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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Fit WAVE Contact Lenses for Myo-

pia Control
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

有效控制近视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

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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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o Market Plus
北印第安纳最大琴行

地址：2135 Industrial Parkway，Elkhart, IN 46516 
电话：574-334-9287
网站：pianomarketplus.com

由您任选：
新旧电子钢琴，竖式钢琴, 三角钢琴,和琴谱

提供以下服务：
买琴贷款
钢琴课，钢琴出租

*在您购买时提及此广告, 即可获得折扣

文/张志刚

       如何向未信的家人传福音        十种美妙的

          沟 通 方式
        向未信的家人傳福音難，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耶穌的追隨者，是世上的光，如燈檯上
的燈，是可以、也應該照亮一家人的（參《
太》5：15）。上帝雖與挪亞一個人立約，卻
是要他全家進入方舟（參《創》7：1）。上帝
救羅得逃離所多瑪，告訴他帶上女兒、女婿，
及城中一切屬他的人（參《創》19：12）。
逾越節，以色列人是以“房門”為單位，一家
一家躲避滅命的天使（參《出》12：22、23
）……

        2014年，我回老家墓園，為外婆、爸爸、
媽媽三連穴墓碑的3個十字架描紅時，心中充
滿了感恩。我的外婆，一位不起眼、連字都不
認的小腳老太太，把福音傳給了後代。她光
是為我，就足足禱告了30年。我家直系4代信
主。至於堂哥、表妹，沾親帶故的家人，信主
的更是難以計數。
我信主之後，就以外婆為榜樣，不斷向家人傳
講福音。現應《舉目》邀稿，將自己的親身感
受，與大家分享。

一

        我們要明白，向家人傳福音是上帝對我們
的呼召。上帝盼望藉著我們，將我們的家人帶
入救恩的方舟。我們很可能是親人中唯一的基
督徒，是上帝所預備的福音使者。

        我的朋友Jason，在50歲那年信主。他哥
哥則是大學時代就信主了。他氣憤憤地去找哥
哥，質問哥哥：為什麼這麼多年，你從來沒有
對我傳過福音？如果前幾年我就死了，我會去
哪裡呢？
想想拉撒路故事中的財主，在陰間都在為他5
個不信的弟兄焦急。我們不能不汗顏！

        有個牧師在追思禮拜上說：“我們都要捫
心自問，在我死的時候，有多少未信的人知道
我是基督徒呢？”我們應當常常自問。

二 

        平日我們應當孝敬父母，報答親恩，善待
兄妹，友愛親屬。我們若平日失了“情”，屆
時就無“理”可講了。

        我們要謹守言行，要慷慨、良善、公道，
不要在錢財上小氣，在感情上吝嗇，在小事上
計較。我們要以善勝惡，在遺產、房產、補貼
父母等物質利益上，寧可吃虧，樂意謙讓。

        保羅在講到教會肢體之間的關係時，
問：“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
虧呢？”（參《林前》6：7）保羅的意思是
說，在家裡，你若不情願受欺、吃虧，那受
欺、吃虧的，就一定是你的兄弟了。

        我們千萬不要為了辨明“你錯”、“我
錯”，把彼此間的親情破壞了。我和太太出國
多年，原來的房子一直給弟弟居住，讓他們可
以就近照顧年邁的父母。我們也明確地告訴弟
弟，父母的房產都歸你們，以感謝你們所盡的
孝。

我們要主動關心家人的需要。他們的需要（不
僅是物質上的），其實就是上帝賜給我們切入
福音、見證耶穌的最好機會。向家人傳福音
確實不容易。在同一個屋簷下，即使他久聽不
信，你還是要對他有耐心、有愛心，還要繼續
求上帝讓你對他的靈魂有負擔。

三

        我們要多多使用自己悔改信主、蒙恩得救
的見證。基督的信仰是真實的，你的過去和今
天，家人都知道。所以，你要誠實地與家人分
享你的生活和生命。危機可以化為轉機，你若
曾經愚昧，可以放下身段、面具去悔改；你若

曾經虧欠，應當心甘情願地去歸還“罪債”。

        記得2000年，我來美8年之後第一次回
國。那時我已經是牧師，一心想向未信的家人
傳福音。誰知聖靈卻說：“你去悔改，我就與
你同在。”原來，出國前我為著名雕刻藝術家
張充仁（他為蔣介石、齊白石、司徒雷登、密
特朗塑過像）寫小傳時，偷偷拿了他的一個光
緒17年（清政府給陸徵祥）的實寄封。出國的
時候，我把它藏在家裡，心想，張先生百年之
後，我就是百萬富翁了。

        那次回國，我拿著實寄封去歸還。然而張
先生已經過世了。我遂拜托他人將實寄封轉交
他在法國的兒女。

        上帝是信實的，我回國19天，因這個悔改
的見證，帶了28位親戚、鄰舍、朋友信主。

四

        在家人面前，我們要勇敢，知道自己如今
還有一個屬天的身份。

        我的父親很傳統。他踏進家門，若聽不到
孩子喊他“爸爸”，或吃飯時小孩的腳在桌下
碰到了他，他會沉下臉來斥責。所以，直到我
自己當了爸爸，我心裡仍然有些怕他。

        那一年我回國探親，我告訴自己，在父親
面前，我不僅是兒子，要盡兒子的孝心，我也
是福音的使者，是上帝的僕人，是奉命來向他
傳講基督福音的。禱告之後，我就不再膽怯，
敢直接向父親講罪、審判和救恩了。

        我們不要怕家人（特別是長輩）的拒絕，
也不要灰心、抱怨。我們要跟隨耶穌，做一
個“勉強”人的人（參《路》14：23）。你若
能堅持，你會看到效果。

        10多年過去了，我拜托順路去看望我父親
的傳道人，不下10個，但父親依舊不信。父親
從來不承認自己是罪人。

        那幾年我母親嚴重失智，父親對我說，如
果耶穌能治好你媽，我就信。誰能曉得，父親
88歲竟然信而受洗（那年我媽躺在床上仍然還
毫無知覺）。受洗的那一天，父親在安老院的
病房裡，逢人就說，耶穌阿爸真好！

       家人打電話告訴我，父親還說了叫人噴飯
的話：“我兒子在美國是最好的牧師！”一年
之後，我父親就被主接去了。上帝憐憫我們，
真的聆聽我們為家人的禱告。（未完待续）

载于《举目》70期

作者为印城华人教会牧师

一、倾听，不要打断
Listen without Interrupting

        静静的聆听，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内心谦虚的
表现。你若爱他，就多聆听！“心傲是灭亡的前导，心
谦是光荣的前驱。”                                                           

二、说话，不要指责 
Speak  without  Accusing

        不要养成指责他人的习惯，尤其是在尚未弄清事
情原委之前。很多人做错事情后，更渴望得到接纳，而
不是指责。就像你在犯过错误之后，所渴望的一样。
你若爱他，就不要指责！“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知
道：每个人都该敏于听教，迟于发言。

三、给予，不要保留 
Give  without  Sparing

        面对别人的恳求，不要拒绝。能帮助别人的时
候，不要迟疑。你今天帮了别人，明天别人也会帮你。
即使他们都辜负了你，你在天上的父，也会给予你百倍
的赏报，因为祂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你若爱他，就不
要保留！“正义的人，广施不吝。”

四、祈祷，不要停止
Pray  without  Ceasing

        爱与不爱，并不是做给外人看的，而是做给自己
的心看。请你常常在心里为他祈祷，不要停止。因为你
真的爱他，就会让他先住在你的心里。爱他，就时时为
他祈祷！“自从我们得到了报告那天起，就不断为你们
祈祷，恳求天主使你们对祂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充满
各种属神的智慧和见识。”

五、回答，不要争执
Answer without Arguing

        人与人的相处，在于和睦，而不在于争执。家庭
里面的人们，常常为了证明自己有理，而不断的为自己
辩护，当每个人都在想着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争吵
就不可避免。到最后，争论并没有带来和睦，反而是隔
膜越来越大。你若爱他，就不要争执！ “干饼一张而
平安共食，胜过满屋佳肴而互相争吵。”
                                                 

六、分享，不要假装
Share  without  Pretending

        如果你真的在乎一个人，那么把你真实的自己与
他分享。不要总是带着虚假的面具，装出一副迎合他的
样子。假装，并不会让对方对你的喜欢增加一层，反而
会在时间的流失中，慢慢失去对你的信任。做最真实的
自己，坚守来自天主的真理。你若爱他，就不要假装！
你要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不断长进。”

九、原谅，不要惩罚
Forgive without Punishing

        不是别人做错了事情，就一定要去惩罚。你是为
了他的成长，而不是为了让他难堪。有时候宽恕的力量
胜过惩罚，柔软的力量强过坚硬。当你年老时，牙齿已
经掉落，舌头却依旧健康。不要把别人的犯错，化为自
己内心报复的机会。爱他，就原谅不要惩罚。“上主慈
悲为怀，宽宏大方，缓于发怒，仁爱无量。”

十、承诺，不要忘记
Promise without Forgetting

        说过的话，总不要忘记。做不到就不要轻易承
诺，爱你的人，不在乎你给他什么东西，却在乎你兑现
诺言这个行为。爱一个人，就不要让他对你的盼望落
空，多次的等待看不到结果，会让他以为在你心里已经
没有了位置。爱他，就承诺不要忘记。“希望迟不兑
现，令人心神烦恼；愿望获得满足，是株生命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