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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過去得爲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

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申
命記 11：11-12)

    親愛的讀者，今天我們站在一個新的境界上，前途茫然。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新年，等

待我們經過。誰也不能預知在將來的路程中有什麽遭遇，什麽變遷，什麽需要。可是在這裏有

一段從父神那裏來的信息，足以安慰、激勵我們：

     “耶和華你神…眷顧…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我們所有的需要都可仰賴于神。他那裏有不枯幹的活泉、永流的江河。他那裏有恩典的誓

約。如果他作我們供給的源頭，就什麽都不能使我們失望。沒有熱，沒有旱，能叫那道“使神

的城歡喜。”(詩篇 46：4) 的河幹涸。

    我們要得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之地。不是一片光滑的平原。若是我們前面的生活只是平地

而又光滑，何等乏味! 我們需要山和谷。山使雨水彙集谷中，使地肥沃多結果子。山對于我們

的生命也是這樣。高山壹般的難處原是催促我們到施恩座前去得有福的甘霖的；我們所厭煩的

山境，反使我們得福。多少人因爲厭煩山谷的辛苦，貪戀平地的舒服，因此受風霜的摧殘，倒

斃在山下的平地，埋葬在黃金色的沙中。神的山是他子民的保障!

    我們不能說前面沒有損失、憂慮或試煉。我們只能信靠主。父神必從今日起伸出他大能的

手，來扶持我們走當走的路程。所以我們的新年是一個快樂、蒙福的新年！

  *  *     * *      * *      * *     * *      * *    * *      * *

祂引導我們走上新的路程，

祂引導我們往高處攀登。

祂的旨意已完成，祂仍在引導我們。                   

 He leads us on by paths we did not know;
Upward He leads us, though our steps be slow,
Though oft we faint and falter on the way,
Though storms and darkness oft obscure the day;
Yet when the clouds are gone,
We know He leads us on.
He leads us on through all the unquiet years;
Past all our dreamland hopes, and doubts and 
f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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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guides our steps, through all the tangled maze
of losses, sorrows, and o’erclouded days;
We know His will is done;
And still He leads us on.

             ―辛真多夫(Nicholaus L. Zinzen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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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票暴跌，一日冲走一万亿”…..
由于美国房地产次按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

风暴，一浪紧接一浪，一浪高于一浪。全

球金融指数均告大幅下跌一半以上，金融

业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银行同业拆借

和对外借贷曾一度收紧，导致大批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美国大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国最大的

银行、最大的保险公司、三大车厂等濒临破产边缘；紧接着的是令民众最为恐慌的大规模裁员潮。汽车业、

制造业、金融业、运输业等成为失业的重灾行业，其中美国花期银行宣布裁员 5万多人。到 12 月初为止，

欧美大企业已宣布裁员总人数超过 36万以上，而其它中小企业的裁员人数仍未计算在其内，前景可能进

一步恶化。

史无前例的经济风暴所带来的令人胆战心惊、目瞪口呆的消息，每天都充斥世界各种媒体，一时风声

鹤唳。束手无策、无所适从、慌慌不定，成为世人的普遍反应。吃不下、睡不安，愤怒、抱怨、无奈，甚

至有人因负债、破产而杀人或自杀。许多平时号称投资、经济专家的人士，在这凶猛的经济危机面前也不

知所措。欧美等经济强国纷纷推出的几百亿、上千亿救市方案，并没有阻止经济急速下滑；二十多个经济

大国首脑召开紧急会议也没有得出什麽具体的救市良策。

    这次金融海啸中，各个层次的个人和家庭都受到很大影响。其中当然有不少是基督徒。对于受到影响

的基督徒来说，面对这一极大的考验，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呢？是否同世人一样患上恐惧症，忧郁症呢？

或者因此而抱怨神，失去对神的信心呢？

    有难处就抱怨、怀疑和恐惧，对于一般世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但对于基督徒来说，却应该有

所区别。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全能的神作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

他就成全”（诗 37：5）。“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 （诗 50：15）。经上又说：“你们要将

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 5：7）。

    近年来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灾难，如 SARS、南亚海啸、地震、风灾，还有战争，以及这次如此严重的

经济大灾难，说明了世界的末日即将来到，主回来的日子近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

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

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

赎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 21：25-28)。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末世光景的情形，以及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应

该是挺身昂首，不是慌慌不定。

    或许会有人说，要挺身昂首，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就很难了。看着被吞吃了一半的投资和少了一大

截的退休金，我能挺身昂首吗？我已收到解雇通知，想想往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我能不慌慌不定吗？不

错，当这些难处临到的时候，如果我们想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的话，我们一定慌慌不定。

    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如何面对和经历饱经苦难的一生。“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

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

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

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林后 11：23-27）。面对这些苦难，保罗的反应是从不抱怨，没忧伤，

不丧胆，不惊慌，常有喜乐。

    为什麽保罗能够在苦难中常有喜乐呢？因他得到了一个秘诀：“我靠主大大地喜乐…。我无论在什麽

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

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0-13）。是这一秘诀

使他有力量能应对一切的处境。这一秘诀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

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

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林后 4：7-9）。保罗面对难处而不被困住，不是他自己有本事，有办法，乃

是神莫大的能力托住他。神要向信他的人，同样显出浩大无比的能力。“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

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

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

了”（弗 1：19-21）。 我们所信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罗马书 4：17） 。神的能

力是创造的能力—“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耶 10：12)，他又“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来 1：3）。

海啸中的平安



他的能力更是胜过死亡，超过一切压力，即是复活升天的能力，还是使万有伏在他脚下的能力。

    我们有这样一位神，就能战胜和克服世上一切的难处。今天我们面对的压力，背负的重担确实非常大。

但神的能力叫我们能胜过。这能力不是外面加进来的，乃是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所发出生命的能力。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弗 3：20）。

    这次的金融海啸恐怕还远远没有过去。“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记 3:4）。我们完全不知

道前面的日子会是怎样。也许会更险恶。但我们有大能的神可以求告。昔日以色列人在埃及（预表世界）

法老的手下被欺压、作奴工（出 1：8-10）。他们在苦难中求告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顾念他们的苦情

（出 2：23-25；3：7-10）。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他们出埃及脱离苦境（申 4：34-35；5：15；
7：17-19）。他们（超过二百万人）在旷野度过四十年，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

有穿坏（申 29：4-5）。他们认识并经历这位永活的神。我们的处境和当时以色列人情形一样。世界的恶势

力也很强大，也霸占、困住我们许多的人。在当今的世界，人们追求无止境的财富增长，我们的心被捆绑，

被霸占，远离了神。于是神通过在金融方面搅动我们一下，让我们转向他，经历他，认识他。“不要倚靠

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提前 6：17）。

    让我们学保罗一样，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话，让神的话充满我们，刚强我们，给我们力量。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路 1：37)。“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 33：9）。他的

话可以安慰我们，托住我们，引导我们，给我们平安，充充足足地成就我们一切所求所想。他曾用大能的

手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苦难，也同样能背负我们，承担我们一切的难处，应付我们所面对的危机。 “应当一

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超越一切）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 4：6-7）。

    诗歌 589 中唱道：“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

痛苦，常安无虑。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

不死的爱。” 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藉着神的大能，挺首昂胸、平静安稳地驾驭经济海啸的惊涛骇浪，

在苦难的磨练中高声的感谢神，赞美神！阿门!

                                                                   --摘录自主日信息--

【溪水】

回顾 08 -

凭着主的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诗篇 1：3），我于去年 10 月离开工作了 30 年，被视为“恒生”的公司，转到溪水旁过日子。

离职之时，经济一片好景，虽然我也稍微担心次按问题，亦曾在去年 8 月发表文章提出警告，但受眼前的境

况蒙蔽，竟将主所说“顺利”的应许，放诸在所有筹算之事情上。

我深明投资之道，就是将资金分散投放在楼、股及基金上。

去年 9 月购入维港烟花景观物业，曾涨价如同大海，但现价已回

复【溪水】一般。

长期持有之股票及基金，资产值亦大为缩水，几与【溪水】无异。

全球资金大蒸发，相比之下，我仍有【溪水】享用，已甚难得。

真正使我受益的【溪水】，仍是主的话。

                                                                                    --诚—香港

【化悲为喜】

一位做生意的弟兄，金融海啸刚起，被人大笔走数，损失惨重，愁苦不已! 一個早上，他照常读经，讀到希

伯来书十三章：“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V. 5-6）。弟兄知主安慰

他，欣喜流泪，推醒太太，互相以神的话鼓励！能化悲为喜，非靠死撑，我们有听见主应时的话吗？

                                                                                ---方舟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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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BEGINNING GOD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 Gen 1:1.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ll things were made by Him.”-- Joh 1:1-3.

ENESIS MEANS Beginning. Here we discover the source of many streams, some 
crystal, some turbid, which are still flowing through the world. It tells u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of the human race; of sin and redemption; of 

marriage and the institution of the home; of the sciences and arts that have built up the fabric of 
our civilis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Hebrew race, and of the division of the human family into 
the various nationalities of the world. All of these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the originating of God, 
for with regard to the sin and pain and sorrow of the world, it must be conceded that “an enemy 
hath done this.”

G

In Hebrew the word for God is plural, the verb conjoined to it is singular, indicating that God is 
One, but the noun is plural, indicating the mystery of the Holy Trinity. In His earthly life, our 
Lord asked the Father to glorify Him with the glory that they had together before the world was. 

Let us make God in Christ our beginn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of our life, of our heaven, 
with its prayer, meditation, and devotion; of our earth, with its practical daily business; of our 
marriage and home; of our interests and pleasures. Here is the chief corner-stone in which alone 
the whole building of life can be fitly framed together. Here is the chord of harmony, with which 
the subsequent oratorio must be consistent. Here is the perfect circle of happiness, in which all 
that is fairest, sweetest, and strongest must be found. 

God is a Faithful Creator. What He begins He finishes. He fainteth not, neither is weary. You 
may exhaust the dearest human love, but you can never wear out God. If you have never entered 
on the Divine life, begin with putting God in His right place, as Alpha, the First. If we cry,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O God, and renew a right spirit within me.” He will answer, 
“Behold I make all things new.” Listen to the Divine assurance: “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He that is athirst, let him come: he that will, let 
him take the water of life freely.

- PRAYER -
O God, my Father supremely Good. Beauty of all things beautiful. To Thee 
will I intrust whatsoever I have received from Thee, so shall I lose nothing. 
Thou madest me for Thyself, and my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repose in Thee. 
AMEN.                                                           

                                         - Quoted from “Our Daily Walk”  
                                                   us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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