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邮件的信箱里，看到好友传
来的短文，虽然并没有造作，煽色
腥的文句，心底深处潜沉的悸动却
这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迷思。
一时无法自已。窃问这是时代的产
楼房越盖越高大，人情越过越淡漠。
高速公路越来越宽广，人的胸襟却越来越 物么？这是进步的果实么？
狭窄。
这些问题有答案么？还是这些问
投资越多，拥有的越少。
题的本身还有另一个问题的存在？
付出越多，享受的越少。
亲爱的朋友，我们人生中有许多问
有更多的学位，但拥有更浅见的知识。 题是我们不愿承认其存在的。一面
来说，是我们明知没有答案，不敢
有更多的知识，但失去更多的天真。
面对无解的困境；另一面来说，是
有更多的专家，但产生更多的问题。
我们明知答案的存在，却不敢面对
有更多的药品，但失去更多的健康。
答案的后果。
饮酒过度，抽烟过多，笑得太少。
亲爱的朋友，你的问题是那一类
车开太快，脾气太躁，睡得太晚，醒时太 的？
累。
书看太少，电视太多。
心的故事
我们拥有的倍增，家庭传承的无几。
说得太多，爱得太少，恨得太长，忍得太
短。
一位焦急的父親，為著接兒子放
我们懂得如何谋生，却不知如何生活。 學，連闖了幾個紅燈。
在生命中添加岁月，却没在岁月中加添生
命。
兒子上車後說：爸，我今天買了
兩塊橡皮，五塊錢買的，能擦掉我
人类已能上月球又返回，却很难过街向邻 用鉛筆寫錯的字；十塊錢買的，能
居问好。
我们征服了外太空，却不能征服内在自 擦掉我用原子筆寫錯的字剎那之
間，一個從來沒有被問過，也似乎
我。
我们竭力净化环境，却任凭灵魂被污染。 是沒有答案的問題，在他腦中閃過
－是的，多少錢買的橡皮，纔能擦
我们能分裂原子，却打破不了成见。
华丽的房子随处可见，破碎的家庭也比比 掉你、我作錯的事？
皆是。
聖經約翰一書一章九節說，『我們
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把文章快速送到你眼 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
前，你可以选择让它改变你，也可以按键 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
把它删除。
們一切的不義。』
世代的迷思

玛波罗教会简介
会简介:我们自1995年底起，有数位家庭，在新泽西州玛波罗市(Marlboro)照
着圣经的教训，开始奉主名聚会。我们于1998年向美国政府注册为非牟利机构。
邮寄住址: 2 Palomino Way, Marlboro, NJ 07746

电话: 732-577-1021; 732-617-0895; 732-617-1196
电邮: ccyang@optonline.net
网站: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

蒙福人生
第三期
期
04-08

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
是要叫羊 或作人)得生命
或作人 得生命，
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10
翰福音十

主在寻
主在寻找你

一位慈祥的父亲，为了寻找在战场
上的儿子，不惜千里长途跋涉，冒
着生命的危险，到了前方的司令
部，里面的人告诉他：「对不起！
刚才一阵激烈战事以后，点名的时
候，你的儿子已经不在，大概是阵
亡了。」父亲闻此消息，如同晴天
霹雳，十分伤痛。问明战场即在前
边数里处，他就拿了一盏提灯，上
战场去寻找。
战场上遍地尸体，他往那里去找
呢？尸体成千上万，那一个是他的
孩子？他逐一翻转仆倒在地的尸
体，详细审视，并未发现。有的尸
体横卧在深壕里，他又爬下去，逐
一拉起来，也没有他的孩子。他不
灰心一直在喊着：「约翰阿！你在
那里？」忽然一阵大风把他手中的
提灯吹熄了，那里还能寻找到他的
孩子。在无可奈何的失望中，他只
得用沙哑的喉咙不断喊著：「约翰
阿！我的孩子，你在那里？」喊得
已是精疲力竭，远远地方有一个负
了重伤负了重伤躺在地上的人，好
像听见他父亲在呼唤的声音，虽然

他想不透父亲怎会在这时候来到这尚未
及清理，遍地尸体的战场，他随即应声
回答：「爸爸，我在这里。」
无奈这声音太微弱，父亲听不见。可
是父亲仍不失望地在继续呼唤，生命垂
危的儿子也不断挣扎应着：「爸爸，我
在这里。」终于父亲找到了他那垂危的
孩子，他把约翰背了回去，延医诊治，
救活了儿子，父亲何等的快慰。
主耶稣说：「人子来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 救
失丧的人。」（
的人。」（路十九
。」（路十九：
路十九：10）今日有许
多的人，藉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在寻找
他们的神，在黑暗中摸索，一无所获，
也永远寻找不着。
神是慈爱的，差遣耶稣来到世上，寻
找拯救失丧的人类，正如父亲寻找他的
儿子一样，但愿你听到主耶稣的呼声，
像那儿子应声回答：「主耶稣阿！我在
这里。」主必拯救你，享受天家的福乐
与温暖。
在茫茫人海中，你或许觉得孤单无助，
坎坷难行，你或许觉得无一人了解我，
所有的人都离我而去，没有人爱我。其
实朋友，主耶稣爱你，他一直在寻找
你，等待你返回他的怀抱，你愿意吗？

《世界名人信仰观》
Francis Bacon)
世界名人信仰观》培根(Lord
培根

【凭理性没
理性没能认主，靠信心必得信实
靠信心必得信实】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早岁习法学，曾任
感謝神對我的怜憫，感謝神沒有放棄 我接受圣靈的洗禮到現在的三個月里，
议员；詹姆士第一即位，任掌玺大臣， 德，此则非从弘扬基督圣道不为功。因
为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没有基督圣
我，我終于完全回到天父的怀抱，這是
升大法官，授子爵，以后弃政，专心治 道，纵有良法美意，即使国富兵强，仍 何等的欣慰，何等的喜樂之事！從我八 我感受到了“靠信心必得信實”。
学，培氏为近世经验哲学的始祖，其所
十年代末第一次閱讀《圣經》到今年有 感謝主對我的拯救，感謝主奇异的恩
倡导的科学方法，对近世科学进步，实 难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故立国之道，非
在武力，不尚霸术。迷信武力统治者，
十多年了。這么多年來，我常常試圖通 典。感謝在我信主的路上為我祈禱的弟
有划进代的影响。
一旦遭受挫败，应即幡然憬悟，弘扬圣 過理性去思考和把握神、看待和了解基 兄姊妹們。世間万事互相效力，圣言的
督教，雖然得到了一些基督教的相關知 甘露已遍洒在我們中間，願主耶穌基督
培根对于基督教有坚定的信仰，曾发表 教；感化人心，期挽国运。倘仍一意孤
行，倒行逆施，以为天下之业，唯尚力
的恩惠，神的慈愛，圣靈的感動常与我
《我的信仰》(Confession of Faith)，大致 征；则其结果，不但心劳日拙，治理益 識，但是，這并沒有讓我同救主耶穌、
天父建立起親密的關系，圣靈好像總是
说：「我信基督的受难，足以除去世人 紊；且必使国家社会，陷于分崩离析之 离我遠遠的，并沒有進到我的心中。這 們同在！讓我們同聲頌贊救主我神！阿
們。──摘自《福音見證集》文冰紅
的罪孽；凡归依基督者，便能从圣灵重 境！
十多年的哲學思考、文化考量、社會思
生得救。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神的大
恩，和祂复活的大能，使我们成为神的 正如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所记的伯沙撒 索的結果是“憑理性沒能認主”。
儿女，作为基督的肢体。」
王，狂傲无道，亵渎神，正当其饮酒作 今年的四月十七日，我在夏弟兄的引
導下來到了咱們的教會，也就是在這次
培氏复论无神论的谬妄与祸害说：「只 乐的时候，忽然看见粉墙上所写的文字
说：「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
有初习哲学的人，才趋向无神论；造诣 新！」 (Mene Mene Tekel Upharsin)，意 的聚會中，我被這里的气氛深深地吸引
稍深者，便能体会信仰的道理。浅学之 云：『你的国度，到此完结，你被称在 住了，鋼琴伴奏下，贊美的詩歌時時激
士只能看到万事的次因，以致不能深 天平里，显出你的无道，你的国必趋分 蕩出我的淚水；傳道弟兄的話語也常常
入；必深思博学的人，始能探本穷源， 裂，归于灭亡！』」 (按：一切究兵黩 契合我心。那浪子回頭的故事不正說的
彻悟主宰万有的真神。」 又说：「如果 武，野心独裁的君王和领袖，结局都是 是我嗎？那撒种的比喻不也是對我說的
肯定不是。以国籍和地域来限制神，
否认神，便是摧毁了人类的尊严。因为 如此；古今中外，如出一辙。参阅但以 嗎？以前我作為慕道友去過其他地方的
教會和團契，去听過道，去查過經，也
显然是把祂想得太小了。如果因为它从
但重肉体，人类便成行尸走肉，便与禽 理书第五章。)
在弟兄姊妹受洗時觀過禮，但一直沒有 外国传来，你就不信，认为祂是洋教；
兽无异。」
這樣深切的感受。感謝神，奇妙的救 那如果是由大陆、由台湾传过去，西方
培氏特别强调说：「从世界历史来看，
人是否也会认为这是“东方教”，也可以
人类所以为万物之灵，是因为有神赐灵 任何宗教，任何法制，都不能和基督圣 恩，我知道從這一刻起我已經得救了，
我信了。
不信呢？
性，若失去了灵性，人便失去了神的形 道，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为只有圣
象，直同下等的动物。其次，人类所以 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
信主的感覺真好，得救的感覺真好。 基督教是真理，是神藉祂独子耶稣
会有超越的境界，非常的力量，过人的 祉。」
聚會時我非常用心地唱頌贊美詩，我每
在世行走一遭，舍命十架之后传给世人
忠勇，乃在其坚信神的保佑与眷爱；如
天早晚禱告，深信
“耶和華必關乎我的 的，它是必须发生的，不论在哪一个国
果否认了神，便根本阻抑了人性向神的 (按：照史家的论断，英国所以能免法国 事”，我把大小的事情托付給他，他必 家，哪一个地区。事实上，耶稣所降生
发展。所以，无论从何点来说，无神论 革命流血的惨祸，乃是归功于卫斯理的 看顧。我堅持每天讀經，而且真切的體 的地方，是比任何地方都更接近世界地
都是荒谬之谈，只是使人自毁其尊严， 基督教复兴运动。英国十八世纪，政治 會到信主前后從經文中獲得的信息的确 理的中心；祂所以选择身为犹太人，很
无从超脱人类之弱点，提高其德性。 腐败，社会黑暗，民德堕落，在当时欧 不一樣，以前的道德教化、智慧文章、 可能是因为犹太人固守传统的特性。很
傳奇故事已經成為我每天必不可少的靈 少有一个国家能在亡国两千年后，仍然
培根曾论信仰与政治的关系说：「政府 洲，乃为一最无生气的国家；但自卫期
复兴运动以后，英国政治社会，科学文
能保有信仰文化的全部，并且有着顽强
应有四大柱石，便是：信仰、正义、计 化，国民道德，均呈突飞猛进的气象， 糧。信靠主，靠主賜給的信心和力量，
我戒除了二十多年的抽煙惡習；信靠
不向命运低头的生命力。耶稣是为全人
谋和财富，而以信仰为首要。因为国家 并免革命流血的惨祸。此即反教有唯理 主，我身上其他的一些坏習慣也都在改 类而来，是普世人的救主，对祂而言，
的治平，国运的昌隆，须视人发能否并 主义的历史家赖盖氏William Lecky，亦 變，我祈禱主對我進行全面的更新，去 国籍和地域都是不存在的。我们提出
如何如守法崇德以为断。故政府首要之 终未敢否认之史实。愿我忠心谋忠国之 除我身上的罪，讓我從罪中擺脫，獲得 “洋、土”问题，只是因为我们囤于人类
目的乃在使人民能守法奉公，崇礼明 士，深思反省，知所憬悟！)
真正的自由，讓我活出基督的榮耀。從 的有限，无法想象神的长宽高深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