斷進步。近
年來更透過人造衛星提供的資訊，以及全球網路所
發展出來的脈絡，目前美國國家地震資訊中心
(NEIC)統計顯示每年全球大約有一萬兩千到一萬四
千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 35 次以上。雖然對地震以
及地殼的移動等變化，世界各國已投入非常頂尖的
科技，也累積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地質資訊，但是仍舊
無法做到任何有關地震發生的預測。根據美國地質
調查局(USGS)的官方網站，他們很明確的說，除非
有革命性的突破，按照目前的科技，預測地震是不可
能的。他們只能綜合過去收集的地震資訊，提出非常
概括性的預警：未來三十年內，發生大規模地震的
機率，北加州舊金山一帶是 67%，南加州則是 60%。
雖然如此，他們仍特別聲明，美國地質調查局的主要
任務不在預測地震，乃在努力研究如何改進地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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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並做好防震的應變準備。
關於地震，聖經有沒有什麼記載？有的。在舊約裡，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約書亞帶領百姓過約但
河，這些神蹟發生時很可能都有地震伴隨。這是上帝
向祂的子民在自然界彰顯大能，真可說是「驚天動地」
之舉。在新約，當耶穌在十架斷氣時，耶路撒冷城就
發生不尋常的大地震(太 27:51)。後來在使徒保羅旅行
傳道期間，當他們被關在腓立比的囚牢時，忽然半夜
發生地震，監門全開(徒 16:26)。這些只是最明顯的幾
次，整本聖經裡還有許多講到地震的經文。其中最重
要的，當耶穌教導門徒有關末時的豫兆，祂特別提到
「地震」的現象(太 24:7)。使徒約翰蒙聖靈感動，見到
末日災難的景象一幕一幕出現時，最後的巨大高潮竟
然也與地震有關－「…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
(啟 16:18)
我相信，今天上帝要我們藉著地震有所醒悟。正如
美國地質調查局所說，重要的不是去想辦法預測，乃
是要做好地震的安全準備。什麼是我們預備將來大地
震的安全準備呢？難道只是在家裡做好防震措施，或
儲備好災變時要用的糧食飲水？是的，這些應變措施
與準備都有必要。但是主耶穌教導我們對末日地震的
「安全準備」難道只是這些嗎？
我相信，上帝要我們做的「安全準備」，乃是要迎
接基督的再來！好像地震，聖經告訴我們，主來的日
子沒有人知道(太 24:36)。今天，信徒確實要有警覺，
但不是草木皆兵，更非人心惶惶。因為上帝已經將十
架救恩賜給我們，叫一切信靠主耶穌的上帝兒女有保
障，不用慌張。這是人生最重要的「安全措施」－不
僅關乎此生如何超越災難死亡，更是如何能永世與神
同在。
此刻，我們要繼續為日本成千上萬的災民禱告，發
揮愛心，出錢出力。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已經與日本
浸信會聯會取得連繫，準備匯合眾教會的力量援助他
們。同時，我們也需要從這次震災學取功課，做好準
備，因為我們確實也是住在地震帶上。更要緊的，我
們必須在主面前做好準備，並趕緊傳福音，因為祂再
來的日子確實是愈來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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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記載，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

談「心」

師，年紀老邁，就立他兒子作以色列的士師。他

陳先瑞

的兒子不行他的道，貪圖財利，收受賄賂，屈枉
正直。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來到拉瑪見撒母

聖經上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的。」(箴4：23)

耳，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你兒子不行你的

「心」是人思想、意志及道德意識本能的內在管

道。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

理與指揮，甚至我們的情感也可由「心」來駕

一樣。」撒母耳不喜悅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

馭。但我們看不見「心」，只能從人的言語行

們」，他就禱告耶和華。耶和華對撒母耳說：

為，稍加體會，至於「心」的動向更是難以捉

「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

摸，有人形容女人的心像海底的針，其實何止是

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

女人，是人的心就不易捉摸，就連人自已有時也

王。..... 」(撒上8：1-7)當以色列百姓提出立

不知道自已的心是如何。

王的要求，神固然指出了他們背後的用心，是厭
棄神。就是撒母耳這位屬靈偉人，當他對百姓的

聖經告訴我們，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神是看內心。因此神的拯救也是從「心」開始，

要求有所反應時，他的心在神面前也被檢驗。撒

我們得救的時候，祂給我們一個新心，是一個向

母耳的服事心態，是否仍以自我得尊榮為首要

著神的心，詩人禱告說：「願我的心在你的律例

呢？
路加福音九章記載，耶穌定意住耶路撒冷受

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詩 119：80) 可見，
至終神也要以祂的標準來判斷我們的心。所以我

死，他和門徒路經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那裏的

們得著了新心，如何保守心，以基督的心為心，

人不接待他們，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54-56節說

生發出基督的性情，該是我們一輩子的標竿。彼

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你

得後書一章四節說：「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

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像以利亞

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

所做的嗎？」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你

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感謝神！神既

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人子來不是要滅人

賜下應許，又賜聖靈，光照、訓誨、引導、並加

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主的心是何等寬

力量。我們必要得著全備的救恩！

廣、恩慈！雖被人拒絕，仍然忍耐等候。跟隨主
的門徒，豈不要受這樣的考驗嗎？

今天神的救贖計劃已成就，但我們在時空中仍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見在我們學習事奉神服事

須經歷被拯救的過程。所以我們在發覺自已或看
見別人，有不完美的時候，我們會怎樣反應呢？

人的過程中，神常用各樣的人、事、物和各種的

我們遭遇順境或逆境時，我們又怎樣反應呢？這

境遇，叫我們看見我們的心如何。相信神要幫助

些當口，最要察驗，我們的心是如何？記得申命

保守那向著祂的新心，也要用祂的話潔淨我們心

記8：2記載，神在曠野引導以色列人四十年，是

上沾染的污穢，叫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在神面

要苦煉他們，試驗他們，要知道他們心內如何，

前做誠實順服的兒女，願與諸位肢體共同勉勵，

肯守神的誡命不肯。神豈不知道以色列人的心如

繼續長進。

何呢？祂乃是要藉那些境遇，叫以色列人自己知
道自己的心內如何，要引導他們在神的律例上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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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接納了我。我渴望神的愛，雖然我知道我不

神融化了我冰冷的心

配，我也有痛恨自己的時候，痛恨自己的無知，

王碩

把創造我、愛我的神拒之門外若干年。

遠赴美國，這是我第一次踏上異鄉的旅途，多

我多少次向神禱告，祈求知道為什麼祂會一次

少困難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切都會過

又一次原諒我，祂用寶血洗淨了我的罪，捨棄自

去。

己的身體作為我們的贖價。以前，我從沒有思考
過自己的罪，甚至在認識神以前，我都不會以為

記得在準備出國的前幾天，家人總是囑咐我，
讓我記得帶這個，記得帶那個，母親更是不住地

自己有罪，但這並不代表我沒有罪。在我受浸

嘮叨：“天冷了就穿襯褲，衣服要搓乾淨，床單

時，我輕鬆了，如釋重負。回想當初，我是那麼

要常換...”在家幾天的忙碌，我想我已經做好了

的無知，無法面對自己的罪，掩耳盜鈴。成長的

心裡準備，也覺得自己可以承受未來一切的苦悶

環境，滋生了我的虛榮，也令我沉淪，甚至為一

和困難。我就是這樣，帶著這顆篤定的心踏上旅

己私欲，我居然可以將自己推向黑暗。可神就是

途。我想以後我再也不會有在朋友身邊的那份肆

這麼慈愛，我好像是財主的兒子，不懂得珍惜，

無忌憚，再也不會有家讓我放縱和懶惰。

揮霍自己的青春，以為那是我想要的，以為我會
在欲望的支配下可以歡樂。但我不得不來到神面

雖然大連的兩年學習生活經驗讓我能很快地適
應了美國的生活，可僅僅是基本生活而已。語言

前，因為我知道，我之前追尋的，不過是一時，

不通，交通不便，甚至是白天都不是很繁忙的城

我怎麼才能找到永遠? 神接納了我，沒有責怪、

市，讓我再次陷入了沉思：我準備好面對這樣的

沒有要求，祂甚至不怕我會再次悖逆而去。可我

生活了麼？

又怎麼能離祂而去呢?我的罪還不夠多麼?當我再
回頭瞭望我已過的生命時，我看到那些不斷被欲

我自己安靜的時候總是會想，即使是在我沒認

望的黑洞吸進去的人們，我的周圍只有黑暗，我

識神的時候，我也會想，思想這個奇妙的宇宙，

連那將我帶入光明的拐杖都扔掉了。我苦悶、焦

思想我精彩的生活，思想我生命的意義。可每次

躁、迷失，不願耶穌基督的救恩臨到我身上，我

都是困難的，因為我不懂，不懂生命的意義，甚

覺得自己不配。

至看不出自己未來的方向，有時我也很迷茫，覺

在教會中，叔叔阿姨對我的照顧(現在該叫兄

得我就好像是那丟失在廣場的石子，沒有人注
意，沒人覺察。在家的時候，我可以和朋友們吵

弟姐妹了吧，呵呵)，讓我體會到了神的愛，其實

吵鬧鬧，去撕裂那顆安靜的心。可在美國，我總

我想這也是神在引導我，祂知道我必因無知而拒

是不斷地去想，去想。

絕接受祂的真理，祂就用另一種方式來讓我感受
祂的愛。在國青，袁叔叔和逸蘭阿姨，不辭辛勞

偶然的機會，我進入教會，當然是我自己以為

的每週五都會帶領我們準時聚會；在慕道班，上

的偶然，當我認識了主耶穌之後，我才知道這一

了年紀的吳老師和張老師，獻出比年輕人更火熱

切的安排絕非偶然。教會中的溫暖，讓我感受到

的心來傳講神的話語；在詩班，那激情而賦有靈

我並沒有離家太遠，甚至我覺得這就是在家中。

魂的詩歌，更是讓我心久久不能平靜。在教會

也許我對神的懷疑太多，甚至用激烈的反對，去

裡，喧鬧時我仍可以發現主賜給我們的安詳，靜

對抗神那顆仁愛的心，但祂並不遠離我，更是用

默中，我更是能感受到神那熱烈的愛。

祂的兒女們來感動我，當我接受浸禮，從水中起

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

來的那一剎那，我知道神是怎樣以永遠的愛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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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祂在等著我，祂在愛著我。雖然如今我對神

的道。(賽40：3)

的認識仍可能是冰山一角，可我沒有懷疑，只要

去教會的路是平坦的，Sandy阿姨用她的辛勞
帶領著我，我不用再為如何去教會而勞神。Sandy

我有一個尋求的心、渴慕的心，神一定會將祂的

阿姨因為帶領團契，所以她每週都會去教會，她

真理顯明在我的心中。

每週都去自然會影響到我，我更是無可推諉地隨

在這寒冷的季節，我不再寒冷，內心都被神充

她而去。我想，如果不是當初Sandy阿姨每週兩次

滿著。感謝神，我蒙恩進入了祂的國度，願禱告

帶領著我到教會，也許我現在仍然迷失。Sandy阿

的雙手被祂的慈愛與恩典所托住。阿門！

姨有責任心，住處離我家很近，自然有“理由”
把我帶到教會去，這難道不就是神的安排嗎？！

現今的機會

袁叔叔和逸蘭阿姨更是對我們國青的孩子們關愛
有加，他們知道我們初涉美國，沒有親人在這

[編者按]

《以斯帖記》中講述，末底改托人回覆王后以

邊，會感到無助，他們積極地組織我們聚會，帶

斯帖：“你莫想在王宮里強過一切猶大人，得免

領我們這些不認識主的迷途羔羊們在遇到困難時

這禍。此時你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

有所倚、有所靠。記得我護照丟失的時候，袁叔

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滅亡。焉知你得了

叔更是帶著我，從照相填表開始，又多次帶我到

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以斯帖

領事館去申請護照遺失的補辦。我想，不是每個

記4：13-14）一語道出真理：無論人回應與否，

人都能做到不求回報地去幫助人，可是袁叔叔正

神的計劃和旨意必定成全，以斯帖若不把握機會

是用他的行動，讓我看到一位基督信徒與眾不同

參與神救贖猶太人的工作，受虧損的不是神的工

的品格。是的，正是從神而來的那份愛，包容著

作，而是以斯帖本人。

我們這些在天路旅程中不知方向的孩子們。教會

4月份的佈道會將至，在神所賜的時機里，我

的溫暖實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述說不盡。神藉著

們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閉口不言，那在創世

各樣事情向我們表達出無盡的慈愛，祂的愛是何

之前就預定得救恩的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

等的長闊高深，何等的偉大無私，讓我們無法用

而我們的生命卻必受虧損。

語言，無法用感情去描寫，只能在心中默默的禱

弟兄姐妹們，求神打開我們的耳目，看到神在

告，感謝神的恩典。

我們周遭的預備，聽到別人靈魂的呐喊。領人歸

神的愛就是這麼奇妙，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

主，我們就與主更密契；尋找一隻失喪的羊，就

裡，就改變了二十幾年都無法改變的我。當我再

能分享牧人的喜樂。試問，聖靈感動我們做什

抬起頭，看那無邊的宇宙的時候，我知道我不再

麽？一個禱告、一份邀請、一項服事，將人帶到

迷茫，內心既火熱又安穩，讓我知道神在看著

耶穌的面前，不要讓他們永遠失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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