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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斐生博士對末世的分析梁斐生博士對末世的分析梁斐生博士對末世的分析梁斐生博士對末世的分析    

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    

 梁斐生博士於今年六月間曾到本教會作一連串的講座及佈道，其中的一個專題是

「中東危機與末世」。梁博士乃當今之世，華人在外國擔當國防高職（通訊衛星、反

飛彈及核子幅射）的唯一一人。梁博士同時是一個愛主的基督徒，熱衷傳福音。過去

數十年來也潛心鑽研末世問題。 

 從今次梁博士有關末世的講座和

縱觀他對預言的著作「從聖經揭開動蕩

世代的奧秘」和文章，我們發覺他對主

再來與末世的洞見，實非一般沒有國防

常識和科技訓練的聖經學者和神學家所

比擬。 

 在下面的篇幅，編輯部希望把梁博士對末世研究的特獨見解羅列數則以饗弟兄姊

妹。 

1. 須知主再來與末世均屬啟示文學及預言，在解釋的時候，自然不能太過絕對化。

聖經舊約的以賽亞、以西結、但以理書和新約的馬太、約翰、帖前後、雅各書和

啟示錄均有大幅度論及主再來和末世的教導。大多數聖經學者均認為末世可作兩

個解釋。一是，從主第一次降世到祂再來地面的「教會時期」。二是，自主臨半

空，教會被提，到七年大災難主降地面，世人復活，白色大寶座審判和千禧年開

始的一段時間。 

2. 歌革瑪各之戰：主臨半空，教會被提之後，地面將出現歌革瑪各大戰（以西結

38、39 章）。這就是聖經多處提到的北國南國與以色列之戰。梁博士認為北國

是指復興後的蘇俄，南國則指興起壯大的回教亞拉伯國家。北、南兩集團在差一

點兒滅盡以色列的關頭，上帝會用奇事神蹟干涉，解以色列於滅亡！同時從歐盟



3 

而來的敵基督卻趁機會在各國中訂立盟約，讓以色列得以自保，並立即重建聖

殿。這些事應發生在七年大災難的前三年半。  
3. 為何北、南大集團要攻以色列？歷代以來亞拉伯人仇恨以色列不在話下，但促使

北南集團聯攻以色列卻是因為石油。五、六年前無人會想象蘇俄和亞拉伯人會向

以色列搶奪石油，但數年前在以色列西岸卻發現美國以外世界第二大的頁岩

Shale，油田藏量與沙烏地阿拉伯看齊。到七年大災發生的時候。眾亞拉伯國的油

量可能均已用完，所以北、南兩集團必須向以色列入手，遂成了歌革瑪各大戰的

動因。  
4. 東方二萬萬（啟 9 ： 14-16 ； 16： 12）軍隊的來源是中國嗎？當七年大災結束之

後，地上將發生一場史無前例的哈米吉多頓大戰。當時回教勢力大減，聖殿亦已

重建完畢。敵基督於七年的後三年半中禁止祭祀（但以理 9 ： 27），又與北國和

從東方來的大軍作戰。傳統學者都以中國為這大軍的來源。中國人口龐大又是無

神論當家，加上現在經濟飛躍，自是理想的對象，可是梁博士則不以為然，因為

a. 中國向來都不是以色列的敵人。b. 中國的教會正在復興，信主的人有增無減，c.  

梁博士也認為那二萬萬的數字不是實數，因為把二萬萬人聚攏在哈米吉多頓平原

是連立腳的地方也不足夠，如何打仗？ d. 何況在七年大災末期，所有基督教國家

的信徒（包括中國信徒在內）均已被提，剩下來美、英、加拿大等等基督教國家

必國不成國。所以，末日與以色列為敵的不可能是基督教集團和中國。到那時，

東方大軍指以印度教為主的印度也不一定。  
5. 誰是巴比侖大淫婦（啟 17-18 章）？歷來的看法是把巴比侖大淫婦看是腐敗的天

主教會。但 ISIS發蹟以來（不及十年），不少人開始認為巴比侖大淫婦，指的是

極端的伊斯蘭集團（參考上面第二點）。總之，在大災難前後。伊斯蘭勢力（尤

其在教會被提以後）定必在世界戰場上扮演一個重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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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後是有關美國的問題。歷代以來聖經學者都覺得奇怪為甚麼聖經對美國（這個

興起二百多年的世界強國）在末世的角色連提也不提？對此，梁博士的看法是，

正因為美國信主的人多，在教會被提後國勢必大弱，自然不能在國際關係上起甚

麼大作用。以西結書 38 ： 13 中提到「他施的客商和少壯獅子」，可能是指西歐

國家和前不列顛（英國是獅子）的殖民地，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

蘭。面對敵基督發動的對神選民之戰，這些少壯獅子因力不從心也只能扮演抗議

者的角色而矣（「…都必問你說：你來搶財為擄物麼？你聚集軍隊要奪貨為掠物

麼？…」以西結書 38 ： 13）。從另一角度看，今天的美國也面臨頗為嚴峻的衰

退蹟象。無論是道德、軍事、威望、國際領導地位上，美國也正在快速倒退。似

乎世界真真的朝著主再來末世的日子大步邁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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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牛頓的科學與神學淺談牛頓的科學與神學淺談牛頓的科學與神學淺談牛頓的科學與神學    

李柏基李柏基李柏基李柏基        
在六月份，教會邀請了梁斐生博士到來，舉行了一連串講座及佈道會。多場的講道

內容實在引起我的共鳴。其中所談到及牛頓，亦是我興趣所及。 

提起牛頓，相信沒有一位讀者未曾聽過

他的名字。在自然科學歷史當中，他和亞理

斯多德、愛恩斯坦和霍金被科學界認為是自

然哲學發展的里程碑。他也是17世紀科學革

命的智者之一。原來，雖然牛頓一生中，對

自然哲學（物理學）貢獻無人能及。但他在

神學研究的六十年中，其實佔了他人生的百

分之八十。 

首先要談談牛頓在科學上的貢獻。他是

1642年聖誕日生於英國，是個早產兒。父親早亡，母親改嫁，牛頓由祖母撫養。12歳那

年，繼父亦離世，重回母親懷抱。由12歲至17歲，他只學習拉丁文，一點數學也沒有

學。母親想他去學習作農夫，但牛頓完全沒有興趣。後來得伯父推薦進入劍橋三一學

院，以服務富家子弟作半工讀生。 

當時17世紀科學革命如火如荼。偉大科學家如哥伯尼、凱伯勒、加里畧等推動日心

説。1665年，黑死病瘟疫迫使劍橋學院關閉，牛頓只有在家中作研究。在這18個月內發

明了微積分，定立了光學及顏色的基本理論，以及領悟了行星運動的定律。傳說中牛頓

觀察蘋果下墜，領悟出萬有引力的理論。牛頓不斷觀察偉大科學家凱伯勒、加里畧等的

數據和定律，終於在1687年，牛頓出版了他的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69年，

牛頓成為劍橋學院最高榮譽的勞卡士數學系教授（今天的史蒂芬.霍金正當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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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對牛頓的物理學和數學的貢獻作簡介。 

在1672年，牛頓發表了光和顏色的光

學理論，也示範了他發明的牛頓式

反射望遠鏡（哈勃望遠鏡同一原

理）。牛頓用三菱鏡把白光分成各

種顏色，從而引發今天科學家對原

子結構的認識。 

1687年發表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

理”，被視為一切科學研究中，影

響力最大的著作。其中牛頓三條運

動定律，改正了一般人從亞里士多德二千多年來對運動誤解的金科玉律。 

牛頓“萬有引力定律”，把天上天體相互的引力，和地上物體的引力合而為一。

今天，一切航天科技，宇宙間的物體運動，都以極高準確度符合牛頓的定律。牛頓可謂

多才多藝。流體力學中某種性質的流體稱為牛頓式流體。力學施力的單位稱為牛頓。熱

學物體冷卻速度符合牛頓冷卻定律。透鏡曲率產生現象稱為牛頓環。 

 

著名英國詩人撰寫對牛頓的稱讚，説： 

「大自然和大自然定律蘊藏在黑夜裡。神說：要有牛頓，就一天都光哂。」牛頓是個謙

卑的人，在他寫給著名科學家虎克的信中，他說：若然説我看得很遠，其實因為我是站

在巨人的肩頭上。 

縱然牛頓在人類歷史中，是其中最偉大的天才，但鮮為人知的，就是他人生的幾

十年，致力研究聖經和歷史，嘗試明白上帝給人類顯示的訊息。他似乎得到很多的啟

示，但是在那個時代，如果他公開這些資料，就會被視為異端而處死。有一位諾貝爾獎

得獎者收藏了非常多牛頓的神學著作，另外有些藏於希伯來大學裏面，估計不少於一百

二十五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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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對一些神學問題和基要基督教信仰有點不一致，但他在但以理書和啟示錄

的預言很有亮光。他認為這些預言書是上帝隱藏的宇宙奧秘，直到末時才顯明出來。他

其中重要著作名為“對但以理預言和聖約翰啟示的觀察”。 

牛頓深信，接近末時，猶太人必會復國，重歸應許地，然後彌賽亞才再來。書中

談到他的著作：“不過是在「追隨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 

·  他說：“聖經預言有許多可信的憑據”。 

·  宇宙萬物，必有一位全能全知的神在掌管統治。  

·  我的工作和神的偉大創造相比，只是一個在海邊拾取小石子和貝殼的小孩子。 

·  牛頓認為值得以生命投資在聖經研究上。 

·  牛頓說：“我們應當把神的話…聖經，看為至高無上的哲學。… 聖經記載遠非世

俗的歷史所能比擬。” 

·  自從牛頓研究考察宇宙奇妙的構造，便深深感到宇宙的創造是何等奇妙和偉大。 

馬太福音24章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 

牛頓認為：「福音首先必須在大災難以及世界末日來臨之前傳遍天下。」 

       在牛頓的年代，最知名的基督教神學家只有將有關以色列回歸聖地重新復國的聖經

預言靈性化。在那時，要相信已經亡國2250年的民族會回歸他們祖先的領土，需要格外

強的信心和勇氣。在1680 年牛頓認為猶太人亡國 2380年，但繼續作為一個單獨的民族

生存下去，是不折不扣的奇蹟。牛頓相信神對亞伯拉罕的承諾。 

       創世記12章2節“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

人得福”。12章3節“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

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世記13:15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牛頓相信猶太人亡國， 只是暫時的。也相信神對亞伯拉罕的承諾，保證猶太人必

須回到上帝對亞伯拉罕承諾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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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12章4節：“但以理啊， 你要隱藏這話， 封閉這書， 直到末時。必有多

人來往奔跑（ 或譯： 切心研究） ， 知識就必增長”。 

       牛頓在1680年 (人類發明蒸汽機之前32年)，曾經說過：“我個人而言，不能不認為

這些話是指末期的來到。將來，人類可以使用史無前例的方式從一國前往另一國旅

遊。”人類的知識要加增，可能有一些發明，使人們比現在更迅速地旅遊。他認為，

這速度將來可能超過每小時50英里。 

       當70年後法國無神論哲學大師伏爾泰(Voltaire) 讀到牛頓曾建議人們會如此迅速地旅

遊，他嗤之以鼻，說： “請看基督教如何將一個本來有聰明，才智的男子變換成可憐

的傻瓜。像牛頓這科學家， 竟然寫道，人們可以用每小時40到50英哩的速度旅行？他

忘記了，如果一個人用此速度行走，他將窒息，他的心臟亦將停止！” 

筆者有幸生於二十世紀後期以及二十一世紀初期，親眼看見科學對人類文明的改

變。人民生活方式的進步，人與人之間訊息傳遞，簡直是前人不能想像的。親眼看見

猶太人的復國，在敵人面前的堅立，不能不佩服牛頓對但以理書、以西結書和啟示錄

等的亮光。 

聖經的預言一直是隱藏的，如今觀察中東局勢，似乎逐漸開始明朗化。還有，最近

閱讀有關在法國和瑞士的“CERN”研究所，集中世界各地的物理學家，以「大型粒子

碰撞器」進行的實驗。有人認為人類將會成功地打破時空界限，進入另一度時空中。

人類以為將智慧推致至高，讓我覺得有如創世記中巴別塔的翻版。史蒂芬.霍金曾經作

出警告，這個實驗會產生的反物質，有可能會毀滅整個世界。不過正如牛頓曾經説

過，人類歷史是掌管在神手中，祂的計劃必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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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神愛中國人認定神愛中國人認定神愛中國人認定神愛中國人                                                 梁斐生博士，一位太空科學家，任職加拿大國防 部多年，提早退休事奉神，現任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董事。以 他獨特的國防專業知識，謙卑的心態解讀聖經中神的預 言和旨意，精闢的見解，令人折服。今年六月份我敎會 有幸邀請梁博士作為期三天的佈道工作，對他在普通話堂的講道感受良多，以下純屬筆者本人的聽後感，望能 抛磚引玉，激發弟兄姊妹們深思神的恩典，不光是 中國人，而是遍及全世界廣大的人民。                               井底蛙                                                    
      「神爱世人，甚至將祂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㓕亡，反得永生。  」

約 3:16 

      中國人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神能不愛中國人嗎？答案是肯定的，但為何我國在過

去兩個世紀經歷諸多苦難、朝代替換、為革命擲頭髗洒熱血。日本入侵帶來漫長的八年

抗戰，戰後没有昇平，只有國共之爭。國民黨的腐敗，不少有識之士加入共產黨希望帶

來新局面，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蔣介石的國民黨避地台灣，苟延殘喘。反看紅色中國

經歷無數的鬭爭，文革風暴席捲全國，能有幾人倖免，六四對民運的打壓令全球民主國

家側目，神愛中國人嗎？ 

      梁斐生博士在普通話堂以「認定神愛中國人」為題講道時，細細分析「神恩浩

蕩」。 

中國造字：舟旁一家八口之為船， 兩人在木中為來，林中有女為婪，「祼」体與水果

有關嗎？我們的祖先造字已隐含神機，這難道不是提醒我們祖先的起源嗎？ 

福臨中華：兩百多年前馬禮遜、其後的戴德生等不少傳教士接踵來華，終其一生將福音

傳遍中國。經歷義和團之亂，被殘殺甚至全家滅門，庚子條约簽署後戴德生領導的內地

會拒绝接受賠款，説：「我們殉道者的血在中國將是福音的種子」，最终美國將名下賠

款(佔全部賠款的7.32%)歸還中國，成立教育基金，清華大學及其後不少中國學子受惠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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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革命領導人孫中山乃虔誠基督徒，在倫敦蒙難時被囚于大清領事館，館

内一僕人看他是基督徒而代爲報信，因而逃過被押送回國的厄運，最终能發動辛亥革

命、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 

台灣偏安的局面：「以耶和華為神，那國是有福的。」「信靠祂的人必不致羞愧。」國

民黨退守台灣，蔣介石多方反省，學習倚靠上帝，终于扭轉劣勢，其子蔣經國的十大建

設更為台灣奠定中興的局面，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美譽實至名歸。 

      香港的蜕變：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七回歸，香港因特殊的政治、地理環境和自由港的

優勢，一躍而為東南亞雄踞中國門前的勇猛小龍，奠定中、港、台、兩岸三地特殊而又

惺惺相惜的微妙局面。 

      中共的發展：反觀高擧無神論的紅色中國，文革時紅衛兵將神驅逐出境，四人幫倒

台後人們發現基督徒並無消聲匿跡，反而由解放前的一百萬增加到四丶五千萬，可能已

超越共産黨員人數。 

      中國近期神速發展：梁博士總结歸功于以下七個條件。 

 a. 香港財經、國貿和輕工業的基礎。 

 b. 星加坡財經管理和貿易網絡。 

 c. 台灣的工業基礎。 

 d. 北美雄厚華裔科技人才。 

 e. 國內廣大的廉價勞工資源。 

 f. 廣大的市場。 

 g. 豐富的天然資源。 

      有感于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星加坡和南韓)的飛躍發展，文革後鄧小平領導中

國走上經濟開放的路缐，港、台外資和技術源源流入，奠定經濟起飛的基礎，天時、地

利、人和、缺一不可，三小龍功不可没，中國在近代世界政壇的崛起絕非偶然，歷史掌

握在神手中，神的心意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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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1: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歷史見証福音由猶太全地到小亞細亞（安提阿），到歐洲(保羅宣教旅程），再由歐洲

到美洲。下一個接棒的是亞洲的中國嗎？ 

      梁博士預測中國將成為以基督教為主的國家，太不可思議嗎？紅色中國高舉無神

論，文革破五舊、反傳統，近年經濟突飛猛進，這都一一指向人民心靈的真空狀態，傳

福音工作在半明半暗狀態下慢慢推進，淅江温州的拆十字架行動漸漸擴大，國內媒體可

能被震壓，網絡上卻已成為海外華人極其關注的問題，這亦反映中國政府已對教會的神

速發展極度關注，但民心向主，將會成為一股不抗拒的浪潮，慢慢覆蓋神州大地。感謝

神，祂沒有忘懷我們廣大的中國民衆呀！ 

      梁博士又提出中國潛在的危機：房地産泡沫、地方政府相繼破產、銀行危椴、企業

嚴重欠債、城市水體嚴重汚染，這全是實實在在旳危機。最近的8.12天津濱海地區爆炸

事件，表面是公司違規，背後是官商勾结丶貪汚腐敗，關鍵在只要有利可圖，就有人短

視，罔顧民生及對環境造成的嚴重傷害，希望這次事故能使當權者痛定思痛，徹底調

查，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讓死的、傷的不致白白犧牲。       

      神啊！憐憫我們祖國無數的中國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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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斐生博士佈道會迴響梁斐生博士佈道會迴響梁斐生博士佈道會迴響梁斐生博士佈道會迴響    

             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 

 六月下旬粵語堂邀請了梁斐生博士來到本教會，舉行佈道會及講座。在這兩天裡弟

兄姊妹都有不同的感動、迴響及反思。 

 編輯小組訪問了不同團契、組別，就讓我們細味當日感動之處。 

以琳團契以琳團契以琳團契以琳團契：：：：羅張恩羅張恩羅張恩羅張恩����（（（（Phoebe LawPhoebe LawPhoebe LawPhoebe Law））））    

        梁斐生博士對科學很有研究，孰讀聖經，對基督教信仰認識深刻，能深入淺出地講

解聖經中的末世觀。他提醒基督徒在這充滿罪惡、道德敗壞丶人心惶惶，只會追求物慾

而對屬�的事情毫無興趣的世代。要懂得在主道上站立得穩，更要趁主再來之前，盡快

把握時光，傳揚福音。 

        我個人從梁博士的分享中得益不少。他雖然是個學者，但為人謙卑，很有人情味。

對我尤其深刻印象的是他主日崇拜所分享＂浪子回頭＂的信息他描寫聖經浪子回頭比喻

中的慈父，怎樣接納失而復得的兒子，反映出創造天地的主宰怎樣渴望世人離開罪惡，

悔改相信主耶穌的救贖，與神和好。 

        梁博士提早退休，到處為主奔波勞碌，傳講福音。他在文字工作上也很有負担，寫

了不少文章和書籍。願神繼續祝福及使用他，讓他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揚恩團契揚恩團契揚恩團契揚恩團契：：：：周立基周立基周立基周立基（（（（Keith ChowKeith ChowKeith ChowKeith Chow））））    

        是次佈道會小弟不論在個人靈性或眼界方面亦實在獲益良多。梁博士的講道不但能

令福音以邏輯科學的角度向未信者闡述，而他的見證亦令人讚嘆全知的神的奇妙安排。

對中東局勢和伊斯蘭國的獨到見解亦是叫人大開眼界。 

揚恩團契導師揚恩團契導師揚恩團契導師揚恩團契導師：：：：麥當安麥當安麥當安麥當安（（（（Daniel MakDaniel MakDaniel MakDaniel Mak））））    

        梁斐生博士青年時藉神不可思議的奇妙安排從印尼來到加拿大，因而能認識神並

受高深教育。他回應神的祝福，在事業如日中天時毅然急流勇退，辭掉高薪厚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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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的所學所長來全時間事奉神。我被梁博士的見證深深激勵，希望能效法他，全時間

為建立神的教會出力。 

佳方團契佳方團契佳方團契佳方團契：：：：黃忠榮黃忠榮黃忠榮黃忠榮（（（（Wayne HuynhWayne HuynhWayne HuynhWayne Huynh））））    

        今次梁斐生博士的蒞臨，實在帶給我一定的反思，一個華人在外國的職場上有著如

此高的名譽、地位，羨煞旁人！但他竟因主的呼召，頓然放下，作上全時間的事奉，到

處為傳揚主福音而奔跑！深深被他尊重神及回應主大愛而感動。試想自己亦承受著主的

大恩。 

        再者他以自己的專業，對世界局勢的看透並對聖經末世所得的亮光，實在開我的眼

界。是的，主再來的日子不遠了，趁著白晝，多作主工！ 

家樂團契家樂團契家樂團契家樂團契：：：：陳張碧琪陳張碧琪陳張碧琪陳張碧琪（（（（Renee ChanRenee ChanRenee ChanRenee Chan----CheungCheungCheungCheung））））    

        主日講道中梁博士突然發問，是否有世人能像浪子回頭的故事中的父親一樣？世上

真的有沒有這個超奇的父親呢！以前從浪子故事裡是知道慈父是代表天父的愛，但從未

真正詳細思考，被梁博士的這條問題帶入深深的思索。究竟有没有這樣的慈父呢? 

在非常傳統中國文化背景下成長的我，很難想像這個世界竟會有一個忤逆至如此地步的

兒子，竟在父親還未去世之先便理直氣壯地去分父親的家產。又有這樣的父親，竟然沒

有動怒或至少問問兒子為何要這樣做？出奇地將一生辛努而來的家財白白分給這樣的一

個不孝子。 

        這個父親也非常清楚知道他的兒子必定會花光所分得的家產而會回家。但竟然有如

此非一般的父親，聖經描寫他經常在等待他兒子回家。這個深深了解兒子的性格、喜

好、優㸃及缺點的父親。除了掛念之情外，他一早巳原諒了這一個不肖子，同時也希望

兒子早日知錯而回。他終於等到了這兒子回來的一天，更難想像他會完全既往不究反而

對兒子像衣錦榮歸地大宴親朋。世人中絕少有此無條件的愛，更少有這樣的慈父。 

        浪子故事裡這種不能讓人置信的愛，實在領我更深入的思考，唯有神對世人才會作

出這樣無條件的愛和犧牲。你還能不快快走進愛你的父的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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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歲生日感恩舒懷九十歲生日感恩舒懷九十歲生日感恩舒懷九十歲生日感恩舒懷         

崔學祖弟兄，上海人，從事高級科學研究工作。後依親移居美國。信靠基督耶

穌，參加中華基督教會國語堂崇拜、團契。入住801公寓，加入查經班。 

熱心助人，鄰里和睦。幫助外國人學漢語，助人就醫做翻譯。熱愛旅遊和健身運

動，是位和藹可親的長者。 

801查經班為他祝賀90歲生日聚會，他由衷而發，書寫此詩，與大家分享。 

徐敏                              

2015年7月29日 

九十歲生日感恩舒懷九十歲生日感恩舒懷九十歲生日感恩舒懷九十歲生日感恩舒懷                                                                                                                                                                                        崔學祖 崔學祖 崔學祖 崔學祖 Cui Xue  ZuCui Xue  ZuCui Xue  ZuCui Xue  Zu    

福杯滿溢處                                                                                                                               

God bless America, God bless everyone 

主恩何其深 

So profound so deep God’s gracious love is innumerable 

夕陽無限好 

Sunset shrines gloriously bright 

知足慶餘生 

Contentment brings happiness, moreover entertain our remaining years 

查經廣受益 

Bible study enriches us in many aspects 

靈修長精神 

May God himself, the God of peace sanctify you through and through            

 

帖前5:23; Thes1,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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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宣道中國宣道中國宣道中國宣道                    [ 中國夢 [ 中國夢 [ 中國夢 [ 中國夢 ----    天國夢 ]天國夢 ]天國夢 ]天國夢 ]    

         英文原文: 陳慎禮牧師 英文原文: 陳慎禮牧師 英文原文: 陳慎禮牧師 英文原文: 陳慎禮牧師                                                                         

                                    中譯: 陳慎禮牧師  /  蔡根松中譯: 陳慎禮牧師  /  蔡根松中譯: 陳慎禮牧師  /  蔡根松中譯: 陳慎禮牧師  /  蔡根松    

  

        去年十一月，我和吳柱樑先生代表仁達國際基金會 (Life Transformation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在昆明完成了大學生領袖培訓； 和在南京、崑山、 上海等多個城市，與非

政府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及非謀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進行諮詢工

作，都取得了超乎預期的成果。今年五月，我再到昆明進行另一次大學生領導力和衝突

轉化培訓，學員報以深深的謝意。 

        一名大學生的分享道： “  我學會系統地思考人生的各個階段 ，學會對當前的自己

做計劃，也學會對自己的未來進行規劃。 定立人生目標， 並為之不斷努力實行 ， 這樣

我們才不會迷失方向…。”  

         在未細說這兩項事工之前，我很高興讓你知道，美國政府確認我們的基金會 

為非謀利機構。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接受捐贈，並具開發收據給捐助者作扣稅的 賬目。

從現在開始，你和你的朋友可以直接捐款給我們，支票抬頭為 “Life Transformation 

Foundation”，而郵件地址是 ： Life Transfomration Foundation,  104  Roboda  Blvd,  Royers-

ford,   PA 19468. 

        回說我們事工的目標 ；《大學生領袖培訓》是用三年時間 ，在中國造就 10名少數

族裔的大學生 (大學 二年至四年班)。啟發他們的熱忱和技能 ，幫助他們轉化為終身服

務社會的事工領袖，並建立關愛、和諧、財富分享的社區。 

         在昆明， 我們通過大學和教會網絡，招攬有潛質的少數族裔大學生。我們審視超

過 100名候選人。揀選了 25 名最合乎期望的學生。隨後我們的當地同工雍俊明先生與

學生逐一進行面談，最終提交共 11名候選人。我們的董事會原計劃支持 10名學生為事

工的第一梯隊，但董事都被他們的表現感動，使我們決定支持全部 11名應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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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生有何特質？ 首先，他們都是來自農村和貧窮的背景。根據他們的經濟、社會

和學校的光境，如果他們能完成中學課程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了。一位學生告訴我們，他

第一次上學時已經是超齡的八歲，他不得不加倍努力來追趕差距。幾名學生也訴說，他

們因為沒有錢乘公車，只好步行去上學。有一位說每天要走約六個小時，一段頗長距離

的崎嶇路途！ 

        我們的 11名學生來自 11 個不同少數族裔

的背景。不過，他們都具有一些共同特

點。 他們都是純真、快樂、充滿活力、親

善、聰明、好學和成熟。此外，這些學生也有

非常出色的學習成績和課外活動的表現。當聽

到他們每一個動人的故事之後， 我們都情難

自禁而潸然淚下 !  更令我驚訝的，是他們各有不同的才華，例如其中一位學生在聽完他

同學的故事之後，竟然可以即興作成一首詩來相互鼓勵 ！這是上帝的祝福 ！我們非常

感謝上帝為我們提供這個寶貴的機會，與 11位卓越的年輕人，塑造他們生命的目標和

未來！ 

中國政府已經把非政府及非謀利組織的發展，包括於當前的五年發展計劃。我們的

基金會與南京的 《愛德基金會》和上海的 《仁德基金會》 緊密合作， 藉以加強非政府

及非謀利組織的孵化。 

 我們在 2013 年開始拜訪及了解南京的 70多個非政府與非謀利組織的運作，亦提供

了集體培訓和諮詢。在 2014年，我們設立了兩個非政府組織的獎項：“ 青苗獎 ”(Seed 

Award) 給予一個分享我們的願景的組織 –培養領袖和更新社區。另一個是 “最佳實踐

獎” ( Best Practice Award ) 是頒予成立了兩年以上，並在他們的經營和服務上 均有出色

表現的組織。 

《我們有一個中國夢，我們有一個天國夢 》。 這就是栽培仁者領袖，達致共富社

群 ！ 我誠摯地懇請您支持我們，實現這個改變生命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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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見證新葡見證新葡見證新葡見證（（（（1111））））    

黃少娟黃少娟黃少娟黃少娟    Michelle HuangMichelle HuangMichelle HuangMichelle Huang 

我是 2013 年 6 月來到美國。在中國上學時教導的是無神論，是唯物主義。家裡過

年過節常燒香拜偶像，可是自己心裡不相信，在中國我屬於無神論者。來到美國，我先

生帶我到回教會，逢週日去崇拜，有時去主日學，隔一個週六去以諾團契。在團契，兄

弟姐妹給了我很多的關心慰問、幫助和支持，有很多讓我感動的時候。 

在教會，聽講道的時候，牧師或講員都會強調每天需讀聖經。一開始讀聖經的時

候，完全不懂，就覺得像古文一樣，我上完福音班後，可以自己讀聖經，不懂時也常參

考靈修版的聖經，因為有背景解釋有字詞解釋。聖經的道理讓我的世界觀發生顛覆的變

化，在世上的目標也不一樣。可是這種變化卻會讓人變得快樂。我有感動決志信主是因

為我感覺到神聽了我的禱告，神在我快要離職的前一個星期就安排了一份更適合我的工

作。 

我有感動信主是因為聖經讓人豁然開朗，關於人為什麼會存在世上，為什麼人有

良心又會犯罪，關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世界絕對不是進化論可以解釋的，覺得以前真

的很笨，怎麼會呆呆地相信人是由猿猴進化來的，為的是適應大自然，物種競爭，適者

生存，太多事情是進化論無力解釋的。我對信仰進一步堅定，是因為我見到我先生由我

剛來美到現在，發生了太大的變化，在他患病的這一年多時間，在主內深深的紮根，是

突飛猛進的變化，其實我也知道這是神給他的禮物，也是祝福，是神的話語一步一步帶

他在灰暗裡走出來。神在他不能工作的期間，已經安排好了一切，給我們有舒服的住

處，給我安排了輕鬆的工作，沒有經濟壓力，在她二姐家裡過得很好，因為他們人太好

了。我感恩，神的恩典真的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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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先生向我媽媽傳福音，我媽媽是一個很傳統的人，初一十五過年過節都

很誠心，經常又去問仙姑，又算命，她人住在深圳，也會交代好家鄉樓下的人幫她在家

裡逢初一十五上香，可是在她聽了福音後，她說她相信，又認真讀完女婿給她的 “ 遊

子吟 ” ，又去教會，在教會拿一些初信的書籍，關於禱告的書籍，認真研讀還做筆

記，信得很認真，也通知了家鄉的人不用幫她上香了，因為她已經信了基督，那唯一的

真神。從沒想過，一個拜偶像幾十年的傳統婦女，會這樣轉變過來，是神的恩典。願一

切榮耀都歸給我們的神！願天下萬民都尊你的名為聖，啊門！  

 

新葡見證新葡見證新葡見證新葡見證（（（（2）））） 

            伍斌 伍斌 伍斌 伍斌 Ben Wu 

        於 2007 年 11 月來到了美國。我從小受無神論教育，對神鬼基本上不太相信，但又

總覺得有股力量影響著我的命運。我來美國時已是身心疲憊，覺得人的內心總是醜陋和

自私的，人人都用儘自己的方法去爭取自己的利益，不能相讓。當時我覺得在這個世界

除了家人以外不會有真的感情。 2009 年 1 月 1 日，我在偶然的機會下參加了在 John 

Zheng 家的以諾團契元旦聚會。當我和這一群從不認識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時候，我心裡

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他們的友善和真誠讓我感覺很舒服。我當時有很大的感觸就是這

個世界上居然還有這樣的一群人。從此我就開始去教會和參加以諾團契。 

        在 John Zheng的關心下，幾個月後我就決志了。雖然當時我一點都不明白是什麼意

思，但我對耶穌這個人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我就開始上網查找有關耶穌的資料。我不確

定他是不是神，但他一定是個很特別很了不起的人。慢慢地，我感覺我自己有明顯的變

化，精神狀態特別好，人也變得開心多了。我也感覺有點奇怪，自己怎麼好像有了新的

力量。但當我狀態好了以後，重新有了人生的追求。我覺得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話，他

已經給了我身體和智慧，我就應該憑著自己去努力追求自己的事業，而不用經常去禱告

再求他給我什麼。慢慢地，我就越來越少去教會和參加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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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 3 月的一天，我在上班的時候，心跳得很快，不能慢下來，最後去了醫院急

症室。在醫院的時候，我心裡突然有一個感動，我不應該離開神。在接下來的幾天，我

突然越來越多的焦慮，內心非常抑鬱。我不知道我自己發生了什麼事，完全不受控制，

就像掉進了一個黑暗的深淵，一直向下沉，抓不著邊。後來我才知道我得了抑鬱症。開

始時，我依然不認輸，我以為我可以憑著肉體的勇氣就可以戰勝它。我試過逼自己去做

體育運動，逼自己去做不同的工作，最後令自己變得更糟糕，什麼都不能做，大多數時

間都是躺在床上。 

        在當我不知所措，不知怎樣去面對以後的生活的時候，有一天我自己在家裡準備吃

飯的時候，在桌子上面有一張報紙，上面有一大版面寫著 “ 馮秉誠牧師佈道會 ” 。當

時我並不在意，我拿出手機打開 YOUTUBE ，突然馮秉誠牧師的《信仰科學人生》講道

視頻彈了出來。我當時覺得很奇妙，我就開始看。一看，我就著了迷，內心有了亮光。

那一系列的講道完全解答了我信仰上的疑問。從那一刻起，我就知道神在帶領我。我的

心就慢慢安靜下來，開始讀聖經、祈禱、常常思考神的問題。神在生活中不斷地給我啟

示，讓我更明白聖經中的話。神讓我看到了自己是多麼的渺小和世人在迷失中為活著而

活著的可憐。神也讓我看清了自己的罪惡和污穢，時時讓我藉著他的力量來戰勝。在這

一年多裡，神看顧了我和妻子生活上的一切。雖然我經歷了很大的痛苦，我的妻子也承

受很多壓力，很多悲傷，但這正是神給我們的祝福，他救我脫離死亡的同時也救了我的

妻子，堅固她的信心。在我的人生中，沒有比這更珍貴的。願一切的榮耀都歸給我們的

神！ 

新葡見證新葡見證新葡見證新葡見證（（（（3333））））    

黎趣鳳 黎趣鳳 黎趣鳳 黎趣鳳 Edna WongEdna WongEdna WongEdna Wong    

我是來自紐約，我來美國已有幾十年，經常去教會參加主日崇拜，接觸福音很

久，但一直沒有參加主日學及團契，對神的認識不夠深入。 

在今年二月底我作體檢後，發現血不正常，需要化療；我女兒就把我接到費城

來、以便照顧。起初我住在醫院化療，一個月後出院。在我住院期間，非常感謝牧師和

一些會友為我祈禱及幫助我女兒。當我康復後，女兒帶我到教會英文堂聚會，後來又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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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粵語堂。梁牧師於十六年前曾為我女兒在紐約主持婚禮；他也為我祈禱，也感謝很

多會友對我的關懷。經過幾個月的主日崇拜和主日學學習，使我認識主對我的慈愛和恩

典，我要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宰。 

信主後，生活覺得有意義，有方向，有倚靠及有主的同在，心裡感到安慰，平安

與快樂。我希望能成為一個聖潔的人，從黑暗轉向光明。 

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有神指引帶領我的道路，使我有信心，有盼望。神賜給我

的大恩，我萬分感謝，將榮耀歸給拯救我的神。 

 

新葡見證新葡見證新葡見證新葡見證（（（（4）））） 

周進傑周進傑周進傑周進傑    Steven K. ChowSteven K. ChowSteven K. ChowSteven K. Chow    

感謝主! 終於有勇氣踏進洗禮的關口，坦然公開自己和主耶穌的關係! 當我回想如

何認識神、接受祂、與祂建立關係及經歷祂，覺得非常感恩；因為沒有祂的帶領，沒有

祂的不離不棄，就沒有現在的我，我也不會有改變。 

神在我身上彰顯了奇妙的作為，祂改變了我的生命。我自小開始就接觸基督教。

記得我在香港讀小學的時侯，學過舊約和耶穌基督的事蹟。不過那時只是為了應付考

試，不明白其中的意義。小時侯母親也帶我到家附近的教會，當時我沒有朋友，母親只

是為了我可以認識朋友才去參加聚會，可是當時我也沒有因為去了教會而多了朋友。移

民到美國紐約之後，宗教和主耶穌就因為生活而被拋諸腦後了。 

我第二次接觸基督教就是在大學三年級的時侯， 那時是我跟弟弟去做暑期工，弟

弟認識一位從韓國來的傳道人，他名叫Joon。一次在他載我回家的途中，向我傳福音，

我曾答應說我接受福音，但在我生命的道路上卻沒有倚靠祂、跟隨祂、我又做過令神不

喜悅的事。當時我繼續參加聚會也不過只是想認識異性而已，後來也因為得不著所期望

的而離開教會。當我回想起來，實在覺得對神很虧欠。 

六年前是我人生的一個比較大的轉折點。由於工作關係，我從紐約搬到威明頓 (離

費城半小時車程)。當時父母正在經歷一些挫折，而我又跟前女友分手，故令我情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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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跌到谷底。 但是，神卻從來沒有離開我，祂耐心地等待我、安慰我、也給我機會

再次向祂回轉。當時(2010年8月) 有一位曾經幫我渡過谷底的人介紹我來到中華基督教

會。我也跟弟兄姊妹說過：「我來教會是為了認識朋友」，但這次跟以前很不同；我開

始對真理產生興趣，我開始思考人生如何活才有喜樂及有意義。在我尋找神的路上，我

看見自己是多麼的自以為是和不謙卑。感謝主讓我的心軟化，我終於頑石點頭了!我真

正接受耶穌成為我個人的救主。 

自從信主後，我開始多去聆聽，與父母的關係有所改善，從前常與母親鬧翻至現

在能靜心聆聽她的心事。感謝主給我智慧去分別出那些是她的氣話，好讓我不把她的氣

話擺在心上。我由從前沒朋友到現在結交了很多弟兄姊妹，一起去學習、彼此相愛，這

種感覺是我以前從沒感受過的，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感謝主為我預備了一位可愛的

戀人，也藉著這段愛情去學會何謂正確、神所喜悅的愛情。我開始用心地去愛別人，而

不是單渴望被愛，我藉此體會了使徒約翰很好的一句：“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翰一書4:19) 最近我的老朋友跟我說：「以前Steven開車是最大膽，脾氣最不好的，

現在多不同呢!」 另一位老朋友說道：「因為他信了耶穌嘛!」 感謝主! 我的膽大還沒

變，但不好的脾氣倒沒有了，因為已被神改變了。  

我想引用羅乃萱師母在網上講過的一句話： “人生的每一趟際遇，都是上主讓我

們學習的功課。有時以為學會，卻過後即忘；有時想逃避，卻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碰

上，避無可避。那就求主讓我們在其中，好好面對學習，從中得著洞悉的智慧。”雖然

現在的我又要再次經歷人生中的某些低位，將來也說不定會有多幾次這樣的低谷，但我

不再因為低谷而放棄跟隨主的道路。求主讓我藉著祂而渡過，并從中學習要學的功課。

希望今次的洗禮也能讓我有所激勵，堅定地跟隨主。 

由於自己曾經歷過離鄉別井之痛苦，如果神允許的話、自己也希望能幫助那些初

到貴境而感寂寞的人，跟他們分享主的愛。我也希望藉著主的恩典讓我的見證能帶領家

人和老朋友認識主。讓榮耀都歸給那至高天上的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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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讀聖經如何讀聖經如何讀聖經如何讀聖經    

一. 個人靈修性讀經 

作為基督徒，應每天有一段靈修的時間，從中能夠親近神。透過靈修的讀經，我們

能夠意會神的作為，認識神的本性，這是靈修時讀經的重要意義。  
   1. 靈修讀經需注意的事項 

時間：我們應該選擇沒有人干擾的時間。最好的時間，是大家還未起床的早晨，若

時間選定後，就當固定，不要隨意更改。 

地點：選擇安靜，�受騷擾的地方。  
2. 讀經時應有的態度 

讀經時應有清心的態度。在神面前，首先求神來光照我們，有沒有罪惡、有否虧

欠？若有，就求神赦免。清心可幫助我們在讀經的時候，能毫無攔阻地領受神的

話，並和神有親密的交通。  
3. 讀經的方法和步驟 

快讀：概略地知道這章經文所講的內容。 

細讀：留心每一節所講的內容。 

黙想：選擇一兩節，神特別對你講甚麼？有何亮光，提醒或安慰。 

禱告：讀經完了，應有一個簡短的禱告幫助我們再一次溫習神剛才説的話，以禱告

的方式回應給神聽。  
二. 靈修以外的讀經 

你可以選擇一天中其他任何時間，只需五或十分鐘，選一個沒有人干擾的地方，用

快讀的方式，每次讀三至四章聖經。這可幫助我們溫習一些讀過的經文。這種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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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能加深我們對聖經的認識和印象。若我們能這樣把神的話藏在心裏，當遇到

困難丶有需要時，神的話就能從心裏湧現出來，成為你的力量和幫助。  
三. 小組查經 

如果有三、四個人在一起，每星期或每兩個星期聚在一起查考聖經，相信可以得到

更豐富的領受。小組查經有以下的步驟：  
1. 在參加小組查經前，要預先知道要查考的章節，然後熟讀這段經文，再用一點時間默

想，用筆記下默想中之領受丶亮光。這是會前的預備工作。  
2. 在查經時，大家先有禱告，讓聖靈在我們當中光照和幫助我們，讓我們在神的話

裏，找到力量的源頭。  
3. 先輪流讀出這段要查考的經文，最好每人讀一節，或者一小段。出聲讀的好處是幫

助我們再溫習一次，或在神的話語亮光中有新領會。  
4. 由負責帶領的弟兄姊妹先解釋這段經文。帶領者可由小組中一位屬靈追求年日較

長，或對聖經認識較多的弟兄帶領查考。但若是這小組各人的屬靈追求情况差不多

的話，可用輪流的方式帶領。  
           在帶領者釋經時，最好不超過聚會時間四分一，帶領者只需解釋這段經文的內容

就可以了。釋經後，就由各人一起分享對這段經文的領受。有時各人所看到的亮光

不一樣。當我們看到這麽多亮光時，就可以欣賞這段經文豐富的內涵，以及它所帶

給我們各方面的幫助。 

四. 總結：讀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我們自然就知道怎樣去做的一件事。但正因為

是神的話，我們一定要努力地，付代價去讀。 

「選自：良友聖經學院“信仰要道”（上、中、下冊合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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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耶穌手中    

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    

經文：詩篇89：13；申33：27 

曲：多恩W.H. DOANE, 1832-1915 

詞：芬尼克羅絲比FANNY CROSBY,1820-1915 

羅方麗霞編撰羅方麗霞編撰羅方麗霞編撰羅方麗霞編撰    

克羅絲比女士生於1820年，是位偉大的聖詩作者。這詩不但十分著名，也是美國聖

詩中最早被譯為外國語言的。它的產生頗為奇特，是先有曲譜才由克羅絲比配詞。一般

的詩都是相反；先有詞才配上曲。 

CROSBY在出生後六個月便因誤用眼藥而雙目失明。但她並不苦惱，反而快樂地過

日子。她認為失明使她不受世上諸多事情煩擾，可以專心用筆和聲音服務人群。 

CROSBY於十二歲時開始在紐約盲人學校受教育。所作的聖詩曾獲得無數獎項。她

一共作了八千多首聖詩和普通的詩。她覺得能用聖詩把心中所想的傾吐出來引導別皈主

是件幸福的事。 

CROSBY享年92歳，到1915年離世，這首「安穏在耶穌手中」詩確實曾安慰了無數

人心中的愁苦。 

CROSBY女士曾説：「我若不瞎眼，絶不會受到這樣好的教育，也不會養成如此堅

強的記憶力，更不能使許多人得益。」從44歳開始，CROSBY才開始專心聖詩的寫作。

這詩的曲是多恩先生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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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耶穌手中 

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    

 

1.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主懷內， 

2.安穩在耶穌手中，憂慮有何阻力， 

3.安穩在耶穌手中，耶穌為我已死，  
1.因主�愛常覆翼，我心在此得慰； 

2.在此不怕世誘惑，在此不怕罪害； 

3.主真是永世盤石，我必永遠靠此；  
1.無論遇何等危險，惟在主懷蔵躱； 

2.脫離疑惑的迷霧，脫離各般憂戚； 

3.現今當忍耐等候，等過世夜黑暗；  
1.有主聖臂常䕶庇，患難焉能害我？ 

2.世上惟餘幾患難，眼淚惟餘幾滴？ 

3.等候見清晨日光，照在榮華金岸；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安穩在耶穌手中，安穩在主懷內， 

因主�愛常覆翼，我心在此得慰。 

 

 編撰者：羅方麗霞，羅伯年老又摯愛的母親，今年一百零三歲。伯母信仰仍堅、心境平靜、為人樂觀、凡事交托；仍事主不懈。 



26 

 

 
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編輯小組：：：：李柏基李柏基李柏基李柏基、、、、嚴婉紅嚴婉紅嚴婉紅嚴婉紅、、、、蔡根松蔡根松蔡根松蔡根松、、、、鍾肇華鍾肇華鍾肇華鍾肇華、、、、羅天虹羅天虹羅天虹羅天虹、、、、區永昌區永昌區永昌區永昌    

  足跡專頁電郵:足跡專頁電郵:足跡專頁電郵:足跡專頁電郵:  csmfootprint@cccn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