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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第一页：传福音的灵
第二页：无情火 , 有情天
第三页：江湖梦碎 , 星光同行
第四页： Love's Constraint

“傳福音要用恩賜，也要用靈。意思就是有傳福音的恩賜，
也有傳福音的靈。無論得時或不得時，就是一個有傳福音的
靈所作的事。傳福音的恩賜，乃是神在教會曆史中，好像過
了一、二十年才興起幾個人來。人數很少，時間也隔了很長。
但是，傳福音的靈乃是每個愛主的人，所能有的，所當有的。不受特別恩賜的限制。

传福音的灵

我讀了許多傳福音者的傳，如奜尼,慕迪、史旦利等，他們都有傳福音的靈，但也都有
傳福音的恩賜。他們的傳記能夠鼓勵我們，但卻不能給我們效法。因爲我們根本沒有他們那
麽大的恩賜。
《見與聞》的作者麥雅各弟兄可說
是沒有傳福音的恩賜，而只有傳福音的
靈的人。他和我們一樣是很普通的人，
沒有什麽特別的人。但是，他的心是給
主的愛所溶化了，也是因罪人的需要而
焦慮。他能愛，他能哭。他能禱告，他
能大呼。主的愛叫他無法自制。人的需
要叫他晝夜不安。我讀《見》的許多時
候，只好和他一同哭。成華弟兄譯的時
候，也跟著他同哭。爲主的緣故，他變
作愚人，好像瘋狂，叫福音能出去。
年輕的弟兄，不一定都有傳福音的恩賜，
但我們不能沒有傳福音的靈。但願這個
火在我們裏面燒，燒到我們不能自主。
但願這個火，因在我們身上燒，燒到罪
人不能再拒絕主。但願福音的火在各地
點起，先燒神的兒女，後燒罪人。罪人
就要大量地得救。這火若不燒你我，這
火就不能燒世人。教會乃是世人得救的
攔阻。主啊，可憐教會！但願主在教會
中有路，主才能走到世人中間去。火，
火，但願福音發火，先點你我，先點教
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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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总有光明出口
为打开心结，他曾重登那一直不敢再次
面对的八仙岭。当来到事发地点，他再提不
起勇气前行，与他并肩登山的李老师鼓励他
多踏前一步，他才完成当年未完成的路程。
山是征服了，心平静下来，可是那沉重的回
忆不易放下。回到美国后，仍未能落笔，他
将自己困在衣柜内，向主祷告。

无情火,有情天
1996 年的八仙岭大火,十二岁的张润衡，在
被大火吞噬的当下，绝望地用尽最后一口气
向主呼喊：“主耶穌基督,请你救我！”
横祸飞来，青春折翼

润衡说：“我面对许多事情，无人帮到
我，只有超自然力量帮我。别人认为我积极，
向上爬，但不知道我有多累……最深层未解
决的问题，我会让神帮手。”

那天，冯尧敬中学的中一学生张润衡，
快快乐乐地与师生们一起登高、拍照，没想
到可爱的面容不久便被山火烧毁。意外造成
两名老师和三名学生不幸逝世, 数名同学更
被烧至重伤，永久伤残。润衡是伤势最严重
的一位。
润衡曾忆述：“当时山火的蔓延速度很
快，我很害怕，面临生死问题只知向上走…
…我刚巧哮喘发病，再次跌进火海里，当时
全身被火烧着，已接近死亡，还可以靠谁呢？
我唯一想到的是向神求救, 我呼喊: “主耶
穌,請救我!-------”
三个月昏迷醒来后，他知道性命是主救
活的，但他却计划当等到可以自行活动那天
便自杀，因为忍受心灵创伤、清洗伤口及做
物理治疗，都痛楚难受。他曾埋怨：“虽然
这件事让我磨练许多，但不快乐时会埋怨神，
为何我要受苦呢？后来我多看圣经，才渐渐
明白灾难不是神给我们，而是人的罪。正是
因为罪，才带来痛苦和死亡。”
润衡出院后，最怕是别人的眼光。火伤
带来
身体的缺陷，可是个性倔强的他却
不想认输。他踢足球，组乐队，甚至站在台
上打鼓。双手并不灵活，仍忍痛练习。最初
练一首歌便得花上很多时间。他的手套渗出
血水，他没有怨言，更没有放弃。
他出过一本书，叫《过渡期》，记载山
火后如何重新振作的心路历程。本书中有一
段说：“再艰难的考验也只是过渡期，它就
像隧道，总有光明的出口。”他的书很受欢
迎，但原来他曾因着出书而走进另一个谷底。
编辑追稿，他藉口没有灵感，其实是不敢面
对过去。回忆让他感到恐惧。这段时间，他
试过逃学，也失踪了好一段日子。人迷失了，
不知道方向……

经历三个月的昏迷，苏醒后接受一连串
的创伤矫形手术，六成皮肤被烧伤，脸容被
毁，右手 5 根指头尽失，自杀念头萌生。多
年后的润衡，靠着主的力量及老师的支持，
克服心里障碍。他将所有问题交托给神，终
于重新提起笔继续写，对于过往沉重的经历
已不再惧怕。
NO ANY EXCUSE
十三年来，他的转变很大。昔日成绩差
劲的学生，获得美国大学学位，还成为中文
大学的研究生。由于视力，听力不如人，他
求学期间有时每晚睡 4 小时，考试更不眠不
休。别人温习一两小时，他要用三四小时；
一段短片别人在课堂上看一次，他会于课堂
后到图书馆再借短片，多看几次。润衡回想
大学毕业典礼当天，“戴着四方帽，听着毕
业典礼进行曲 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es，步入毕业礼会场，那一刻我问自
己：‘Is it a dream？’一切都如梦一场。
”
润衡濒临死亡边缘时经历奇迹，活下去
自是天意。或者危难叫人懂得爱的珍贵，尤
其是两位老师。昔日舍身救人的精神，很伟
大，令他懂得生命，敬爱师长和身边的人，
润衡和家人关系融洽，在外国求学时，跟不
同种族，信仰的人都能沟通，成为很多人的
好朋友啊！
后记：张润衡毕业于三
藩市州立大学心理学系，
并于香港中文大学修读
社会工作系硕士课程。
他靠主坚强，抗逆的信息，在世界各地主领
了三百多场分享会，鼓舞心灵！
- 转载自”香港基督教青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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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真心归信耶穌？要弟兄（基督徒）还是兄弟
呢？

江湖梦碎 星光同行
一个孤儿，一个杀人犯，一个死囚，一个吸
毒者，一个曾九次进出监房的人，一个离奇梦境，
把他从毒瘾和仇恨中释放出来！
误闯江湖路
我幼年丧母，日治时代，老爹归天，人海孤
鸿，我冒死偷电油转卖，养活四个弟妹。多年前
的一个晚上，黑帮招募新丁，我糊里糊涂跟了大
队，在一条渔船上正式入会。从此一直到我 58 岁，
只用四个字去形容——不见天日！
一次黑道决战，浩浩荡荡二三百人，双方大
队人马齐集，杀声震天。我手持刺刀，独自带同
四大恶人，伏击败走的亡命汉……翌日警察登门，
三个人被一把抓回去，伤者临死认出我们，判定
死刑！第一被告吊死在赤柱，当年我正好十九岁，
改判终身监禁。
天地虽大，无处容身
63 年步出监牢，我已是中年壮汉，成了职业
囚犯，加上毒品残害，一生进出囚牢九次。某年
帮中又再内哄，互相残杀。一晚忽然迎面驶来一
部私家车，对方出示警方证件，警告我要一周内
摆平仇杀，否则不会放过我。

一个晚上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梦见到处漆黑
盖天，全无出路，十分恐怖。梦中忆起潘小姐讲
过：如果四面黑暗，就不要乱跑，要等候主的旨
意。我便在幽暗中蹲下来，漫漫看见了一点微光
——是星星的光——投射而来。耶穌降世之时，
岂不是有博士凭星引路？一点星光，照射在黑幕
之下，我知道是基督的真光！梦中我立定心意，
起来要跟主走窄路，于是下跪信主。心志一定，
漫天乌云飞散，我看见前面有一个璀璨光芒的十
字架，所有的通路跟着全都开启了！
选择幸福，永不太迟
醒来我参加洗礼，永
不再回头。往后重投社会，
头一次找到正当职业，一
做十年，从此自食其力。
从前我行尸走肉，从未坦然上街，因为左右前后，
不是仇家，就是警察；现在出入有主同行，不再
怕查问。追忆昔日行恶，在各区“借”下不少旧
债，逼借事件遍及油麻地，石塘嘴，湾仔各地店
铺，于是逐一登门拜访，掏出钞票清偿旧债。有
些好奇的问起，我说：“是主大能的拯救。”
过去我与亲人断绝联络，弟兄妹妹伤心欲绝。
改邪归正后第五年，我渴望与 80 多岁的婶婶团
聚。我祷告完鼓起勇气，拨了第一通电话，几十
年断绝的亲情从此恢复！我更与基督徒并肩探望
流浪汉，向风尘女子传福音。有一次遇见监房的
旧相识，因为斩伤发妻，被判入狱。我对他说：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只要我介绍你认识，你们
也可以像我一样快乐。”于是后来夫妻二人跟我
到教会聚会，最后主耶穌为他们开路，移居海外，
另觅新生！

自此警察找我，仇家追我，兄弟捉我，一晚
之内三次避风，不得安睡片刻。天地虽大，何处
容身？就在那段时间，堂口有位兄弟偶然开玩笑
说：“你什么都试过，要不要试一试九龙城寨的
鬼婆（洋女人）办的福音戒毒？”（其实我早已
找过私家医生帮我戒毒，总没有根除）
洋女人是备受尊敬的传道人——“城寨之光
”潘小姐（Jackie Pullinger）,《读者文摘》
也报道她在草根阶层行善济世的传奇。潘小姐一
口广东话告诉我：“对不起，我也没法子帮你，
我介绍一位朋友给你-主耶穌-他能帮你。”

今日重投社会，常往医院，社区，学校探访，
安慰伤病。每天晚祷后，一睡到天明，了无牵挂。
偶然在路上遇上旧朋友，若是仇人，我便告诉他：
耶穌爱你，我也爱你。耶穌为我无辜任人折磨至
死；你要报仇，可以任打，但动手之后要听我讲
福音。第二种情况是遇上旧兄弟，我会告诉他：
毒品，钱银我再无兴趣，只想介绍一位朋友给你
认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最够义气。

于是我入戒毒营，他们凭信仰的力量，没有
药物！营中一位美国女辅导员 Leslie 说：“棠
叔，我杀人比你更多啊！”我以为她是护士，必
定协助过妇女堕胎。但她解释说：“圣经说：恨
人，咒骂人等于杀人。我不知咒诅了多少人，所
以其实杀人很多。不过我信了主，心中内疚，求
耶穌饶恕我，因为他来是要寻找失丧的人。”我
后来得知，原来 Leslie 自掏腰包买机票来香港，
用两年时间义助在社会上被唾弃的人。我铁石的
心肠软下来了。

耶穌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
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
后记：棠叔曾接受电视台专访。他摆脱毒品的经
历，先后刊于《南华早报》，《明报》及《新加
坡海峡时报》。他退休后住在荃湾，常应邀在香
港以及海外的大学和中学演讲，劝诫青少年切勿
吸毒，珍惜生命。

两个月后我竟然戒了毒，不过却思潮起伏—
—耶穌已经大发神威，医治了我，我要怎样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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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自”香港基督教青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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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s Constraint

– F.B.Meyer

n ambassador may live in a foreign country, but he does not
belong to it. He is there to represent his own country, and no
opportunity of helping forward her interests is allowed to
pass. We have to represent Christ to the world. The word constrain
suggests a constant pressure, an urge, as when water is forced down a
certain channel. St Paul says: ‘I act as I do because I am under the
spell of a mighty constraint; I can do no other; I am not master of
myself. Do not wonder at what may seem to be unusual and
extravagant. Attribute my eccentricity to Christ - his love actuates
me, and bears me along.’

‘For the
love of Christ
constraineth
us…We are
ambassadors
for Christ, as
though God
did beseech
you by us’ (2
Corinthians
5:14-20).

What is meant by ‘the love of Christ’? Is it his to us, or ours to him? It is impossible
to divide them thus, for they are one. As the sunlight strikes the moon, and is reflected
from her to the earth, so the love we have to Christ, or to man, is the reflection of his
love to us. All love in our cold and loveless hearts is the eman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love which began in him, was mediated to us in Calvary, and is reflected from us,
as sunlight from a mirror.
The love of Christ does not constrain all Christian people, because they do not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Cross; but when the soul once appreciates
that, and passes through the gate of death into the life of God, then it begins to feel the
constraining love of Christ. The pivot of our life must be the Risen Christ: ‘We no
longer live unto ourselves, but unto him who rose again’. We sometimes hear people
described as eccentric- out of the centre. A man is ex-centric to the world when he is
concentric with Christ. It is thus that we become a new creation. When by faith we are
united to Jesus Christ in his Cross and Grave, the transition is made. We pass over into
the Easter life. He has reconciled us unto himself, and has given to us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 therefore we are ambassadors. We have to proclaim forgiveness to the
sinful, the loosening of their chains to those who sit in prison-houses, and the near
approach of salvation to all (Isaiah 52:7-10).
PRAYER ：This empty cup for thee to fill; This trembling heart for thee to
still; This yielded life to do thy will, O Lord of Love, I bring thee. Amen
- Quoted from “Our Daily Walk” us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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