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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以及母會「第一華人浸信會」是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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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機構、宣教士並信徒努力的成果。
世界上有許多宗派和非宗派教會，都
和本教會一樣的愛主和信奉主耶酥。那
同之處呢？「美南浸信會」教會有三方面
明顯的特性，即彼此合作
彼此合作、共同信仰
彼此合作 共同信仰 和
對當地教會的委身。
對當地教會的委身

彼此合作的教會宗派
「美南浸信會」被通稱為一個宗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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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的話

度的擴張而彼此合作之故，這也是我本人
加入「美南浸信會」的重要原因之一，聯
合我們本身與其他教會的資源，使各個教
會為神的榮耀所作的努力可以倍增。

各教會擁有共同信仰

五十二年來，許多「美南浸信會」下屬教

麼，「美南浸信會」和其他教會有什麼不

編者心

Terry Wong 牧師

「美南浸信會」的所有教會都有 「共
共
同信仰」。今天在基督教界裏有很多不同
同信仰
的意見、理解和對聖經的解釋。可是，當
我到別的
「美南浸信
會」教會講
道的時候，
因為知道他
們的核心信
仰和我的一

「美南浸信會」教會有
三方面明顯的特性，即
彼此合作、共同信仰
彼此合作 共同信仰
和對當地教會的委身
對當地教會的委身。
對當地教會的委身

致，就不用

是它其實只是諸多教會間的 「彼此合
彼此合

顧慮教義、

作」。許多宗派其運作都與天主教類似，

文化和習慣上有什麼不同。「美南浸信

決策由理事會或教宗訂定，而後下達至各

會」所有教會都接納一個稱為「浸信會信

教會。而「美南浸信會」作決策的過程卻

仰宣言」的信仰表述，該表述雖並不取代

是由各教會的會眾啟動，之後由下向上，

聖經，但可使我們對聖經有共同的理解，

透過民主過程，來選舉領導者領導整個機

這共同的理解使我們彼此有把握合一的服

構。

事。
因著彼此合作，我們得以有經費推動

對自身教會的委身

• 見証分享

許多不同的計劃，包括差遣七千位到國際

「美南浸信會」教會的第三個特性就

各地的全職宣教士，五千位在北美的宣教

是「對自身教會的委身
對自身教會的委身」。每一個教會都
對自身教會的委身

• 專訪

士，建立各地的神學院，印行查經材料，

有其自治性，所有決策制定的過程都是民

在全球各地建立教會，以及進行賑災計劃

主的，每一位會友在教會生活的各方面都

等。在卡翠娜颶風的風災事件裏，本會的

有投票權，「會友制」是每一個美南浸信

賑災活動是所有食品賑災行動裏第二大

會教會所共有的制度。
按理說我們都是基督身體的肢體，為
什麼我們還需要有會友制度？有人經常就
問這個問題；要知道，許多不同的人「西
北華人浸信會」，各人帶有他不同的意

• 餐館團契活動集錦

的；最近本會也參與了加州森林大火的救
災活動。以上所有事工之所以能夠成就，
都是因為各個教會會眾間，因要促進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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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s Page 園丁心聲
見、理解、對聖經的解釋以及基督徒生活中的習慣。在本教會，我們希望與有相似信仰和
習慣的人分担事工，所以為了讓他們表明他們對本教會事工的委身，我們便要求他們在參
與事奉之前先成為會友。如果你相信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同時你也已經接受
了浸禮，你就可以加入本教會為會友。目前加入的方式是我們將申請加入教會為會友的
人，在某次主日崇拜聚會中公開介紹給大家，然後要求會眾通過，並表示接受申請人為會
友。使徒保羅在林後8:3-5寫到以下關於馬其頓教會對他供給的文字時，闡明了委身投入的重
要性：

「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們，
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並且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
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

最終的目標就是要藉著遵
守“大誡命”
大誡命”（要愛上帝
和愛人）
和愛人）以完成“
以完成“大使
命”（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基督的門徒）。
基督的門徒）。

教會生活是建立在我們對上帝的信仰，和我們對肢體之間的信心上。你們很多人都加入了「西北華人浸信會」作為會
友，藉此行動將你們自己委身在上帝的事工上。
我們對以上三個特性，每個都需要靠聖靈的引導和帶領來遵守. 最終的目標就是要藉著遵守“大誡命”（要愛上帝和
愛人）來完成“大使命”（你們要去使萬民作基督的門徒）。
如果上帝帶領你到「西北華人浸信會」來敬拜祂，請以禱告的心慎重考慮投入本教會來一起事奉。請和劉安東牧師，
Erik Kakimoto牧師或我本人聯繫。

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敬拜團隊

“沙灘上的腳印
沙灘上的腳印”
沙灘上的腳印” 作者不詳 安東譯
主啊,
主啊, 祢曾經應許我,
曾經應許我, 如果我願意跟隨祢
如果我願意跟隨祢,
祢要永遠與我同行。
要永遠與我同行。
但我卻發現
在我人生最困難的那段時日

中文堂敬拜團 隊 (worship team) : 現時有三個小組(附全體照片)。
團隊願帶領會眾一起用心靈誠實，以歡唱來敬拜神、接近神。如
果你在音樂事工方面有負担，請與中文堂音樂事工負責人彭至邦
弟兄(電話 480-773-6000) 或朱潔婷姊妹(電話 480-907-5476) 聯絡。

沙灘上卻只有一對腳印!
沙灘上卻只有一對腳印!
為什麽
為什麽…當我最需要祢
當我最需要祢的時候
祢卻不在那裡幫我?
卻不在那裡幫我?
主回答說:
主回答說: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你只看到
一對腳印那段歲月…
一對腳印那段歲月…
是我抱着
是我抱着你走過來的。
你走過來的。”

“Footprints in the Sand” Author anonymous
You promised me, Lord, that if I followed You,
You would walk with me always.
But I have noticed that during
the most trying periods of my life
there has been only
one set of footprints in the sand.
Why, when I needed You most,
have You not been there for me?
The Lord replied, “The years when you have seen
only one set of footprints,
My child, is when I carrie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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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禱告會

一起來經歷神的豐富與真實

吳珊珊

以前總覺得，禱告好像不是這麼必要，神都已經知道我的需要了，就連我的頭髮祂都數
過，神難道因為我缺少禱告，就不愛我，不憐憫我的缺乏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直到年歲漸長，遇到了人生的暴風，也遇見了神敬虔的僕人對我的關照與代禱，我才明白，神的愛無條件，但神的同
在卻必須付代價；神的供應隨時隨在，但得到神的生命卻須要盡上「捨己」的努力。
於是我才開始經歷禱告的實在。在禱告中，我能越來越體驗到什麼是神的同在，我能越來越清楚自己軟弱的本相，我
更看見神的大能如何施行在我的家庭中；在禱告中，我學習如何能更將神的話應用在我的生活、生命中，我也學習在許多
選擇上尋求神的心意……，原來，禱告可以把對神的知識化為生命，可以將神的應許實踐在生活裡，使我們越來越走在祂
的旨意中，禱告與明白神的話，兩者都是神與我們 “天人合一”的橋樑。
團體的禱告與私禱，一樣都是經驗神同在的秘訣。歷代的聖徒都證實了 團體的敬拜、認罪與代求，正是使徒信經「聖
徒相通」的信仰告白的一部分， 更是操練保羅「又要彼此認罪 、代求」、「當以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
和的讚美主」的教導。
請一起來經歷與神對話的甘甜。中文堂目前每個月的第一、第三的星期五晚上7:30有禱告會，6:30開始有簡便晚餐，提
供來不及吃晚餐的弟兄姊妹享用，地點在教會的民房。有任何問題請與吳珊珊姊妹聯絡。

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餐館團契 — 2008年一到三月新朋友介紹
年一到三月新朋友介紹

鮑宇

董新雲

高原

王淑儀

楊思曦

邵鈞

餐館團契 — 07—08 年 活動集錦

下
接
第
十
四
頁

2007年感恩節大郊遊
年感恩節大郊遊

2007年
年12月浸禮
月浸禮

輸的人罰吃鮮奶油
whipped cream

三位一月份壽星
Stephen, Andy,張寧
張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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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志明專訪 (2)
西北季刋有機會在遠志明佈道期間
(2007/11)，在Lizzie姊妹家中作了一次訪問
錄音；跟這位被 神重用的僕人作了一次面
對面的對話。內容分兩期登出，以下是後
半部的對話。

西北﹕現在的韓國基督教與韓國文化，或
是基督教在美國….，有沒有一個國家的文
這些國家可以略作參考，
這些國家可以略作參考，但 化經聖經改造，後來為神所使用的例子可
供參考?
不都足夠，
不都足夠，因為到目前為

止，沒有一個文化，
沒有一個文化，像中國 遠 ﹕這些國家可以略作參考，但不都足
夠，因為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文化，像
文化這麼博大精深的
中國文化這麼博大精深的。韓國，日本，
美國等…他們基本上沒有自己的文化，中
國文化某些部分也是。
可以作參考的是古羅馬，古希臘文化。
古希臘文化是被基督教精神改進以後，在
保羅的書信裡，在約翰福音裡都可以看到
這些影子。像logos，中文聖經翻「太初有
道」的「道」，這個道logos 就是希臘的一
個詞，其實新約是用希臘文寫的，當時希
臘文化是占統治地位的，但是基督教就改
造希臘文化，聖經也選它裏面的一些詞、
一些概念，像logos這樣一些東西，就為主
所用。保羅在羅馬和文士們、哲學家辯論
的時候，他也引用了當時哲學家的話。所
以我覺得古希臘文化，被基督教信仰所同
化，所改造以後，產生了聖經新約，這是
一個很好的榜樣。保羅對希臘文化，對希
臘哲學很熟悉，懂希臘文化的人很知道，
那些辯論是從希臘文化裡面出來的。
實際上總的呼召，
實際上總的呼召，總的異
像還是一個 -- 傳福音。
傳福音。

西北﹕遠弟兄你的使命、異象是什麼？
遠﹕ 總的使命就是領人歸主，在我信主之
後，別的事都干不下去了，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傳福音。
當時去唸神學院，唸了神學院以後到海
外校園作文字方面的服事。但是由于我在
信主之前，在大陸曾作過“河殤”的电視
劇。這“河殤”在大陸曾引起非常大的震
動，所以當時就有人建議，把我寫的一本

書“神州懺悔錄”拍成影片，有點類似於
“河殤”的續集。我想這是神的一個引
導，所以我就走上這條路。實際上總的呼
召，總的異像還是一個----傳福音。

從文字到媒體
但是用什麼方式傳福音呢？一開始是文
字，後來發現這是神的引導，神的手繼續
帶領，就是走向傳媒，因為傳媒是最
popular， 最powerful 的一個工具。所以我
們作了“福音”，又作了“十字架”，作
了“神州”，又要作“彼岸”。這些影碟
發行量非常的大，影響非常的廣。像“神
州”一出來，震撼很大。這個震撼有兩個
特點，一個是它不僅是在教會內，不僅是
基督徒看，它在社會上也引起震動。往往
我們基督教裏面的作品，只是在教會內傳
播，好像進入不了主流的社會。不能像好
萊塢電影似的進入千家萬戶。而我們作的
這幾個作品呢，真是進入教會外，進入非
基督徒的圈子裡。比方說，“神州”第一
個片子一出來，台灣的台視連著播了兩
次，然後接下來就是新加坡，馬來西亞，
香港都播放。然後歐洲也播放，美國之
音，法國之音，德國之音等等，世間世俗
的媒體都播放。而且連中共中央的『大參
考』也發文章談論這個片子。接下來“十
字架”出來以後，教會內外震動也非常
大。

影像媒體大有力量
傳福音的工作如何能進入社會前沿陣地，
這是需要有一批高質量，水準好的媒體作
品，能夠打入無神論的社會裡、人心裡
去。所以我覺得我們傳福音是神帶領我們
成立了一個傳媒機構，我們所作的事情，
第一個特點是，從教會裡作，但是進入社
會去傳播；第二個特點是在海外作，進入
大陸去傳播。沒有比這個影片DVD，VCD
更厲害的效果，你知道copy 多少? 將近一百
萬計。我們這個“神州”，“十字架”還
有“講道集”大陸的不管是家庭教會還是
三自教會幾乎都看過。而且還給他們的親
朋好友看。我接觸過很多這樣的弟兄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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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志明專訪 (2)
妹，他們都說：「我看過，我看過！」大
陸很多人都說DVD很容易炮制，很多教會
都有1﹕4或者1﹕6的burner。幾分鐘就覆制
好多份，一天24小時不停的覆制，分到各個
教會。感謝主，真是影響深遠。所以我想
是神呼召我們作這些事。
下一步我們準備作電視劇，就是電影、
電視劇，可以上電視台去播放的，影響更
大一些，因為現在每家每戶都在看電視，
要有感人的作品。就像現在好萊塢、中國
大陸、台灣、香港…..等這些電影、電視劇
沒有福音的信息，都是俗的，都是罪；什
麼情阿、什麼愛阿，不是從神來的，都是
血肉之情愛，實際上都是犯罪的東西。所
以我們要有福音的信息，用很好的藝術形
象包装進入到人心裏去。现在好的演员很
多，中国大陸許多演员都信了主。韓劇不
是很流行嗎？其實韓國演藝圈裏面有很多
基督徒，韓劇很健康，它裏面有一股正
氣，它所描寫的愛就是真的愛。

問: 在世界福音的工作、神的普世性心意
中，中國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遠﹕在經濟上可以看的出來，中國是越來
越強大，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神必須要
得著中國，中國不能老是這樣無神論。經
濟上的強大，政治上的民主，基督信仰上
的確立，這三個東西應該是一致的。若果
只有經濟上的強大，沒有後面這兩樣，社
會發展就不完整，國家就不和諧。其實人
類兩百年來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题，就是一
個國家有物質層面，還有一個制度層面，
另還有一個是心靈層面，一層比一層深。
你想，物質很豐富，豐富到想要什麼有什
麼，可是如果制度層面不正常，就會導致
貪污，腐敗，兩極分化，道德敗壞等等問
題。

中國需要在制度、
中國需要在制度
、心靈層面改進
金權政治，經濟和權力分不開，緊緊結
合在一起，這是制度出了問題。例如美國
就不是這樣，作官的和企業是兩回事，企
業是按着市塲規則經營，官員是官員，企

業是企業；中國在這方面就分的不清楚。
但最重要的是心靈方面，人心變壞了什
麼都好不了。沒有誠信，沒有信仰，不守
信用，就是坑蒙拐騙，就是沒有神，心中
沒有神，就會投機取巧，沒有正義，沒有
公義審判，也不相信有靈魂，不相信有永
生，什麼都不信；就只信錢，有奶就是
娘。這樣的話，國家的人心就變壞了，人
心壞了就完蛋，其它再好也沒用。美國有
基督教信仰，這兩百年來已經進入到它的
文化裏面去，就是不信耶穌的人在美國，
他也懂得要守法，要尊重別人，講信用，
不說慌，不走私漏稅等。

一開始是文字，
一開始是文字，後來發現這是
神的引導，
神的引導，神的手繼續帶領，
神的手繼續帶領，
就是走向傳媒，
就是走向傳媒，因為傳媒是最

popular， 最powerful 的
一個工具

中國需要福音的拯救
中國人只要機會他就鑽空子，他沒有內
在的約束。神說，「我要把律法寫在你的
心版上，寫在心裏，」其實就是信仰，就
是對神的信仰藉著耶穌基督進入到我們深
處，讓每個人自己的裏面就來反省、管理
我們自己，這就是聖靈讓我們「為罪，為
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中國大陸
沒有這個東西，只靠外面的法律管，外面
的法律是管不住裏面的，管不住內心的。
所以中國現在是防不勝防，人心越來越
壞，在家庭、工作、商場各個方面都顯出
亂象。中國確實發展很快，但從長期來
看，根基不牢。
我覺得中國人要傳福音需要自己先被神
改變，自己變好了才能救人；救人靈魂的
國家會給本國本民族祝福。聖經上講，敬
畏耶和華的那國是有福的。

中國是越來越強大，
中國是越來越強大，但是從另
一方面來看，
一方面來看，神必須要得著中
國，中國不能老是這樣無神

問:我們應如何為中國禱告?
遠: 基督教信仰不管制度問題，只管心靈層
面問題，人心好了，就會造福於物質層
面。因為聖經上講，人一生的果效是有心

發出的，
發出的
，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
切。我們主耶穌到世界上來拯救我們，
我們主耶穌到世界上來拯救我們，他
只抓住最根本的，
只抓住最根本的
，就是用心靈和誠實敬拜
神。所以我們對中國說話，說中國的事，
為中國禱告，要抓住根本，為十三億靈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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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希望這些靈魂都敬畏神，愛神。制
度、物質上都不是我們管得了的，而且那
些東西也不是根本。

*編後按:

遠志明專訪 (2)
訪談的尾聲，西北季刊的編輯同工與
遠弟兄一起禱告，互相記念在神面前的服
事，最後在為彼此的家庭代禱中結束了這
次專訪。我們在訪談中，因著遠弟兄所擁
有的屬靈宏觀視野，而被打開眼界，也被
他深度的剖析教會問題，而被提醒，實在
是非常蒙福的一次心靈饗宴！

請介紹您的機構。
問:請介紹您的機構
。

神說，「
神說，「我要把律法寫在
，「我要把律法寫在
你的心版上，
你的心版上，寫在心

遠: 我們共有八個同工，大家都參與這些電
視片。這次我們就來了三個，我們還有一
個攝制組在另外一個地方採訪，前期制
作、後期制作都是我們這些人。現在人還
多了，作“神州”時只有兩個人，“十字
架”時三個人，我們現在是五個人，都是
攝制組，另外三個人是行政。

裏，」其實就是信仰
，」其實就是信仰，
其實就是信仰，就
是對神的信仰藉著耶穌基
督進入到我們深處，
督進入到我們深處，讓每
個人自己的裏面就來反
省、管理我們自己...
管理我們自己...

本來拍紀錄片就不需要很多人，但將來
拍電視劇就需要很多人手。不過我們是契
約合同，來了，拍完了，就走。經費都是
靠大家奉獻，另外我們的產品也賣出很
多，因為大家很喜歡，我們不賠反而賺。

安蒔莊 (Annie Armstrong) 復活節獻金
北美總共有三億三千兩百萬人口，其中大多數都還不認識主，事實上，許多國
家現今把北美列為最新的宣教工場。值此復活節期間，所有美南浸信會的教會一齊
在募集安蒔莊宣教獻金。 此獻金的全部，都將直接用於支持美南浸信會五千位在北
美工場的宣教士。 請以禱告的心慎重考慮奉獻，參與此事工。
秘書處

1. 離開教會民房時請記緊把爐頭關好，門窗關上。瑪麗(Mary)最近發現弟兄姊妹離去後爐頭未關好，並且後面教室門
是打開的。謝謝您注意這些事項。
2. 教會慶祝二十三週年ＢＢＱ將於四月二十七日擧行，詳情留意日後公佈。
3. 教會行事表可到教會網站查看。英文網站 WWW.NWCBC.ORG
中文網站 CHINESE.NWCBC.ORG
禱告
• 教會增建停車塲工程己開始，求神保守工程安全順利完成。
•

請為教會牧師同工禱告，求神賜力量及健康。

總務義工招募
如果你想参與西北通訊季刋文字、摄影、電腦事奉或想投稿 ，請跟
以下是各類總務義工的需要，可向Tracy Tang 聯略。
•

電燈水喉維修

•

小規模維修工程

珊珊或譚立本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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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es 靈程跫音 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
“聖民” 參詩4:3”虔誠人” 不是指古聖
「我 愛 耶 和 華 、 因 為 他 聽 了
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
他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求

父親喪禮的那個星期五, 弟弟又接到公司內

先賢,也不是指道德倫理上毫無錯失的人.乃

部調動的消息, 要他在2008年1月2日到美國

指專心為主耶穌 基督而活, 又對祂忠誠的

舊金山公司總部報到, 開始另一個新的職務.

百姓.
“極為寶貴” 不是指價值極高, 而是指

告他。

王淑儀

回頭一看,弟弟在台北工作時間一共不
到4個月. 其中有5個星期陪伴父親走完在世

死 亡 的 繩 索 纏 繞 我 、 陰 間 的 祂無微不致地細心眷顧.

的最後一段路程. 父親病危住院發生在弟弟

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難愁

搬回台北之後的一個月. 奇妙的是, 他到美

“死” 對於一個蒙神憐憫, 靠十字架重生

苦。

得救的基督徒來說, 肉體的死亡, 正如帖前

國舊金山公司總部的新職務，是在父親安

那時、我便求告耶和華的

4:13 -18所講論的乃是 “在基督裏睡了.” 人

葬後一個多月. 若是弟弟晚些被調回台北,

名 、 說 、 耶 和 華 阿 、 求 你 救 累了須要休息睡眠, 為了醒來後重新得力；
我的靈魂。
照樣, 基督徒不是死如燈滅般不復存在, 而
耶 和 華 有 恩 惠 、 有 公 義 ． 我 是會再醒來, 復活並要與愛我們的主耶穌同
們的

神以憐憫為懷。

耶和華保護愚人．我落到卑
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在直到永遠.

或早些被調到美國, 對弟弟照料父親, 必會
造成時間, 空間上無法解決的衝突, 或者更
糟的是, 失去了陪伴父親的機會, 以致遺憾
終生.

在這首詩中, 詩人一再感恩稱謝神醫治

想想這樣周到的時間安排, 豈是人憑著

了他的重病, 免他於死亡. 但他仍然在 “死

自己的聰明智慧就辦到的? 神如此 “預先

我 的 心 哪 、 你 要 仍 歸 安 樂 、 亡的繩索纏繞我, 陰間的痛苦抓住我” 的時
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刻體驗到: 就算神沒有醫治他的疾病, 神也
主 阿 、 你 救 我 的 命 、 免 了 死 是極其細心眷顧他, 必將祂的百姓接去睡在

訂準了人的年限和疆界”不為別的, 只為叫
世人 “尋求上帝, 或者能夠在摸索中找到上
帝.”

亡 、 救 我 的 眼 、 免 了 流 淚 、 祂懷裏.
救我的腳、免了跌倒。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我要在耶和華面前、行活人

( 羅馬書12:15)
羅馬書

之路。

去年(2007)11月 主耶穌把年邁的老父親
接回天家. 本來這是件極其傷痛的事, 但主

在這節聖經中, 使徒保羅勸勉基督徒與

我 因 信 、 所 以 如 此 說 話 ． 我 卻因著這段聖經, 親手引領我一家, 所經過
受了極大的困苦。

喜樂的人一同喜樂, 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

我 曾 急 促 地 說 、 人 都 是 說 謊 心眷顧的憐憫 . 不但安慰了我的傷痛, 更堅
的。
固了我對祂的信心.

基督徒靠著住在我們心中的聖靈，去深刻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

摸他人內心, 而給予適當的安慰, 或鼓勵.

的每件事顯明了祂無所不能的能力，及細

賜的一切厚恩。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
和華的名。
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
還我的願。
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
極為寶貴。

並非單指喜樂與哀哭這兩種情緒. 乃是勸勉
體會他人的情感. 也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觸

神巧妙安排弟弟調職
我的弟弟自1989年在美學成後,分別在紐
澤西州,台北,上海,南京工作過. 其中在上海,
南京度過最近的七年,也在那兒有了自己的
家庭兒女. 雖然他心繫住在護理之家失智多
年的父親, 但是只有假日才能回台北探望老
人家. 去年初, 公司突然告訴他要調他到台

」

北, 經過幾個月的協調預備, 他一家於去年9

18)
(詩篇116:1~
詩篇

月中從南京搬回台北, 因此, 父親10月13日
又一次因肺炎，住進台大加護病房的一個
月期間, 他可以每天探望照料. 11月12日辦完

我一直心中思索著, 雖然父親失智多年,
不識兒孫, 生活起居全靠別人料理, 但是根
據護理之家護士们的描述, 父親會在熱鬧時
跟著興奮不已, 也會在節慶蛋糕端到他面前
時喜極而泣. 我也看到, 父親的眉頭在治療
時因為疼痛時皺緊, 在治療後就放鬆了. 所
以父親雖然不能言語, 但並非毫無意識, 那
麼, 躺在加護病房的爸爸身上插了管與針,
有呼吸機, 心電圖機, 又有不時發出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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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從一本（本:有古卷是血
脈）造出萬族的人, 住在全地
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們尋求
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實他
離我們各人不遠; 我們生活, 動
作, 存留, 都在乎他….. 世人蒙
昧無知的時候, 神並不監察, 如
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 要藉著
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
下, 並且叫他從死裏復活 , 給
萬人作可信的憑據.」(使徒行
傳17:24-31)

護士,醫生们討論病情, 父親也能理解嗎? 因

意力迅速從父親的病危轉到自己身上. 突然

失智多年剩下的有限智力, 父親躺在病床上

間我似乎看見主耶穌在禱告的情景, 在十字

在想什麼呢? 他擔心自己來到一個陌生的地

架上臨死前的禱告, “父啊!赦免他們 (釘耶

方嗎? 他害怕這些他所不能明白的聲音嗎?

穌十字架的人),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

他痛嗎? 他熱嗎? 他冷嗎? 他想告訴我什麼

道.” 同時, 我看見我的自我, 我一有困難,

嗎? 我如何才能在每天極有限的三個半小時

連病危的父親都不顧了. 我什麼也不能做,

探病時間中，給予父親最需要的安慰, 和鼓

也不敢做. 只有跪下來, 求主寶血赦免, 也求

勵呢?

主醫治我的傷口及左側身體的痛麻.

被蟲咬的經歷

體會老父的心情

我還沒來得及向主求引導,很突然地發

再醒來天色已亮, 我立刻呼求主名. 頃

生一 件不可思議的事. 我的左手臂竟然被蟲

刻間, 我明白了. 原來主耶穌要我看見祂的

咬了! 只是一公厘的小傷口, 滲了點淋巴液

愛: 祂受盡鞭打, 羞辱, 棄絕, 粗大的鐵釘釘

之外, 不痛也不養. 但人在美國的醫生丈夫,

穿祂的手心腳掌於十字架上, 再加上父神因

不斷提醒我, 進出加護病房務必戴手套 (隔

祂擔了世人之罪而完全離棄祂, 那時刻祂所

離衣和口罩是家護病房規定必戴的). 特別

顧念的並不是自己的安危或苦楚, 而是祂失

是父親體內的, 是使用各類強量抗生素後,

喪的兒女. 祂迫切的盼望祂這些失喪的兒女

仍能突變生存的細菌, 是極難以治療或無法

能得到永恆的生命. 我更看清楚了: 原來主

治療的, 因此要特別當心被感染的問題.

耶穌要教導我,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 與哀

我心疼父親臥床多年, 無法自己翻身,

哭的人要同哭」的功課, 好體會父親的心情.

就想親手為他揉身,不戴手套. 我毫不在意的

體會他的恐懼與擔心. 從那之後, 我每次探

讓手臂上的小傷口暴露在與老父親的接觸

望老父親更加不放過任何一秒可以緊握父

中, 把丈夫的再三的提醒拋在腦後. 結果, 小

親的機會！主給我和父親極大的恩典, 五天

傷口變大了, 用了弟弟家的各種藥膏都無濟

後，父親是在我不斷向他重複主耶穌和兒

於事. 那晚, 小傷口開始疼痛, 二三小時之間

女们對他的愛的時候, 我伏在他胸口上緊緊

痛麻感延伸到手腕, 手肘. 我有些擔心, 所以

抱著他時, 息了心跳的.

禱告交託後就安心睡了. 不料, 早晨兩點鐘

那天下午, 弟弟為我約到臺大醫院皮膚

我痛醒了! 痛麻感加劇, 並蔓延至肩膀和左

科的門診, 才知是昆蟲的毒素使我痛麻. 若

側身體. 我全身都發冷, 心裡猜想一定是父

是被頑強的細菌感染, 早已發高燒了. 我照

親感染的細菌入侵我的傷口. 煞那間, 死亡

著皮膚科大夫指示服藥, 痛麻退的很慢,傷口

的巨影籠罩我。 千百個人生中還未解決的

總是濕的, 似乎很難結疤. 但是, 正當我和哥

問題閃過我心頭: 我還沒看見兒女、家人重

哥弟弟料完喪禮, 準備與丈夫返美那一天,

生得救; 我自己還有那麼多試探軟弱沒勝過;

我換衣服時, 所結的疤輕易的在我眼前從傷

沒有討主喜悅的教會生活; 沒有生命的果子;

口剝落.

也沒有太多領人得救的果子. 難道主耶穌不
再給我時間, 要叫我帶著沒解決的問題離世
了嗎?

老父安然歸天家
台大加護病房每日有三次探病的時間, 分

我的心思又懊悔又凌亂. 我應該去急診
室嗎? 凌晨兩點鐘搭計程車安全嗎? 哥哥弟
弟如何面對兩個親人同時在醫院呢? 我的注

別在中午, 下午和晚上. 這樣的設計, 原是為
方便不同家屬在不同時間前往探視. 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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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病時間中間的間隔不長,不夠我返回弟弟家休息或幫點

時, 甚至於幾分鐘, 怎麼剛好是錢傳道領完晚會的那一刻呢?

小忙, 所以我就從加護病房找到十樓的禱告室, 希望有個

我當時只想搶住每一分鐘緊緊抱著老父親, 為何LY早已預

安靜的地方禱告或閉目休息, 不必受電視、來往人聲的影

備好週一晚來訪, 而幫助我上十樓請錢傳道下來呢?

響.

我無法解釋為何主安排如此無微不致, 這樣細心! 只能
因為常去禱告室, 就認識那兒的傳道人，和從不同教

說 「在耶和華眼中, 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 主耶穌如此細

會去臺大傳福音的基督徒, 也常和他們一起為父親及其他

心眷顧屬祂的人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為 「要叫他們(世人)尋

病患、家屬代禱。我也從佈告欄上得知，每週一晚上都

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我們生

有由不同教會負責的福音晚會, 主要是向病患和家屬傳福

活, 動作, 存留, 都在乎他.」

音。當父親的腎臟和腸胃道功能明顯不再恢復時, 大夫要
我們留守在加護病房外過夜. 我想我已經作好心理準備,
也似乎能將哀傷暫置一旁, 好專心為父親呼求主的憐憫。
那時，非常奇妙地，南京東路禮拜堂的錢國強傳道

在主耶穌把老父親接去的這段日子，還有許多見證；
若是都寫下來，正如約翰福音裏所說, 「…..若是一一地都
寫出來, 我想, 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許多朋友勸

來了. 他是我十年前在奧克拉荷馬州的同工。我常有機會

我節哀, 因老父親畢竟得年九十二高齡, 走過這條路的人都

和他妻子蔡碧玲見面。多年沒見到他. 我們稍稍寒暄, 他

知道, 失去父母之哀痛絕非人間言語可安慰. 然而在我心中,

便教導我如何再次將十字架救恩說給父親聽, 並一句句領

主耶穌一路親手引領的確據和慰藉，卻遠遠超過中心的哀

老父親默禱. 教完時, 正好探病時間到了.錢傳

痛. 詩篇116:13, 14, 17, 18詩人寫出我的心聲,

道說他要上十樓帶領當晚的福音晚會, 我才明

好似這幾節詩是為我寫的:「我要舉起救恩

白他晚會的負責人。當時, 我並不知道他要領

再次回頭看,
再次回頭看, 方知主耶穌

的杯, 稱揚耶和華的名. 我要在他眾民面前

聚會到幾點. 道別後, 我立刻進加護病房陪伴

對父親的細心眷顧實在

向耶和華還我的願. 我要以感謝為祭獻給你,

父親, 按錢傳道所說的帶領父親默禱。
此時父親臉色很蒼白, 我非常痛苦. 護士前

超出所求所想.
超出所求所想.

來要哥哥弟弟快到父親床側, 但哥哥弟弟剛才

又要求告耶和華的名. 我要在他眾民面前,
在耶和華殿的院內, 在耶路撒冷當中, 向耶
和華還我的願.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離開, 我只好快速出加護病房打電話給他們。一出加護
病房,正好LY夫婦迎面而來, 我才想起他們早已說過週一

當然我將這見證寫下來的目的, 是想邀請您信靠主耶

會來探望我父親。LY是先前照顧我父親的護士, 後來成

穌基督而得拯救, 今生得著豐盛的生命, 但這見證中所發生

了我的朋友。我們一起進去陪父親一下子, 見父親將彌

的每件事 , 只能顯明主耶穌基督的存在及聖經的可靠. 聖經

留, 我心跳好厲害, 就請LY上十樓請錢傳道下來。LY上十

中所應許的拯救, 所指不單是相信耶穌基督存在及聖經可靠

樓時, 錢傳道剛好領完聚會。他下到三樓加護病房, 正好

的信心, 更指明白自己的有限、有罪，帶著悔改的心到主

陪我和哥哥弟弟一起送走父親.

前; 如果您渴想主的拯救, 我誠懇地邀請您按聖經所說的, 帶

再次回頭看, 方知主耶穌對父親的細心眷顧實在超出
所求所想.

超出所求所想厚恩
父親因肺炎住院進出加護病房許多次, 都是去靠哥哥
家較近的和平醫院, 沒有一次例外. 為何這次選擇到較遠
的臺大醫院呢? 那麼多教會分別負責臺大醫院星期一晚
上的福音晚會, 為何這星期一正好輪到錢傳道的教會負責
呢? 就算是錢傳道的教會負責, 教會中多位牧師傳道, 怎
麼正好輪到錢傳道負責那一晚呢? 父親彌留可能早幾小

著謙卑, 悔改的信心, 向耶穌基督禱告, 祂必垂聽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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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是在深圳信主的。主带领我走过了
一个艰难的历程。

信主的过程从2003年3 月8日说起。这
一天是我在深圳拼搏了将近10年时间，我认
为是最成功、最开心的一天。我终于在深
圳这个豪华的特区里，有了一家象模象样
的专业美容、美发、足浴一条龙服务的店
铺。这一天是我开张的日子，我邀请了许
多朋友和我的家人庆贺。也就是这一天我
们的主也来到了我的店，是祂在观看我的
一切。

經過試煉…
經過試煉….
拜各種偶像
起初我并不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父，自
从做生意起，为了让生意兴旺顺利，我就
去深圳最有名的仙湖寻找保护我的神明，
可只去的是圣地拜了佛像。从那以后我在
每月初一和十五都一定要去跪拜烧香。这
個店是我在深圳第四家店，在我每个店里
都供放着不同的佛像，有关公、观音、财
神等…。

在这个店中央我同样摆放一个很大的
财神佛像。可是就在这一天，一个来自北
京的朋友，带了一帮她的朋友来给我庆
贺，在这帮朋友中间，有几位是基督徒，
其中有一位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她们在
离开我店之前，那位主日学老师对我说：
「罗姐，我们很敬佩妳，在深圳妳一个女
人能达到这样的規模，真让人佩服，若果

到達豐富之地

妳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将更加前途无
量，事业将更加辉煌。」当时我第一次听
说「耶稣」二个字，我只觉得全身有一种
不同的感觉，可是，我当时马上对她说：
「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只求生意顺利，我
不希望妳们给我讲其它的什么。」她们听
我这样说，就没有往下讲什么了。

羅貽文

第一次去教會
在后来的日子，这位楊老师经常来光
顾我的生意。有时会带几个朋友，有时我
們会一起吃饭，她总是找机会给我讲一点
主耶稣的事。有一次她对我说：「罗姐，
我传福音给妳，这本不是我的意思，这是
上帝让我这样做的。是天父要拯救妳这個
女儿，妳的福气到了！」我自从听了她这
段话，就再也不反对她讲有关信主的事
了。起初她送给了我一本圣经，当时我心
中还没有完全信，我根本也不去想这件
事，也没有看过圣经。直到有一天我朋友
一定要带我去教会看一看，当时我只是为
了给朋友一个面子，就和她去了深圳一家
最大的教会。

可是当我一走进教堂门的时间，我就
忍不住哭了起来，到今天我还是弄不明
白，那一次进教堂为什么哭的那么伤心？
我只是哭个不停，记得教堂的人都走完
了，我还是在哭。有几位姐妹可能是那教
堂的司事，她们来對我说：「我想妳一定
是第一次来教会。」我的朋友替我回答
说：「是的。」「妳太有福气了。今天我
们的主耶稣拥抱了妳，祂已经接受了妳这
个女儿，回去吧！从今天起我们的主将伴
随妳。」她們說。从那以后我没有继续再
去那教会，只记得那段時間我经常做梦，
梦见主耶稣。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做了很可
怕的恶梦，梦见一个非常可怕的怪物，从
我卧室窗口把手伸进房子里抓我，我非常
的害怕，大声叫喊着主耶稣的名字，求祂
救我，就在叫主耶稣名字的时候，我醒来
了。我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一身汗水地
想为什么我会叫主耶稣的名字？难道祂真
的是神？等到天明后，我就给主日学老师
打电话，把我做的梦也告诉了她。同时这
一天，我亲口告诉她我决定跟随主，当时
她在电话里就为我做了感谢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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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偶像
后来我开始去做礼拜，我没有去我第一次去
的那个大教堂。我去了一家很小的教会。牧师告
诉我说，妳信主不能事奉两个神，妳店里的佛像
不能再摆在那里。我不知道如何祈祷，每次都是
牧师和姐妹们替我祷告。但当我有一天第一次开
口在家里学着祷告时，我觉得主很奇妙的给了我
力量和決心，几天后我决定要搬走和砸碎这些佛
像。我给教会打了电话，当天他们来了三个教会
的牧师、司事，他们来我家跪在一起做了祈祷
后，我租了一辆车把每个店里的佛像都拖到了我
家里，然后我们将再一次跪在一個地方，牧师把
他的手放在我的头上，两位兄弟和姐妹握着我的
手，他们切切的在上帝面前为我求，求主赐给我
勇气和力量。当时我只是一个勁兒的哭，这一次
我们一起祷告很久，我感到主给了我力量，禱告
完我站起来，拿了家里的一把大刀，亲手砍掉了
木头做的佛像、关公、财神，还有陶瓷做的观
音。

2008年 第一期

經過試煉，
經過試煉，到達豐富之地
府决定在我店铺门口修筑一条公路，修路工人在我
的店门口搭了很高的围墙，车和人都无法来到我的
店门口消费，我已经支持不住这个店了，我打算卖
掉它。登了好多次的广告，都无人敢买，因为政府
在我店门口修路，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完工，更
不知道那可怕的非典什么时候离去。那时我每天以
泪水洗面。我有几个朋友就责备我说，妳不该改变
妳的信仰，更不该亲手砸碎了那些佛像，这样做是
冒犯了佛神，想必妳今年是一定要亏大钱的。我听
她们说这话时，心底在犹豫。

主的管教
我主祂真的是无所不知的主，正如圣經所说
的，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所想所行的祂都知道。就在
我犹豫是否信錯的时候，主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考
验。在2003年9月某一天，我去银行取了4万多人民
币，准备给工人们发工资，我把这钱先拿去放在家
里。然后到店里开了大约40分钟的会议，等我返回
家，我发现家里亮着灯，一看我的家被撬了，家里
的钱和电器全被洗劫一空。

非典”
“非典
”的試煉
自从我决定跟随主不久，2003年深圳来了一
场可怕的“非典”，这一下子我可惨了，因为这
是个新开张的店，租金很高，“非典”一来，我
们不但没有客人来消费，還要面临高额开支；我
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有每天靠着祷告面对现实
的一切。奇怪的是，將近一年不論如何祷告，主
好像从来就不听我的祈求，每次祷告时，我跪在
主面前泣不成声的祈求，求主耶稣赦免我过去的
一切过犯，饶恕我的一切罪，求祂帮助我度过这
个非常的时期。

可是”非典”不但没有减弱，而且一天比一
天严重。当时我想保全我这个将近花去约10年做
生意的积蓄所買来的店铺。我卖掉了两个小店
子，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 一直持续的

当时我一下子就跪在地上哭唤主：「我求您听
一次祈祷好吗？我知道在我过去我有很多的罪，我
每次都在求您赦免和饶恕我。每个基督徒都说您是
一位公义的主。您为什么不肯听我一次祈求呢？您
为什么不肯搭救我？您为什么不可怜我一次？您为
什么不帮助我一次。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您要考验
我到什么时候？……您让我如何做才肯帮助
我….?」我不记得当时在主面前一口气说了多少个
为什么。后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了这件事，整
个教会都在为此祈祷。那一年我实在太累，实在支
撑不下去了，每天只有祈祷求主不要让我病倒，求
祂赐给我平安和健康。奇妙的是，在那种压力下，
众人依然说我美丽健康。是主一直在看顾我、赐给
我平安。從那一年直到今天，我没有生过什么很严
重病，主一直用祂慈爱的手保護我。

亏，把我賣小店的钱也亏了进去，”非典”还不
见好转。

奇怪的事都在这一年让我遇上了，深圳市政

之后我决定卖掉这最后一个店。可是我登了很
多的广告，都没有人来买。

Page 12

西北通訊季刊

Testimonies 靈程跫音

2008年 第一期

經過試煉，
經過試煉，到達豐富之地

順服主的旨意
直到2003年的某一天，我决定关门走人，我把这
个想法告诉了一个朋友，他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不发
工资給工人，拿着这8-10万元的工资到另一个城市
去，他说：「这一年很多老板因非典关门走掉，不发
工人工资的很多，你这一点小钱算什么?」可是我不敢
這樣做，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每天的言行主都知
道。在這樣軟弱的時刻，我只好再次跪在上帝面前，
对主说：「主您认为我现在如何做是好？求您在后面
给我力量，我决定放下我的生意。现在我只求您赐给
我平安和平静的心，还有坚强的毅力。也许您这样对
我有您的美意。主阿，我知道在我过去的生意中有很
多来头不正当的钱，我可以瞒过世人，但我不可以瞒
过无所不知的您，我只求您饶恕我的过犯。」

在十一月的某一天，我把关掉这个店的决定告诉
了女儿，女儿一听这话，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妈妈
我的将来怎么办？还有工人的工资你打算怎么办？」

的路上坐巴士时就流淚感恩：「天父，谢谢您，您真
伟大，我一个人住这二房二厅的房子，价格也特别的
优惠，我实在感激不尽……。」

后来这里成了我祷告和聚会的地方。每个月末我
都去做礼拜，有时也参加诗班。因著天父的看顾，我
沒有因生意破产而生病和软弱，祂一直让我很健康，
主带领我找到了许多快乐。在2004年春节，经朋友引
见，我加入了深圳市妇联举办的联欢会，她們的活動
是由深圳《动感深圳》拍制成電視。這些完全是天父
在引导我，是祂在为我寻找欢乐，是祂让我忘掉过去
的烦恼。

主引領新生活
在2004年的某一天上帝提醒我，我该去寻找自己
的爱情和归宿。经朋友们的引见，我去了一家婚介网
络公司，在这一切我都靠着祷告，就在2004年4月12日
这天，我认识了我現在的先生Don 。是天父帮助我找
到了一家人都是跟随祂的人，我先生信靠主40多年，
他也经常在教会做些事奉的工作。

当时我母女俩都哭着。我告诉她放心，妈妈不会作不
該做的事，我会想一切办法把工资发出去。最后我只
有把仅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让我女儿和我的经理去
店里处理好一些事。但是还差8仟元，我只好亲手写下
了工资欠条，直到2004年5月份我才付清这工资欠条。
就这样我告别了我的事業。

我非常感谢主，在跟随主之后，祂让我得到快乐
和幸福比失去的钱财更多。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這一
辈子会来到美国開始新生活，先生Don和他一家人都如

主信實的看顧

此爱我。现在我终于对雅各书1章12节這段经文有理解
和领悟：“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
以后，必得生命得冠冕。”

几天后我决定搬家，我该搬到那儿去呢？我再次
来到主面前祈祷，说：「主阿，谢谢您，您让我放下
了我生意上的一切，现在我一身轻松，从现在开始，
我将不再为生意而操心和烦恼。今天我想去找房子，
您认为我住那儿好呢？或者您今天就帮我找到，我想
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如過您真的能够听我一次祈
求，我将会有很多时间去教会赞美您，我也将会完完

是这个艰难的历程让我真正认识了主耶稣，
是这个艰难的历程磨练了我跟随主的坚强意志，
是这个艰难的历程改变了我的人生，
是主带领我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

全全信靠您直到永远。」我祈祷完后爬起来，随手拨
了一个朋友的电话，让他帮我找一套房子，一会儿朋
友回话，正好有一个家庭买了一套新房，刚刚搬走一
个礼拜，她的旧房正准备出租。我联系了房东，当天
就去看了房子，这天我很高興，也付了定金，在回来

我希望我的感恩见证，能让看到我故事的人們，
都能看到主是多么的伟大和奇妙。希望每個人都来信
靠和跟随主耶穌，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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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的聯想

余澤松

擇無人的山徑，那樣的遷移有多麼難? 若不是耶和華的

當耶和華在埃及地對摩西說話的日子，
祂向摩西說::「我
當耶和華在埃及地對摩西說話的日子
，祂向摩西說
是耶和華，
我對你說的一切話，
是耶和華
，我對你說的一切話
，你都要告訴埃及王法
。」摩西在耶和華面前說
摩西在耶和華面前說:: 「看哪
看哪!! 我是拙口笨舌的人
我是拙口笨舌的人，
老。」
摩西在耶和華面前說
，
法老怎肯聽我呢??」出 6:29-30
法老怎肯聽我呢

膀臂，以色列人豈可走到紅海海邊?
當我一腳踏進紅海海水，海水並不冰涼，但走不了五
十步，我的身體體溫很快就涼下來，腳下的石爍與貝殼
碎片，漸行漸遠的海水，已令我無法向前。面對深藍得

這是許多人的通病----面對祝福卻不知道是福。神要摩
西成為一國一族的領袖，但摩西懼於法老的權勢，辯稱沒

令人陶醉的海域，在海天一色之下，神的創造使人覺醒
到自己的渺小，法老又算得什麼!

有本事，這豈不令神痛心? 人只見眼前的強權，而不知神

法老勞役百萬人民建造金字塔，正雄偉的矗立在開羅

掌管萬有；在追求成聖的過程中，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心

郊外，他以為金字塔可以保護他的靈魂，帶領他到另一

路歷程-----害怕背負十字架的重擔，懷疑那位「…加給我

個永恆的世界；但窮其一生財富及精力建成的尖塔，今

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 的神，也就錯過那上好的

日只不過是標誌著人類歷史的一個小站，法老的墓早已

福份!

被盜空，就連他的木乃伊也被陳列在開羅博物館的儲藏

當我重踏摩西的腳蹤，走進那無垠的黃土大

室裡，那裡空氣混濁、燈光昏暗，又要面對不計其數的
遊客，我想法老根本沒料到，死後連個

漠，再一次體會耶和華神的奇妙。以當年的交

安靜的地方都沒有!

通工具，上百萬人的大遷徙是如何成就的? 即

『年壽有時而盡，榮華止乎其身』，那

使摩西有超人的毅力，和無與倫比的魅力，也

麼我們刻意追求的又是什麼呢? 神使用

難以說服各支派的族人，走入這片荒原，面對

了自以為難擔重任的摩西，成就了萬世

未知的彼岸；更何況還有法老的追兵狙擊。我

功業；神又使權傾一時的法老王，如今

頂著十一月天的埃及炎陽，僅走了半小時便渾

亦灰飛湮滅。眼前的選擇，顯然是再清

身火熱，腳下的細沙使我的腿出不了力氣，回

楚不過了!

想當年，他們要避過追兵，不敢走官道，而選

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團契介紹

謝莉斯

中文堂分區團契： 鼓勵大家參加在你家附近的團契小組，使弟兄姊妹能在其中彼此分享神話語的見証，在靈裏交
流，彼此代禱，傳揚福音，作社區關懷活動等。
現有五個分區 :
1.

東北區(Scottsdale)小組(附照片) 聯絡人：馮柏成弟兄(電話480907-5476)

2.

西北區(Arrowhead)小組聯絡人：遲健心弟兄(電話623-2669300)

3.

西區(Surprise)小組聯絡人：李華年弟兄(電話623-533-6226)

4.

西南區(Avondale)小組聯絡人：徐德安弟兄(電話623-878-6497)

5.

教會民房小組聯絡人：錢忠苔弟兄電話(電話623-878-6497)

如果你願意開放你的家作小組用，請與謝莉斯姊妹聯絡(電話602548-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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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餐館團契—
餐館團契—活動集錦

2007年感恩節大郊遊
年感恩節大郊遊
(與鳳城華人教會靈糧團契聯合)
與鳳城華人教會靈糧團契聯合)

陣陣烤肉香!

由西北教會負責溫馨
的感恩節大餐
2008年
年 春節晚會

吃餃子比賽 ，看誰吃的快?
看誰吃的快?!

喂! 別噎到了!
別噎到了!

西北通訊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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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唐言華 來自四川

China Buffet 廚房油鍋

2008年 第一期

餐館團契 —「主耶穌與我」
主耶穌與我」」
2006年受浸
2006年受浸

目前在團契負責出勤、及新朋友登記

說起我怎麼來到餐館團契，其實是因為「人情」，我們餐館的王麗萍一直邀我
去，不好意思只好去啦! 剛開始實在聽不進去，後來越聽越有味道，就信了。

後來在上庭的事上，我經歷神的帶領。別人上庭大都很緊張，我那天卻出奇的平靜；法官問我的問題都非常
活，很多不是資料上的知識，我就憑著平常在團契所聽的、學的一一回答。

法官問我怎麼來到美國，以及為什麼要來。我對法官坦白說:「我是 『跳機』的，是為了更好的生活而來的，
如果不這樣非法入境，你今天也見不到我，我也不可能很自由的在這裡參加教會，因為在中國大陸還是有很多限
制。」然後法官又問我信了主以後最大的感受，我也據實以告。本來以為，我這樣坦白有可能不會通過，沒想到法
官判我贏了，並且還鼓勵我好好信耶穌，多參加聚會。我想若不是神的帶領，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溫健忠

來自廣東

Golden Wei廚房工作
廚房工作

2007年復活節受浸
年復活節受浸

目前負責團契領會及領唱

我們全家是在2003年移民來美國的。我們比其他餐館朋友幸運的是，因為親戚幫忙，
一來就已經有身分。

來到美國發現，英文不夠好，無法在一般公司上班，只能在餐館打工，就從那時一直做到現在。在美國的生活
與在中國截然不同，這裡人情很淡，又很難交到朋友，所以覺得很孤單；雖然與太太、孩子都在一起(不像有的餐館
朋友與家人分隔兩地，很是痛苦)，但不免還是覺得生活苦悶。

2006年發現在Greenway 和 43 Ave.有一個中國教會離我家不遠，我就開始每個禮拜天早上來做禮拜，然後再去上
班。剛來參加主日聚會時，覺得牧師說的我聽不太懂，但是一進來教會，心裡就有說不出的平靜。

後來認識了Andy、 Stephen，他們邀請我參加每個禮拜三晚上的餐館團契，我才比較知道我們所信的真理是什
麼，2006年底我在聖誕節佈道會決志信主，2007年的復活節受浸，正式成為基督徒。

餐館團契讓我找到了另外一個家，也讓我更認識神，更認識自己是個罪人，天天需要主的力量戰勝軟弱；在這
裡，認識了許多”同路人”----從事同一行業、但又是一同奔跑天路的弟兄姊妹。我現在希望我的太太、兒子也能認
識這位真神，一家三口也能成為 「同路人」。

西北華人浸信會通訊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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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否在清晨曙光中看見露珠的晶瑩? 你曾否欣賞路邊的小花，
在風中曼妙的舞姿? 曾否聆聽春雷第一聲輕響，喚醒冬眠中的萬物大
地? 曾否抬頭瞥見夜晚的星空，驚喜於劃過天際的流星?.....

這廣闊世界的一切美好，不斷地在述說著上帝對人的愛情，儘管
人早就習以為常，不以祂的精心創造為恩賜而敬拜祂。從久遠以前到
現在，上帝的愛從未因人的犯罪而收回，即使上帝的選民背棄了祂，
將祂差到世間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釘死十架上，祂的愛、祂的救恩卻
仍等候人的回轉。

上帝對人的無微不致，從宇宙的浩瀚窺之，從精密的自然規律知

之，當人被大地孕育，享受於其中的豐盛而感之；這還不夠，上帝要人明白，祂的愛是要除去人與祂之間的阻隔，是要瓦
解人世世代代罪惡的桎梏，從自然萬物到十字架的酷刑，從廣闊的施予而到深刻地天人合一，耶穌基督使上帝的愛達到最
高峰….。

十字架阿，它將上帝的絕對公義與完全的赦免之恩，這兩個極端的不相容，完美的融合於這一刑具，十字架阿，它曾
處死過無數的罪犯，但只有當上帝的兒子掛在上面，才被賦予了劃時代的新意。

若你下次發現了苜蓿花，正開放在你家後院的牆腳，若你望見窗外的天空，正 張開藍色的帳幕，等待你的擁抱；若你
聽見了感動的見證，若你覺得主日禮拜享受了豐富的信息；配偶的辛勞，孩子的純真，朋友的支持….，請不要認為那是理
所當然，那正是上帝透過對你信實的供應，讓你看到十字架上無條件的愛，每天臨到我們這些原本不配受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