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感恩 (thanksgiving) 這個字是由

兩個部份所組成的: 第一個部份是 “感

謝神” (thanks); 第二個部份是 “給神” 

(giving). 這兩個部份所代表的行動所產生

的结果, 乃是基督徒大大蒙福, 善性循環

的動力。 

感謝神使我們得益處感謝神使我們得益處感謝神使我們得益處感謝神使我們得益處 

 首先讓我们先看第一個部份: 感謝神 

(Thanks) 

帖前五章18節說: 「凡事謝恩‧因為

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

意。」 “感謝神”乃是神旨意所定的基

督徒生活的型式 (lifestyle)。 這不是因為

我们的神是個小心眼, 自我中心的神…衪

一定要我们不停地向衪感謝才愉快。 我

们的神是一位全然豐盛的神, 衪一樣都不

缺, 何況衪已經有千千万万的天使隨時都

在讚美歌頌衪。 衪要我们感謝衪, 不是

為了衪的好處, 乃是為了我们的好處。  

傳道書五章18-20節這樣說: 「18.我

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

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

好處‧因為這是他的分‧19. 神賜人資財

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

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神的恩賜‧20. 

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為神應

他的心使他喜樂‧」 

感恩的人有享福的能力感恩的人有享福的能力感恩的人有享福的能力感恩的人有享福的能力 

一個人若用感恩的心，把他所有的

一切都当作是從神的手中所得來的礼物,  

 

神就會賜給他享福的能力, 讓他能充

份享受他已經有的一切祝福。  

相反的, 傳道書第六章描寫一個不得

享福的大富翁。 他雖然擁有極大的財富

並得活長壽, 但因他沒有感恩的心, 神沒

有賜給他享福的能力; 他並没有享受到他

所積儹的財富…他死後連個像樣的埋葬

都得不到。 

讓我在此把這第一部份作個簡單的

结論: 人若向神有感恩的心, 將自己各樣

已有的祝福都当作是從神手中所得到的

礼物去享受, 神就會賜给他享福的能力 

(shalat), 他就因此能充份享受到這些祝福

的好處。  

 

把神給的祝福用在神國裡把神給的祝福用在神國裡把神給的祝福用在神國裡把神給的祝福用在神國裡 

其次讓我们看第二個部份: 給神 

(Giving) 

哥林多後書九章10-11節這樣說: 「10.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必多

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你們仁

義的果子‧11.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

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

這段經文教導我们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課: 

有果效服事的秘訣。 

  

神賜給我们的祝福可以分成兩部份: 

『『『『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与与与与『『『『給神給神給神給神』：』：』：』：基督徒蒙福的秘訣        基督徒蒙福的秘訣        基督徒蒙福的秘訣        基督徒蒙福的秘訣        劉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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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家事家事家事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 個人個人個人個人見証見証見証見証 

• 餐館團契餐館團契餐館團契餐館團契    



第一部份叫 “麵包” (或糧食), 是要讓我

们享受的。 我们若向神感恩, 神就会賜给

我们享福的能力, 叫我们能充分享受這一

部份的祝福 (上述)。  

第二部份叫 “種子”。 這一部份不

是要叫我们去吃掉或用掉 (享受) 的, 乃是

要叫我们用來在主的國度裡投資的。 我

们必須用這一部份的祝福投資到主的國度

裡, 像种子种到地裡一樣, 帶來豐富的收

成。  

給神給神給神給神：：：：服事教會和幫助窮人服事教會和幫助窮人服事教會和幫助窮人服事教會和幫助窮人 

保羅在上述這段經文中告訴我们, 我

们若把我们從神所得的這一都份的祝福拿

出來奉献给神, 就像農人將种子撒進土裡

种植, 它们就会帶來服事的果效, 好像農人

收成的莊稼一樣。 一個人怎樣給神呢? 我

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一無所缺, 全然豐盛

的神, 衪不需要我们给衪什么。 我们给 

(或奉献給) 神的方法乃是奉献给教会事

工上的需要，或是奉献给窮困需要幫助的

人。 雅各書一章27節說: 「在 神我們的

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

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哥林多後書九章11節告訴我们, 当我

们幫助窮困人, 他们會因我们的善行向神

感恩, 並把榮耀歸给神。 他们這种對神感

恩的心，就在神面前成為我们服事神的果

效。 当我们的服事有果效時, 神就会賜给

我们更多的祝福, 成為我们更多的種子, 讓

我们能撒出去結出更多的果子 (幫助更多

的人, 使更多的人能向神感恩)。  

 

讓我在此將第二部份作個簡单的結

論: 当我们把神所賜给我们的祝福的一部

份 (种子) 拿出來給神 (奉献给教會事工或

幫助窮困人), 神就会把服事的果效賜給我

们, 好像撒下的种子長大結果一樣。 神因

此要给我们更多的祝福 (种子), 好讓我们

能為衪结出更多的果子。 這就是基督徒

有服事果效的秘訣。 

 

『『『『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与与与与『『『『給神給神給神給神』』』』::::    基督徒蒙福的秘訣基督徒蒙福的秘訣基督徒蒙福的秘訣基督徒蒙福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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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餐福盛事餐福盛事餐福盛事餐福盛事----感恩節大郊遊感恩節大郊遊感恩節大郊遊感恩節大郊遊  

陽光衝出厚厚的雲層，帶來早晨的欣喜，陰雨綿綿的感恩節，在

眾人的禱告下，轉雨為晴。11月27日的感恩節大郊遊，聯合了本教會

餐館團契，與鳳城華人基督教會(GPCCC)靈糧團契，共一百多人，齊聚

在鳳凰城東邊的「峽谷胡」(Canyon Lake)，度過了愉快的佳節。 

    早晨8:00-8:30 大家正陸續到教會集合之時，天空還不時飄著絲

絲細雨，本來主辦的同工們擔心一年一度的大郊遊要泡湯了，但出發

的路程上，天不僅放晴，Canyon Lake詭匷的山峰，飄著的山嵐旁，出

現令人驚艷的彩虹，大伙就在這美景之下烤肉、玩團體遊戲、划

船….。待「收工」之時，天空才又飄起細雨；同工們經歷到  神的恩

典與同在，無不感恩、讚美 神的奇妙。 請參看 P.12 照片。 

 

.它们就会帶來服事的果

效,好像農人收成的莊稼

一樣。     

讓我们常常用感恩 

(thanksgiving) 

這個字的兩部份所帶來

的果效來彼此提醒及勉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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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牧者來自牧者來自牧者來自牧者、、、、執事的聖誕問候執事的聖誕問候執事的聖誕問候執事的聖誕問候  

“Christmas is a time to be grateful to God 

for all we have and to be gracious to our 

neighbors.  May God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ies.”  Pastor Terry and Hae Ja 

"Merry Christmas! I pray that God will con-

tinue to bless us at Northwest throughout 

the Holidays and 2009!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of your support, prayers, and encour-

agement.  I feel truly blessed to serve such a 

wonderful body of believers." 

Erik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thank God for each of you and our bond of love in Jesus 

Christ. We are so blessed here at Northwest to have such a wonderful 

church family.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serve side-by-side with 

each of you in this coming new year as we seek to glorify our Heavenly 

Father.  Have a very merry Christmas and a joyous new year! 

Love, 

Stephen, Debbie, and Brayden 

親愛的弟兄姐妹, 

願您的聖誕與新年充滿了主的平安與喜樂! 

安東, 月影 敬贺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ish you a Christmas and New Year filled with peace and joy from 

God. 

Anton and Yueh 

在新的一年, 面對許多的不確定, 願神使

我們在真道中能堅持,在生活中有見証.

在盼望中榮耀神. 弗1:12 



來自牧者來自牧者來自牧者來自牧者、、、、執事的聖誕問候執事的聖誕問候執事的聖誕問候執事的聖誕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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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ise God for your faithfulness and support 

of our church.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you 

and yours.  Best  wishes during this Christmas 

Season and a happy and healthy 2009.” 

Buddy 

Deacon Jack Yee 余哲夫執事 Deacon Buddy Hing 余榮銳執事 

Deacon Stan Mah 馬仍超執事 

“At this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Season, we are 

especially mindful of how God has blessed our 

church and our many ministries.  Nowhere is it 

more evident than as reflected by the growth of our 

church, the testimony of her people, the winning of 

souls and the baptism of believers.  During this spe-

cial season, it is my sincere wish that God's special 

grace be with you and your families as we celebrate 

the birth of our Savior.”   

Jack  

“A Merry Christmas to my dear Chinese Speak-

ing Congregation and friends.  I thank God for 

you and your faithfulness to Him in this pass 

year.  May He grant you a blessed and fruitful 

New Year as we serve together for His glory. “ 

Stan 

Deacon Eddy Wong 黄耀光執事 



    

             教會為缔造更美善的肢體生活，

盼望弟兄姊妹能參與在你家附近的團契小

組，並對所參與的小組全然委身，而小組

亦能確認對你的牧飬和關顧。現時中文堂

有幾個分區團契小組，如果你想參加或願

意開放你的家作團契使用 (特別是在西邊

Glendale)，請與謝莉斯姊妹(Lizzie)联絡。電

話602-548-1808 

成為有份者成為有份者成為有份者成為有份者…………    

From Bystander to Partaker …Get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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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小組的屬靈追求目標小組的屬靈追求目標小組的屬靈追求目標小組的屬靈追求目標  

1 穩定個人靈修禱告生活 

2 穩定(準時)出席崇拜 

3 穩定參與團契 / 小組生活 

4 穩定參與主日學學習或教導工作 

5 穩定關心差傳 

6 有1-2個事奉崗位或接受事奉培訓 

7 穩定參與金錢奉獻 

8 有美好生活見證及願意傳福音 (如：一年內 道/派單張) 

9 個人獨立追求成長 (如：一年看兩本屬靈書籍) 

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受浸姊妹受浸姊妹受浸姊妹受浸姊妹 

杨闰英 姊妹 李劍玉 姊妹 

我看見自己是個很糟糕的人(這就是

基督徒所說的罪吧!?) 

我真的需要上帝來幫助我改變，使

我有新的生命。  



NWCBC的弟兄姐妹們 ：大家好！ 

 時間過得好快，冬去春來，新的一年又來臨。在此讓我代表關懷小組

向大家拜個早年，愿大家在新的一年裡蒙我主耶穌的恩惠，更多地得到平安

與喜樂的心！ 

 在此屬靈的大家庭裡，關懷小組（成員有Julia/姚瑞英，Connie/郤國

秀，Amy/蕭美慶，Cecilia/陳劍虹等）愿與大家有更多的交通，弟兄姊妹們在

屬靈的道路上有什么疑難問題，我們可以共同探討，生活上若有什么困難，

我們可以一同禱告或為你們代禱，也希望我們能盡量給予幫助。 

 最近，我們教會來了許多新面孔，我們鼓勵弟兄姐妹主動積極地關心

他們，讓他們很快地融入我們屬靈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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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我們的家我們的家我們的家        關懷組的問候關懷組的問候關懷組的問候關懷組的問候             姚瑞英 

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我們的家我們的家我們的家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引導我們看見神的國度引導我們看見神的國度引導我們看見神的國度引導我們看見神的國度      
 這是我們教會禱告會的禱告事項，在此刊登，盼望未能參加禱告會的弟兄姐妹，同

樣能在私禱中為我們這屬靈的家代禱。 

• 讚美與敬拜 

    表明我們完全的降服  

• 認罪 

    為自己認罪，求主潔淨，因為非聖潔沒人能見主  

      「神啊！有何神像祢? 赦免罪孽、饒恕祢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恩? 必

再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彌7:18-19) 

• 禱告與代求 

1. 為主日學的教導禱告，求神幫助弟兄姐妹在祂的話語上有根有基，建造於磐石之上。 

2. 為牧師們禱告，在 ”祈禱、傳道” 的事上，滿有神話語的力量，並有健康的身體來牧養羊群。 

3. 為傳福音事工禱告: 

• 宣教組   餐館團契 

• 慕道友與未信者 

• 為飛行員事工禱告, 求神動工感動更多弟兄姐妹參予這個事工 

4. 為關懷事工禱告，求神幫助教會弟兄姐妹都能更深成為彼此的肢體，彼此建造，在主裡長大成熟，不再做小孩子 

5. 為各分區團契禱告，求神堅固各團契，並使用各團契領人信主 

6. 為教會執事、同工同心服事、生命長進禱告 

7.為在經濟危機時失業或將要失業的弟兄姐妹禱告 

8. 將弟兄姐妹家庭中的困難帶到主面前:婚姻關係、親子關係、財務及健康危機...等等，求主幫助每個有困難的家庭依靠

主面對風暴。  

    

 教會永遠有人需要關懷，弟兄姐

妹若對於關懷事工有負擔，請獻出你的力

量參與。關懷組聯絡人:姚瑞英 

    電話:(602)237-0401 

成為有份者成為有份者成為有份者成為有份者…………    

From Bystander to Partaker …Get In-

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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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阿，在這充滿詐欺、罪惡、墮落……的世界裡，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為了生活，為了孩子、妻子、父母及

整個家庭，我就像是錢的奴隸，每天做著重複而又無趣的工作，過著無味的生活。我是否要順應這個世界，隨波逐流？ 

 親愛的天父，我們是多麼的不配、多麼無知、多麼脆弱….，在這個世界裡，祢就是我們的方向、我們的目標與道

路，是我們的一切。只有祢讓我看見一絲的亮光。請求祢住進我的心裡，指引我的道路，我會永遠跟隨著大牧人----主耶穌

直到永遠。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 

編按: 這是一位在餐館工作的弟兄所寫下的禱告文，深切而真摯，他的心聲正是許許多多新移民的處境，也是我們內心深

處的呼喊。願慈悲憐憫的阿爸父  神，垂聽貧窮人(靈裡貧窮者)的禱告  

Testimonies 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            不配的禱告  不配的禱告  不配的禱告  不配的禱告                  佚名    

      在以色列農村，每當莊稼成熟收割的時候，靠近路邊的莊稼地四個角都要留出一部分不收割。

四角的莊稼，只要有需要，任何人都可以享用。他們認為，是上帝給了曾經多災多難的猶太民族

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們為了感恩，就用留下田地四角的莊稼這種方式報答今天的擁有。這樣既報

答了上帝，又為那些路過此地又沒有飯吃的貧困的路人給予方便。莊稼是自己種的，留一點給別

人收取，他們認為，分享是一種感恩，分享是一種美德。 

 

 無獨有偶，韓國北部的鄉村公路邊有很多柿子園。金秋時節，這裏隨處可見農民採摘柿子的忙碌身影，但是，採

摘結束後，有些熟透的柿子也不會被摘下來。這些留在樹上的柿子，成為一道特有的風景，一些遊人經過這裏時，都會

說，這些柿子又大又紅，不摘豈不可惜。但是當地的果農則說，不管柿子長得多麼誘人，也不會摘下來，因為這是留給喜

鵲的食物。 

 

 是什麼使得這裏的人留有這樣一種習慣? 原來，這裏是喜鵲的棲息地，每到冬天，喜鵲都在果樹上築巢過冬。有

一年冬天，天特別冷，下了很大的雪，幾百隻找不到食物的喜鵲一夜之間都被凍死了。第二年春天，柿子樹重新吐綠發

芽，開花結果了。但就在這時，一種不知名的毛蟲突然氾濫成災。那年柿子幾乎絕產。從那以後，每年秋天收穫柿子時，

人們都會留下一些柿子，作為喜鵲過冬的食物，留在樹上的柿子吸引了許多喜鵲到這裏度過冬天，喜鵲彷彿也會感恩，春

天也不飛走，整天忙著捕捉樹上的蟲子，從而保證了這一年柿子的豐收。 

 

 在收穫的季節裏，別忘了留一些收成在樹上；給別人留有餘地，往往就是給自己留下了機會與希望。神創造的自

然界裏的一切，有相互循環的定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耶穌基督金科玉律的教導：「你要別人怎麼待你，你就要怎樣

待別人」仍是千古不變的真理。給予，是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的特質，他自然而然的將神所賜滿足的喜樂，分給別人；給

予，並不是失去，而是經過了給予，而擁有神超然的豐盛。給予，是極大的幸福，因為給予的時候，神就將祂自己給了

你。 

 留幾枚柿子在樹上，讓別人來分享自己的收成，那是一道人間最美的圖畫。 

Testimonies 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            留幾枚柿子在樹上吧留幾枚柿子在樹上吧留幾枚柿子在樹上吧留幾枚柿子在樹上吧！        ！        ！        ！        吳珊珊 



一个朋友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很蒙   

神的保守。” 细想我的信主历程，确实，我真

的很蒙  神的保守，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恩。 

充满重担充满重担充满重担充满重担、、、、没有喜乐没有喜乐没有喜乐没有喜乐 

在信主最初的几年里，我很喜欢听见证，

而且常上网找见证听，我就是在这些见证里去

认识  神，并没有真正透过  神的话语来与  

神建立关系，有时为  神没有成就自己的祷

告，信心因此而动摇。就这样一直过着没有平

安喜乐的生活。 

2006 年 5 月 我辞去了在学校Cafeteria的工

作，当我有时间安静下来时，我发现我有很多

重担拖累、没有活出  神的心意。于是我开始

每日读经、祷告、看属灵书，渴望更多的认识

神，我还把一些我喜欢的经文写在卡片上背诵

祷告。在那个夏天，我还特别选了一本属灵书

与朋友一起读、并在一起分享祷告；几个月过

去，我对于  神的认识进步了。 

一切事上认定他一切事上认定他一切事上认定他一切事上认定他    

之后我祷告向  神求一个稳定、有医疗保

险的工作。神真的给了我一份工作，但刚开始

是一份临时的，而我需要的是正式工作，工作

一段之后，我很想在那里做下去，但转成正式

的机会渺茫。我知道我实在需要  神的帮助，

于是在每天上班的路上我迫切祷告。 XX说“不

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  神的

灵方能行事。”(撒迦利亚书四:6) 这句话给了

我很大的帮助。每天祷告我抓住  神的应许，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

引你的路。”(箴言三:5-6)  六个月之后我终于

有机会转成正式工作 。 

回想整个求职过程，真的是神的带领。当

我顺服下来把重担交托给他，他就行使他的计

划，开始  神通过一个姐妹的帮助找到那个工

作网站送了简历，之后，神又让一个教会的弟

兄指点我怎样去面试，并通过他鼓励我。 

单单渴慕认识   神单单渴慕认识   神单单渴慕认识   神单单渴慕认识   神    

尽管依靠  神而有了稳定的工作，但我还

是对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忧虑，不知道怎样寻求 

神。当我为生活中的几件事情祷告时，常看不

到  神的心意；我知道我需要  神的更多的教

导，我需要时间默想思考  神的

话，并将  神的话用在生活中。我

们那个部门有少数几个人工作四

天，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我向  

神求工作四天，为的是参加一个姐

妹查经班， 而且我也需要有时间

把家务做好。 

祷告之后，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向老板提出

来，老板没有立刻说可以，他说需要跟他的上头

请示，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大老板同意了。今年

二月开始， 我可以休息星期一(除了CRUNCH 

TIME外)， 休息那天我参加了一个查经小组，

在那个小组里与热心服侍的姐妹查经祷告，我看

到自己灵里的贫乏。我很惭愧信主多年对福音、

对十字架不清楚，不知道我们所信的内涵是什

么。 

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罪    

恰巧在那个时侯也面临一些困难，通过祷

告，神让我明白我与  神之间的关系有拦阻，同

时他让我看见这个拦阻在哪里。我在神面前认

罪，神又一次带领我经历他的信实和恩典，帮助

我们家渡过困难，我的信心又更增加了；神让我

看见他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让我学习

你的律例。”(诗篇一一九:71) 经过祷告，明白  

神的旨意是要我多学习圣经，现在我又回到两年

前去过的周六查经班，每一次听道，查经比以前

得到的更多。 

回顾信主几年来走过的路，感谢  神让我经

历一些困难，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他，没

有办法靠自己。是  神亲自引领我走过每一个沟

沟坎坎，学习每一个人生功课。有的功课是他让

我学习他是我生命的主，要尽心尽意爱他，有的

功课是学习爱人如己，靠  神处理好与人之间的

关系。 

从最开始，我自福音见证里认识神，从属灵

书籍里追求型式和捷径，到今天我渴慕   神的话

语，这一路走来，都是神的怜悯与恩典。从一个

自卑、对自己没自信的人，到愿意靠   神过有信

心生活，并立志把根基扎在  神的话语上，学习

合  神心意的祷告------这种生命的改变， 完全是  

神的作为。正象我朋友讲的，我真的很蒙   神的

保守。….. 

 

Testimonies 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        改改改改变从祷变从祷变从祷变从祷告告告告开开开开始     始     始     始                 孫素清孫素清孫素清孫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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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耶和华

的灵方能行事。     

我要把根基扎在

神的话语上学习

合神心意的祷告

。     



Testimonies 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        我最喜愛的基督教廣播電台我最喜愛的基督教廣播電台我最喜愛的基督教廣播電台我最喜愛的基督教廣播電台   Ron Stei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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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間大部分的人在讀到這篇短文時，大概都已經在日常

生活的某些時段裡，收聽某一鳳凰城基督教電台的廣播了。我自己

住在鳳凰城有二十多年了，曾見到好幾個基督教電台成立了又消失

了，可是我很感謝 神，就是目前在此地至少可以聽到三個非常好

的基督教電台廣播。   

        

       你大概都知道在此地最久的KFLR(90.3FM)台，然而，鳳凰城還有一個較新的K-

LOVE台。可是，我最喜歡的，卻是位在Prescott的KGCB(90.9FM)台。    

有好幾個原因使我最喜歡KGCB台，其中一個就是這個電台播放的音樂是多元化的，即它不只是播放排行榜「前

40名」的熱門音樂，它也多元播放遠至1980和1990年代的音樂，甚至有時候還播放1970年代的音樂。同時，它清晨

時段(我最常聽的時段)的幾位節目主持人彼此有很好的合作關係，使得節目輕鬆幽默；但他們也有嚴肅的一面，即每

逢週三，節目的主題是禱告和讚美；每逢週四，您又可以點播兩首您所喜愛福音歌唱家的歌曲。 

此外，又有一位主持人(名叫Hillary)又會加上很有意思的一面，她的時間經常是在近中午或午後不久的時段。總的來

說，我相信KGCB是鳳凰城最值得一聽的廣播電台，尤其若您是一位長期聽眾。此台唯一的缺點就是：在鳳凰城較南

部的地方，房子內收不到它的訊號。好不好您自己也試試聽一聽，然後告訴我您覺得怎麼樣？  

只有你才是我生命的唯一.... 

 

主你是我生命中的血液， 

主你是我生命中的呼吸。 

 

悴弱时你是我精神支柱， 

饥饿时你给我食粮充饥。 

 

你张开宽大温暖的胸怀， 

搂在你温暖怀抱里静听我的冤屈和哭泣。 

 

你知道我心中的苦水和苦闷，告诉我怎样走出艰难的低谷，试炼才是你的美意。 

你擦去我不住的泪水，告诉我信靠你是走出深渊的唯一。 

 

你给我软弱中的粮食和方向，使我得到智慧和精神营养， 

并搀扶着我走出深深的弯曲。 

 

主啊你是我力量  是我盾牌，是我患难中臂膀。 

神啊，感谢你，感谢你所有的给予。 

 

只有你才是我生命的唯一....  

Testimonies 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                生命的唯一生命的唯一生命的唯一生命的唯一                林英林英林英林英 



我至亲爱的弟弟 : 

 

    自上次去你家几天之

后，我有很大的冲击，后来

主耶稣让我看见，祂要我学

习去爱：像祂爱你那样。 

 

因为爱的本身是享受，因为爱而有表达的机会是更大的

享受，因此我常有享受爱的时刻。 

 

能透过为你服务向你表达爱，并不表示我比你好。事实

上我知道我不比任何人好，在圣洁的神眼中，祂实在看透我

内心深处隐藏的污秽，自私，狂妄，然而祂竟然还是爱我，

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要赦免我罪。就在我还不了解

祂时，祂就已经这么做了，祂舍己的爱深深触动我的心，使

我志愿学习祂的榜样。就算我志愿学习祂的榜样，无论我学

的像不像，我知道我不比任何人好，我不过渴望学习耶稣的

榜样罢了 

 

爱你并不表示你可爱，不表示你品德智慧过人，不表示

你处处合我心意。事实上你可能很不可爱，你可能品德智慧

都不如何，却又狂傲自大，可能你处处不合我心意，我也处

处 不 合你心意，但是那又 何 妨，可爱的人

可能找不到他 爱的

人，品德智慧 过人的

可能自识过高与众 寡合，

而且今日合 你心意，

不一定明 天合你心

意。圣 经上说：“爱

是 不求自己的益

处。”耶稣所做

的一切 都是为了世

人永恒 的好

处，祂从没想 到要等到

世人可爱完美了 才来爱

我们。我又 想学祂

的榜样了。 

 

爱 你并不表示将

会 得到相等的响

应。我 曾试着向一些

朋友表达爱，却被拒绝。原因无它，只

因我想把最好的爱给出去--耶稣的爱，永

恒圣洁的新生命。那也不足为奇，连耶

稣为了表达世人所未曾认识的永恒生

命，祂不但被拒绝，还被怒不可遏的同

胞钉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我算老几。

可喜可赞的是祂竟又从死里复活了，证明祂不被罪恶限

制，更不受死亡捆锁，那些信耶稣的人因此也都亲身经历

了死里复活的新生命。 

 

祂没有用武力逼人听祂，也不必用强权左右人来爱

祂，祂用完全舍己至死的爱吸引感动人，使人那样心甘情

愿的用爱来回应，也那样心甘情愿的用爱来跟随祂，学习

祂。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是等待与我所付出相同的回

应，乃是盼望能有机会学习像耶稣那样爱你。不见得我能

做的像耶稣一般，毕竟我只是个卑微的人，但是我盼望你

不嫌弃，再给我机会更好的“学习像耶稣那样的爱你。” 

 

可能你已下定决心不再给我机会，那也没关系。我相

信神，也相信圣经。我相信神早已有完美的安排，圣经说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透过祷

告，我深知耶稣如何带我从坚决不信到谦卑悔改，从拒绝

祂到看见自己不配得拯救，从被动等待必临的死亡到主动

渴望迎接永生，祂也必照样引领你。我知道我肯定说服不

了你，但是我肯定祂的爱必融化你，我只能为你的心向神

祷告，啊！我又再学祂了！可是我正在享受爱，享受祂的

爱呀！ 

 

爱你的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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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耶耶耶耶稣稣稣稣的的的的爱爱爱爱----给给给给至至至至爱爱爱爱弟弟弟弟弟弟弟弟的的的的一封信一封信一封信一封信   王淑仪    



        我喜歡看古玩文物，但無專業

知識，故只能光是〝看〞，連鑒賞都

攀不上。每次到北京，只要時間容

許，都會到琉璃廠閒逛，東看西看。

有一回信步進了榮寶齋，也許我還衣

著光鮮，加上一口港式普通話，掌櫃

以為我是從香港來的〝老細〞。一進

門就對我優禮有加，領我進入內廂，

沏上面前上好茶葉款待，閒談一會，

掌櫃端出一件新入貨---粉彩上釉、道

光年間的大型筆洗，我一看是件好東

西，順口問個價錢。掌櫃的說，這件

筆洗很稀罕，傳世極少，加上保存良

好，工藝精湛，是件官窯珍品，優惠

價是十五萬元人民幣。以當時的物價，一個在廣州幹活的民

工，每月薪金才五百元人民幣，那麼眼前這件寶貝就是一個普

通工人三百個月的酬勞，或十五年勞苦的代價。我沒有等到茶

涼就溜出了榮寶齋。 

 

在琉璃廠這片地，除了大字號的古玩店，還有無數的街頭

地攤。走出榮寶齋步行不到五分鐘，看見一個年約三十的青

年，和他攤上一件與先前所見幾乎完全相同的筆洗，我的視線

馬上被吸引過去。細看之下，這件筆洗除了沒有落款之外，看

不出與榮寶齋的有何分別。近看這位青年，臉上都是歲月風霜

烙下的痕跡，一口濃濃的河南口音，鄉下人的辭彙，很樸實，

典型的農村鄉下人。他的眼神露

出哀求的渴望，言語間渗出無助

的呼求，他說他要變賣這件傳家

之寶，是祖輩留下來的。當年文

革破四舊，他家人冒紅衛兵武鬥

的危險，把這件寶物埋在土裏才

避過劫難。他跟我要三千元人民

幣，保證眼前這件筆洗，的確是

遜清古物。我問他為什麼不想想

其他辦法，他回答我說，他們一

家一年在地裏的勞作，也賺不出

三千元，就算把他自己賣了，也不會賣出幾個錢。他靦腆中帶

著苦笑告訴我，中國人太多，人命是不值錢的。 

 

我嘆息，人的價值觀和神的價值

觀竟是如此不同。一件人造的所謂文

物，因它的希罕和工藝，價值可以勝

過一個人。又因時因地，可以有不同

的價位，但神按祂形像所造的人，反而比不上一件人

造之物。如果說希罕，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世界裏的唯

一，而且前無古人相似，後無來者可尋，那才真正算

得是曠世奇珍。若論工藝，我們是神的傑作，是絕對

的美好，我們有靈有魂，有才智，有感情，有血有

肉，是任何尖端科技都無法複製的。 

 

但放眼看普世的價值觀，特別在貧窮落後的國

家，人的價值是那麼低賤。這種價值觀的矛盾和衝

突，隨著人類經濟活動的發展，分歧愈來愈大。用一

萬美元，可以在泰國和越南的鄉間買到一個長得水灵

的大姑娘，用三千元人民幣，可以從國內的人口販子

買到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小孩，如果要買人體中任何的

器官，在印度幾乎都有公價可查。人的價值是那麼的

被踐踏，創造人類的神是那麼的被人類篾視。理論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親手所造，而且是祂獨生子捨命

的救贖，人應該是至尊至貴，但實際上，世人並不作

如是想。我們已經把自己從神的兒子用自己生命買贖

的無價身份，貶值到成

為有價的商品，一個人

的價值取決於這個人一

生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究

有多大。 

 

        我不知道榮寶齋的

那件道光筆洗是真是

假，也不敢肯定那個青年要賣給我的同型筆洗是否膺

品，也不知為何兩件相同的所謂文物，會差了十四萬

七千元人民幣，但我確信那個擺地攤的青年是神的創

造，雖然他否定自己的價值，但我毫不猶豫的告訴

他，在神看來，他才是件珍寶。  

Testimonies 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靈程跫音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余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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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希罕，我們每

一個人都是世界裏的

唯一，而且前無古人

相似，後無來者可尋    

但我毫不猶豫的告訴

他，在神的角度裏，

他才是件珍寶。 

掌櫃端出一件新

入貨——

粉彩上釉、道光

年間的大型筆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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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餐福盛事餐福盛事餐福盛事餐福盛事----感恩節大郊遊感恩節大郊遊感恩節大郊遊感恩節大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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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Ministry News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2008 教會退修會教會退修會教會退修會教會退修會活動集錦活動集錦活動集錦活動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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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兒童聖誕音樂劇兒童聖誕音樂劇兒童聖誕音樂劇兒童聖誕音樂劇「「「「The First Leon」」」」所帶來的省思所帶來的省思所帶來的省思所帶來的省思  

     「No room!」(沒有房間!)  

       這句簡短的台詞可以是此齣聖誕音樂劇所

要表達的中心。人的心很多時候都是「客

滿」，容不下主耶穌駐留；即便基督徒也是如

此，並沒有把心中房間所有的空處留給主，全

人全心讓基督掌管。 

    「The First Leon」是一齣劇中劇，主人翁是一位沒有表演才華的小

孩Leon，他夢想參加耶穌降生的聖誕劇演出，導演卻只給他一個臨時

演員的腳色-----旅館服務生，台詞就兩個字:「No room!」在受到同輩

揶揄的排練過程，Leon努力練習，並不放棄演出的機會；及至演出當

場，他竟假戲真做，不按劇本台詞，當真地對扮演約瑟的另一個演員

說:「Wait! don’t go, you can have my room!」而給了這齣劇不一樣的生

命，Leon真情至性的表現，也得到大家的喝彩。 

        由飾演Leon的男孩所唱的「You can have my room」正道出了簡

單卻意義深長的信息: 

 

 

 

 

 

 

 

簡單卻深刻的信息簡單卻深刻的信息簡單卻深刻的信息簡單卻深刻的信息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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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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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 張慧騮  

I know it’s not much, ‘cause I’m just a kid,   我知道這並不多，因為我只是個小孩， 

But it’s all I’ve got, all I have to give. 但這是我僅有的，全獻給祢。 

You can have my room, Jesus. 祢可以擁有我的房間，耶穌。 

You’re always welcome here, Jesus. 我永遠歡迎祢，耶穌。 

I won’t turn You away to cattle stall, 我不會讓祢去住馬棚， 

You can have my room, Jesus, 祢可以用我的房間，耶穌， 

You can have it all. 祢可以完全使用。 

Come in, come in, 進來，進來， 

Come into my heart, Lord Jesus. 進入我心，我主耶穌。 

Come in, come in, come into my heart. 進來，進來，進入我心， 

You can have it all. 祢來完全使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