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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比

我在香港出生，两岁时就搬到新加

坡去。但虽然父母是在新加坡服侍，因

着福音的需要，我七岁时他们就开始时

常出国参与国外的事工 – 有时去几个

星期，几个月；最长的是一年半。他们

出国时就会把我留在新加坡，因为不方

便带着小孩，而且也不想影响我的学业。

他们不在的时候，教会其他的同工们会

照顾我。

当时有很多老师们来到新加坡短期

的服侍，过了一两年，他们就会转到别

的地方继续服侍。他们在新加坡的时候

就会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小时候跟了

很多不同的叔叔阿姨住过。作为独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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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家里那么热闹，也会很粘这

些叔叔阿姨们，似乎每一个都会成了我

“最喜欢的叔叔阿姨”。但是他们总是

会离开我。每当离开的时候我都哭得很

伤心。过后又来了一个新的，又开始培

养感情，他们又要离开。

我九岁的时候，我当时“最喜欢的

叔叔”又要准备离开新加坡去别的地方

服侍了。那时，我决定不再为他哭。我

记得我是躲在房间里痛苦了一场，但在

大家面前我是很稳定，没有表情。

为了保护自己不要那么容易伤心，

我开始建立很多的

墙来维护我的心。我

逼着自己学独立自

主。我训练自己做什

么都要头头是道，什

么都要合乎伦理，不

要太感性多情。我羡慕欣赏那些思想很

有分析的人，也想模仿他们。如果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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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从你的话，你就要用逻辑来说服我。

即使是我的父母，我也不“给面子”。

我渐渐的成为一个很冷漠好辩的人，

心里非常刚硬铁齿，但我告诉自己这就

是理智，是好的。只要人能够用逻辑来

说服我，我是非常尽情尽理的。其实我

的童年是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和回忆，但

同时间我也知道我心里是越来越高傲自

大的。

十二岁时，我参加了我们东南亚的

联合营。他们安排我参加主日学，但我

不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孩

子。况且我在家里已经参加主日崇拜有

好几年了，我那么成熟，现在怎么可以

转回跟小孩子们一起玩呢？起初他们不

愿意听从我的要求，觉得我自己教会没

有同年的孩子所以营会时应该多多和我

同年的朋友有多一些的接触，但最终他

们也愿意让我进去听最后一天的讲道。

营会主题是“醒来，起来，被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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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被燃烧那部分。当然我什么都听

不明白，太深奥了，但我记住了一点：

牧师引用了启示录 2:10“你务要至死忠

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忠心

是 100%，是完全的；99.95% 还不足够，

不是忠心。我虽然什么都不明白，但这

句话在我心里面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影

响。

十五岁时，我的同学突然去世了。

我们都知道她出生时心里有一个洞，但

万万没想过她会为了这种毛病真的死了。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一天她没来上学，

我们听说她准备出门穿鞋的时候觉得心

脏痛所以就去医

院检查；第二天

听说她昏迷，第

三天早上老师告

诉我们她去世了。

我们都反应不过来，她前几天不是还好

好的吗？现在她死了，这是什么意思？

她还没死之前，有同学建议我们折纸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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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她，因为有个日本传说说到如果你折

了 1000 纸鹤，你就能许愿。我们以为能

许愿让她恢复健康。她虽然死了，但我

们还继续的折。作为班长，是我问了她

的父母说她被埋葬的时候，我们是否能

够把这一些纸鹤一起的扔进去“陪”着

她。而埋葬的时候，是我抱着纸鹤放上

她的棺材上。她埋葬的那天是我十五岁

生日的那天。

差不多那段日子里，我的朋友受洗

了。她比我大两岁。当时我挺惊讶，因

为我以为洗礼是给成年人，不适合我们

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我记得我随口问

了我的父亲为什么人会想受洗，他就用

了马太福音 7:7 来回答我，说：“你们

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

就给你们开门。”我相信当时我向他翻

了白眼，因为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回答我

的问题，用一些普遍真理来回应我好像

是侮辱我的智力。但他竟然这样回答我，

我就想，好吧，我会去问神显示他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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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给我看。反正圣经这么说，而我也听

了好多见证说到神会向人显现他的真实。

或许现在就轮到我来经历一下。

但如果我要说实话，其实我心里面

一直是相信神的存在和真实。我不知道

他是谁，但我很肯定他存在。我小时候

唯一的担心就是我们跟随错的神。万一

大审判时才发现我信的神是假神，那就

不好了。我看到我父母和其他同工们撇

下一切去侍奉这位基督教的神，我看见

他们的信心也非常的赞赏和敬佩他们。

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很好的一件事，但如

果事奉错了，不是很可惜吗？我深信世

界有神，但同时间也觉得我们一定要确

认这位神是否是真正的神。我就祷告说，

神如果你是真实的，请你向我显现吧。

之后就等着了。

之后，有一天我又和妈妈吵架了。

我忘了我们在吵什么，但那次是挺严重

的。她虽然说不过我，但我也知道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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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分了。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收回来，

也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脾气和言语。突然

间她叫我跪下来 – 在神面前跪下来。

我跪下来的那一

刻我就大哭了。

我很害怕；我知

道我现在是在真

神的面前，知道

自己做错了，也知道神在当场看着我这

样没礼貌的跟妈妈吵架。

跪下来之后，我知道我不需要神来

回应我之前的祷告。我完完全全的知道

这位神是真神，他不但显现了他的真实，

他也显示了他一路以来在我生命里面的

真实和关爱。其实我还没到两岁时就已

经出了很多意外 – 肩膀脱臼、从折叠

椅掉下去要缝针、有三次跟外婆出去而

不见了，但每一次都平安的被找回来等。

每一次都是神亲自保护了我。我们家里

穷，但我一点都不缺 – 我还算很强壮，

学校里也挺好，不但学习还跟得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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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班长学长，课外活动，运动跳舞弹

琴我都有参加，成绩也都不错。虽然我

们没钱让我好像同学们在外面有补习班

或其他的课外活动，但我似乎没有什么

是比不上她们的。我父母无法用金钱买

回来的，我的天父已经丰富的供应了。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但妈妈没

法买新书给我，也没有时间时常带我去

图书馆借。所以我就会在她买菜的时候

站在超市隔壁的书店里面看书，她买完

了菜就会到书店去接我 – 我会乖乖的

站在那里看书，不会乱跑。但我小学的

时候，教会有弟兄

在书局里做文字

编辑。他公司偶尔

有书可能因为有

些缺陷而卖不出

去，他就全部都拿给我看。他是整袋，

一袋袋的拿过来。我的记录是一天内看

完了七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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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以为自己被父母和叔叔阿

姨们抛弃了。但神让我看到其实他一直

都在我的身边带领我，照顾我一切的需

要。我不但相信他的真实，不再怀疑他

是否是真正的神，我也确信这位神是深

爱我的一位神。反而我看到自己的高傲、

叛逆、自私、唯我独尊的态度和生活。

我知道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完全的降

服于神，委身给他。他是神，他爱我；

我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说服我去把生命毫

无保留交托给他。我就这么决定申请受

洗。

受洗那天的早晨，我读了马太福音

3:16-17，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

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

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

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的。”我心里也问神；“父，你是否喜

悦接纳我？如果你喜悦，如果你愿意，

请你让我知道。”那天是个风和日丽的

一天；我是下午受洗的，是我们三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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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后一个。我受洗后，没有声音也没

有鸽子，但开始下毛毛雨。祷告结束了

之后，就下了倾盆大雨。大家从户外的

游泳池立刻往室内跑。牧师说我经历了

双洗礼，我知道神回应了我小小的祷告。

受洗后神也立刻给了我一个功课；

这功课也是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刚才

说到受洗后下雨了，大家都往里面跑。

我还在游泳池里，要先爬出来才能够跑

进去。从游泳池里爬出来是一件很简单

的事：用你的手来推自己上去就行了。

我会游泳，之前无数次也是这样爬出来

的。但是那天我怎么爬都爬不出来，即

使我爸从下面推我上去，妈妈从上面拉

我上来都不行。我试

了好多次，也开始感

觉到尴尬，但总是爬

不出去，只能笨拙的

走到泳池的另一边，

走上楼梯。神在教我谦卑的功课；我不

能依靠自己，如果神不允许，我连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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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都爬不出来。前面六十多岁的叔叔都

轻易的爬出来，但我不能。

那么多年来，每当我以为自己能够

应付前面的困难时，那就是我就要跌倒

的那一刻。无论什么事都是一样。我自

满自信的时候，就会碰到麻烦 – 说不

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我当时还很

年轻，也是属灵的婴孩；如果我不学习

依靠神，我就必死。但我这个功课学了

很久，笨手笨脚，有时陷入危险的情况

都没发觉到危险。

撞了几次后，我慢慢学习谦卑自己

– 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不要老是还没学

好走路就立刻

想跑。如果我不

能做一个好的

音乐伴奏，就不

要想当一个诗

歌领诗；不能照顾小孩子教他们圣经故

事，就不要想带查经；不好好学好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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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功课就不要想参加其他更高的培

训课程。但我这种的谦虚又是自己的定

义。我又开始保护自己，以免我做错事；

我开始限制自己的服侍范围，想长留在

自己熟悉的圈圈里事奉。我的目标是做

最好的“秘书”，在后台帮牧师和其他

同工导师们打理好幕后的事，好让他们

能够更有效力的在讲台上服侍。这本身

没有什么的不好，但我的态度是：“神，

这些事我有把握的我愿意做；其他的，

请你不要逼我做。你要我做什么，你告

诉我；我会考虑了之后才告诉你我的决

定。”

但是，神对谦卑和服侍的定义跟我

的不一样。做一个谦卑的人不代表永远

躲在后台，也不只是限于意识到自己的

软弱和不足。要真正谦卑在神面前是要

我完全的降服于他、跟从他的带领、依

靠他赐的能力去做他要我做的每一件事，

即使是一些我不会或不敢或没想过能做

的事。而服侍神不只限在于教会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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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不只是周日弹琴领诗带查经而已。

一个仆人要做他主人吩咐的每一件事，

不只是做自己认为仆人该做的事。

神很恩待我，给了我很多时间慢慢

成长，但过了这么多年的学习，是时候

我该做出我的选择。我是否愿意踏出另

一步来跟随事奉他，

或会选择退缩？我

似乎感觉神在告诉

我，我在新加坡的

学习成长已经到期

了。但他又没告诉

我要怎样继续学习跟随事奉他。我应该

怎样往前走呢？新加坡那么不好吗？

我观察了我周围的人 – 我的老板、

同事、朋友、前辈。我发觉到如果我照

样的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我的属灵生命

会垮了。因为我的生活太舒服了，新加

坡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生活条件很好；

我的工作也非常好，老板欣赏，事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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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虽然工作也有压力，但我还应付

得来，也觉得有点挑战是挺好的。我很

喜欢我的工作，也能够安排好时间在教

会里参加不少的事奉。虽然外表上一切

顺利，但我很肯定这样延迟下去会对我

的属灵生命带来不少的麻烦。可能我现

在不会那么快垮，但随着时间在工作事

业里往上爬，越来越富裕有成就的时候，

生活越来越安稳的时候，那就是我属灵

生命越来越糟糕的时候。

我之前有一位老板是个基督徒；他

为人善良，很善待我们员工也不参与办

公室政治。他非常疼爱妻子和四个孩子，

在教会也参加不少服侍。他简直是个模

范：工作、家庭、教会服侍方方面面都

打理的非常好，似乎“拥有一切”。他

2015 年退休后我继续和他保持联系，但

退休不到六个月我听到他又在找份工作。

我当时挺惊讶 – 他不是应该在享受退

休的生活吗？他终于有时间追求爱好，

陪陪家人，更深入的参加教会服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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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作太忙，没时间；现在终于有时间，

干嘛要回去工作呢？我再次看到他的时

候就发现他似乎变了另一个人，好像没

有了企业集团的工作就失去了他的身份

一样。现在想再回

来工作，再一次找

回他的身份。世界

已经和他分手，但

他现在却想回来和

世界复合了。我终

于明白圣经的话，马太福音 6:24 说：

“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

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

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

意思）。”我们不能“拥有一切”- 不

能有两个主。

2016-2017 年有两段经文在心里反

复思想:

马可福音 12:42-43“有一个穷寡妇

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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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

多。’”

诗篇 90:12“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

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

心。”

生命很短暂；我要学习怎样数算自

己的日子。我也要学习将一切交托给神，

最后两个小钱都要乐意献上。关键不是

我付出了多少，而是我留了多少给自己。

如果我坚持要在自己舒适的范围内事奉

神，那我怎能在服侍当中经历他的大能

和帮助呢？如果我一直坐在那里要等神

告诉我做什么我才开始考虑和准备去做，

那万一我一直坐着等的过程中，反而已

经错过了事奉神的机会呢？我决定给自

己一个机会学习踏出去。我告诉自己，

虽然还不知道能做什么，但无论如何我

要去试试看。我要离开新加坡，离开舒

适的环境，我才能够真正学习谦卑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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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全依靠神。

和老师们商量后，2018 年第一天上

班我向老板辞职。当时我还没有正式确

定我离职后会做

什么，只是先离

开工作岗位好让

我有个机会在神

面前安静等候，

再决定我以后的计划。当时老板给了一

个反建议，她说给我放三个月的假期，

去寻求我要寻求的，但之后回来继续工

作；她会保留我的职位。她叫我不要冲

动，没必要辞职。我虽然感激她对我的

关心，但我当时很清楚我不能接受她的

好意。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需要休息，

而是要好好给自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

寻求我以后的方向。既然如此，那我就

要公平的对待神和自己 – 我需要完全

的开放，让神指示我往哪里走。我坚持

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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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周边的人都很担心我，也劝我

要好好的三思再决定。这样的做法不太

合我的性格；我通常会先考虑清楚才作

出决定，现在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冲动

呢？我又没有什么生命的打击逼着我要

作出这么大的反应。他们能够理解，也

非常支持我说我想更深入的学习圣经，

将来参与教会服侍的事工，但他们不明

白为什么我非得现在去。我的事业还没

有发展，不如等到我升职了再去？这样

的话，我以后若想再找份工作也会容易

一些。我还没结婚，不如等到我结了婚

再去？有一个丈夫和我一起，能够互相

照顾，可能可以走得更远呢？我还没有

买房子，不如买了之后再去，房子可以

租出去，有一点收入能够拿来支持我的

生活费用。

他们都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很感谢

他们对我的关心。我也没有一个逻辑性

的答复给他们。我甚至认同从他们的角

度来说，我的确是在做一些没逻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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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但这真的是那么不合逻辑吗？我

只有一个生命，我要选择把这个生命给

神，或给世界。世界虽然现在很欢迎欣

赏我，但这只不过是短暂的 – 我总有

一天也需要退休，老了退休后，世界也

不会像现在那么欢迎我了。这只是时间

的问题，当我没有东西能够给予世界时，

世界还是会拒绝我的。我既然已经知道

神是真的，他也那么爱我，那我为什么

不要现在完全的去回应他呢？为什么还

要等呢？我等什么呢？若我爱一个人，

我会想尽快嫁给他 – 不会等到六十岁

退休后才嫁啊！

我受洗时，在

誓言里说了这句：

“我要在异国做

你忠心的仆人。”

神一早就把跨出

去这个异象放在

我心里，但因为种种的原因 – 我的实

际性，逻辑，恐惧，舒适的生活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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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留在新加坡，没有跨出去。

传道书 5:4-5“ 你向神许愿，偿还

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

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

许。”

我现在终于开始明白怎样做一个真

正谦卑的人。我是一个仆人；我要按着

我主人的吩咐前行，完全无保留忠心的

跟从他。我以前拥有的胆怯惧怕，我现

在还有。但我只祈求，神若带领我前进，

我就能依靠他的大能继续往前走。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