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ppy New Year”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NLCAC 11000 First Ave., Whittier, CA 90603  Tel:(562)943-4616  Website: www.ch.nlcac.org 

第一頁 

家訊 

  我今年已經九十三歲，雖然患有高血壓、糖

尿病...等疾病，但身體卻感覺非常良好，精神抖

擻。驀然回首，這一生走過來，實在數不盡對主

的感恩，我也常常問自己：「為什麼我到了晚年

主還是那樣恩待我？」。首先感謝主為我一生安

排很理想的工作，就是教俄語的教師，我時常覺

得好奇，為什麼讓我教俄語，而不是英語或其他

語言，其實這一切都隱藏神巧妙的作為，我不但

教書教得很成功、也被選為最高級教師。我還因

此獲得一個副業工作，就是翻譯俄文，當時在各

種開會場合經常播放俄語電影，除了我沒有人懂

俄語，就找我去翻譯解説，因此在這翻譯工作，

我還有點名氣。後來為了我講英文的關係，上級

單位把我歸類成基督教反革命集團，未先通知

我，就把我調到遠地中學教書，當時我非常生

氣，感覺被解僱滋味。到了那個中學，彷彿像北

宋的蘇東坡得罪變法的王安石被眨放到偏遠貧乏

之地海南島當官般很委屈。 

 1988年我退休後來到美國，當時我在國內工

資漲到了150元人民幣，合美金才20元，但也算

高薪，足夠我與女兒的生活費。來美第二年，

1989年剛好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由老

布希總統執政，只要身體檢查通過就可加入美國

籍，不需要面試和律師費，感謝主的恩典，讓我

的身份和生活獲得保障。剛來時單獨一人，身上

只有40美金，窮光蛋一個，住在蒙特利公園, 經

常到住家附近的圖書館學習英文。就在一次偶然

的機會，經一個人的介紹，到 Lake Arrowhead

(箭頭湖）山上幫美國人看管房子，這是一個靠湖

邊的豪宅別墅，寛敞舒適，設備豪華，有三個遊

艇，七個電視機，還有撞球台。四年半我在這個

房子打工，幫主人看守及整理房子，工作非常輕

鬆舒服，就是打白工也情願，何況還有薪水領。

主人只來渡周末，每星期五來，星期日下午回

去，到了冬天通常不見人影，只留我一人單獨在

這大房子享受，逍遙自在。感謝主，讓我認識那

麼好的美國人。在此工作了四年半，扣掉伙食

費，我身上的錢從40元變成好幾萬美金，搖身一

變富翁，不僅夠我自給自足，還可補助我女兒的

生活費。 

  我有今天，完全要感謝主的帶領，雖然身體

有病，但到目前為止，都不需要使用拐杖，連醫

生都甚感訝異，向我開玩笑説:是否上一代作了什

麼好事．我回答那有，但確實作了一些事。我知

數算不盡主的恩典 
費筱墨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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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神是非常公正的，因為我的弟弟和表兄弟們在

解放前都到了台灣又來美國，過著舒適的生活，

留下所有長輩的後事都由我照料處理。還有我的

大姨媽，因是傳道人，遭受逼迫，我也受到牽

累，所幸有神保守我平安，如果沒有我的保護和

照顧，她會受到很多苦難, 這都是神的美意。 

        我的一生，主為我預備一切，主給我晚年的

恩典是何等寶貴，更是數不盡的，我這一生滿了

主恩典的同在，並非我的運氣好，主給我安排很

理想的教師工作，而且桃李滿天下，學生都對我

特別好，難以置信。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主的恩

典。主是公正的，當遇到任何困難，唯有倚靠神

的憐憫和力量，能平安走出困境。 

(楊榮國撰寫)  

        聖經上説: 「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很

高興能在感恩節分享我的見證。我曾經罹患嚴重

的貧血症, 必須每年固定到醫院輸血好幾次, 結果

今年我一次都沒有去輸血, 因無此需要, 我的身體

也無感覺任何不舒服, 這幾天才突然想到: 神啊! 

你為何如此恩愛我, 我真不配。因為現在正處於

新冠疫情非常嚴峻的時期, 人心惶惶, 惟恐自己染

上病毒, 因為每次輸血都要到醫院急診室, 那是風

險很高的地方, 感謝主的慈愛和憐憫, 讓我幸免到

醫院輸血, 可以安心留在家裡避開染疫的危險, 真

是感謝主的恩典, 把一切榮耀歸給神。 

(楊榮國 撰寫) 

安心居家避疫 
Tracy Zhong(鍾倩)姊妹 

    我現在人在中國深圳, 首先感謝神, 在新冠

肺炎疫情那麼嚴峻情況下, 我可以那麼平安順利

抵達國內。這一趟回國途中可以説一波三折, 困

難重重, 從買機票開始, 直到搭上飛機, 歷經種

種困擾和難關, 總算回到自己國家。 經過新冠檢

測呈陰性而順利進入酒店暫時隔離, 在此隔離的

條件和服務都非常好, 出乎我們的意料, 真有受

寵若驚之感, 連行李都有人幫我們提,  每一天

會按時為我們測量體温, 所提供的飲食也非常豐

盛味美, 讓我們很放心在此隔離。 

    第二件要分享感恩的事, 這一年在美國, 對

我們留學生的處境相當艱難, 我們學校因疫情的

關係, 從三月份就開始關閉, 使得我們留學生無

法在學校正常上課, 大部份留學生都選擇回國, 

但當時我的機票因美國政策變更的原因被迫取

消, 一時有家歸不得, 正在苦惱之際, 特别感謝

王長老夫婦, 能夠在三月份疫情剛開始嚴重的時

候, 把我們從學校接到他們家住, 暫時安頓下

來,直到 10月 24日搭上返回中國的飛機。這段留

宿王長老住所那麽長的時間, 承蒙他們夫婦在我

們面臨困難的時候, 給予我們無微不至的關心和

照顧, 我心裡不知如何表達內心萬分的感激。 

    這一路走來都有主的帶領, 否則在這疫情當

中, 真不知道如何處理我生活的難題, 甚至可能

淪落無家可歸的遊民。 感謝神在我處於患難中, 

供應我一切的需要, 特別感謝王長老夫婦為我們

神在患難中的拯救 
Melody Li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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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的愛心, 也因著這件事, 讓我母親開始想去

認識神, 向神禱告。 她看見神在我身上的見

證、 看到在王長老夫婦身上活出基督的愛, 她

心裡特别感動, 所以她的心也慢慢向神敞開、尋

求神。 特别感恩, 也祝大家感恩節快樂。 

(楊榮國撰寫) 

 神是供應我們的 神, 一年 365 天, 每天的衣食住行

等等都要依靠它, 要感恩的事, 實在是不勝枚舉。 

 說到今年的感恩, 我的感恩都是每天在沉默中進

行。有時是在散步之際, 有時是在安全上下樓梯, 有時

是在身體有情況發生。但最多的是我坐在餐桌前等我

太太送上一盆又一盆的熱菜熱湯, 或是静夜獨自一人

吃完宵夜之際。 感覺到我的退休養老, 生活有這樣的

享受, 與無家可歸或寄養在老人院的人相比, 實在是得

恩獨厚, 生活像似在“春風”中, 太幸福自由自在了,謝

謝  神的恩惠,  賜我美满家庭。同時也要謝謝我的内

人 Shirley , 其實我家的大小事務, 小至洗碗倒拉圾, 清

掃後院, 大至整理車庫, 家用精打細算, 外出買菜買藥,

都是她在包辦。可惜的是我們中國人沒有向太太說謝

謝的習慣。在此特別向她表達“謝謝”。 

失眠, 是很多老人的常有症狀, 深夜躺在床上,曾在

YouTube 上半看半睡, 看了一段 BBC 紀錄有關阿富

汗牧羊女家族實況。 在荒野中牧羊, 一家親友大大小

小約三十來人, 在岩山峻嶺的山谷中牧羊, 缺水無電, 

缺乏資源, 因天乾氣寒, 隨氣候而遷居, 遷涉中羊吃枯

草, 牛背帳蓬重担, 人是脚踏碎石爛泥, 歲月寒冷漫長,

生活得真是羊苦牛累人更悽涼 ……。突然要小解, 我

順手打開電燈, 用上抽水馬桶, 感到夜寒下樓提升空

調, 口乾到厨房用煤氣爐熱了一杯冷開水, 回到有電氈

的床上, 打開接上 WIFI 的 I-Pad, 再回到 YouTube 上

⋯⋯。 反省與牧羊家族相比,  在我下床又回到上床片刻

所接觸到的水電方便, 牧羊們是一樣都沒有。 我真是

人在福中不知福。真是要感謝 神賜我們的現代文化資

產。真是要感恩再感恩。 

 生活在“微浪”中，時有情況,今年一月底曾因大

小便困難去過醫院急診室,可是當天晚上就解決回家。

說到我的身體, 人老 時有不同情況發生, 清晨空腹血糖

失控, 一旦血糖超標, 人就緊張懊惱。或是因便祕在肛

門中整天無奈掙札。或是因整夜失眠引發的頭昏及遲

鈍。 或是突然因血中缺鈉身體變得虛弱無力等, 所幸

這些情況都不必去緊急室。 我除家庭醫生外, 另有四

位專科醫生。腸胃科（因乙肝痰, 胃出血）。血液科（血

液成分失 ）。腎科（腎功能哀退）及眼科（青光眼）。

雖然時刻都有醫生加䕶治療。 可是人乃是年年老, 藥

物效率是年年退, 器官功能更是年年退化。 在日常情

況發生無人訴苦之際, 看到聖經中的約伯記, 知道約伯

所受的災難與身受疾病的痛苦, 看到他的忍耐, 我發生

的情況, 實在是微不足道。可惜每次閲讀約伯記時, 不

能深刻體會約伯及三位慰問他的朋友的時代背景, 瞭

解各人經歷與哲理,  但是在人比人的心情下, 已足夠給

我帶來很多的安慰疏解, 更知道 神是有憐憫和仁慈的 

神。感謝 神。 

 長話短說, 我的感恩, 是在簡述我在“春風微浪”

中的生活, 一年 365 天, 天天在榮耀 神中, 在平淡中度

過, 特此感恩, 與大家分享。謝謝。 

 PS. 前年感恩時曾說到我的腎功能衰退, 現在再

向大家交帶一下, 我的腎小球濾過率（eGFR%） 自從

前年 10 月因藥錯誤衰退到 30%, 後經改正用藥, 去年

10 月回升到 46%時, 已是心滿意足。可是今年十月更

回升到 55%。感謝 神, 它的確是在回應了我二年前向 

神的禱告。感恩 神之餘, 也得謝謝醫生們之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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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剛強的人」和「信心軟弱的人」: 羅馬書14:1 – 15:13讀經心得分享 

        仁愛小組的查經進入羅馬書14章1節至15章13節，保羅在這段經文裡談到了「堅固的人」和「不

堅固的人」，或是「信心剛強的人」和「信心軟弱的人」，此處的「信心」不是指得救的信心或是對

神的信靠，而是指基督徒面對一件事該做或不該做的把握度的信心。然而，因為談到了信心，而且保

羅使用了剛強和軟弱以及堅固和不堅固來形容信心，以致許多人在讀這段經文時，往往在觀念上產生

混淆和疑惑，也常會自問:我是屬於信心剛強或是軟弱的人？我要怎麼做才能成為一個信心剛強的

人？作者在查考多處經文和仔細思想這個問題後，於此提出一些個人的心得分享。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要明白一個福音的基要真理: 我們的得救本是出於神的恩典，是主耶

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用祂的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使我們在神面前能夠稱義，並且因基督的復

活，凡信靠祂就可以得著新的生命，以致得救。 神的恩典是白白賜給我們的，不是靠我們認為的好

行為或功績來獲得的。「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2:8-9） 我們都是罪人，完全無法靠自己的意志和行為來達到神

聖潔公義的標準。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這等人不是從血

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 神生的。」（約1:12-13） 

        基於這個基要真理，保羅說我們「在靈裡是自由的」，「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

得以自由。」（林後3:17）一個基督徒不會因為食物的吃喝或守不守一般的習俗節期而影響到他的救

恩，因此，保羅稱能夠在靈裡完全自由而沒有疑惑的人就是「信心堅強」的人，反之，就是「信心軟

弱」的人。「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

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裏要意見堅定。」（羅14:2,5） 

        人天生都期望能夠自由，能夠活得自由自在，因此自然希望能成為一個「信心剛強」的人，尤

其這又是符合聖經的教導的。然而，一個信心剛強的人，並不是只要不違反福音的基要真理，就可以

隨心所欲地生活。保羅教導說，「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着，

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14:7-8）「我們堅固的

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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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羅15:1-2）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加5:13） 這也是馬丁路德在一篇談及基督徒的自由的論文中所提出的要

意:「一個基督徒是一切事最自由的主人，他無需隸屬於任何人。一個基督徒也是一切事最有責任的

奴隸。」 

        至於「信心軟弱的人」，保羅並沒有教導說要他們去學習別人，成為「信心剛強」的人。按著

保羅在羅馬書14:1-15:13的前後文所教導的,「信心」的剛強或軟弱，是因著聖靈的感動和神對人的帶

領各有不同而有所差異，不是單憑自己的意志或行為就可以去改變或成就的。神的救恩不會因你的

「信心」剛強或軟弱而有所增減，「因為 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

樂。」（羅14:17） 最重要的是明白救恩的道理，堅定信靠主，帶著感恩的心，去過每一天的生活。

「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 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 神；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 神。」

（羅14:6） 

        這段經文闡明了「信心剛強」和「信心軟弱」的定義，然而重點不是要我們去省思自己是屬於

哪一種人，而是要我們明白教會是由「信心剛強的人」和「信心軟弱的人」組合的一個屬靈家庭，肢

體之間要「彼此接納、彼此建立」，在主裡同心合一。知道我們的得救和靈命成長都是出于神的恩

典、引領、督促和鍛鍊，是神在恩典裡「收納」（羅14:3）了不配的自己，就應當在神面前承認自己

的無知、無有和無能，不可彼此「輕看」、「論斷」（羅14:3），而應當靠主「彼此接納」，學習肢

體彼此相交的四種態度: 

1、體諒人（彼此接納）: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羅14:1）「所         

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羅15:7） 

2、造就人（不論斷人）: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無論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哥前10:23-24） 「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

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羅14:13） 

3、謹言慎行（溫柔謙虛）: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

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

4:1-3） 

4、學習主耶穌的樣式（榮耀神）: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 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一心一

口榮耀 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羅15:5-6） 

願我們基督徒能夠在同心互助中更明白並遵行神的旨意過世上的生活。與弟兄姐妹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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