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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7日

在宗教行為方面，每一項指標都顯著的下滑：
1) 每週讀聖經(固定聚會時讀經除外)人數，下

降百分之五；

【年度主題經文】

2) 參與義工服事的百分比，下降八點；
3) 參加成人主日學上課人數，下降百分之八；
4) 連一向最穩定的主日崇拜人數，1991 年是
49%，2011 年也滑落到 40%；
5) 不參加教會聚會，沒有教會生活的人數，從
1991 年 24%，2011 年增加到 37%，變化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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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份經文】
惟願他們存這樣的心敬畏我，

在這樣一個令人沮喪的景象裡，報告又指出三
項數字，值得特別留意。這幾個數字是關乎個人宗
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永遠得福。
教信仰的品質與內涵：
1) 相信創造萬物之主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今天
(申5:29)
仍然掌權的，2011 年有 67%，比 1991 年下降了百
分之七。
最近在閱讀書籍之間，偶爾看見一位牧者描寫
2) 相信聖經無誤，並且是信仰可靠依據的，
現代人的普遍現象。文字雖簡短，卻很深刻，發
1991 年有 46%，2011 年則落到 38%。
人省思。
3) 表明曾經做過認罪悔改禱告，且已接受耶穌
基督為救主，並承認自己重生得救的信徒人數，
現代人的奉獻－
1991 年是 35%，2011 年則提高到 40%。
將生命獻給眼前；將生活獻給忙碌；
常遵守我的一切誡命，

在以上所列的數據裡，似乎只有最後這一項，
還令人鼓舞。但是很顯然的，即使重生得救的信徒
比例提高，但信仰的品質與內涵仍然低落，以至整
個社會大眾的宗教行為二十年來顯著下滑。
本月經文提醒我們，信徒的屬靈生命必須建立
在堅實的基礎上，要時常自省，不要隨流失去。尤
這是何等可怕的寫照，是許多人不知不覺間走 其在自己家裡，凡事要做年輕人的榜樣，不但言
進的景況，連基督徒也不能倖免。因為今天整個 教，更要有身教，使全家蒙福。
主內
社會的普遍現象，就是如此。無論北美，或其他
許牧師 謹上
各地，隨著國際傳媒日新月異的發展，世界潮流
風尚的影響已無孔不入，叫人眼花撩亂的俗樂文
後記：這個民調報告還有許多數據，將陸續發表，
化更是力量愈來愈龐大，並且看來毫無任何減勢 且有很詳細深入的討論。若有興趣，可以直接上網閱讀
舒緩的傾向。在這股舉世狂飆的文化浪潮裡，第 (www. Barna.org)。
一個受衝擊的就是年輕人。而最沒有防備的，恐
怕也就是年輕人。
許牧師的問題解答方塊，徵求大家
北美有一個很專業的基督教民調機構，名為
提出問題。請投入徵稿箱，或直接交
「Barna Research Group」。最近發表一系列很重
給編輯同工。
要的報告，比較美國社會這近二十年來的變化。

將時間獻給無聊；將回憶獻給苦毒；
將身體獻給情慾；將貞節獻給激情；
將家庭獻給名利；將健康獻給工作；
將工作獻給金錢；將金錢獻給貪婪；
將自己獻給自私：將靈魂獻給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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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接受無神論，但按感性，我趨向神道論。

【生命更新事工系列】

升入中學後，時逢中國大陸盛行“氣功熱”，

得救見證

我父親因患食道癌，藥物治療之餘，輔助進行氣

張嵐姐妹

功療法，我也在閒暇時間隨著父母“修煉”鶴翔
梉，並瀏覽一些氣功功理的書籍，書中亦佛亦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因著信，這不是出於自

道、東搬西扯、張冠李戴的理論竟然讓我有如沐

己，乃是神所賜的（弗2：8）

甘霖的沉醉感。因為“氣感”好、“悟性”高，
我成了氣功班的“高材生”。起初，我只練習外

在2007年4月15日受浸前，我已按教會的要求

周天運行的動功，後來就不滿足於只是“強身健

預備好了得救見證，但那時的心態是想藉此賣弄

體”，而要開“天眼、天目”，激發特異功能，

有限的文才、抬高自我、得到別人的誇讚，另外

達到“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最高境界。於是，我

還有一個難以啟齒的原因，就是不願意暴露自己

開始習練打通內周天經絡的靜功，以意念導引氣

“寒磣”的經歷。後來許牧師在一次證道中提

流在體內運行。有一段時間，我居然能“魂飛身

及，有的得救見證雖精彩但不真實，我如針芒刺

外”，雖不知靈魂在何處，但明顯有魂體分離的

膚，頓感羞愧。感謝神藉許牧師傳達了祂的責

現象和感觸，甚至有異樣的感覺能預測一些未來

備，自那時起，我就在心裡暗暗思量，一定要重

之事。當我“入定”前，將所詢問的事放在意念

新寫得救見證。

中，不斷默想，在“入定”時，就會看到一些畫

上個月，教會舉辦了3堂[生命更新]的課程，

面、場景，預測的準確率極高。我樂此不疲，認

讓我重新回顧、檢視了自己的靈命進程，尤其是

為這是上天賜予我的“慧能” （信主後，才明白

第一堂課，當弟兄姐妹在講述各自的屬靈生命線

其中有邪靈的工作）。我不僅自己練習，還積極

時，我心潮起伏，想到自己信主的經歷，不禁潸

向同學們“講道”（座位前後左右的同學們深受

然淚下，聖靈在我心中動工，督促我拿起筆，將

其害、其擾），我也因此得了“半仙”的諢號。

神在我生命中、心底裡所施行的改變真實地見證

這一期間，因為我的一些特殊經歷，無神論思想

出來，好讓神的榮耀得著稱讚。

已經搖搖欲墜了。

我來自中國大陸陜西省，出生成長的環境到處

進入大學後，我在課餘時間轉而研習麻衣相

彌漫著無神論、進化論的宣傳。4、5歲的時候，

數、周易八卦、梅花易數，將其奉為中國古代智

媽媽送給我一本兒童連環畫，這是我平生閱讀的

慧的精粹，但因晦澀難懂，始終無法突飛猛進。

第一本書，圖文並茂地展示了人是怎樣由類人猿

我對相面、看風水、卜卦算命始終情有獨鍾，同

進化而來，對我幼小的心靈影響極大，奠定了無

學同事們開玩笑說我不應該上大學、工作，而應

神論的基礎。在學校裏，我被填鴨式地灌輸了

該成立一個“周易研究室”，專精預測、算命。

“這世上本無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的唯物

記得在一次燒紙祭祖的時候，我與“鬼”狹路

主義觀點，認為這就是無可辯駁的真理。

相逢。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我真切地感知一個冰

我喜愛中國古典文學，雖認為無神，但又在心

冷刺骨的物體緩緩走向我，並穿透我的身體，我

底對典籍裡慕仙慕道的詞章愛不釋卷，常常嚮往

汗毛倒豎、毛骨悚然，在其穿身而過之際，我的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世外桃源，醉心

意識完全停頓了。自此，我就完全相信靈界的存

於“往來處非仙即道、靜坐講黃庭”的虛無境

在，也相信超自然的現象和能力。

界。這一時期，我的思想十分矛盾、糾結，按理

工作以後，趁出差之便，我曾先後兩次前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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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聖地——山西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進香許

說我已經稱耶穌是主，那就應該算是“入教”了

願，我對這位人稱掌管智慧的聖者頂禮膜拜。在

吧（後來才在羅馬書中看到，不僅要口裏承認，

心裡接受“神明”的存在後，我可以說是“見山

更要心裡相信）。其實，我的生命從未被聖靈所

拜山、見廟拜廟”，對於那些所謂的“神明”，

觸摸，我對救贖的真理、基督的福音根本一無所

無論名號、無論出處，只要能保佑我、圓我所

知。大家因為我自稱是基督徒，就稱呼“弟兄姐

願，我都心甘情願地跪拜。但我對基督教卻有抵

妹”，我十分反感，什麽姐姐妹妹、哥哥弟弟

觸，不甘心做“洋奴”。其間，曾有人邀請我去

的，一股江湖味道。主日崇拜時常常讀《詩篇》

教會聽道，我斷然拒絕，鄙夷那個要講道的“黃

裡的章節，我心裡特別不以為然，聽起來像個落

毛丫頭”，在心裡嘲笑：大字不識幾籮筐，這樣

地酸秀才寫的蹩腳詩，陳詞濫調，文采還不如我

無知無才的白丁之輩，還能給我講道？其實，我

呢。基督徒頌贊神，總是加很多定語前綴，“聖

自己才是無知狂妄之徒。

潔公義、大能大力、統管萬有……”，這也讓我
“反胃”，就像金庸的《笑傲江湖》裏日月神教

2004年底，我所供職的世界銀行貸款塔里木河
流域二期項目進入收尾階段，又因感情生活的挫

恭維、吹捧教主“東方不敗”那般庸俗矯情。許

敗，我返回了西安做兩手準備，其一是申請長安

牧師講道的時候，我上下打量，更加狐疑滿腹，

大學碩士學位的學習，以提高“社會競爭力”；

據我與宗教人士談經論道的失望經驗，神職人員

其二是再尋找一份滿意的工作。這一年可以說是

絕大多數都是“宗教騙子”，牧師看起來溫文儒

我人生的低谷，感謝神，祂把驕傲的我摔得粹不

雅、談吐有致，怎麼也幹這“騙吃騙喝”的營

及防，藉此慢慢收斂我狂妄的心。在前途不明、

生？而且，我一聽到“獨一真神”的字眼，就覺

進退不定的時候，我去探望了一位遠房姨母，她

得刺耳，心想靈界的神明很多，我很有體會，怎

問我是否相信世間有一位神在主宰，我根據以往

麼能說耶穌基督就是獨一的呢？成王敗寇，真是

的體驗就回答：有。她告訴我說這位神就是耶穌

古今亦然、中西亦然，連宗教信仰也搞“霸權主

基督，信祂的人有永生，可以上天堂，免去了地

義”，天下無凈土也。

獄永火的懲罰，而且有什麼難處就可以向祂祈

第一次參加東區團契，時任主日學老師的張國

求，也不用佈施。我當然不願意下地獄，心想反

棟弟兄就盛情邀請我參加基要真理班，我儘管心

正信耶穌也不會損失什麽，有什麼需要的還可以

裡不願意，但又不好推辭，就硬著頭皮，抱著

求祂，何樂而不為呢？有了“土菩薩”，再加上

“隨大流、混混混”的想法每週來教會，上課盼

一個“洋菩薩”，豈不是更福祉多多。於是，我

著下課，聽道想著午餐，主日學根本聽不進去，

就因著自己心裡的如意算盤而應允接受耶穌基

牧師證道也冗長難忍，不是瞌睡打盹、思想拋

督，就這樣稀裡糊塗地成了一個從不到教會、從

錨，就是心猿意馬、身在曹營心在漢。後來，我

不讀聖經的“基督徒”。

又進入慕道班，其實我一點都不“慕道”，吳老
師、張老師在講課，我偽裝聆聽，卻在心裡與他

2006年9月，我經過婚姻移民來到美國。豈不
知，神已然預備了一切，祂不僅帶領我來到美

們吵架，他們說一句，我有五句的理由對抗。尤

國，而且引領我進入神的國。初來乍到，人地生

其是談到“罪”，我反應激烈，表面假裝謙和，

疏、寂寞難耐，想見中國人，想說中國話，那麼

但內心拒不認罪。殊不知聖靈已經開始在我裡面

中國教會就是最好的社交場所。

動工。
主耶穌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

於是，2007年初，我走進谷區國語浸信會。招

你們。獨一至高的真神揀選了我這個驕傲、自私

待的同工問我是不是已經信主，我心裡想：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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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敗壞的人，祂要成為我的公義、聖潔和拯救。

落，裡面就有一個聲音響起：其實，是你自己變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因著信，這不是出於自

了。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

己，乃是神所賜的”（弗2：8），得救的恩典臨

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5：17）。

到了我。我來到教會2個多月後，盛曉玫姐妹在教

在信主後不久，曾經控制我的邪靈不甘失敗，

會舉辦音樂佈道會，優美的旋律敲擊著我的心

先後三次在夜間攻擊我。前兩次，當我唱“十字

門，有一首歌曲《釘痕的手》，字字句句深入我

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救贖…”，邪靈繼而離

的肺腑，我似乎看到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捨己為我

開。但第三次，最為兇險，我砸碎了佩戴多年的

成就洪恩，尤其是聽了王愛敏牧師的見證，我深

玉觀音，焚燒了私藏許久的平安咒符，並向魔鬼

感震撼。若不是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

宣告我已屬主耶穌基督。當夜，邪靈纏身，壓住

主的（林前12：3）。是夜，我輾轉反側，難以入

我的身體、扼住我的喉嚨，我動彈不得、呼吸不

眠，淩晨3點多鐘，在聖靈的不斷催逼下，我這拒

得，邪靈還控制我的意念，使我無法求告神，幾

不認罪之人第一次跪在全能者的腳前，淚流泗

乎斃命。在最後時刻，我奮盡全力喊出：“耶穌

頤，以前我無法想通的那些所謂的信仰難題在那

救我”，一道閃電，光明一片，邪靈遁無蹤跡，

一刻全部煙消雲散，我承認耶穌基督是獨一的真

我深刻體會到我主耶穌基督的名是超乎萬名之上

神，認罪悔改，並發自內心地呼求祂進入我的生

的名。

命，成為我的救主。那一刻，就好像重擔去肩、

我原本是不配得救恩的人，詆毀神、侮慢人，

沉枷落地，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輕鬆與解脫。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耶穌基督的救贖就白白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弗1：

稱義”（羅馬書3：24）。並且，拜偶像、行邪術

14），自從我真正重生得救後，心裡就有一個很

等等，我無一不做，神卻在我身上現出莫大的忍

迫切的感動——受浸，但礙於面子，又怕別人譏

耐和憐憫，每次唱《奇異恩典》的時候，我都心

笑我以前是“假基督徒”，我求神預備合宜的受

潮澎湃、感慨萬千：奇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

浸機會。神感動慕道班老師吳光靈弟兄主動來問

已得赦免，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

我是否願意受浸禮，我心裡一邊讚美神，一邊忙

見……。因著耶穌基督，我的生命被完全翻轉。

不迭地答應了。2007年4月15日，我在谷區國語浸

願一切的榮耀都歸給神！

信會受浸歸入耶穌基督的身體。從水裡起來的那
一刻，熱淚流過我的面頰。
一次主日崇拜後，講臺的資訊深深地碰觸了我
的心，讓我感動不已，我興奮地與丈夫分享：許
牧師的講道造詣竟然提高得如此快，以前哈欠連
天的我，現在感覺意猶未盡、恨時飛快。話音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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