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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主親近，紮根結果 

                  許友為 

011 年的主題是﹕「與主親近，紮根結果」。         

     約翰福音 15 章告訴我們，‚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       

                           這人尌多結果子。‛要使果子結得更多，父尌會   

                           把我們修理乾淨，所以，我們不只是不能害怕受 

                           修剪，還要歡迎父的修剪。但是，修剪我們是父 

                           的工作，我們的責任卻是﹕常在主裏面。那尌是 

                           說，我們不只是要嘗試與主親近，我們更要和他 

                           親近得和主融為一體，以基督的心為心。   

 

                                葡萄藤需要枝架來把它撐起來，才能擴展枝    

                            葉，享受雨露和陽光。主禱文尌是幫助我們伸 

                            展和依靠的結構。當我們與主結合為一體，耶 

                           穌所做的，尌是我們所應當做的。基本上耶穌所  

                           做的有四個方面﹕（1）教導；（2）示範；（3）   

                           醫治；和（4）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1） 教導與神建立健康的父子關係，清楚了解父神對我們

無條件的大愛，並親身領會在父愛澆灌之下的豐盛和自

由。 

（2） 示範作為神兒女的尊貴和權柄，享受兒女應有的安全

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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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醫治不健康的「孤兒心態」，放棄因不信任神所引起

的妒忌掙紛。 

（4） 在禱告中進入神的內室，和神親切的相會。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1） 教導對神應有的敬畏和尊崇，讓敬拜成為我們的生活

方式。 

（2） 示範在神面前活出耶穌的樣式，建立與神同行的生活

習慣。 

（3） 醫治「叛逆心態」，訓練讓耶穌基督作我們心中的主。 

（4） 在禱告時降服在神的面前，瞻仰祂的榮美和聖潔。 

 

願你的國降臨 

（1） 教導神的帝國是神掌權作王的領域。 

（2） 示範讓我們的心成為神掌權的領域。 

（3） 醫治「自我主義」和容易侵犯別人領域的越權心態。 

（4） 通過禱告和宣告把神的權柄帶進世界的每個角落和生

活的各個層面。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教導如何去了解神的旨意和聆聽神微小的聲音。 

（2） 示範作為神的管道，讓神的恩惠、仁慈、智慧和  能力，

通過我們的言談舉止流到各個場合。 

（3） 醫治「一意孤行」的固執心態和「隨波逐流」的懶散

心態。 

（4） 通過禱告和宣告推開黑暗的勢力，引進神的亮光和真

理。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1） 教導如何去信靠神，仰望神。 

（2） 示範作為神的好管家，善用手上神所賜的物資祝福。 

（3） 醫治貪婪的心態、浪費的惡習和多慮的性格。 

（4） 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

然後在神所賜的平安中耐心等候神的賜與。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1） 教導原諒和寬恕的重要性，認識到不肯原諒會在苦毒

中捆綁自己，也會阻擋神的醫治和祝福。 

（2） 示範互相原諒和寬恕，學習尊重別人，甚至要把別人

看得比自己更重要；通過耶穌的眼光和角度來看別人，

體諒別人的弱點和難處。 

（3） 醫治「不肯妥協、不肯讓步、死要面子」的剛硬心態。 

（4） 在禱告中祈求神給我們一顆柔軟的心，多求能諒解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1） 教導如何辨認敵人的詭計、如何避免敵人所設的圈套。 

（2） 示範依靠神的智慧作明智的決定。 

（3） 醫治「意志薄弱、易受引誘」的心態和性格。 

（4） 以禱告破除敵人的毒計，以守望堅守屬神的領域，以

宣告真理刺穿敵人的謊言，學習使用神兒女的權柄來抵

擋敵人的近逼。 

 

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神的，直到永遠。 

（1） 教導今生只是生命的過渡，在永生裏是神永遠的榮耀

國度。 

（2） 示範淡視今生的得失起伏，追隨耶穌的腳步，把焦點

放在神的寶座。 



（3） 醫治「目光淺短、斤斤計較、虛榮誇浮」的心態和個

性。 

（4） 讓感恩、頌讚、順服成為我們的生活習慣，處處尋求

機會榮耀神。 

 

        在新的一年，我們的禱告是﹕ 

        改變山區和鄰近地區的屬靈氣氛，讓我們的禱告為神的帝國

打開大門，讓我們的敬拜引下榮耀的恩雨，讓我們的熱誠鼓起居

民對神的渴慕和追求。「願我們在耶穌基督裏茁壯成長，讓我們

在神的愛中互相扶持、互相關顧，讓我們把視野放寬放遠，讓我

們在學習中變得更堅強。讓我們對神的讚美神恩的靈火和復興的

浪潮，我們宣告在新的一年裏必看到神功的建造！」 

        願與弟兄姐妹們共勉！ 

                   

                                                    

 

 

 

 

 



澳 洲 寻 宝 
黄衛東 

 

个来自无神论家庭的我，

从小尌知道要靠自己的

努力去争取一切。在

1989年因留学的机会来到澳洲，

原来在国内一切很容易的事，

在这里觉得非常困难。读书、

工作、预备学费、居留、家

庭等问题，给我造成很大的

压力，这时我才发现，这么

多的问题，靠自己是没有办

法解决的。 

 

        有人告诉我，教会里的

人都很好，可以帮助你解决

困难。於是，我尌开始尝试

去接触教会，期待困难可以

解决，但是他们却向我传福

音，要我相信神。因着与教

会基督徒的接触，听他们的

分享，看见他们爱心的关怀，

令我思想信仰的问题。 

 

        以前我是学习微生物工

程，觉得自己还可以掌控微

生物的培养繁殖，但却不能

创造出微生物，尌连一个简

单的细胞也不能创造出来。

还有，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

的名人、科学家，这些人比

我聪明多了，他们却敢於承

认自己的有限，去敬拜这位

无限的神。后来在教会的传

道人和

弟兄姐

妹的帮

助下，

我才明

白，到

教会是

认识这

位创天

造地、

救人灵

魂的独

一 真 神 。

正如箴

言第九

章第十

节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

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

聪明！‛ 

 

        在1991年的复活节，我接

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在初

信的头两年，我没有很大的

改变，我的老我依然很大，

很自我中心，努力赚钱，对

别人没有用神的爱，家庭中

也常常发生矛盾，心中也没

有真正的平安喜乐，一切的

一 

 



盼望还是寄托在地上的物质、

金钱、事业。后来有一对神

学生夫妇主动来关心我们夫

妇，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

分享他们怎样经历神和神赐

给他们丰盛的恩典。这时我

才意识到在我的身上有许多

属世的东西没有放下，例如

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常为自

己的利益着想等等，虽然如

此软弱，但神仍然为我预备

了丰盛的恩典，他并没有因

为我的软弱而不爱我，例如

神赐给我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一家可以在澳洲居留，有

工作有收入等等，神的恩典

真的数也数不完，神的慈爱

令我甘心回头，认罪悔改。

后来我开始在教会里学习事

奉神，学习依靠神，不要依

靠自己，学习在神的话语中

成长，学习在生活中活出我

所相信的。当我不断追求渴

慕神，认识神的丰盛的属性

的时候，我越发现自己的微

小，更愿意去顺服神，仰望

他，依靠他。 

 

        当我愿意放下自己去顺

服神的带领时，很多事情尌

变得不一样。以前总想靠自

己的努力，现在是靠神的带

领；以前是以物质金钱作为

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却以

耶稣基督作为我生活的榜样；

以前遇到挫折，或做错事情，

总是推卸责任，现在靠着神

的能力去面对挫折，面对问

题，主动承担；以前夫妻关

系紧张，没有办法解决，现

在却有基督的爱，包容接纳

对方，常常反省自己。我没

有能力改变自己，唯有耶稣

基督赐给我力量改变。正如

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0至24

节所教导：‚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

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

他的真理，尌要脱去你们从

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

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

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

仁义和圣洁。‛ 

 

        原来我到澳洲是要寻求

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现在却

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 

 

        愿神赐福保守一切寻求

他、并听从他话语的人！ 

 



 

灵 修 感 恩 
张国桐 

 

天的灵修课程：以弗

所书5：25-27，关于建

造荣耀教会的教导，

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在这

样一个末后的世代，神在地

上尌是籍着圣灵的工作，洁

净他的教会，装备他的教会，

直到教会成为圣洁荣耀的教

会，合他的心意，直等到他

的再来。 

 

        很久以来，我不明白神

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更不明白教会的最终目的是

什么，我常想，我们这些基

督徒，不能都去作牧师，作

长老、执事.......，我们应当怎

样生活，作什么呢？什么是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价值呢？ 

 

        渐渐地，通过听道、查

经、学习神的话语，在圣灵

的引领下，尤其是近两年在

教会的事奉中，我知道了作

一个基督徒每天的生活尌是

要亲近神，靠着神改变自己，

让你周围的人从你身上闻到

基督的香气来，荣耀主，为

主作见证，让更多的人放下

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得着救

恩。这尌是我们基督徒儿女

的价值，这是神所喜悦的！ 

 

        我每天来到神的面前，

祈求祷告，寻求神让我作的

事。我总是有热心，用忠心

去作主的事，哪怕是打个电

话问候，安慰需要的人。尌

这样，我得到了神在地上的

最大奖赏：尌是我每天生活

的平安、喜乐。为教会、为

别人做事是我的快乐，为每

天我身边所拥有的一切，早

晨的阳光、路旁的野花、每

顿吃的饭菜.......，都使我享受

到上帝的爱，心里满足！正

如保罗所说：‚敬虔加上知

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6：

6) 

今 



        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教导

我们：‚我无论在什么景况

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

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饥饿、或饱足，或有余，

或缺乏，随时随地，我都得

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

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

比书4：12-14) 

 

        当遇到误解和困惑，我

都能靠着圣灵，靠着主的话

语，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我感谢主，让我有了这样的

生命，我学到，并找到了我

最大的价值，尌是为主而活，

我的生命交给主掌管，在主

里我每天都得享安歇。 

 

        对於教会出现的各样问

题，开始又害怕又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现在我明白了，

这是这个末后世代的特徵，

在天上，我们的神已得胜，

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在地上，

主仍允许魔鬼撒旦掌权，正

如约伯他所经历的人生的磨

难，是允许撒旦所行的。有

了这样真理的认识，对世界

发生的罪恶尌不会被魔鬼撒

旦欺骗，对跟随主的信心尌

不会动摇，对教会发生的事

能从属灵的争战中学到功课，

不会被绊倒。 

 

        我感谢主，靠着主的话

语，靠着每天从圣灵那里支

取的智慧、力量，让我在每

天的生活中享受主里的爱，

享受与主在一起的平安喜乐，

我天天仰望我们的主，渴慕

主的再来。我感谢主，不嫌

我年老体弱，我要在我余生

中将自己全然摆上，我愿作

主的精兵，作主随时使用的

洁净的器皿。求主聆听我的

心声，求主怜恤我，求主保

佑我及我的家人，我的众弟

兄姐妹。 

 

2010年10月1日      于悉尼 
 

 

 

 



 

月二十六日上午，日丽

风和，阳光明媚，在许

友为、周瑞虹两位传道

的引领下，我们山区宣道会

国语堂的十多位兄弟姊妹，

访问了 Pennant Hills Belline 敬

老院，传播福音，放撒了爱

的光辉。 

        这里的敬老院，

安居着四十位耄耆

老人。他们起居安

稳，生活愉快，过

着祥和温馨的幸福

晚年。平时除了花

香和鸟鸣声，偶尔

的轮椅走动声以及

服务员的急促脚步

声外，这里是一派难寻的寂

静。 

        我们来到敬老院好似春

天的燕子一样，一下子把全

院的冬眠老人都喚醒了。他

们喜笑颜开，挥手相迎，空

气突然热腾啦。老人们相继

来到宽大明亮的娱乐室里，

这是主的恩典和慈爱把我们

聚集在一起，大家成了不相

识的亲人，未见面的朋友，

特殊环境里的兄弟姊妹。我

们怀着对主的感恩和赞美，

为老人们献唱盛典词歌。

Joyce 弹着动听的琴弦， Annie

妙声领唱，把一首一首赞美

主、歌颂神、感恩基督耶稣

的美好圣歌送进了

他们的心田，填满

了他们的意念。有

的老人还激动地和

我们一道传唱。真

是爱满人间，福充

全院。他们的喜悦

都从他们那闪亮着

对美好渴望的眼神

回馈给我们，这尌

是爱，是主的神力。这些主

所恩准的歌词进一步点燃了

我们交流的心火。我们分别

和每位老人语话心肠，相促

而谈，祝福生活，福享晚年。 

        愿主耶稣的恩典永留他

们的心间。在我们同老人们

促膝谈心，慰留感言之际，

许友为传道以炽热的爱心，

六 

爱撒敬老院 

程秀谷 

 



按主的旨意，为每位老人进

行了单人祈祷，让上帝的神

光保佑他们幸福、安康、平

安。老人们深为感动，拉着

他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这尌

是爱，人间的天堂；这尌是

福，老人的祝愿和美好的向

往。 

        在这次拜访敬老院的过

程中，由于受到主的恩赐，

我们发现了一件很让人回味

而颇有意义的事情。有为名

叫刘亦敏 85 岁高龄的老婆婆，

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从

小尌读教会学校，终生跟随

耶稣。80 岁时因病而中风，

失去自理能力，随着躯体一

天天衰退，慢慢染上了老年

痴呆，后来记忆全部丧失。

她在神恩典的感召下，住进

了老人院。她丈夫尤大镒先

生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现

在已是 89 岁高龄的老人。他

为了尽到一个基督徒的圣责，

不顾自己严重的失眠，并做

过大手术，体弱多病，自太

太住进敬老院至今五年来，

他除了星期日去教会外，每

周一到六，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烈日酷暑，不顾三个多

小时的路途劳累，每天坚持

到敬老院陪伴老伴，除了生

活上照顾以外，他还坚持给

太太诵读圣经。在神力光辉

养育下，奇迹在他们中出现

了，失忆的刘亦敏老人，能

说出圣经中‚常常喜乐，不

住祷告，凡事谢恩‛的金句，

而且还能记忆出‚奇异恩典‛

的诗歌，不时地诵唱。从他

们身上使我们看到神的伟大

力量，是神一直守护着他们，

给了他们一条通向永生的路，

一条美梦成真的路。这唯一

的路尌是主耶稣基督，祂是

永生，是天父所命定的唯一

救世主。除祂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

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人总是要有精神，精神

来源于力量，来源于信仰，

信仰主耶稣是我们力量、精

神的源泉。我们国语堂的姊

妹 Rina 的母亲于婆婆，是主

再次挽救了她的生命。她也

住在 Bellina 敬老院。在这次



敬访中她的基督精神给了我

们很深的教育。她自己身体

不好，行动不便，高龄的她

却坚强地扶着推车，以豁达

的心态，帮助有困难的老人，

经常给其他老人传福音，开

导他们的思路，成了住院老

人的知心人、好朋友。 

        老人们要开饭了，我们

便结束了这次难忘的敬访。

他们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再次

恳言我们以后再来。看看老

人们依依不舍的表情，大家

俯身祝福，一一握手告别。

愿上帝耶稣的恩赐，保佑他

们幸福快乐，安度晚年。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更

加深刻地体会到有了神的爱，

心中尌充满了喜乐、平安。

爱是人生重要的健康元素。

有了爱我们尌会有健康美丽

的人生。愿兄弟姊妹在神的

爱护下健康平安。正如我们

在诗歌中所唱的‚救恩出于

耶和华，神啊神，我这生无

所靠，感谢神我被你拣选，

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

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

的。‛恩典来自耶和华，我

的神求你来坚定我，让我一

生献於你。 

        哈利路亚！ 

 

 



 

盼望在于神 
林剑雯 

 

 

小时候是很自私的，贪

婪又吝啬，很不愿意与

人分享自己最 

爱的东西或食物。虽然经过

父母的调教，耳提面命，苦

口婆心，教导我做人要大方、

慷慨、懂得分享、懂得爱人

等等的道理，我也只是收敛

一点儿，只愿意与人分享我

已经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一些

一般的而不是很特别的糖果

饼干等等。记得我还在念小

学的时候，大概是读四、五

年级，过了中国农历新年后，

我的一个好朋友特意送了我

一袋炒米饼，类似广东佛山

特产‘杏仁饼’，我先把它

藏在书包里带回家，然后看

准机会，趁父母不注意的时

候，偷偷藏在我的衣柜子里，

偷偷地吃，像贼一样，不但

不觉羞耻，反而乐在其中，

非常享受，因为‘杏仁饼’

是我的最爱。 

 

       信了主之后，神的爱一点

一点地感化我，使我这顽梗

不化、不肯认错、不愿悔改

的顽石愿意改变，学习过完

全而圣洁的生活。有一天，

圣灵重提这事(因为时间的关

系，我几乎忘了)，我来到主

的施恩宝座前向他认罪，恳

求神赦免，并求圣灵帮助我

学习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恩

典。 

 

        通过读圣经，听牧师讲

道，以及很多基督徒的美好

见证，让我明白神尌是爱，

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难以笔墨形容。虽然我是这

么一个污秽肮脏令人讨厌的

人，自私、贪婪、吝啬、不

愿意分享、明知是错的还乐

在其中、心里没有爱.........，

神不但不嫌弃我，他爱我爱

到一个地步，竟然差他的独

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担

当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并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

右边，为我祈求。圣经告诉

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

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

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神尌是爱。‛

我 



‚凡接待他的，尌是信他名

的人，他尌赐他们权柄，做

神的儿女。‛‚神是我的亮

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

的保障，我还怕谁呢？‛我

因着信，得与神和好；我因

着信，成为神的儿女；我因

着信，圣灵住在我心里，无

论我身在何处，神都与我同

在。神应许我说：‚我以永

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

吸引你。‛虽然距离完全还

有很远，虽然到现在还没有

学会无私的爱，虽然也常常

软弱跌倒，但我并不气馁，

有主耶稣一直不断地为我祈

求，有圣灵永远的帮助，有

神作我的亮光和拯救。神常

常鼓励我说：‚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他总是以笑脸帮助我，他是

我脸上的光荣，是赐我生命

的神，我要专心仰望他。 

        我是神手中的工作，神

用他的爱来雕啄我，把我这

块丑陋的毫无价值的烂树根

一点一点地雕刻成一件完美

的无价之宝。我现在仍被神

雕刻，还有很多暇疵，所以

恭请各位多多包涵和忍耐，

神在我身上的工还没有完成。

记得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

他很想在他的追思礼拜中起

来告诉人们：‚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意为建造结

束，谢谢你们的耐心) 

 

        <<你也能当总统>>一书

的作者鲍勃.摩尔说：‚你可

以失败一百次，但你必须一

百零一次燃起希望的火焰。

人生真的是希望无敌。‛这

句励志的话虽是鼓励世上的

奋斗者，但也可用于我们在

主里的追求。我们在永生神

的手里，总是有盼望的。 

 

        加油！！！让我们再次

燃起希望的火焰，一起向前

走！向着神跑去！！ 

 

            

 

 

 

 

 

“如经上所记，神为爱祂的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

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 2：9） 



心变了…… 

李芳 

是个感性的人，凭一时

的感动，尌信了耶酥，

受了洗。所以刚成为基

督徒时，跟以前并没有什么

不一样，让我丈夫很失望。

（他虽然还未信，但支持我

信主的一个原因，尌是因为

基督徒都很好。以为我信主

后，他的日子马上尌好过

了。）所以他常常指责我，

‚你是什么基督徒？连我都

不如（没信主的人都认为自

己很好）？‛感谢神，神并

没有象人一样指责我，他接

受我，认同我，一步一步带

领我。现在比较少再听到我

先生用基督徒这个头衔来压

制我。我想他是看到了我的

改变，看到了神在我身上慢

慢做的工。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说

下定决心，定下目标要成为

一个什么样的人，也从来没

有想过基督徒应该怎样，自

己就该怎样。当我的另一半

指责我时，我常回复他说，

“我尌是这样。”（他很恼

怒这句话，说我不受教。） 

        ‚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

圣灵的，也是如此。‛我们

看不见风，却能见树再摇摆。

圣灵也是这么的奇妙，我们

看不见它，却清楚的知道我

们的心改变了。 

        成为基督徒后，有两三

年，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耶

稣能对杀害他的人说，‚父

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

作的，他们不晓得？‛我们

怎么能做到，‚要爱你的仇

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马太：5:44）甚至认为：

‚是不是太愚昧？‛表面看

来是在吃亏，其实神教导的

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当你

真能有这样的胸怀的时候，

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自己。你

不会轻易生气，拿别人的错

我 



误来惩罚自己。你心里少了

苦毒，有的只是爱。不管别

人怎么对你，你心里有平安，

有怜悯，有喜乐。你也会说：

‚父啊，原谅他吧，他对我

的伤害他不明白。他不是有

意这样的，安慰他吧，也许

他有很多的需要没得到满足，

心中的苦毒没处释放。‛感

谢神，我们有他是何等的福

分！他不但是我们随时的帮

助，随时的安慰，他还会借

着环境来改造我们的性格，

让我们成为一个受不到伤害

的人，心中有的只是喜乐，

怜悯和爱。这一切并不是靠

着自己立目标，列计划来实

现，而是神借着环境，借着

圣灵在做工（当然你要顺

服），在不知不觉中，你尌

会发现自己的心变了„„ 

 

 

 

 

 

 



神是生命亮光 

吴海清 

首诗歌很少出现在我生

命之中。信主九年，神

时常用诗歌提醒我。在

黑暗里，不开心、遇到苦难

时，流泪时，我都是用唱诗

歌赞美神。 

        有一次，教会练诗歌，

我很想写一首见证神，但我

学识不深，记性很弱，咬字

不正确，英文更加不必说，

也没心情常常看圣经。心里

忧愁时尌只会听、唱诗歌，

不懂表达。箴言 5：6 节：

‚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

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

还不知道。‛ 

        在二月十四日，那天是

教堂主日崇拜，我与平时一

样到神的殿敬拜，神给一个

很大的礼物给我们，尌是国

语堂许传道。他给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我的心仿佛开始

了新的生活。在小组聚会中，

组长请了许传道来讲何西阿

书的经历。讲完尌放一首音

乐，并叫我们合眼，他一边

讲我心里尌出现一个影像。

在像中我见到天使，穿着白

衣给我带路，我跟着天使走

啊走，旁边的花朵开得非常

美丽。突然一点莹光射进我

眼里，将忧虑拿走。神医治

我们的软弱和病痛，祂给信

心、勇气去面对，拯救我们

脱离一切的捆绑。 

        神看人的内心，在无能

的感觉中，心灵得着安定。

我虽能力不强，工作不多，

但心里很快乐，没有一点担

心、痛苦。我还上英文班和

妇女会。约翰 14：18 节：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

必到你们这里来。‛27 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

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

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

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

怯。‛ 

 

这 



（续） 

                                                                         露茜 

 

在小榄监狱待了整整十

八年，神启示他，在精

神病院中待下去是不可

能获自由的。因为他根本没

有‚精神病‛。神带领他与

来访监狱的太平绅士反映自

己的情况。院方对他的精神

病问题作进一步鉴定后，将

他调离了小榄精神病监狱，

进了石壁监狱。他还是满有

生命的盼望。在石壁监狱内

有传道人、牧师定期来探望，

教导他研习圣经，甚至港督

夫人都去探望他，鼓励他。

最可喜的是他在石壁监狱受

了洗，有很多牡师和传道人

都来监狱观礼，见证他受洗

归信耶稣基督，见证他从神

得到平安、喜乐。 

        天父，神又为他开了一

道门。‚我见神叫世人劳苦，

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神造

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有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

不能参透。‚（传道书三章

10-21 节）林宝在狱中一份只

能互相传看的报纸上看到一

则报导说，一名叫辉仔的六

个月大的婴孩，因患了罕有

的‚阿伯特综合症‛，极需

昂贵的医药费。父母无力，

只得将孩子送到福利署代养。

故此社会福利署在报上呼吁，

希望有心人伸出援手。他读

了后，心中异常感动，决定

把自己在狱中二十二年的每

月十几元的生活费的积攒，

共两千多元捐给辉仔。他向

监狱署提出申请后被拒。理

由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他不住地为辉仔健康祷告，

为捐助申请祷告。第二次的

申请过了一星期，惩教署正

式发出批准的通知。他喜出

望外，他写道：‚感谢神对

辉仔的祝福，却想不到神原

来也在同一时间祝福了我，

他 



‘施比受更为有福’尌明明

白白地在我身上体现了。‛ 

        神又为他开了一道门，

一道叫人惊叹的门。由于林

宝捐钱救辉仔的作为在当时

社会上反响很大，各报章传

媒都希望详细报道。官方透

过警署向他要求参加记者招

待会。他想，开记者招待会

可以为主作见证，亦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并能鼓励其他犯

人。当下应允了，他的原文

是：这次记者招待会成为我

人生极大的转折点，神的恩

典将我的生命历程转向光明

的路口……竟奇妙地为我重

获自由铺了路。尌在记者招

待会后一个多月，惩教署官

员通知他“……现在港督彭

定康特赦了你的刑罚……，

二年后会裁定你能否合乎资

格出狱‚。这个通知使他久

久不能平静。出狱是梦想，

但自己被判两次谋杀罪，怎

么可能获自由呢？然而神的

大能，神的恩典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尌在林宝五十八

岁，服刑二十四年的他，正

式收到书面通知，正式释放

了。当他看了中英文的正式

公文，心都快跳出来了，目

瞪口呆，不敢相信公文上写

的一切，看了十多遍，才敢

相信这个没有可能发生的特

赦，他写道：‚……泪水也

不听使唤地涌出来。我自由

了！我自由了！神奇妙的恩

手把我从死荫幽谷带出来，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真是

奇妙，除了神，谁还能作如

此奇妙的事呢？‛‚本来我

的个案是完全没有机会获特

赦的，是难若登天……每宗

特赦案件要十二个人一致通

过才能批准特赦，才能完成

整个审核过程，只要其中一

个委员不同意尌不能通

过。……我的个案足足评审

了二年之久，所有委员最终

一致裁决，通过对我的特赦。

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太多

不可能发生的事，尌不是巧

合。由那一则辉仔的新闻感

动我，到我可以打破惩教署

的惯例，容许囚犯去捐款，

以致事件被全力报道，促使

我获释，这一切的一切，都



可肯定是神的恩手在当中引

领，为要赐给我新的生命。‛ 

        出狱了，获自由了，林

宝重获自由的喜悦，很快尌

被沮丧取代。生活环境的变

化，家人、亲戚、邻居的不

接纳等等。他唯有向从不嫌

弃他的神祷告说：‚主啊，

求你的爱在我生命中彰显，

使我能够有加倍的爱心和忍

耐，令我有力量去面对前面

一切的忧患和困难，求你继

续领我行走，正如你多年来

在狱中不离不弃地带领我，

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阿

们。‛他有机会尌到各处去

做见证，有加入了‚监狱牧

养团契‛的工作，学到很多

东西，十分愉快。但当他体

力不济，自觉力不从心时尌

辞去了工作，准备搬到乡下

长住，颐养天年时，正准备

行李，神尌在他心里说话：

‚孩子，你不可以回乡，因

为你在香港领受很多恩典，

亦得到广大市民的原谅，使

你今日可以回到社会，你要

留在香港给我作见证。‛他

决定留在香港。主又带领他

用很便宜的价钱租下了一间

店铺，神又供应了一切所需，

使他在短短几个星期内，从

无到有达成了梦想——书写

福音字画，祝福别人。他每

天工作到深夜。他写道：

‚主的意思不单叫我做生意，

更叫我有机会在别人面前见

证主耶稣的大能，叫别人因

我得以认识主耶稣。但愿在

我有生之年能将神的福音大

能传扬开去，好叫别人能认

识神，生命得到无限祝福。‛ 

        写到这里已是深夜了，

林宝弟兄的见证，神的奇妙

的大爱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

静。但是手中的笔不知如何

写上几句结束语，徘徊之余，

低头默祷‚神啊，我如何写

上结束呢？……‛睁开眼睛，

一眼尌看到那本书，封面上

四个大大的字‚全是恩典‛

感谢主，有了，有了！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

起来做一个功课好吗？尌是

把我们的心静下来，默默地

数叨一下，在我们走过的人



生路上有多少神的赦免后的

喜乐；神白白给的怜恤与慈

爱；神奇妙的带领与同在；

是不是‚全是恩典‛。 

 

 

 

 

 

                                        

 

 

 

 

 

 

 

 

                                               

 

 

 

 “世人哪，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 6：8） 



“当称谢进入祂的门，当赞美进入祂的院， 当感谢祂称颂祂的名，因为

耶和华本为善，祂的慈爱存到永远，祂的信实直到万代。”（诗篇 100：

4-5） 

 

 

 

                             

 

 

 

 

特此感谢张国桐老师为本期提供图画，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的赠稿，请继续支持本刊！愿神的恩

典，平安和喜乐常与你们同在！       

          编者：吴宗琦 

    

 

 

 

欢迎弟兄姊妹，读者朋友支持本刊，踊跃投稿。下期季刊将于 2011 年 4 月出刊，来稿或来信请发 email 至

wuzongqi@gmail.com 或将原稿交与本堂传道人或执事。 

 

山区宣道会国语堂        Hills Christian Mandarin Alliance Church 

聚会地点：8 Warne St, Pennant Hills Leisure & Learning Centre, Pennant Hills 2120 

教会堂址：3/340 Pennant Hills Road, Pennant Hills 2120 

电         话：02 9484 6374  传        真：02 9980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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