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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竞赛 永恒的冠冕
艾瑞克‧
艾瑞克‧李岱尔 (Eric Lid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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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全球中国人疯狂的迎接北京奥运
的来临，许多国家的基督徒却不能不想到
一位曾在巴黎奥运，为了守主日，放弃最
擅长的100米短跑的田径选手---艾瑞克‧
李岱尔(Eric Liddell)。

编辑室
赛场上的故事：在一场国际的跨栏赛上，
一位领先的参赛者撞倒了一个栏架，另一
名跑在他后面内圈跑道的运动员本来可以
捞个便宜，趁机冲过留下的缺口，但是他
却突然转向一边，越过一个栏架，然后再
转回内圈跑
道。这个运

成功投資
靈程跫音
餐館團契
我們的家
禱告的操練

艾瑞克是一位苏格兰的
奥运冠军，更是中国人
5-6
民的朋友，他生于中国
7-11
天津，他为中国奔走，
最后，他也长眠在中国
1212-13
的土地上。为什么他舍
弃奥运冠军的锦绣前
3, 1414-15
程，而选择苦难深重的
16
中国并与这里的人们一同受难? 也许，他
讲道时经常引用的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
解：「运动是很美好的事情，而最美妙的
一部分，不是取得超人般的成就，而在于
它所表现的精神——拿掉那种精神，它就
是死的！」

动员虽然没
有赢得冠
军，却给埃
里克和许多
观众留下了
终生难忘的

「较凡力争胜的，
较凡力争胜的，诸事都
有节制‧
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
能坏的冠冕‧
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
得不能坏的冠冕‧
得不能坏的冠冕‧」
(哥林多前书9
哥林多前书9章25节
25节)

印象，艾瑞
克永远忘不了当时漫过其全身的激动兴
奋，还有观众席上如雷的欢呼声。他说：
「那是当天最漂亮、最棒的一件事！。」
艾瑞克也是这样要求和期许自己。在比赛
中，他尽量做到和蔼可亲，关心他人。不
论胜负如何，他都在赛后与对手亲切握

天生的运动员
艾瑞克·李岱尔是英国传教士的儿

2008年
年 第二期

手；他常常给衣着不多的对手递上衣服，
给无人搭理的选手带去安慰。

子，在专门为传教士子弟设立的爱尔生学

在激烈竞技的赛场上，他更表现出了坚

院学习时，他和胞兄罗伯特就表现出了卓

强与坚忍。在“三国国际竞赛”的400米比

越的短跑天赋，他们常常在校园的各种跑

赛中，英格兰选手季理斯撞倒了艾瑞克，

• 個人見証

步比赛中争相夺冠。爱尔生学院培养了他

这使得他落后其它选手足足18米，得到裁

“遵守比赛规则”的运动精神，不只是表

判员继续比赛的示意后，他奋力追奔，不

• 餐館團契

面上正大光明地参加比赛，而且是在比赛

断缩短与领先选手之间的距离，在最后40

中具体地表现出正直
正直、
正直、公义、
公义、公平和容

米的时候，他像脱缰的野马一般仰头狂

忍。艾瑞克一生津津乐道这样一个发生在

奔，终于比季理斯领先两米冲刺终点线。

• 家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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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李岱尔 (Eric Liddell)
这样不可思议的一幕令在场

来就蛊惑人心、令人失足的成

的所有观众惊叹不已，终身

功。」他并未被这一切冲昏了

难忘。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

头脑。

会的400米比赛中，虽不是他
所擅长的项目，但艾瑞克以
百米冲刺的速度一路狂奔，
领先世界纪录创造者费奇5米

因为在他的心目

冲过终点线，创造了47秒6的世界纪录，获

中，个人荣誉也好，国

得了冠军。在这届奥运会上，他还获得了

家荣誉也罢，都不能置

200米的铜牌。

于上帝之上。

运动员的品格更胜于奖牌
艾瑞克有着无与伦比的运动天赋，但
是他却没有把赛跑当作人生的一切，更没
有把它当作奋斗的最高目标。当比赛与他
的信仰原则相冲突的时候，他宁可放弃比
赛，也不愿损害信仰。他本来的长项是在
100米，他完全具有夺冠的实力，甚至是当

奥运结束后，在圣寨尔斯
主教座堂里，当一大伙人再三
要求艾瑞克即席演讲，他安静
地说：「我在这样的场合真不
知道要说什么才好，其实这里有许多人像
我一样，都配得这尊荣。」他非常感谢父
母、老师、教练、同事在他一生的各个阶
段给予他巨大的影响与帮助。他丝毫没有
那种「上帝必让我得胜」的自负感，并不
觉得——因为自己拒绝在星期天参赛，所
以上帝要祝福他。上主满有恩慈，但是神
并不见得非要在任何一场国际比赛中将金
牌赐给那遵行神旨意的人。

人生的目标----服事神

时夺冠呼声最高的选手，可是因为比赛安

在夺得举世瞩目的奥运冠军之后，处

排在星期天——这个应当敬拜上帝和安息

于巅峰状态的他还毅然做出一个决定——

在上帝面前的日子，他就毅然放弃了比

献身于去中国的宣教事业。1925年，他离

是神并不见得非要在任

赛，他还因同样的原因放弃了4×100米和

开了鲜花与掌声、舒适与安宁，来到了当

何一场国际比赛中将金

4×400米的接力赛,使英国队未能夺冠。在

时贫穷落后、动乱不已的中国。他在天津

牌赐给那遵行神旨意的

做出这一重大选择的时候，他不是傲慢地

新学书院担任科学课的一名普通教师，带

说“我拒绝！”，也不是顽固地说“我不

领学生晨祷，做主日学老师，还做巡回布

愿意！”，而是诚心诚意地说：“我不

道以及许许多多的服事，包括接待来往人

能！” 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个人荣誉也

员、帮中国人找工作等。事无巨细，他都

好，国家荣誉也罢，都不能置于上帝之

任劳任怨，不予推辞。在事奉中，他也认

上。

识了加拿大宣教士麦肯齐的女儿芙萝，后

上主满有恩慈，但

当年报章上以醒目的头条宣扬他的胜
利，人们热烈地向他欢呼喝彩，大卫·麦
卡斯蓝（David
1925年，他离开了鲜花与
掌声、舒适与安宁，来到
了当时贫穷落后、动乱不
已的中国。

McCasland）如此描述他所
面临的挑战：「二十二岁的

来，芙萝成为了他的妻子和志同道合的同
工。1930年，艾瑞克正式加入伦敦会，成
为一名宣教士；1932年，他在苏
格兰被按立为牧师，并很快回中
国继续开展事工。

艾瑞克需要极其成熟的灵性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

和悟性，来应付这种自古以

本向英美宣战，宣教士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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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李岱尔 (Eric Liddell)
更加艰难了，艾瑞克所在的

猝然去世。一名集中营里的

天津新学书院被关闭，宣教

同伴说他是「活得比讲得更

士的工作被迫停止，艾瑞克

精采的人」。

便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他于

在1944年10月25日给家人的

1942年初出版了《每日祷告

信中他写到：“冬天的比

手册》（Prayers for Daily

赛，孩子们的晚间俱乐部，

Use）,后来又撰写了《门徒
训练手册》（Descipleship）。

集中营里的生活
1943年，艾瑞克与许多英美侨民被关
进了潍坊集中营，在那里，他跑完了一生中
最伟大的竞赛，而对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艰

宗教活动。一直在忙，记念你们每个人，
在这特别的晚上献上我特别的爱。”

艾

瑞克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妻子芙萝也带

上帝給飞快的双脚，是叫

着三个女儿回了加拿大，在艾瑞克去世两

我在跑步中荣耀他。

个月之后，她才知道自己朝思夜想的丈夫
已经不在人间……

苦环境、战争、变幻无常的局势，还有疾

后来，有人将艾瑞克获得奥运金牌的

病。即使在集中营中，他也坚持读经、祷

故事拍成电影，片名叫"火战车"(Chariots

告、赞美、讲道；他的祷告不只是为自己和

of Fire)那部电影荣获1981年奥斯卡奖

同胞，也为那

的"最佳影片"。也重新唤起人们对艾瑞克的

些看守他们的

回忆。有些当年在集中营受到他照顾的儿

士兵；他乐观

童，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原地。现在那里

的精神给集中

已经是一所中学了。他们在那里竖立纪念

营中的人，特

碑，上面简要说明艾瑞克的事迹，还刻了

别是年轻人带

一节圣经：“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

来勇气与欢

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

乐。当日军决

疲乏。”

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

定将释放一名俘虏的机会给艾瑞克时，他却
将这仅有的机会让给了一位怀孕的妇女，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

(部份材料摘录自网络文章)

1945年2月21日，艾瑞克在集中营中因脑瘤

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乏
。”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懷念正師母
———懷念正師母
『…卻藉著信仍然說話。』
卻藉著信仍然說話。』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 11:4b
正謝碧玉姊妹(正師母)於八月十六日息勞歸主。認識正師母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位愛神愛人的好姊
妹。或許你聽過她的故事；或許你聽過她在老人公寓講讀聖經；或許你聽過她的鼓勵說話。如今再
不能聽見她的聲音。
基督徒都知道在主裡死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可以息了世上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亦會隨著他
們；也就是說，為神的名付上的一切絕不徒然，神都記念。正師母的心願是---家人及親友都能接
家人及親友都能接
受基督為他們個人救主。在安息禮拜中，她的心願從牧師信息中再次聽見。這個心願是否也是你和
受基督為他們個人救主
我的心願？是否在對你和我說話？現在正師母聲音不再，願她的心願『卻藉著信仍然說話』。

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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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joo的佳美腳蹤
的佳美腳蹤

歐陽桂芬

在服事的道路上，我常常被神在弟兄
姐妹身上奇妙的作為所激動。最近，我認

想做的事是什麼嗎？」我搖搖頭，Youngjoo

識的一位韓國學生太太Youngjoo便是其中精

興奮地說：「把我的經歷分享給周圍每一個

彩的一例。

不信主的朋友知道！妳說我可以這樣做
嗎？」「當然！當然！主耶穌可高興呢！」

去年十一月的某個美麗午后，我約

我說。

Youngjoo閒話家常，才一碰面，Youngjoo便
從那一刻開始到現在，Youngjoo和她

興奮地對我說：「Grace，我真的信耶穌
了！」聽了她的話，我滿頭霧水，心想：

的丈夫Jeff在課餘閒暇，除了傳福音還是傳
福音。雖是學生家庭，從今年六月以來，在

怎能傳道呢．如經上

「Youngjoo從小生長在基督教家庭，與丈夫
在教會認識結婚，夫妻倆人幾乎每週上教

家中每週招待一個韓國學生小組及一個韓國

所記、『報福音傳喜

堂，怎麼這回她說她真的信耶穌了？難道

太太查經小組，Youngjoo也常常做好吃的韓

信的人、他們的腳蹤

她之前信的不算？」於是我狐疑地問她

國菜招待或探訪那些有需要的人，儼然就是

何等佳美。』

說：「妳怎麼才信耶穌啊？」只見

個小牧人。在校園事工裡，她隨時向我報告

若沒有奉差遣、

羅 馬 書 10:15

Youngjooe眼中閃著淚光，直覺告訴我神肯

大家的屬靈狀況，並一起配搭關懷跟進，目

定深深摸著她的心了！果然不錯，Youngjoo

前已有一對決志的夫婦因她的鼓勵而受洗、

激動地說：「以前大家都覺得我是個基督

兩個韓國太太在她家的查經班決志。

徒，我也從來都覺得自己是個基督徒，但

Youngjoo的生命真是精彩！她的腳蹤又是何

直到上個禮拜二早上六點鐘我到教會晨禱

等佳美 (羅馬書10:15)！神透過她真是激勵我

時，我才認識自己是個無惡不做的大罪

啊！

人，以前我可一點都不這麼認為的！」聽
了，我心中不禁驚嘆：「WOW，這可真是

弟兄姐妹，保羅的生命被主摸著後，

個大發現啊，若不是神的光照，誰看得清

從一位逼迫主、逼迫福音的人成為一位願為

自己的真面目呢？」

主、為福音受逼迫的人；彼得的生命被主翻
轉後，從一位否認主怕死的漁夫，成為一位

Youngjoog接著又說：「其實，那一天

福音的鬥士；Youngjoo的生命被主光照後，

我也不是真的計畫到教會晨禱，只是我太

她不再只是個家庭主婦，而且是一位充滿生

早睡，三點鐘便醒了，把家事做完，看見

命影響力的宣教士。 弟兄姐妹，你的生命

熟睡的丈夫和孩子，我便想到教堂參加教

被主翻轉了沒有？若是沒有，讓我們迫切求

會為期一週的早禱，目的是求神讓我們一

主來光照、來翻轉我們的生命，好叫我們能

家可以留在美國。誰知到了教堂，才跪

行在傳福音報喜信的佳美腳蹤裡。

下，我本想禱告的事一件也記不得了，只
覺得自己是個大罪人，不知怎麼的，淚流

成為有份者…
成為有份者…

個不停，最後我竟痛哭起來，覺得自己好
對不起神！妳知道我是個不容易哭的人，

• 弟兄姊妹對中國留學生(
弟兄姊妹對中國留學生(包括飛行員)
包括飛行員)事

可是那一天我真是止不住啊！大約哭了一

工有負担
工有負担，或想多了解認識，
或想多了解認識，請跟林士

個鐘頭，突然一股喜樂湧上心頭，我知道

智(Peter Lin)夫婦
夫婦或牧師聯
夫婦或牧師聯畧
或牧師聯畧。

若不是神的光照，

神愛我，祂也已在基督裡饒恕了我一切的

誰看得清自己的真面目

過犯，我覺得好釋放、好自由，一直到現

呢？

在我都是這種覺得。Grace, 妳知道我現在最

From Bystander to Partaker …Get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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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投資的七項聖經原則

馮柏成

的一切是神的旨意。創世紀1:26「神說、

「不要與人擊掌、不要為欠債的作保 。」
(箴言22 : 26)

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

3. 評估風險及回報

從聖經中可以了解，管理 神所給我們

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
昆蟲。」耶穌在馬太福音25:23中說到「主
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神要祂的子民管理祂所交託的資源，作一
個忠心及良善的管家。聖經有253節論述有

投資者需明白風險回報
比數。高回報必帶有高風
險。接受教育及市場分析
研究能減低風險，但絕對不能消滅風
險。投資的風險及回報需與我們的投資
目標，及個人風險性向一致。

關錢財的經文，可見 神非常關心我們運用
金錢的態度，因為它與我們的屬靈生命息
息相關，聖經中的原則可指引我們如何得
到從 神而來的投資智慧。
成功投資可以增加資產，但增加資產

4. 保存些沒有負債的資產
如我們用借錢來投資，我們希

標乃是使我們無後顧之憂，更能全心地事

望一半的投資額是沒有負

奉神，得到神的賞賜----「可以進來享受

債的。在最壞的情況下也不會傾家盪

你主人的快樂」。在此我與大家分享成功

產。

1. 訂定明確的投資目標
投資前需知道投資目標。
目標有為退休用、個人或兒
女教育用、保存資產值用、
和增加資產值用等等。若沒
有明確的投資目標，我們需
向 神禱告及請教基督徒專業人員。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
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
了。」(提摩太前書 6 : 10-11)
5. 要忍耐
忍耐能避免錯誤。很多致富方
法常催促我們立時作決定，
請三思、多多禱告及請教基督徒專業人
員。

「殷勤籌畫的、足致豐裕．行事急躁的、
都必缺乏。」 (箴言21 : 5) 「 懶惰人
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
慧．」 (箴言 6 : 6)
2. 避免個人負債
聖經教導我們不要為個人
和別人作保。很多致富方法
需要我們自己承擔投資失敗
的個人責任。若不小心，我
們多年的辛勞將可能盡毀。

正確的增加資產目標乃
是使我們無後顧之憂，
更能全心地事奉神.

「愚蒙人得愚昧為產業．通達人得知識為
冠冕。」(箴言 14 : 18)

不是投資的終極目標。正確的增加資產目

投資的七項聖經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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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默然倚靠耶和華、耐
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
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
的、心懷不平。」 (詩篇
37 : 7)
6. 投資多元化
投資多元化
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投資在不同的經濟市場和基金，這樣可
以減低風險。例如：美國和國際市場、
科技和農產品市場、股票和公債投資等
等。

「你要分給七人、或分給八人、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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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投資的七項聖經原則
不知道將來有甚麼災禍臨到地上。」(傳道書11 : 2)
7. 聚焦在您
聚焦在您所擁有
上帝是我們一切的擁有者、管理者和供應者。享受神為我們所預備的，享受我們所擁有的，以擁有的
為滿足，這是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投資者最大資產。願上帝增加我們的資產，以致我們更能無後
顧之憂的全心地事奉祂。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禍患、就是財主積存資財、反害自己．因遭遇禍患、這些資財就消滅．那人若生了兒子、
手裏也一無所有。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 (傳道書 5 :
13-15)

Testimonies 靈程跫音 ———不可测度的爱
———不可测度的爱
我们这位伟大的耶和华神真的是非
常爱世上每个人。
我叫陈仕蓉，英文名字Candy,

我信

主是在1998年3月，认识我的人都称我阿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

蓉。真真能让我在基督里渐渐成长和体
会最深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北华人
教会。在这里感受到教会大家庭的关怀
和温暖。特别是我们的辅导老师谢莉

生子赐给他们,
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

斯、英文名叫Lizzie，她为我们刚来到美

他的,
他的,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反得永

国和刚嫁到美国的这一帮姊妹，做了许
多的事情。还有冯柏成Stephen弟兄，还

生 。

约翰福音3:
约翰福音
3: 16

有过去的牧师李道宏夫妻、李华年牧师
夫妻、黄美琪、谭英慈 Stacy、杜华、李
珊珊等姐妹，和张华芳及她的妈妈、及
教会 翻译人员等等。教会里有许多像他
们这样默默无声乐于助人的人, 他们真
的是活出了基督的样式，在这里不胜枚
举。西北华人教会因拥有他们这样一群
弟兄姐妹和团契,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骄
傲和自豪。

成都是一个非常悠
雅的城市,高大雄壮的梧
筒树,透出阵阵馨香...

下面我要讲一 段发生在我生活里的
真实故事。神是怎样的爱我, 是怎样把
我从死亡的道路上救出。

陈仕蓉
复活在我，生命在
我，信我的人，虽
然死了，也必复
活。凡活着信我的
人，必永远不死。
约翰福音十一:2526

神把我从死亡的阴谷救出
成都是一个非常悠雅的城市,高大
雄壮的梧筒树,透出阵阵馨香, 美丽
的人民南路更是五彩缤纷花艳争斗,各
显其色。绿色的草坪、街心花园美丽
壮观、锦 江河拌、柳树成荫, 公路两
旁更是高挂一盏盏路灯和美丽的彩
灯。你还常常会听到鸟儿在歌唱, 经
过这里的人难免要留恋难忘。我就是
在这遍土地------四川成都生长的。

这话又说长了，在我从 小的时
候，家里人就灌输无神论，全心的接
受着毛泽东思想教育。还清晰的记得,
我们小的时候, 晚上总是喜欢和院里
几个同龄伙伴, 在家的后院玩藏藏猫
游戏，我从小胆子也特别的大，总是
喜欢大声的呼叫 ,鬼来了! 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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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es 靈程跫音 ———不可测度的爱
———不可测度的爱

早晨九点左
右，我骑着自行车直
接往西门车站奔

因为，我总不想在黑暗中苦苦的寻找他
们，想让那些胆小的伙伴们自动成为我的
俘虏，奶奶也告诉过我：〝蓉儿，我告诉
你，那有什么鬼呀，不要乱叫好不好 呀 !
“所以，在我的心目中从小到大彻底就没
有神， 没有鬼的。

当我的意识还懵懵胧胧的时候，我感到围
观的人很多。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说:
〝这人命真大，我们目睹这辆中巴车直接
向她冲去，你们看她的自行车已经奇曲不
成形状，她却是好好的。真是非常奇怪
啊！〞

圣经里有这么一段经文说：

当那个执勤警察人员赶到出事现场，他
自言自语的说道：“我在这里执勤 工作了
二十多年哪, 每周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
我看的太多；但是, 今天我亲自目睹最奇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应记
说 ,主认识谁是祂的人,
主认识谁是祂的人,又说 ,凡 称呼主
名的人,
总是要离开不义.
提摩太后书二:
名的人
,总是要离开不义
. 提摩太后书二
:19

妙的一件事情-----这辆中巴车直接向她猛闯
神在我还不认识祂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了
我。

那是在1996年的一个夏天，成都还是那

你们看她的自
行车已经奇曲不成形
状，她却是好好的。
真是非常奇怪啊！

样的清新迷人。我就在这个城市经营了一
家 “ 程程美容美发”店，当时店里还有
几位员工还没有办健康证，早晨九点左
右，我骑着自行车直接往西门车站奔去，
离西门车站十字路口还有二百公尺左右
远，我听到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要小
心,前面有车祸”! 我非常敏感的四处探
望，那有人啊? ? 就是我一个人在前面骑
自行车, 那来的声音啊?
我感觉非常奇
怪, 是不是听错了啊? 我继续往前行驶,
“ 要注意, 前面有车祸 !” 这个声音怎
么这样的真实，而且非常的清楚，吓得我
直打寒栗, 身上冒出许多的鸡皮疙瘩, 我
是一个从小到大都不信鬼神的人，但这个
声音不仅提醒多次，还真实到我不能否
认，假如，真的遇上车祸该怎么办呢? 我
双手不断交叉摸擦着这些鸡皮疙瘩, 心里
不断的争战着 ……。 我很快骑车到了西
门车站路口，非常小心奕奕的观察四周：
十字路口指示灯显示是绿色呀 ! 我直接往
前驱驶，啊…… 一个强大的风向我扑来，
我往后倒下去，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而来, 看上去她却是这样的平安！这是我
一生中看过最不可思议的事了！”围观的
还有一些老年人也纷纷争论：“ 她的自行
车和人都甩了几十米远，这个小妹的命真
大，不知道她积了什么功德, 连老天爷都
要保 佑她的命。”

在圣经里有这么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
四：
腓立比书 四
：7
凡是称呼主名的人,
凡是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提摩太后书 二
:
19

我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来的时候，我才
慢慢的明白在我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原来直向我冲击而来的中巴车司机 , 他看
见在他的前面还有一辆，同他一样性质的
营运中巴车在他的前面，他不想他的车跑
在这辆车的后面，因为后到停车终点站就
会拉不到顾客，自然就没有钱赚， 所以，
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眼中只有 “赚钱再赚
钱”, 当时在路口显示灯是红灯警示，警
告驱车行人不许通过, 但是对他们来说只
有 “ 赚钱”是第一, 其它没有关系,
所以, 他不顾一切加大油门，决心追赶上
在前面的那辆营运中巴车, 我被直接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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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测度的爱
冲击过来的车子, 撂了几十米远。我不
仅没有死, 而且全身上下没有伤残,
只是，右腿膝盖有一小块的擦伤, 我的
自行车被扭曲成一团麻花形状。对于在
我身边所发生的这等奇妙的事情, 引起
大家的议论纷纷,谁也不明白,连我自己
都不清楚 。

在神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神却没有
放弃我们，差祂的独生子为我们代受了罪的
刑罚，使凡相信祂救恩的人都能得救，免于
地狱的火。神的公义是不改变的，祂知道我
们靠自己行善积功德，都没办法达到祂圣洁
的要求，无法通过末日的审判，祂自己亲自
道成肉身，祂的爱是这样的广阔高深。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 腓立比书 四：7

只有我们这位造天帝的主，我们的神
祂才有答案。祂是超乎世界一切的真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

神。感谢主，赞美主！就算我道上一千

候, 当你还在神---耶和华的殿堂门前徘徊的

句一万句也难以表达祂对我的救命之
恩。

时候，当你读到发生在我这一段真实的故事
的时候, 我衷心的希望你早一点行动, 和我
们一同进入神的国度，与我们同享神赐给我
们每一个人的喜乐,平安和福气吧 !!!

车祸是1996年一个夏天发生的，那个

时后我还没有信主。我将车祸前前后后
的经过告诉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这对
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
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一些同我一样从来不信鬼神的人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他们再也没有对我
成為有份者…
成為有份者…
说 ,这个世界上那有什么鬼阿,神阿,迷
信的东西了。我也因为这场车祸而信了
主。现在回想起来车祸前提醒我的声
音，还是那样的清楚和真实，“ 你要小 • 不論你是正在探求信仰或已是信主的基督
心, 前方有车祸 ”! 感谢主，赞美主！
徒，「西北
，「西北」
西北」均渴望可以幫助你在靈性和
你让我从死里得救。在圣经里早已清楚
個人方面得到成長。
個人方面得到成長。透過小組聚會，
透過小組聚會，希望
说明，神的慈爱是为每个人预备的：
你會認識到新朋友，
你會認識到新朋友，並且能最終成為我們
日漸成長的教會大家庭一份子。
日漸成長的教會大家庭一份子。
愿恩惠平安，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
加拉太书一：
--44
督 ，归与你们 。
加拉太书一
：3--

•

如你想參加小組聚會或想多了解認識
如你想參加小組聚會或想多了解認識小組
想多了解認識小組
事奉機，請跟谢莉斯姊妹
請跟谢莉斯姊妹或牧師聯
谢莉斯姊妹或牧師聯畧
或牧師聯畧。
From Bystander to Partaker …Get Involved!

圣经里又说:

祂是超乎世界一切的真
神。感谢主，赞美主！

上期 2008 第一期更正
第一期更正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
人的罪,
人的罪
,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 约
翰福音33 :17
翰福音
接着圣经里又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众人,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
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
五：
报。
哥林多后书 五
：10

1.

Page 13 徐德安弟兄(電話623-877-1354)

2.

Page 15 Buffer 應 改正為 Buf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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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es 靈程跫音 ———天路
———天路历
天路历程（三）
尾声—找到了家
找到了家

林英
我带着激动的心情和温暖回到了家，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非常兴奋的告诉以前
的美国邻居和朋友们：「我终于找到了我

第一次来教会

早应该去的地方，我感觉找到了
家.....。」

我蒙神带领我找到了西北教会。2001年

实际在那之前我对信仰没有什么感

“我终于找到了我早应

教会牌匾写的是英文，期盼这里有中国

觉，因为我的家人几乎都是中共党员，也

该去的地方，我感觉找

人。大院内非常整洁和清静，没有现在的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受毛泽东教

民房。院内正中青绿色的草坪上，有十几

育并倡导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

支黄褐、深灰色和黑色的小兔子在草坪上

下”、“根红、苗壮”、“破除迷信，解

吃草，可爱的野兔在绿色的草坪上显得对

放思想”、“砸烂封、资、修”的熏染中

比突出，衬托着周围盛开的鲜花和碧蓝色

成长的。从少先队员、红小兵、红卫兵、

的天空，如此美丽的一幅风景画。一位姐

共青团、青年突击手、到共产党员，这些

妹跑到草坪上赶走那些小兔子们。她笑着

我太熟悉了。因此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宗教

对我说：「妳不知道，如果不赶它们走，

仪式的洗礼，但是我确实是个佛教徒家

兔子会越来越多，很快就吃光那些草坪

庭。因为我祖母和母亲从我的前夫去世

的，草是教会种植的。」哦，她爱教会如

后，常常偷偷为我和儿子拜佛烧香。

到了家.....”

爱家，这是我初来教会的第一印象。
肢體的關懷
第一次听牧师讲道：「主爱每个人...
不论贫穷和富有，职位高低，主都会接纳
你...」牧师用很流利的普通话有趣、亲
切、柔和、诚恳、深入浅出的讲明神怎样
爱世人，我听道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并且
跟随着内容时而笑，时而眼睛里流着感动
的泪花，我的心第一次被神的话语深深的
感染着......
崇拜后有十几个弟兄姊妹们非常热情
的接待了我和儿子，他们非常亲切的微笑
着告诉我说：“我们中文堂刚刚建立一年
多，现在只有三十几个人，这里说国语的
人不多，大陆来的可能只有你们两个和另
外一对年轻夫妻也是辽宁来的。今天人比

教会姊妹们非常友善，

较少，只有十几个人，因为有一些人跟英

经常打电话来向我传福

文堂的人去了圣地亚哥夏令营，下个星期

音、问候我的生活情况

人会多一些，欢迎你们以后常来”。

，...

我们刚搬到这里因为没有信誉也没有
钱，租不到公寓，只能暂时住在我的公婆
家，当时我们定居在哪里是要随着我丈夫
的工作而定，所以我们还属于流浪居住。
公婆家有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一个饭
厅，一个大客厅，室内和墙上的东西很
满。公婆分别住在两个卧室，我和丈夫住
在一个卧室，儿子住在大客厅内的地毯
上。为了节省电，大客厅内的空调始终是
关闭的，夏季在Phoenix没有空调热得喘不
过气来，像地狱般残酷。
教会姊妹们非常友善，经常打电话来向
我传福音、问候我的生活情况，有的姐妹
约请我到家里和餐馆做客和吃饭并传福
音，记得有一次有三位姊妹手捧一个西瓜
到我家探访传福音。他们没有喝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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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吃任何水果和食物。因为公婆只

卧室里，我住在小客厅里的沙发上，儿子住

允许我们在她家借住一个月。所以对我

在客厅里薄薄的硬地毯上，我们一家三口人

来说这个家是陌生的，不方便随便拿公

住在这里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可以自由的与

婆家的任何食物给他们吃，神的福音和

儿子一起分享空调。但是当夜晚关灯睡觉的

姊妹慈祥的面容一直给我和儿子留下难

时候，很多蟑螂爬出来常常爬到我们的脸

忘的回忆。也在我心里划个问号：“我

上。

们素不相识，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如此的

之后我开始探讨这个问
题的答案，也使我的心
靠近神的殿。随着崇拜

有爱心关心我们远方来的陌生人”？之

丈夫两个月后勉强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从

后我开始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使我

新墨西哥州的年薪9.6万，降到当时每小时7美

的心靠近神的殿。随着崇拜神次数的增

元的薪水，所以先生只做了两个月就辞职

加，我朦胧的心开始复苏。

了，之后他差不多花费一年多的时间一直没
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全家三口人没有医疗保

神次数的增加，我朦胧
的心开始复苏。

生活的轉變

险，先生有很严重的糖尿病、哮喘等一些我
也搞不懂的其它病，我的头昏有时候仍然隐
隐发作，林林读高中很快毕业了，并很快进

三个月后我们一家得到了政府的补

入大学。林林得不到学生贷款，因为我和林

助，我们从公婆家搬到大约有600尺左右

林来到美国时间短，不够贷款资格，这种经

的一个非常简易的小公寓里，公寓共有

济情况不会有任何的经济担保来源，生活的

三趟简易小平房，我在50－60年代小时

压力使我被迫找到四份不同的工作养这个

候曾住过类似这种小平房。每个小公寓

家，我没有车，有时候乘巴士上下班，或者

的门都是用铝合金四框镶进两扇玻璃的

先生接送我。

拉门，同普通房子通往后院的玻璃大拉
门一样，门锁可以随意用任何铁丝或者

丈夫的新工作

用女人的铁发卡撬开，我家门口的小树
杈上常常挂着一个细铁丝衣挂，我们如
出门忘记带钥匙，从不用担心进不去
屋，可以随意用它撬开门。每个公寓从
玻璃门外可以看见室内你做任何事情，
从外面和隔壁能听见室内拿东西的声
音，这种简易的小平房真有“透明度”
没有任何隐私，简直不可思议。价钱在
当时也不便宜（租金450每月，押金450
美元）。后来我得知是因为住在这里的
人都是没有信用的穷人，不需要签合同
半年以上，不查收入和信誉，任何人交

...这里是我启蒙认识神

钱随意可以搬入，所以在这里居住的人

的出生地，我不愿意离

很不稳定，搬出搬入非常频繁。我们住

开这里，这是我心里的
回声。

的有一个小卧室，一个小卫生间，一进
门是厨房和小客厅连在一起，先生住在

一年后突然有一天先生非常高兴的告诉
我：「我们可能下个月搬家，因为我找到了
一个很好的工作，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小城镇
里，年薪三万，有医疗保险，免费搬家。」
这个消息来的很突然，有喜也有忧，喜的是
先生找到了一份工作，生活会有些改善。忧
的是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个神的家，每次
听道和学习都感觉到了神的爱触摸了我的
心，并在朦胧的复苏中，神的真理在我的心
底也开始萌芽，这里是我启蒙认识神的出生
地，我不愿意离开这里，这是我心里的回
声。我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丈夫，我试探着
问丈夫：「你已经决定去那里工作了？」丈
夫脸上的皱纹已经笑开了花，他肯定的说：
「是的，你也会在我的餐馆里工作，所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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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历程（三）
也有工作了，你不会像现在这么累.....」
我期盼星期天尽快来到，愿意有更多的机会同姊妹们
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和时间，我没有同任何人讲这难过

事？我现在已经投入了神的家，神真的能帮助我留在这里
吗？？？等等很多时候一直想到天明。
有一天下班后公寓的经理告诉我：「你先生说，还有两个

的事情，但是我代着难以割舍的心里在教会崇拜神。我

星期你们将搬走了，你们还能住10天，祝贺你们找到了新的工

用不成熟的词句祈求神、默默的向神祈求：「神啊，我

作。」我心里一跳...啊!这么快！我问经理：「我可不可以继

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现在属于不属于是你的孩

续住在这里呢？」经理说：「你丈夫已经把公寓退了，你有钱

子，但是我早已经投入了这个充满爱的家庭里，我不知

继续付房租吗？」这次可是真的要搬家了，我心里忐忑不安的

道你是否能听到我的祷告，我祈求祢把我留在西北教

进到了家，看来没有任何办法能使我留在这里，我心想：我亲

会，我不愿意离开这个温暖的家，因为这里有一种无形

爱的丈夫理查德，你真是我家的“上帝”，说跳槽就跳槽，频

的爱在吸引着我....」

繁搬家挡也挡不住你。
这天深夜是如此的漫长，已经是凌晨2:00am多，我仍然苦恼
搬家的事情，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起床面朝满天的星星跪在

不願意離開教會

玻璃门前，非常诚恳泪流满面祈求上帝，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
次夜晚正式向上帝祈祷：「祈求上帝回应我的祷告，我现在需
要祢的帮助，如果我呼吁祢能听见，祢的大能可以使我们留在

丈夫每天嘴里哼着

这里，我会相信祢，并跟随祢一生一世，并很快决志并成为祢

我听不懂的小调，愉快
的忙于发传真、写数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听到

的孩子.....」 这种真诚并不成熟的祈求大约两个多小时的时

据，准备去科罗拉多州

我的祷告，我祈求你把

间，祷告后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期待神的回应。

迎接新工作开始。时间

我留在西北教会，我不

过得如此的快，我不得

愿意离开这个温暖的家

不真实的告诉姊妹们要

，因为这里有一种无形

搬家的事情。姊妹们为
我祷告，有几个姐妹流

的爱在吸引着我.....

神垂聽禱告

第二天一个奇妙的消息传来。我先生新工作有了改变，对方告

着泪握着我的手挽留

诉丈夫所有的待遇全部取消，只付年薪三万元。就这样我先生

我。送给我联名卡和一些诗歌带、圣经等等做为礼物。

搬家的计划也改变了。他同意我暂住在这里。这奇妙的改变使

我带着眷恋的心情久久看着那些贺卡和礼物，心里酸酸

我很难相信神的大能是如此的广大。我真的不敢相信主这么快

的。回到家丈夫问我：「sweet heart why you cry？」我商

回应我的祈求，我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就这样我激动的决

量着问先生：「亲爱的理查德，我恳求你诚实的告诉

志了，归为主的名下。神啊！我完全相信祢！我要一生一世跟

我，你确定这个工作是稳定的？你想过没有？儿子高中

随祢。

很快毕业了，他不可以一学期没读完就换学校，会影响
上大学的学习成绩。我也不喜欢每年搬家三四次，更不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必缺乏。
我不必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喜欢离开这里，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我可不可以暂时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
他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

在这里住，你自己先去新工作看看？等你稳定后我们再

走义路。
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

搬家？」丈夫很不服气坚定的说：「我已经确定这个工

同在。
同在。你的杖，
你的杖，你的杆，
你的杆，都安慰我。
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

作是稳定的，老板说他让我们俩可以在那里工作，并有

爱随着我。
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诗
。」（诗23

医疗保险，包吃住，你儿子在哪里上大学都没有问

:1-4.6）
）

题……」。就这样我们每天在这种磨合中度过。我每天
代着沉重的心情上下班，夜晚失眠我想起搬家的事情更
难以入睡。我在想世上真有上帝吗？那佛教是怎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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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團契 7/30/2008 浸禮

受浸的弟兄姊妹左起：姚學瓊、董新雲、林利旺
姚學瓊

董新雲 來自揚州 China

來自四川

Grill 廚師

從事按摩工作

「從小到大雖然一直接受的是無神論的教育，但是
冥冥中，我知道有一位神，祂掌管所有；如今來到

「我到美國差不多9個月，頭一個老闆是基督徒

美國，我自己到了教會，才知道這位神是耶穌基督

，她很照顧我，第二個老闆也是基督徒，他帶我

。」

踏入教會；我覺得世上不會有這麼巧的事，我想
是上帝一路帶領我找到祂、信祂。

林利旺
來自福州
Buffe City
廚房工作

「感謝神! 」

全體弟兄姊妹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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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團契 —–-大露營
大露營

還不到五月份，餐館團契在這還不算太熱的4月天舉辦了大露營，地點在「愉悅湖」(Lake Pleasant)。
一大早，約有20多位弟兄姐妹浩浩蕩蕩乘坐6部車出發，其中，也包括李華年牧師夫婦的參與，他們提供自家的汽

艇，分批載大伙兒遊蝴。除了遊湖外，還有釣魚、划橡皮艇、烤肉、營火晚會等活動，大家七手八腳紮營、準備營
火、安排場地….充分體驗到野外露營的新鮮感，對於這群缺少娛樂休閒的餐館人士來說，著實是很美好的回憶。

哇!
超重的，划不動了啦!

圍著熊熊的營火唱歌，做遊戲，別有一番趣味。

拜拜! 我們去遊湖囉!

西北通訊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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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年按牧典禮

典禮後，家人、牧師、執事及弟

與蔡漢良牧師合照

頒增與証書

兄姊妹一同慶祝

李華年傳道在今年五月十日按牧，
李華年傳道在今年五月十日按牧，成為西北中文堂副牧師
成為西北中文堂副牧師。
西北中文堂副牧師。典禮當日有本堂牧師、
典禮當日有本堂牧師、來自其他教會牧師、
來自其他教會牧師、李牧師家人及弟兄
姊妹，也有從外州遠道而來道賀，
也有從外州遠道而來道賀，共証主恩。
共証主恩。
李牧師的個人蒙召見証可在中文當網站 (chinese.nwcbc.org )查閱。
查閱。

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 中文堂分區團契/
中文堂分區團契/小組活動
鼓勵歡迎新舊弟兄姊妹參加在你家附近的小組，享
受其中的美好，一起學習在主裡的[彼此]----相愛、服

分區

小組聯絡人

謝莉斯
電話

東北區(
東北區(Scottsdale) 馮柏成弟兄

480-907-5476

西北區(
西北區(Arrowhead) 王周焰弟兄

623-242-2075

朱運濤弟兄

602-325-2158

遲健心弟兄

623-266-9300

西區(
西區(Surprise)

李華年牧師

623-533-6226

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

西南區(
西南區(Avondale)

徐德安弟兄

623-877-1354

折斷。」傳道書
傳道書:
傳道書: 4:9-12

教會民房

錢忠苔弟兄

623-878-6497

事、教導、鼓勵、建立、認罪代求、接納、聯合、和諧
共處。請聯絡分區小組負責同工:
如果你對小組事工有負擔或願意開放你家作小組
用，請與謝莉斯姊妹聯絡(602-548-1808)。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
效。若是跌倒, 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有人攻勝孤

感謝主，马姊妹(Julia)在 8 月 3 日受浸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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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

友好提示: 在教聚以後，請

您将

所有垃圾筒的垃圾包好，并且扔它在外面垃
圾桶。這將幫助消滅所有氣味和不招惹螞
蟻。

•

10月17 --19日(週五至主日) 在 Prescott 聯合 基督教青少年營址(網址www.ucyc.com )舉辦教會秋季退修營，
將邀請鳳城神學院院長Darryl DelHousaye博士主講。
詳情請與馮柏成弟兄聯絡。報名表可在中文堂網站 (chinese.nwcbc.org )下載。
。

•

信心婦女聯合會議(Women of Faith Conference—網址 www.womenoffaith.com/conferences/glendale )
將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 Glendale, Arizona 舉行.有興趣者請與 Terri Irimata 聯絡。

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 兒童詩班
兒童詩班獻唱音樂劇
「It’s Cool in the Furnace」
」
8月30日及31日，兒童詩班獻唱了2場音樂劇「It’s cool in the furnace」；這個改編自聖經但以理書的音樂劇，描寫但以理與他的三
個朋友如何堅守信仰，寧死也不跪拜偶像，而被神從火窯裡救出的
故事，雖被基督徒所熟知，但在改編成歌曲來敘述之後，由兒童來
詮釋，卻更加生動活潑 。

「It’s cool in the furnace」己有三十五年 歷史，我們「西北」新一
代兒童也再從輕鬆幽默的音樂劇中學習聖經真理。兒童詩班負責人
為英語堂Larry Yee 及Linda Tang。

禱告的操練

西北華人浸信會通訊季刊
2008年 第二期

哈拿

感謝主的恩典在我禱告生活的操練中賜給我很多恩典，包括
出版者

:

西北華人浸信會

用聖經真理激勵我，引領我讀禱告操練的書籍，差遣屬靈前輩陪

顧問

:

Terry Wong 牧師

我操練，也差派不同的牧師在教會裏教導禱告。雖然經歷許多軟

劉安東

牧師

弱失敗，回頭一看，每一步都有主的恩典。

李華年

牧師
吳珊珊

編輯

:

譚立本

網頁編輯

:

關國豪

攝影

:

張慧騮

支援

:

僕人團隊

信主之初有一位傳道人曾教導我，謙卑的在主面前好好開始
練習禱告。他建議我四件事：
1. 先花時間將禱告事項列出：
先花時間將禱告事項列出

謝莉斯

Nor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4243 W Greenway Road
Phoenix, AZ 85053
電話: (602)938-6755
電郵: secretary@nwcbc.org
網站: http://chinese.nwcbc.org

特別是未信主的家人, 單單為這一點就太值得花時間從頭操
練； 其他方面如教會事工、團契需要、自己的讀經生活、傳福音
物件，及自己本身的需要等都列出。
2. 從每天抽出 5 分鐘開始操練：
分鐘開始操練
在這5 分鐘中, 放下所有的事情, 完全安靜在主面前, 專心一意的
在主面前將禱告事項禱告完。他特別提醒我5 分鐘並不難， 但是
一定要天天持續。5 分鐘操練穩定後再操練 10 分鐘，10 分鐘操練

穩定後再操練 15分鐘， 如此累加。
3. 找禱告夥伴：
找禱告夥伴：互相分享成功與失敗，並彼此代禱鼓勵。
4. 參加教會禱告會：
參加教會禱告會：與教會弟兄姐妹一起操練。

我就按照這些原則去操練。當時我心中最放不下心的是，年邁仍不肯信主，也不肯接觸基督徒的爸媽。在忙碌
課業中堅持操練半年後，我接到爸爸的電話：神巧妙的安排，爸爸竟願意每週與一位住在附近的神學生查經。 我大
得激勵更加持續操練，半年後靠主恩典每日完全安靜在主面前，專心禱告的時間可達30分鐘。 一日爸爸在電話中告
訴我，他在耶誕節的聚會中深受基督舍己之愛感動， 已決志信主並即將受洗。媽媽後來也在一位師母的帶領下清楚
得救。
因此我相信， 每日在主前誠實的5 分鐘看似短少, 卻是之後不斷成長的基礎, 更是親身經歷神無限大能的開端。
願主耶穌賜福你我的禱告操練。

成為有份者…
成為有份者…
• 目前中文堂禱告會時間是每個月第一、
目前中文堂禱告會時間是每個月第一、第三的週五晚上7:30
第三的週五晚上7:30，
7:30，6:30有簡便晚餐
6:30有簡便晚餐，
有簡便晚餐，提供下班
來不及吃飯的弟兄姐妹享用，
來不及吃飯的弟兄姐妹享用，地點在教會民房。
地點在教會民房。歡迎大家一起來操練禱告，
歡迎大家一起來操練禱告，並經歷禱告的
真實。
真實。
• 目前教會也成立了電話禱告關懷網，
目前教會也成立了電話禱告關懷網，若弟兄姐妹有需要教會為自身的病痛、
若弟兄姐妹有需要教會為自身的病痛、工作、
工作、婚姻、
婚姻、
親人等困難代禱，
親人等困難代禱，請與郤國秀
請與郤國秀(
郤國秀(Connie)、
Connie)、姚瑞英(
姚瑞英(Julia)、
Julia)、吳珊珊(
吳珊珊(Susan)、
Susan)、及 王淑儀 (Grace)
姊妹連絡。
姊妹連絡。讓我們一起透過禱告，
讓我們一起透過禱告，卸下重擔，
卸下重擔，並支取從上面而來的應許面對困難，
並支取從上面而來的應許面對困難，更明白
神讓我們經歷困難的心意，
神讓我們經歷困難的心意，生命獲得提升和改變。
生命獲得提升和改變。

From Bystander to Partaker ...Get Invol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