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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為快樂之本」，這實在是至理名言，亙古不變的

真理。可惜很多時候，只是舉手之勞，輕而易舉就可以幫

助別人的事情，我們也不樂意去做，實在是很不對的。

我國的古聖先賢們，也一直的給我們明確的教訓：就

是看到別人有危難之時，決不能無動於衷，一定要加以援

手。而孟子也曾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確實是給了

我們很大的提醒。而作為一位基督徒，聖經給我們的教訓

是要愛人如己，若然我們看見有人落於百般的艱難當中，

我們卻是掩着自己的良心，不加以援手，那麼這個人的虔

誠就是虛假的。

我們若要去幫助別人，那實在是隨時隨地，俯拾皆是

的事情。我們應該由自己身旁的人做起，繼而推廣至遠處

及更多的人。比如由家人及朋友，鄰居等。更遙遠至一些

不認識的陌生人，例如我們在路上遇到有需要幫助的長者

，我們可以去扶他們一把，在公共汽車上，也應該讓座位

給婦孺及老人家。有些團體在聖誕佳節期間，又會招待一

些貧苦大眾共晉大餐，還有小禮物及寒衣等相贈，也讓這

些人亦能感受到溫情滿人間。

無論在世界任何角落，發生天災人禍之時，各國的救

援工作，立即由四方八面湧來，人類的同情及惻隱之心，

實在是不分種族，地域、都伸出援手。真的是「一方有難

，四方支援」，正如近年敘利亞的難民問題，不斷的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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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去，引起全世界人類的關注。現在有很多國家，都伸

出了援手，大開中門去接收難民。但在這一方面，我卻認

為在接收之前，各國的領袖，也應該三思而後行，亦要量

力而為，不要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弄致負荷不來。能幫助

到別人是一件愉快之事，若然弄巧成拙，將會帶來很多的

問題，煩惱及痛苦也會接踵而來。

當然，我們的能力有限，很多時礙於環境及經濟等因

素，有時候，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愛心，散播到更遠的地方

，惠及更多人士。但我們若然還有力量去幫助人，也就不

要推辭。況且我們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講求人情味的，

更絕不會硬着心腸，對於別人的不幸遭遇而視若無睹。那

麼就讓我們都首先由自己的同胞做起，而一直以來，中國

人給人的印象是不團結，像一盤散沙。讓我們都能發揮出

互相幫助，團結互愛的精神，用各種方式去協助，關懷自

己的同胞，而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也是令自己快樂的泉

源。當同胞遇到困難，應伸出援助之手，不要有「各家自

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劣根性。這樣我們才能把

對同胞的愛，而延伸到與我們不同族裔的人身上。總是以

忠厚，慈悲、坦蕩為懷，如果連一點誠意都沒有，如何能

去愛不相識的人呢？

我們相信，基督雖死，而祂的楷模永在，祂的愛和犧

牲精神，永遠遺留在人間。我們也相信，孔子雖死，而他

的仁愛及教訓也常在人間。那麼就讓我們都由身旁的人做

起吧！謹記着「助人為快樂之本」，去發揮人類的互相幫

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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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為快樂之本 

愛是從神而來
有祢，我生命不一樣；有祢，我生命再燃亮；有祢，我

不害怕困難；有祢，我有滿足的喜樂。這些正正是我這三年

人生的寫照，感謝主的帶領，從二零一三年開始去教會、上

主日學、受浸，到參加詩歌班，都是神的安排及帶領。 

以弗所書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

人自誇。我們是祂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為要

使我們行善，就是神早已預備要我們做的。」

去年初夏媽媽的腦退化病愈來愈嚴重，在照顧上面對很

多的困難，她會重重覆覆地講一句說話，有時又會掙扎要

站起來，甚至故意滑倒在地下，手手腳腳都有她自己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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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爸爸更擔心。記得有一天媽媽好難應付，不斷重覆講一

句說話達二十分鐘，又動手動腳，我那天真的累得要命，

跟著我唯有禱告，路加福音 「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我跟神說：「神呀！求你幫助媽媽使她平靜睡覺啦！」

沒多久她真的安靜睡覺了，我也鬆了一口氣，最奇怪是她

睡醒之後向我說：「碧倩，我會永遠記得你。」對於有腦

退化症的媽媽會跟我說這句說話，我簡直不能相信。我聽

後眼淚不停地流，這番說話是否神用來安慰我呢？年青的

時候很反叛，很任性，想做就做，完全不懂得理會媽媽的

感受，跟媽媽的關係亦很差，信主之後神將我和媽媽的關

係修補了。「天父，好多謝祢！」

今年的六月至十月媽媽入住了老人院四個月，由於暑假

期間我不用工作，所以在老人院的時間亦都很長，除了陪

伴媽媽，也跟其他老人家建立了一份感情。老人院有很多

長者都好寂寞，好需要人關心。感謝主，有一位老先生在

這段期間決志信主，雖然後來媽媽離開了老人院，但我跟

姐姐有時間仍然會探訪他們。記得上次我去看那位老先生

的時候，他好感動與多謝我，我跟他說不用多謝，因為「

愛是從神而來」。很感恩因為認識神使我的人生活出更多

的愛，亦希望我往後會憑信心面對未來，以感恩回應主愛

。

信心是不會著急的，信心只知道忍耐等候主，也知道神

從來不單給我們試煉而不帶一些更大的恩賜、祝福來給我

們，所以，知道怎樣等候神，乃是基督徒最高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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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唐山阿叔是一位乾淨整潔的人。每次見到他總是在

前院或者後院打掃，那怕是一個桶還是一條垃圾，他都將

它們擺整齊收拾乾淨。作為一位新鄰居，我是主動和對方

打招呼的，一來彼此新鄰居，二來遠親不如近鄰。可每次

欲和他打招呼之際，他都急急脚的走開。怕羞？怕我？真

是莫名其妙！𨍭眼大家成為鄰居己幾十載，我也見怪不怪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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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月初，我遠行回來，左膝急性發炎，寸步難行，

無奈之下，用雙木杖支撑住，由朋友送去醫院急診。醫務

人員那種救死扶傷的精神令我感激非常，他們都有一顆醫

者仁心、助人為樂的精神。謝謝他們！

當日下午，唐山阿叔的太太打電話給我，説唐山阿叔見

到我雙脚用木杖支撑著走路，叫太太詢問我發生甚麼事。

甚麽？唐山阿叔問候我？次日，唐山阿叔還叫他太太帶樽

正骨水跌打酒給我用。一切的一切，令我眼前一亮，這就

是人間其善美！他日如我登門拜訪，他可否又急急脚走開

呢？

鄰居劉婆婆每每出外購物，總是左手一袋右手一袋，滿

載而歸。有時適逢兩女放學回家，她倆都爭著幫劉婆婆挽

東西送到她門囗。雖是幾間屋的距離，微不足道的付出，

可她倆已得到劉婆婆的極力讚揚，而作父母的也感到莫大

的自豪感，這感覺是永遠的！

聖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告訴我們：神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给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㓕亡，反得永生

。神又是何等的偉大！唐山阿叔、倆女的表现，看來微不

足道，可做起來是不容易的。所謂一個人做好事不難，難

的是一輩子做。他們的助人為樂精神，值得我學習。而生

活中的「三種快樂」我亦要牢記：知足常樂，自得其樂，

助人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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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必得喜樂
我的兒子思祖幼年參加童子軍，他告訴我：他的導師希

望他們都能「日行一善」、為鄰舍或是周圍的人給他們做

一些事，都是行善。 有一天，思祖問我，日行一善不是他

本人的意願，他只是討導師稱讚才日行一善，是否很虛假

？ 主日學老師說天父喜歡我們真心去做事，若是為了要達

到一個目的或要求才勉強去做的，天父都不會喜歡。 我看

著他怪可憐的樣子，也忍不住笑起來。 我問他現在習慣了

幫助人沒有，他說已沒有當初那麼困難，很多時見到別人

需要幫助就會自然地去幫助，而且很快樂。 我告訴他現在

助人已是發自他的本性，並不是虛偽假意。當他明白後，

才釋去罪穢感。我告訴他只要合聖經的教導和信靠天父，

凡事都能作。

正如詩歌『人人都知道』：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昨日

多人墮落，多人曾蹉跎，可有你在旁？你早就想從新得力

再鼓起勇氣從頭做，先別灰心難過，我正要對你說：人人

都知道神的能力，祂既幫助別人必幫助你 ，就像迎浪子，

祂原諒你，人人都知道神的能力。 梁斐生博士在「動盪世

代的奧秘」一書中提及早在自主耶穌基督降生，末世就開

始直至如今。自然災害與日倍增，國際風雲變幻難測。科

技一日千里，人心多迷於科技，都不知不覺地成為低頭一

族，那個小小盒子就成為他們的世界，街頭上、餐館裏、

公園裏、巴士裏……等地方都看見低頭一族自得其樂。 我

便想起詩歌『人人都知道』中的那句『可有你在旁』。我

雖然不能幫上甚麼，但先別灰心難過，我可以默默為他們

祈禱，神的力量可以幫助別人。 我很感謝神！很多事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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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幫上甚麼，但我知道神的能力既幫助我必幫助別人。 需

要福音的傳播越來越迫切，特別向回教徒傳福音，我也實

在幫不了甚麼，默默為他們及在他們中間的宣教士祈禱，

天父必會垂聽，當然是願天父的旨意成就，不是聽我的意

念。因為『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

路非同你們的道路。』以賽亞書

我們祈禱是告訴天父我們實在很關注某一件事，希望天

父憐憫幫助。一九八八年我開始為開放中國福音的門祈禱

，陳富華牧師也很著重為此祈禱，他很鼓勵會眾為此祈禱

。雖然現在仍未完全開放，神必定有祂美好的旨意！ 施比

受更為有福，當我有能力幫助別人，我很樂意去做，我會

很感恩，因為我能行動自如，我有健康，我還有能力。 看

見別人獲得幫助，自然高興。助人為快樂之本，因為這是

天父的旨意：「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加拉太書

有不少人問我結婚這麼久‧有沒有吵架呢？ 說真話，兩

人在一起四十八 年，怎會天天意見一致呢 天父給了我們

兩個秘訣；就是『愛是不計算人的惡，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哥林多前前書 另一個秘訣是 『生

氣卻不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弗所書 天父就是

以金句幫助了我們，每當很生氣的時候就把自己藏起來﹝

在被窩裏睡一大覺﹞，免得在怒氣的時候口不擇言，說些

傷人的說話，錯犯了天父。 這也是我家彼此相助的秘訣。

天父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相信天父看見我們得著幫助也

必欣慰。 神的恩典乃一生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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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為快樂之本 

智慧、謙卑及快樂為
助人之本

通常助人都一定快樂，但並不是絕對的。粵語俗語有說

：「好心着雷劈。」 好心助人卻遭雷殛。 以前的人一般都

認爲雷殛做壞事的人。有些時候一腔熱誠去幫助人，對方

卻報以冷淡回應，甚至惡意回應。首先助人者要作檢討，

是否好心作壞事？聽聞曾經有一個教會公開爲一位婚姻觸

礁的姊妹祈禱，結果加速她的離婚，她亦離開這個教會。

所以助人者要有智慧，從神來的智慧。雅各書第三章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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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助

人者助人是否想炫耀他比受助者強？如果他有這種心態，

他當然因爲炫耀得來喜樂，但是他有沒有注意受助者的感

受，受助者也從受助中得來喜樂？受助者會覺得受到侮辱

，所以惡意回應。助人者要得到快樂首先要有謙卑的心態

，視幫助他人為服事他人，耶穌基督就是我們學習謙卑的

榜樣。腓立比書第二章六至七節：「他本有 神的形象，不

以爲自己與 神同等爲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式；」我們在罪惡的綑鎖中，本來是無助的

一群，唯有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才可以脫離綑鎖。還有助

人者要具備另一種心態，就是樂意。我的工作是解答客戶

電話來詢問的問題，工作指引談及電話上溝通的禮儀是盡

可能保持微笑，想想對方看不見我，怎知道我在微笑？後

來發覺微笑使自己鬆弛下來，甚至可以把客戶當作朋友，

有些時候真的可以跟他們說說笑，大家都獲得片刻間的喜

樂；發揮敬業樂業的精神，把工作視爲助人、服事。如果

一個人要在金錢上要幫助需要者，卻露出一個「苦瓜乾」（

粵語形容不開心的樣子，如曬亁的苦瓜一樣）的樣子，令

受惠者感到助人者是否勉爲其難、不甘心樂意及蒙受很大

損失，雙方面都沒有喜樂可言。最後我冒昧地嘗試把「助

人爲快樂之本」改爲「智慧、謙卑及快樂為助人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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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瞥 

我曾經是一個十分偏食的人。現在仍然是一個偏食的人

，我甚少吃動物內臟，當然有些時候抵受不了鵝肝的引誘

。從前很喜歡吃及弟粥（用豬的內臟加米做的粥），有一

次在朋友家打邊爐（火煱），抵受不了豬肝的引誘，結果

引發姆囊腫（ ）。

小時候我不吃葱，因爲不喜歡它的草青氣味，記得有一

次叫了雲吞麵，卻忘記着伙計走青（不要葱），結果花了

一小時去掉所有的葱，包括饀內的葱，弄至滿桌狼藉，本

來熱騰騰的麵，卻變成冷麵，但卻不是日本冷麵。

小時候因爲我不吃葱，所以也不吃大葱、蒜頭、洋蔥、

唐芹、韮菜、西芹及芫茜。後來發覺粥加進葱花（切碎了

葱粒），葱花使粥更香。蒸魚加葱可以辟去部份腥味。葱

爆牛肉或羊肉，大葱加添香味。蒜泥白肉及瑤柱甫皆不能

缺少蒜頭。洋蔥湯沒有洋蔥會是甚麽湯？唐芹炒臘味令人

垂涎三尺。韮菜包蠻美味。西芹炒雞柳也不錯，西芹搾汁

是健康飲品。香茜餃沒有芫茜又何來香？

第一次接觸羊肉的印象是他的騒（羶）味，這樣怪味道

難以下嚥的肉，爲甚麽蒙古人甘之如飴？後來吃了去掉羶

味的羊肉，覺得味道總是少了些甚麽？看看「鮮」這個字

，做字的人因爲魚及羊皆最美味，是以組合強調食物極美

味。已故摰友凌兄爲上海人，強調涮羊肉的美味，於是我

嘗試接受羊肉的羶味，至今我認同羊肉沒有羶味就不是羊肉

了！在絲綢之路的旅程中，沒有因爲主菜是羊而要挨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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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因爲家中有鼠患，所以養貓治鼠，第一次接觸榴

槤，便抵受不了它的氣味，真不知道林鳳（已故粵語片女

明星）怎樣可以唱「飄來榴槤之香」這些歌詞？及至有一

次勇於嘗試，才知道爲甚麼很多人稱它爲水果之后，自己

亦多了一個話題跟越南及馬來亞的華僑傾談，因爲他們也

喜歡吃榴槤。繼而我也克服了臭豆腐的氣味，也喜愛臭豆

腐。

因爲對食物敏感，避免有河魚之疾，至今仍不能吃生蠔

。我不敢吃日本魚生，直至有一次在日本和歌山市，日本

友人盛意拳拳邀請我們夫婦吃日本魚生，是用活魚即宰即

做，不能推卻，唯有準備用帶去旅遊應急的藥物，原來魚

生是這般鮮味！自此也喜愛吃日本人弄的魚生了。

現在我仍是個偏食者，我甚少吃動物內臟、正宗泰國菜

（雖然我也喜愛辣的食物，郤抵受不了辣加酸）、太鹹或

太甜的食物（很多年前我已經喝咖啡不下糖，除了越南蒸

漏咖啡之外；湯不下鹽）、生蠔、雪蛤膏及象拔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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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慈愛的天父你在二零零五年揀選了我作為你的兒女

。自感生命是有了不少的改變。以前執著及計較，常不理

會別人的感受。但自從認識主耶穌之後，很奇妙地那些不

良的習慣漸漸的改過來。我每日都思想神的創造及祂偉大

奇妙的作為。祂真是一位信實的真神，我深信神是公義的

。聖經教導我們要學習去結出聖靈的果子來，如：仁愛、

謙卑、溫柔、節制、忍耐、寬容及順服。這些都需要用我

們的一生去學習。

我知道我是屬於神的，我要完全的倚靠神，我需要父神

每天加給我的力量及智慧為主而活。我願意將自己獻上一

生為主所用。神啊！如果這是你的旨意，請差遣我在教會

事奉你及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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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慈愛的眷顧，回想過往的日子多謝你對我及家人

的保守。雖然有困難的時刻，但也有喜樂之時，無論順或

逆都感到神的同在。

接受主耶穌為個人的救主，真是好得無比。可以將所有

一切交托神，只要凡事相信，凡事禱告，凡事謝恩。因為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有神的美意。現在的我再不會自我中

心，我願完全服從神的旨意。我渴慕你的話語，希望在聖

經中去學習及更深入地認識你的全能、全知之屬性。求聖

靈幫助我全然的倚靠父神。當有軟弱、紛爭及怨憤之時，

可能在那一刻，聖經中的教導會提醒我不要含怒到日落。

因為我們的神已經寬恕了我們的罪，故此我們也要學會饒

恕他人。學習聖經的教導，就是唯一的出路。

在結束之前，很想與大家分享及共勉（詩篇廿三篇）：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

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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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簡錄 

層見疊出 (一)
感謝天父賜我有機會閱讀一本把隱藏了的聖經預言奧秘

，被聖靈引導為我們揭開多項重要預言。對教會、信徒、

未信的朋友皆有極大助益。

這書是

中文版譯為

動蕩世代的奧秘。作者是梁斐生博士。

介紹作者 王永信牧師 一位國防太空科學兼鑽研聖經的學者。

蔡元雲醫生 他像昔日的但以理。

鄭果牧師 他一手拿聖經，一手 握世界時事。

楊慶球博士 請用對上帝敬虔的心去研讀他的作品。

金新宇博士 他是鑽研中國的崛起與啟示錄關連的

學者。

梁斐生博士出身於書香門第， 年 月，驚險地逃

達香港。 後又輾轉抵達印尼，崎嶇地抵達加國，抵達加國

前經驗了神豐盛的恩典，不得不對神說：『我從前風聞有

祢，現在親眼看見祢。』在加國不斷的蒙天父帶領引導，

使他坐上高位，由於他是負責研究發展國防太空、核子和

反飛彈事工，常到高峰會接觸有識之士，對世事發展更多

認識，傳福音也事半功倍。他一生經歷神奇妙的帶領和保

守，恩典數之不盡，叫他怎能不衷心讚美感恩！至於我讀

畢梁博士的佳作後，深信這書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姊妹曾

讀此書的也會和我一樣迫切希望介紹此書。

年中央社報道 『 牛頓的手稿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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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圖書館展出，根據手稿，世界將

於 年結束。』

事實牛頓於 年的手稿 『

』牛頓估計世界不可能早於 年

結束。他是想終止一些經常輕率預測末日期，而使神聖的

預言失去信譽。

牛頓在天文、數學、神學等均取得輝煌成就；他是科學

界的泰山北斗，也是傑出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

更是經典力學體系的奠基人。他曾表示：宇宙萬物都是出

自全知全能的神。 他臨終前曾說 『真理浩瀚如海洋，遠非

我們能盡窺。』牛頓相信神賜下預言，並非為滿足世人的

求知慾，而是展示神的全知全能，人看見神的榮耀，信心

因此增加。 這也是梁博士冩此書的原因。

聖經裏的預言都一一應驗，有些早已應驗有些近代才應

驗，有些還未應驗。

以賽亞書 說明神的旨意必立定。凡神喜悅的，

神必成就。世上絕無其他經典能準確地預言一百年，甚至

三、四千年後的事。

由第一章「牛頓揭開三大預言的奧秘」至「揭開基督再

來的奧秘」共十章。若天父許可，我求在每期家訉中發表

我的節錄稿件。祈求天父讓我完成此書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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