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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星期六的早晨， 一位年輕人背著郵差包想

尋找一個咖啡屋坐下完成下星期一要交的公司營

運計劃。 順著陣陣的咖啡香味走進一間咖啡屋。 

這是一間潔淨敞亮的小小咖啡屋。櫃檯上寫著： 

   「手沖咖啡： 300 克，3 元； 500 克，5 元；

700 克，7 元」； 

   「功夫綠茶： 7 克，1 元； 14 克，2 元； 21

克，3 元」。 

   他點了一客 500 克的咖啡。 

   「先生，」一位站在櫃檯後的青年少女說，     「我

們這裡不能使用電子產品，如果你有，請你寄放在

櫃檯。」 

    「你說什麼？」年輕人問，「為什麼？那我如何

做公司的事呢？」 

   「對不起， 我們希望每位客人都能在這裡享受

片刻的寧靜。」 

   「好吧，已經定了咖啡，只有這樣了，」年輕人

把郵差包裡的平板電腦，手提電腦，電子閱讀器，

手機， 和手腕上的智慧手錶都放在櫃檯上。 少女

把它們都鎖在櫃檯後面像似中藥房裝藥材的抽屜

裡後，把鑰匙給了他。 

   「先生，」少女說，「這是你的咖啡，請付 5 元。」 

   年輕人伸入郵差包要拿電話支付，沒有，只有從

皮夾拿出信用卡。 

   「我們只收現金。」 

   「什麼年代了，誰身上還帶著現金，」年輕人非

常不滿地說，「你們店裡的規矩也太多了，以後不

來了。」 

   「沒帶現金沒關係，你只要填寫你的姓名，今天

免費。」 

   他接過少女手中的卡片，草草地填上姓名。 

   「于行先生，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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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不是于行，」年輕人一肚子的怒氣說，「是于

彳亍。」 

   「喔！」少女腼腆地低下頭。 

   年輕人拿著咖啡， 怒氣衝衝地選了一個靠窗戶

牆角的桌子坐下。他看到還有幾桌客人都默默地

喝咖啡或喝茶，每個人都是那麼平靜，與屋外川流

不息的車和人無關。 他慢慢的喝咖啡， 拿起桌上

的紙與筆開始塗鴉。他不時漫不經心地抬頭看看

屋內，看看屋外；注視著屋外柔合的陽光和屋內

明亮的燈光；看到屋外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屋內靜

靜地喝著咖啡的客人。 他喝著咖啡， 臉上的煩躁

和怒氣慢慢地退去，漸漸地顯示出平靜和悠閒。 

   一位白髮蒼蒼的老漢帶著笑臉朝他走來，「第

一次來？」老漢問，坐下。 

   「是的，」年輕人回答，「第一次來。」 

   「歡迎，」老漢說，「我是店長，我姓柏；大

家都叫我柏老，你呢？」 

   「我叫于彳亍，叫我小于。」 

   「沒有那些電子產品，還習慣嗎？」 

   「有點不習慣，總覺得少了什麼，」小于說，                    

「至從開始有了它們，就沒有離開過身邊；連睡

覺時都放在手可以搆得著的地方。現在不在身邊，

好像沒穿衣服，甚至連手也不知道放在那裡了；

空洞，無聊，沒事做，有點浪費時間的感覺。」 

   「猶太人有個習俗，」伯老說，「他們從星期五

日落，大約下午六點，到星期六日落不能工作，也

不允許工作；這一天是他們的安息日。他們的神

要他們在忙碌六天後，有一個可以完完全全休息

的日子。」 

   「那不是太不合理了嗎？豈不是無聊到像度日

如年了嗎？」 

   「安息日是人可以從忙碌的生活中獲得自由和

休息的日子。它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思考生活的

意義。它讓人有機會和家人在一起共享的時光。」 

   「這就是店裡不讓人用電子產品的原因？」 

   「正是，」伯老回應，「在這裡，放寬你的身心，

放慢你的腳步， 停止你的忙碌。 平平靜靜地慢慢

品嚐這裡的咖啡或茶。喝完、還想喝，櫃檯會免費

給你沖泡。」 

   「如果脫離電子產品的捆綁，」小于懷疑和感慨

地問，「真的就會有自由；真的就會有自己的時間

和空間？」 

   「你現在就可以感受感受一下。」 

   「好像是這樣，」小于做個深呼吸，伸個懶腰，

看看屋內的客人，慢慢吞吞地說，「每天忙忙碌碌

地奔波， 總算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喘口氣， 慢

慢品嚐咖啡和享受這裡的氣氛。我現在蠻喜歡這

裡出人意料地安祥與舒適，和與世隔絕的感受。」 

   「你可以藉著這機會想想每天忙忙碌碌為了是

什麼。」 

   「我真的沒想過到底是為了什麼或是為了誰。 

只知道馬不停蹄地忙碌，就覺得充實，就覺得自己

的生活有目的。」 

   「真的充實嗎？生活真的有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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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達成自己的願望或慾望，或得到那填滿空

虛的事物時，或完成公司交付的任務時，就滿足，

就充實，就得意，就自豪，就特別有成就感。」 

   「然後呢？」伯老問。 

   「過一段時間，又覺得不滿足，就尋找下一個可

以填滿空虛的事或物。」 

   「像迷失方向的人漫無目的地尋找？」伯老問。 

   「是吧，」小于感嘆地回應說，「東尋西覓下一

個人生的目標。有時後湧上我心頭的是害怕和恐

懼。 我有一種不著邊際的空虛感， 就好像飄浮在

茫茫大海上，好想尋找一個可以抓住的東西；盼

望那東西不會讓我掉入那空虛無底的深淵。」 

   「你願意認識一個人嗎？」伯老問，「他可以填

滿你的空虛；他也可以幫你尋找你人生的目標。」 

   「我願意，」小于半信半疑的說，「如果真的可

以填滿我的空虛感。」 

   伯老站起身，穿過屋內的桌子，到櫃檯旁邊的書

架上拿了一本小冊子，回來。 

   「這是給你的，讀一遍，兩遍，三遍，多讀幾遍。

有問題就來這找我，我盡能力回答你的問題。」 

   「謝謝，」小于接過那小冊子，放在桌上，不

確定這書會有什麼幫助。 

   「不用謝，我想這本書對你一定會有幫助的，如

果你認真地讀；你要相信書裡所寫的；他會填滿

你心中的空虛感。」伯老蠻有信心地說完後，就離

開了。 

   小于看到小冊子的封面—《馬可福音》。 

 

 

人人需要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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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2022星期一的中午，小女兒突然說鼻

子痛，沒食慾。大約四點左右她就發燒至102

度！我們都測量Covid是陰性。晚餐時吃了很

多，我想她是午餐沒吃所以才吃很多。應該是恢

復正常了。到了晚上幫她洗完澡後，開始說肚子

痛，從她猙獰的表情上看得出來她的肚子非常絞

痛！大約九點左右，我們急忙帶她去CHOC急

診，在快彎進去診所時她就吐了很多又很猛，我

的手都不夠接！ 隨便清理一下就馬上進入急診室

等候安排病房。一進急診室，看到檢查站、櫃檯

都備滿嘔吐袋！有些孩子們也拿著嘔吐袋，心想

最近這症狀應該很多吧！急診一樓病床不夠，我

們被安排在二樓的病房等醫生檢查。護士進來為

女兒的小小手背扎針，準備抽血檢驗、注射藥及

吊點滴。看著女兒肚子痛得哭聲微弱發抖，又要

承受塑膠針管在皮下找血管的痛楚。只是看到這

樣，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樣疼，我禱告如果可

以，請讓我代替她受。這也使我想起馬利亞看到

耶穌被鞭打、折磨、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後肋旁

還要再被刺一刀；那才真是一刀刀刺透了心。

2AM左 右 報 告 出 來 了 ， 顯 示 女 兒 確 定 不 是

Covid，而是得了急性嘔吐腸胃炎，併發全身性

腹痛。星期二凌晨回到家，當天她還是反覆地發

低燒。感謝神的保守，也感謝弟兄姊妹們的代

禱。星期三女兒不再發燒，稍微有胃口，體力也

漸漸好轉，我也就安心了。   

   隔日，6/23 星期四早上起床後突然感到全身

痠痛無力、頭痛、呼吸有點喘、心臟也跳很快。

於是我中午做了Covid測試結果居然是陽性！我

想可能是這幾天照顧Abigail太累了，免疫力下

降。打電話給David請他去接孩子們回家，我自

己則馬上戴上了雙層口罩、消毒，並搬到另一間

房間隔離。  

   感謝主，David 的測試結果是陰性，孩子們也

沒事。昨晚女兒在我房門外敲門哭泣，因為她想

要媽媽的抱抱。這次生病讓我感到痛苦的不是病

痛，而是被房門隔絕，不能親手擁抱自己的孩

子。我想我們天父爸爸的心也是如此的痛，因為

祂還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們，被自己剛硬的心門隔

絕在外，自己背負著罪，無法回到天父爸爸的懷

抱中得安息。求聖靈幫助那些尚未得到福音的人

能夠敞開心門接受主耶穌的愛。  

   星期四是我感染COVID的第一天，比較嚴重

就是上述那些症狀。當晚我在睡前做了禱告，我

知道最好提升免疫力的方法就是神賜給我們的

「睡眠」; 求神藉著睡眠修復我，提升免疫力來

抵抗病毒。我就好好地睡覺，現在完全不痛了，

也沒發燒，就只是喉嚨痛，稍微咳。才過一個晚

上，目前我的症狀改善很多，只有鼻涕和一些

痰。這都是神的醫治，若不是神，誰能彰顯這樣

的大能呢！在病痛中依然不停地讚美神，因為祂

既允許這事發生，就必有祂的美意在其中; 祂的

眼目在我之上，祂的計畫在我之前，歡喜快樂地

等候祂的旨意，因我天天都活在神蹟裏。  

感謝神醫治的大能 
Phoebe Wu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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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赦免的罪     馬太福音12:24-32 

鄭式儀 長老 

24但法利賽人聽見，就說：這個人趕鬼，無非是

靠著鬼王別西卜阿。 25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

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一城

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  
26若撒但趕逐撒

但，就是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27我

若靠著別西卜趕鬼，你們的子弟趕鬼又靠著誰

呢？這樣，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 28 我若

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

了。.......... 31 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

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

得赦免。 32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

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什麼是褻瀆聖靈 呢? 又信徒會不會無意中犯了褻

瀆聖靈的罪, 已至後悔莫及呢? 

跟據馬太福音12章的記載, 當時法利賽人正控告

耶穌和門徒違反安息日的律法,  包括在麥田中掐

起麥穗來吃 (v.1-2)  ;  醫好一個人枯乾了一隻

手 (v.10-13) ; 醫好一個被鬼附著、又瞎又啞的人;

(v.22) 。因此就指控耶穌, 這個人趕鬼，無非是靠

著鬼王別西卜阿(v.24)。鬼王別西卜(Beelzebub)是

誰呢? 這名字最先出現在列王紀下1:2「亞哈謝在

撒瑪利亞，一日從樓上的欄杆裡掉下來，就病

了；於是差遣使者說：你們去問以革倫(Ekron)的

神巴力西卜(Baalzebub), 我這病能好不能好。」

Beelzebub是Baalzebub的希臘文，這偶像是蒼蠅之

主(Lord of the flies), 專長是趕蒼蠅,免得獻給偶像

的祭物被沾染。所以拜它的也認為它可以趕邪

靈。因此法利賽人就說 :耶穌趕鬼，無非是靠著

鬼王別西卜。 

但法利賽人這樣說, 是一時衝動說得過份, 還是特

意地反對耶穌呢? 又為什麼耶穌會用這麼嚴重的

警告去回應法利賽人的指控呢? 

主耶穌向來指責法利賽人假冒為善,又以他們與

毒蛇比較(馬太福音12:34), 甚至向他們宣告七禍

(馬太福音23) 作為警告。這是因為法利賽人是解

經專家但只是表面守法, 心裏却不服從。不但如

此, 他們更把知識的鑰匙奪了去，自己不進去，

正 要 進 去 的 人 你 們 也 阻 擋 他 們 。 ( 路 加 福 音

11:52)。 

路加福音20:2-7更顯出當時的猶太人領袖(包括法

利賽人)對主耶穌是誰的看法: 

2你告訴我們，你仗著甚麼權柄做這些事？給你

這權柄的是誰呢？ 3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

一句話，你們且告訴我。 4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上

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 5他們彼此商議說：我

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說：你們為甚麼不信他

呢？ 6若說從人間來，百姓都要用石頭打死我

們，因為他們信約翰是先知。 7於是回答說：不

知道是從那裡來的。” 

每日讀經靈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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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來, 他們對耶穌的敵意不是出於無知, 而  

是出於一個堅硬的心, 情願說, 不知道也不承認主

耶穌是從天父差來的。不把榮耀歸與耶和華。 

   馬太福音12:32說:「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

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

得赦免。」 

   記得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從那裡經

過的人辱罵他,   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戲弄他, 

那和他同釘的人也是譏誚他。但是主說了一句

話, 在衪的極度痛苦之中, 衪說:「父阿！赦免他

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

音23:34) 既然干犯人子的，甚至把衪釘在十字架

還可得赦免, 那為什麼說話干犯聖靈的却不得赦

免呢? 

   其實並不難明白。約翰福音14:26告訴我們聖

靈的一個很重要的事工乃是「要將一切的事指

教你們，」約翰福音16:8又告訴我們聖靈另一個

很重要的事工乃是「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

審判，自己責備自己。」意思就是要使人知道

自己是個罪人, 需要一位救主! 回想我當年從小

就在基督教學校讀書, 但是沒有信主, 一直以為

自己是個好人, 到三十歲時才被聖靈感動認罪悔

改接受主耶穌為我的個人救主! 絕對不是頭腦想

通了, 而是心裏受到聖靈責備的結果。 

   這樣看來, 一個人如果硬著心腸去抵擋聖靈的

話, 他又怎能明白聖經的教導知罪悔改呢？他的

罪不得赦免,不是神不願意赦免他而是他不願意

接受赦免。 

   至於信徒會不會無意中犯了褻瀆聖靈的罪, 已

至後悔莫及呢? 信徒需要明白的就是: 褻瀆聖靈

不是人在信主之後而犯的罪; 而是褻瀆聖靈的罪

防止了這人悔改信主。信徒悔改信主的一剎那,

聖靈就入住在他裏面, 成為信徒得救的印記不會

離開直到主的再來 (以弗所書1:13-14)。 

   雖然真信徒不可能犯褻瀆聖靈的罪, 但聖經告

訴我們信徒在言行舉止上都要小心, 否則會叫聖

靈擔憂 (以弗所書4:29-32) 和消滅聖靈的感動 (帖

撒羅尼迦前書5:16-22)。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努力

學習的功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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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繼榮 姊妹 

哥林多前書 15:10  靈修心得分享 

Phoebe Wu 姊妹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

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

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 神的恩與我同

在。」 

在這節經文中三次提到「恩」。 

第一個恩，「神的恩」是聖父賜給眾人類的救

贖計劃。 

第二個恩，「他所賜我的恩」是聖子為我們的

罪而捨命之恩。 

第三個恩，「神的恩與我同在」是當我們承認

耶穌基督是父神所差派的聖子，為要洗淨我們

的罪而死；且在我們接受洗禮後，聖靈就住在

我們裡面，這是聖靈同在的恩膏。  

聖父的恩、聖子的恩、聖靈的恩。   

這經文證實了復活的耶穌基督就是賜我們生命

的靈，主基督藉著受洗、捨命、復活，將三一

真神帶進我們裡面，我們的主耶穌經過了復活

這個程序，使我們的過犯與祂同埋葬，又一同

復活有新生的生命。現在，聖靈在我們裡面，

而我們也要活在主耶穌的復活裡。 所以，神所

賜的恩典就是三一真神要作我們新生命的一切

主。 

感謝神的恩典。  

 

 

 

 

 

基督的愛永不分隔 

楊榮國 弟兄 

路得記1:14-18 14兩個兒婦又放聲而哭，俄珥巴與

婆婆親嘴而別，只是路得捨不得拿俄米。15拿俄

米說：看哪，你嫂子已經回他本國和他所拜的

神那裡去了，你也跟著你嫂子回去吧！ 
16路得

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裡去，我

也往那裡去；你在哪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

宿；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 
17你在哪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

非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

罰與我。18拿俄米見路得定意要跟隨自己去，就

不再勸他了。 

路得記是舊約一篇感人的愛情故事，路得家婆

拿俄米一家四口，夫妻兩子，在極其貧窮的環

境中，離鄉背井，逃避到隣近的摩押地定居，

一個不平凡的故事應運而生。拿俄米的兒子娶

了摩押女子路得為妻，後來家庭遭遇劇變，路

得和拿俄米婆媳兩人只好回家鄉猶大，路得從

拿俄米學到愛慕神的心，還説：「你的 神就是

我的 神。」（得1:16）一個外邦人女子竟然從

神得到信心，而且婆媳兩人生命緊密聯結在一

起，彰顯出我們與基督的愛是永遠無法隔絕。  

生活在摩押的拿俄米，正處於走投無路，完全

失去了倚靠和昐望，在苦難中靈魂漸漸醒悟過

來，回轉依靠神、仰望神，聽見耶和華神眷顧

自己的百姓，賜糧食給他們，於是她決定回伯

利恒。拿俄米充滿了謙卑、寬懷與愛心。她對

兩個媳婦說：「妳們各人回娘家去吧，願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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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恩待妳們，像妳們恩待已死的人與我一樣！願

耶和華使妳們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得1:8-

9）兩個媳婦作出不同的選擇，俄珥巴雖同樣孝

順婆婆、友愛妯娌，但她脫不了天然人的情感，

選擇離開婆婆，回自己的故鄉，拜自己的神。而

路得卻離不開拿俄米，向著對婆婆的忠誠和摯

愛，勝過一切外面環境的阻攔，也是因著神的憐

憫和揀選，不顧一切跟隨神走入主的道路。愛是

最大的力量，使我們能撇下一切，並且不顧一切

為了主活着，走主的道路。兩個人不同的選擇，

在於屬靈的意義來說卻截然不同，一條是憑天然

的生命走的道路，另一條是憑著聖靈走神恩典的

路。  

路得的決心實在是令人感動，她放棄了去尋找屬

於自己的幸福，毅然絕然跟隨婆婆承受苦難過十

字架的生活，前途茫茫，但路得堅定地說：「你

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 神就是我的 神。」（得

1:16）這是路得的宣告;  路得不只要跟隨拿俄

米，更要投靠拿俄米的神。今天我們雖然信了耶

穌，但我們有信心對耶穌說：「你的國就是我的

國，你在哪裏死，我也在那裏死嗎？」耶穌的國

在天上，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我們追求的是耶穌

的國嗎？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

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

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翰

福音18:36）  

拿俄米賣掉了她在以色列的所有家業，逃荒摩

押，結果是滿滿的、風光的出去，如今卻空空而

回，只帶著路得回來；如果我們得到世界的豐

盛，我們必在主裏貧窮。我們要像路得一樣有堅

強的信心跟隨拿俄米，跟隨主耶穌；她進了神的

家，就必得著神所賜給的豐盛!  

從路得記這些經節説明路得和婆婆拿俄米的愛是

那麼緊密;  除了死亡，任何事都不能使他們分

離，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故事; 這也讓我們深思

到，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就是愛，愛使我們與基

督的生命永遠牽結在一起，永遠無法隔絕。主的

道路是艱辛的路，確是不容易走，但我們仍要堅

持跟隨。願我們都得著路得的恩膏和信心; 路得

跟從神，她不離不棄，願我們也是這樣不離不棄

的跟隨主，走進豐富、榮耀的國度。 

                  禱告文 

趙國英 姊妹 

阿爸天父，雖然這世界非我家，但

是此時我身在這世界。 父啊，求神

保守我的心懷意念，不要因為這世

界不法的事增多，以致我愛主、愛

人的心漸漸冷淡。  主耶穌，保守

我，將我的眼光定睛在祢的身上而

不是在周圍洶湧的波濤。主耶穌，

不要讓我們陷入試探， 救我們脫離

那惡者。 父啊！這世界非我家，求

神保守我在這世上前面的每一天都

行在祢的旨意裡，禱告是奉主耶穌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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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7 

Ph父母信心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鼓

勵大家在空格處____唸出自己孩子的名

字，天天為孩子守望禱告 

禱告文09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祢一切奇妙的作

為。 我要因祢歡喜快樂； 至高者啊，我要歌頌

祢的名！親愛的天父，當周遭同學、朋友誤會孩

子____，求祢的眼目不離開他(她)，在當下引導

____學習保持緘默，用手摀口；不再爭辯、不發

怨言、不要批評、只要安靜等候在神的面前，側

耳聽智慧，專心求聰明。求祢使____當學習經上

記載的約伯用寬廣祝福的心，為曾經錯誤議論他

(她)昂的朋友禱告時；祢就使____從苦境轉回，

並賜下美好的恢復和加倍的恩典給他(她)。耶和

華啊，認識祢名的人要倚靠祢， 因祢沒有離棄尋

求祢的人。奉主耶穌的聖名禱告 阿們  ! 

 

禱告文10 

親愛的耶和華 神，祢總不忘記困苦人，祢向來是

幫助倚靠祢的人，當我們願意把孩子____交託給

祢時，求祢舉手施行拯救，祢親自擔當他(她)的

軟弱。祢的寶座在天上； 祢在聖殿裏觀看；祢的

慧眼察看世人，謙卑人的心願祢都看見了。天

父，祢將所有兒女的心與祢聯結起來，求祢預備

____的心， 側耳聽孩子的祈求，使他(她)能以基

督的心為心，擁有正直良善的品格。奉主耶穌的

名禱告 阿們 !  

 

為兒女守望 

禱告 
Phoebe Wu 姊妹 

耶穌的家庭語錄 

Phoebe Wu 姊妹 

 
 

Abigail: 鬧脾氣，哭哭。之後

就自己安靜下來，跟我說：媽

媽對不起，我以後不會再那樣

了，妳可以抱抱我嗎？ 

晚上睡前我問Abigail，妳知道

做錯會反省，認錯悔改，很棒

喔！我問：是教會主日學老師

教的嗎？  

Ab iga i l把手放她自己的胸口

說：是我裡面的神跟我說的！  

我感謝神在孩子生命中親自教

導。 

4/7/2022 

05/31/2022 

Abigail：媽媽，妳等一下可以

抱抱我嗎？ 

我：好啊！ 

Abigail：妳知道每天都要抱抱

嗎？因為神說：每天都要抱抱

跟禱告，這樣子祂會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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