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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驚悉丁曉原姊妹蒙主接歸天家 ,不勝哀悼 ! 我來

教會後結識了丁曉原姊妹和她的先生尹弟兄 , 初時並

無深交 ,只感到他們夫婦待人誠懇,尹弟兄並富有幽默

感。大约十幾年前有一天我和我夫人在羅蘭岡九九大

華超市購物後來到超巿内一家四川飯店吃飯, 進門後

看見他們夫婦二人已在就餐, 當即與之比鄰而坐共進

午餐 ,期間談到她曽在青島讀過中學, 當

我得知校名有點緊張, 問她讀書時校長

是誰 ,當她想了一下報出時,我告訴她那

就是我母親 ,她一聽馬上拉着我的手喊

我一聲大師兄 , 两人越談越近乎 ,她突

然問了我一句話：當年校長有個兒子早

上常翻牆出去是不是你？想不到她還知道此事,説明早

在青島讀初中時彼此就見過面,怎麼會事？原來當年青

島的中學都是男女分校,美國北長老會辦了男、女两座

中學, 我母親即女校的校長, 我則在男校讀書, 随母親

家住女校内 , 每天清晨我通過内側一扇小門穿過三個

外國人（都是教會的）後院就進入男校 ,少走很多路  ,

但有時小門鎖住 ,我不願回到傳達室拿鑰匙 , 即爬

上去翻牆而過, 想不到她還記得此事。可惜不久尹弟

兄先病逝 , 丁姊妹數年後也因病行動不便不能來教會, 

之後我也未再開車,  從此失去見面的機會, 想起往事不

勝唏嘘 , 祝願她在天父懷中安息 。 

 

曉原聰慧嫻雅當年為眾所傾慕，之麟追求熱誠每

天寫一封情書,婚前擁有約千封，婚後疼愛有

加，雖然當時還沒有接受耶穌，近

十年陪伴愛妻參與教會活動，愛妻

的溫柔耐心等待，蒙神祝福，之麟

終於接受救恩，受洗歸入了主的名

下成為了基督徒。他幽默多才,最善

打油詩贈送主內親人，為公寓兩位

朱姊妹美稱大珠小珠落玉盤;為一對夫婦金婚寫

了首長詩選用了他倆的名字...結褵五十年神恩

浩蕩,攜手共天涯主愛綿長.願主祝福尹家的子孫

後代，同沐主恩 .  

附註:大姐告訴我尹姊妹見証說她為丈夫信主整               

整禱告了九年沒有灰心沒有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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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丁曉原姊妹 

費筱墨 弟兄 

蕭語平 姊妹

基督生命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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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尹伯伯尹媽媽的聲影, 至今仍歷歷在目… 

尹伯伯尹媽媽在我到新生命教會時,就已經在這裡聚會

了, 當時沒多大印象, 後來我參加了詩班, 站在台前獻

詩, 有機會看到所有的會眾, 就注意到這對氣質優雅出

眾的夫婦, 他們大半坐在教堂的右手邊, 前面第四排靠

外面的座位。稍後跟尹伯伯尹媽媽熟悉了一些以後, 知

道我父母跟他們年齡相仿,他們也就像對女兒般的關愛

我。尹伯伯非常客氣, 一直稱呼我「陳小姐」。 尹伯伯

一頭銀白的頭髮,美極了,

常常告訴我他是老頑固。

他到教會是來陪尹媽媽

的。然而, 經尹媽媽多年

的禱告, 神的靈觸動了他的心, 他在晚年也受洗了, 這給

了我很大的激勵, 我的先生還沒信主, 尹媽媽常常告訴

我, 不要氣餒, 要不斷的為我先生禱告, 神會像應允她的

禱告一樣, 應允我的禱告的。尹伯伯很幽默、風趣, 常常

逗得我們哈哈大笑。他的文學素養非常好, 常常出口成

詩。 他曾以教會中文堂每位弟兄姊妹的名字作謎題讓

我們猜; 也以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做打油詩送給我們。 

言談之中, 知道尹伯伯尹媽媽當年在在青島都是出自殷

人家, 然而家人撤退到台灣時, 甚至他們在中年移居美

國時, 都是勤勤奮

奮 的 從 頭 打 拼 起, 

而且相當低調,令人

敬佩。尹媽媽優雅

婉約, 和藹可親,常

常都是笑瞇瞇的對

待眾弟兄姊妹, 可

想年輕時大家閨秀的風範,  難怪尹伯伯要寫千封情書

熱烈追求。 尹伯伯老愛叫尹媽媽小園丁, 取自尹媽媽的

閨名丁曉原的倒音（美國式的念法，名在前，姓在後）, 

說尹媽媽就像小園丁般的照顧著他, 照顧著整個家。 那

年尹伯伯生病住院, 我們詩班幾位班員到醫院去探望, 

尹伯伯尹媽媽直說不敢當。尹伯伯出院在家調養, 聖誕

夜時, 我們上門去報佳音, 跟他們一起唱了些聖誕詩歌, 

他們好開心, 我們也很高興。 

尹媽媽後來因為身體健康的緣故不能來教會。有一年的

聖誕夜, 詩班的一位姊妹, 趙少青, 邀請我和他們家人一

起去探望尹媽媽, 結果沒能連絡上尹媽媽, 就只得作罷, 

想說以後有機會再去. 沒想到一再拖延, 突然就接到尹

媽媽回天家的消息. 只有將來在天家再相聚歡唱了。 

第一次和尹媽媽有對話的機會大概 25 年前的事：

那天我報告收點奉獻的方式。那是用每個 last 

name的第一個字母然後加上阿拉數字,例如 Y01是

代表尹丁曉原。當時我並

不認識他們夫婦。報告結

束後，尹媽媽歡歡喜喜的

來找我,並自我介紹。從此

以後就和這二位有些交

談。尹伯伯是山東人，告訴我一些當年在臺灣的經

歷。彼此之間有不少話題。當時尹伯伯沒信主，尹

媽媽時時表現出耽心, 她常常說時間不多了。尹伯

伯後來由柯牧師施洗歸入主的名下，算是了了尹媽

媽多年的心願。西元 2000年後我離開新生命教會,

和他們的聯絡就少了。今年初的聚餐我向蕭大姊問

起尹伯伯他們,才知道尹伯伯已經過世,而尹媽媽

在健康上也不是很好,昨天才知道尹媽媽 7/11 被

主接走，息了地上的勞苦,惘然良久。 

 

陳晰薰 姊妹 

朱兆榮 弟兄 



 

 

第三頁 

馮吳瑞莉 姊妹 

哥林多前書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                   

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信、望、愛」可以說是三位一體，三者對基督徒都

同等重要，可以説缺一不可，但經節説，其中最大的

是愛，又如何解釋呢？那麼愛是如何超越”信”與”

望”，而為最大呢？我們首先要看 ”如今常存”這個

詞組。對此解經家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認為，這個

表述宣告「信、望、愛」三者都會存到永恆，另一種

意見認為 ”如今”強調的是當前

的情況，並非指永恆。我個人傾

向後者的看法。正如林前13:12

説的「我們如今彷佛對著鏡子觀

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

面了。」 

在 羅 馬 書 我 們 學 到 “ 因 信 稱

義”，而不是因愛稱義，可見信是無比重要的，惟有

信靠耶穌基督，藉著寶血完成了救贖，就被稱義，得

到神的救恩。有的人很有愛心，但若不信，仍然得不

到神的恩典，不能與神和好。在今天，信心所以重

要，是因為我們還看不清，而信乃是 “未見之事的

確據”(希伯11:1）。在今生，「我們行事為人是憑

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5:7）。而在永恆的

天家，我們與主面對面在一起, 信心乃被親眼所見代

替了。 

“望”也是很重要，羅馬8:24「我們得救是在乎盼

望。」希伯來3:6「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

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即使不信的人也知道盼望的

重要，一個完全沒有盼望的人生，乃是絕望的人生，

走不下去的。同樣道理，在今天，盼望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我們所盼望的基督再來，死人復活，榮耀審

判，全然得勝，新天新地還未實現。羅馬8:24「只

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當

我們回到永恆的天家，我們所盼望的一切都實現了。

那時盼望將被夢想成為現實的喜樂所代替。 

那 麼 ， ” 愛 ” 是 如 何 超 越 “ 信 ” 與 “ 望 ” 

而為最大的呢？愛不僅在今天無比重要，在永恆的天

家中一樣重要，現在我們愛主，在天家中我們㑹更愛

主。今天我們彼此相愛，在天家中我們會更加彼此相

愛。今世的基督徒活在主的愛中，在天家中神兒女們

更加是永永遠遠活在主的愛中。「信、望、愛」本是

一體，愛卻是根基，是信和望的根

源，若沒有愛，就沒有真正的信，

也沒有真正的望。根據林前13: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

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

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

愛，我就算不得什麼。」  

聖經中對於神是誰，有一個極其偉大的宣告：神就是

愛（約壹4:16），請注意，這裏不是在説神 “擁有

愛” 、”付出愛”、或者 “充滿愛”， 這些可以用

在人身上的表述，而是説 “神就是愛”。世間沒有

任何人可以宣告 “我就是愛” 只有神才是愛，那

麼，相對照地，聖經中沒有説過 “神就是信”或者

“神就是望”，確實沒有。不是説信與望不重要，而

是顯明愛的超越性。  

信、望、愛 的探討 

楊榮國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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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7/25靈修時有一節聖經「惟獨你是可畏的！ 你怒氣一

發，誰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詩篇   76:7 ，當我再思想

時有另外一句經文在我的腦裡出現：「那殺身體、不能

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

獄裏的，正要怕他。」  馬太福音   10:28 。感謝神，祂的

話語句句帶著能力，並且神的話「一開啟就發出亮光，

使愚蒙人通達」。 

   殺身體、不能殺靈魂

的是誰？多年來我一

直認為這是指著某些

政權的逼迫，或是某

些極端主義的人，在

他們面前我們可以為

著信仰不害怕，甚至有殉道的勇氣和準備。但是，在這

世上我們還是有許多害怕的事，怕孤獨、怕生病、怕坐

飛機、怕地震、怕洪水、怕新冠病毒、怕蚊子、怕這怕

那......以至生活裡經常自己嚇自己，得了疑心病。這些

都很可怕，也都有可能讓我們失去生命。感謝神，主耶

穌教我們：「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

們」。不要讓自己的害怕使我們失去生活中的喜樂、歡

笑和見證。 

   詩人說「惟獨你是可畏的！ 你怒氣一發，誰能在你面

前站得住呢？」，主耶穌更明說：「惟有能把身體和靈

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求神給我們有智慧

的心，敬畏上帝，尋求祂的心意也求神保守我們一生行

走在祂的正道中，免得我們得罪遠離神，以致我們身體

靈魂都滅在地獄裡。 

惟獨你是可畏的 

趙國英 姊妹 

耶穌指引我生命的道路 

倚賴自己的聰明或能力可能會得

不償失; 但若懂得倚靠神的幫助, 

即使我們深陷困境, 只要謙卑呼求

祂, 祂都能以高過我們的道路與意

念、超乎所求所想的方式帶領我

們, 這絕對是眼睛末曾看見, 耳朵

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

們必在自己的無能為力中,經歷神

信實的供應和恩典。 

 

 
  
 

 

 

 

 

 

在疫情中唯有倚靠神 

「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後。神
幫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詩篇56:9)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是我們的力量, 是我們在
患難中應時的幫助。」(詩篇46:1) 

神是我們的拯救主, 唯有倚靠祂，才能真正脫
離驚慌和懼怕 。 

透過信心的禱告並宣告、心就會得平安！不會
胆怯! 等候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患
難困境中。 

請記得，我們不是獨自走過這這些苦難的日
子，神非常珍惜這些我們和衪在患難中親密、
彼此相伴的過程，祂也都一一記下來了。 

 
美國正面對嚴峻的新冠病毒疫情考驗，願主憐
憫這塊土地的所有人民，在於患難中神與他們
同在！ 

感謝讚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