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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宣佈他要背一個人走上鋼索，橫跨瀑布。他問大家
相不相信他能做到，群眾一致吶喊高呼：「我們相
信！」接著他面對這群熱情的觀眾徵求志願者，結果
頓然鴉雀無聲。成千上萬的觀眾，大家面面相覷，竟
然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最後沒有辦法，只有他的經
紀人被逼上梁山。當他背著這個人走完全程之後，
Blondin 留給大家發人深省的一句話：「你們都說相
信，只有敢坐在我背上的才是真相信。」

【年度主題經文】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立比書 2:15，16)
【三月份經文】

本月經文叫我想起 Blondin 的這個故事。先知耶利
米宣告說：「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
有福了！」聽了這句話，我相信我們都會不約而同的
說，「是的，我們相信！」但是若真要坐在上帝的肩
膀，橫跨瀑布，凌越萬丈深淵，我們敢嗎？

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
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
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且結果不止。。

其實，上帝很恩待我們絕大多數的信徒。除了初期
教會的信徒，以及那些面臨迫害為主殉道的信徒，祂
沒有像 Blondin 那樣向我們提出尖銳的挑戰，要我們做
出生死攸關的抉擇。雖然如此，我們是否也仍需要好
好問自己：「我相信主嗎？我真的信主、倚靠主嗎？
在我處理各樣事務的時候，主在那裡？在我成功順利
的時候，主在那裡？當我遇到困境難處的時候，主在
那裡？」

(耶利米書 17:7‐8)
在美國這麼多年，也曾經在紐英格蘭住過六年，
但是紐約州的名勝「尼加拉瓜瀑布」倒是一直沒有去
過。有一個故事發生在這個名勝之地，是真實的事
蹟。1859 年 6 月，一位法國的走鋼索藝人，首次高空
橫越這個大瀑布。這人的藝名叫作 Blondin。那次表
演，他在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瀑布高空拉了一條約
1300 呎的繩索，只有三吋寬。當時「尼加拉瓜瀑
布」已是世界名勝，來往旅客很多。但是對於這個法
國藝人的豪語，許多人視為噱頭，根本不相信他真能
做到。所以他頭一次表演，等候在那裡觀賞的人並不
多。過後幾年，他又在「尼加拉瓜瀑布」表演數次絕
技，都是萬人空巷，極為轟動。他也成為 19 世紀最
出名的特技藝人。

上帝雖沒有時時當著面質問我們，但在日常家居生
活、或工作上班的場合，我們是否經常會想到祂呢？
還是只有在困難時，禱告求神。順利時，就認為是自
己的成就呢？在緊張時，會想到要求主幫助；然而在
平安無事時，有否也滿心感謝神呢？從身邊的許多小
事裡，我們能看見自己在倚靠神嗎？還是多半還在靠
自己？或是仍在學世人的方法，罔顧神的教導與原
則？

在他多次橫跨「尼加拉瓜瀑布」的表演裡，流傳
著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Blondin 走鋼索的本領確實
不凡，每次表演都會出一些花樣，叫人看了又好笑、
又緊張。第一次表演他就在高空半途停下來，放下另
一條掛著水瓶的繩子，向瀑布下的遊船取水，然後拉
上瓶子將水喝下，再繼續走完。有時他或在頭上頂著
沙袋，或是手裡推著獨輪車，或甚至在高空停下來翻
跟斗。甚至有一次他還拿了個爐子上鋼索，在半途做
起西式蛋包飯，吃完了再繼續走，真是令人看了瞠目
結舌。有一次當他表演得出神入化時，突然轉身對觀

2012 年主題是：「做上帝光明的兒女」。這不是一
個 口 號，也 不 是 標 語，乃 是 天 父 上 帝 對 祂 兒 女 的 期
望。今 天，神 將 我 們 安 置 在 這 個 世 代，要 我 們 成 為
「明 光 照 耀」，不 是 靠 自 己，乃 是 靠 祂 的「生 命 之
道」。求主幫助我們成為一群真正「倚靠耶和華、以
耶和華為可靠的人」，叫世人從我們身上看見上帝的
大能，以及祂改變生命、更新生命的美事，一切榮耀
歸給祂。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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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一定要拘泥于形式呢？他說那我們當初相
愛就好，為什麼一定要結婚呢，婚禮不是也是一
種形式嗎？他的話讓我啞口無言。我開始反思，
不是上帝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好，是我自己的問
題。既然我承認了基督耶穌是我的救主，就應該
在眾人面前承認信主。如果我連這樣的信心都沒
有又如何做好一個基督徒呢。並且主耶穌在受洗
上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太三13-16）。
就這樣我在慕道老師的帶領下歸入了基督的名
下，成為了基督徒。
接著，我開始上基要真理班，開始追求靈命成
長，因為聖經上說：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
人就得著了。（馬太11：12）我們要學習使靈修
成為一種習慣，讓靈性得到增長，並把神的話語
實踐到生活中，讓主耶穌基督住在心中掌管一
切，做一個健康的基督徒。在學習這堂課的時
候，我又面臨了新的問題，信就好，為什麼要去
教會呢？靈修是我個人的事情。後來我在給丈夫
傳福音的過程中，說到世界末日的到來就是審判
的日子，信主並行主道的人，會到父那裡去，進
天國得永生。丈夫問我天國是什麼樣的，如果和
他想的不一樣，他還不一定要去呢。我就想到聖
經常將教會比喻成天國的縮影。丈夫說，那你以
後也不適合去天國，因為你常常偷懶找藉口不去
教會，等你到了天國，裡面都是基督徒，所做所
想的都是神的事，像你這樣的肯定受不了。我再
一次啞口無言，和他賭氣好幾天不說話。他說話
總是那麼刺耳，但總能點出我的問題。有時候我
想當初上帝將得救的恩典先臨到我，必然有上帝
的安排和祂的美意。後來我認真地來上主日學，
好好地預備。老師教導：教會是神揀選的一群
人，他們從世界的黑暗中被呼召出來，分別為
聖，成為神的子民。教會是屬上帝的，經上說：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勢不
能勝過他。（太16：18）我們要去教會敬拜神，
要過團契生活，互相扶持。在教會裡除了侍奉
神，還要互相侍奉。耶穌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
是基督的身體，而我們是教會身體的肢體（參哥
林多前書12：12），每到周日教會的主日崇拜時
就能看到互相侍奉最好的詮釋了。
我因著基督的生命而獲得拯救；基督住在我裡
面，如今我因信他而活；不但如此，我們既借著
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借著他以神為

感恩見證
葉漫漫
因著丈夫的一次禱告，我走進了教會，開始了
我的慕道之路。記得有一次，我們的女兒發高
燒，連續燒了好幾天都退不下來，那時我們是新
手爸媽，又隻身在國外，家長都不在身邊，只有
我們兩個人照顧孩子，所以碰到問題總是非常著
急。我的丈夫抱著女兒兩天都沒有睡覺。後來，
他情急之下開口向上帝禱告，其實當時他這樣的
舉動對我來說非常意外，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接
觸過基督教，只是在我懷孕的期間應朋友的邀請
去參加過一次家庭教會。所以他的第一次開口禱
告帶著嚴重的中國傳統的宗教韻味，他禱告說，
如果真的有上帝，請醫治我們的孩子，我們一定
給教會捐錢。神奇的是第二天我們的孩子真的就
退了燒。後來我們兌現承諾，最後商量決定，我
丈夫出錢，我出力來教會，現在想來，這也許是
我和丈夫這輩子做的最好的一次分工，到現在我
還常常開玩笑說因為丈夫愛我，把重生的機會讓
給了我。也正是因為領受了上帝的大愛，所以一
直想傳福音給丈夫，因為我相信沒有比上帝更全
能。
來到教會後，進入了慕道班，認識了張老師和
吳老師。剛開始聽課時真的非常煎熬，因為這些
課程的內容和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完全不同，讓
我毫無預備的去接受它們，我覺得很痛苦。可
是，當時張老師很耐心，每週給我打電話傳福
音，週末開車來接我，一開始我只是帶著尊敬長
輩的心態來聽課。後來我開始想瞭解到底是什麼
能讓他們如此堅持，吳老師平時話不多，可是一
上起課來，感覺像個小夥子，充滿了能量，思緒
如泉湧，滔滔不絕，幾十年堅持來給慕道朋友上
課從沒有斷過。和我同時上課的還有一位臺灣老
奶奶，她聽不懂普通話，看不懂字，可她一堂課
都沒缺過，還常常叮嚀我要堅持來上課。後來我
忍不住問她，她告訴我只要繼續來聽，神的話語
能使人的罪潔淨。上帝在乎的是我們的心。還有
和我同一期的朋友謝超源，一聽到福音就全身心
的投入。他們對上帝的愛讓我羡慕。和他們相比
我覺得自己真的不配，和許多慕道的朋友面臨的
問題一樣，我在預備受洗時常常猶豫不絕。後來
我和丈夫討論這個問題，我說我相信上帝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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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所需要的，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
流地給我們。 她對神的信心，從未動搖。
在我們寶貝女兒Jennifer要上幼稚園那年，慧
娟決定辭去她在紐約高薪高職的工作。 她說兒女
是神所賜給我們的產業，作父母的，一定要盡心
盡力得把兒女帶到神的面前。 她寧願過簡單的生
活，也不願意兒女失去完全屬靈生活的機會，更
堅持要兒女從小學到大學，一定要在有正確基督
教信仰的學校受教育。 在外人眼中，只有我一人
的收入，絕對不足能把小孩送到私立自費的基督
教學校，但慧娟用她信靠神的信心，神終於完全
她的心願。 我們兒子今年五月就要在聖經書院
畢業，而慧娟最捨不得走的原因之一，是不能參
加兒子的畢業典禮。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慧娟在加州洛杉
磯的醫院做了開刀手術，但在二零一一年七月十
五日就發現癌細胞已擴散到脊椎骨，有三個地方
的骨頭已破裂，導致她無法走路，上下床都需要
我們來幫助她。 後來又發現肝也受到感染，到十
月再檢查，連腦部與頭蓋骨都有感染了。 慧娟在
這期間受病痛的折磨，在痛苦與哭泣中，她不僅
沒有埋怨上帝，反而用三句話連續不斷的一直說
到那疼痛過去，才停止。 這三句話就是: 1. 主
阿，求您幫助我。 2. 感謝主。 3. 讚美主。 有
時痛得不能用說的，她只好躺在床上，對天舉起
手。
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夜，當我聽到醫生正式宣
布慧娟只有三個星期可存活時，我的心都碎了，
禁不住在她床前嚎啕大哭。 脆弱的她躺在床上反
而還在安慰我，說讓我們好好珍惜這三個星期，
把我們的心交託給主，仰望神，要相信，堅定我
們對神的信心，絕對不能讓仇敵用肉體痛苦來打
擊我們的信心，絕不與仇敵妥協。 因為神的意念
高過人的意念，遵行神的旨意。 叫我不要傷心，
求告神，神會照顧我的。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早上十點，神接她去那永恆之家，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傷、哭號、疼痛，當在最後一秒鐘，
她眼睛突然睜開，含著淚水沒有說話，跟我與
Jennifer, Andrew告別。 我哭著應她，我要在那
棵生命樹下與她再相見，永永遠遠的在一起，永
不分離。
她的名字叫"慧娟"，名副其實。 在她這一生
所行的，是一位有智慧，內心外表皆美麗的好妻

樂。
上帝為我們預備的很多，這麼好的教堂環境，
這麼好的老師和屬靈夥伴，讓我們一起在屬靈的
家學習神的話語。主日學的慕道班讓我們有條理
地認識了基督真理的信仰，明白了救恩的要道，
接受主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並受洗成為主內
的弟兄姐妹，基要真理班使我們學習如何做一個
合格的基督徒，跟隨主耶穌的腳縱。感謝神豐富
的預備，讓我們在祂的愛中成長。

我的愛妻 - 慧娟
陳惠仁
一九七八年元月一日，我與慧娟在台北市的雙
連教會舉行結婚典禮。 新年的頭一天，我們兩人
正式的在人生旅程中攜手相伴，形影不離，信靠
神的帶領。 這麼一路走下來，二零一二年是我們
結婚的三十四週年。
一九七八年當年的四月，在紐約屬台灣人的第
一家銀行 "金洋銀行"有秘書的工作急欲慧娟去上
班，但因為我到七月七日才拿到簽證，只好讓她
自己單槍匹馬先去紐約，人生地不熟加上結婚不
到四個月，就讓我們兩人第一次嘗到分離思念的
痛苦。算起來，我們兩人分離了只有三個月的時
間，但在當時對我們而言像是三十年之久。 我們
那時就互相承諾，從今以後同進同出，絕不分
離。
讀音樂彈鋼琴原是我的本行，但因為當時從台
灣到紐約居住的人口不是很多，所以我沒有幾個
可教琴的學生，收入也自然無法維持生活的費
用。 記得我們那時一個月的收入是五百美元，交
了房租兩百七十五元後，其餘的就是伙食與水電
費，一分錢都沒剩，有時甚至還會透支。 我只好
下定決心改行，找一個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但我
就只會彈琴，什麼也都不懂，在當時也只能在餐
館打雜工吧。 不過慧娟最了解我，知道我會受不
了這苦頭，她堅持不要我有在餐館打工的念頭。
現在回想起來，她對我的照顧無微不至，我除了
去上班，其餘所有的家務事與小孩子的教養，在
這三十四年中，她自己一個人扛起來，從不抱
怨。 每當遇到生活有難處時，她總是安慰我、鼓
勵我，叫我要禱告信靠神，因為神會賜給我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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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正在進行整理，感謝神帶領沈錚姐妹及年輕的
同工們參與，截止目前，圖書館事工仍然困難重
重。因為缺乏會中文打字的同工，圖書文檔信息
錄入遲緩，嚴重影響了整體規劃進度；圖書館管
理義工後繼無人，後期管理工作無法接繼。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
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
醒”（詩篇127：1）在文宣的事工中，我們同工
團隊經歷喜樂，也經歷困難；信心時而穩固，也
時而軟弱，但在每一個時刻，神的恩典都夠我們
用。在困難中，神引領我們如何尋求祂的道路；
在缺乏中，神教導我們如何等候祂的預備。
有時候，我們也有疑惑:我們所做的真的有果
效嗎？或許無人去看？或許無人去聽？或許無人
去關注？……神藉著一些弟兄姐妹的反饋，給了
我們肯定的回答：“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
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腓立比
書2：13）。
弟兄姐妹們，文宣事工的每一個崗位都需要有
新同工加入，若你有感動，願意在文宣的事工中
委身，請相信，你的鼓勵、你的代禱、你的關
注、你的參與，不僅堅固了這項事工，同時，也
祝福了文宣事工所服事的人們。
願榮耀歸於神，願祂的量帶通遍天下，願祂的
言語傳到地極（參詩篇19：4）。

子，好母親，好祖母。
慧娟，謝謝妳，感謝主讓妳成為我同走天路的
好伴侶。

【事工瞭望】
教會文宣事工涉及網站建設與維護、圖文編輯
與設計、《溪邊的樹》和圖書館事工等方面，每
一項工作都需要同工們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
進行。感謝神，在繁瑣的事項中，祂教導我們、
引領我們，讓服事的弟兄姐妹們學習如何在事奉
中被神塑造，學習如何彼此配搭、彼此代禱。
網站建設和維護任務繁重，工作量非常大，除
了常規信息的錄入，還要每週更新主日講臺的信
息，從同步錄音、文件切割到後期製作，每一個
環節都要求準確無誤。許多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
友透過網站及時瞭解教會的事工動態，使主日講
臺無國界、無疆界。
《溪邊的樹》從2009年1月份復刊至今，每月
定期出版，以見證、分享、詩歌、圖片等方式，
全方位、多角度地透視教會事工，用弟兄姐妹生
命的見證和對神話語的領悟來榮神益人。雖然只
有四個小版面的方寸之地，文字稍顯生澀、設計
不夠唐璜、印製略微粗糙，但我們相信神必有祂
更奇妙的工作，遠遠超出我們所求所想的，華麗
精緻並不是神所關注的，神更看重祂的榮耀得著
稱讚，讓更多人的生命得到堅固、得到建造、得
到益處。
在圖文設計的事工中，同工們竭盡心力，用各
樣的智慧，用神所賜的恩賜，將每一個單張設計
得得體大方、貼切主題，將基督的豐富顯明出
來。
為達到圖書的有效利用和有序管理，教會圖書

（由文宣組供稿，若有感動參與事工，
請洽張嵐姐妹）

請踴躍投稿！稿件可投至圖書室
外面的稿箱, 或
email:newsletter@mbcsf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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