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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 2019 年 10 月我和師母很榮幸來到新生命宣道會開始中文堂的服事, 直到今年 2020 年

九月底正好滿一年整, 現在正跨入第二年的事工。回溯過去一年在教會生活的種種經歷, 讓我深深感

觸到這裏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間充滿了愛心,  從許多方面的表現可以清楚看見, 這些愛心也呈現在牧者

的身上, 這些愛就像吃不完的水果, 各式各樣, 像檸檬、柿子、芭樂、橘子、蘋果、柳丁…等等可以

讓我們享用。在很多事情方面, 弟兄姊妹如有任何難處或需要, 其他弟兄姊妹就會適時伸出援手, 隨

時樂意參與在肢體的關懷中,  我們教會當中有部分弟兄姊妹會主動準備食物送到其他弟兄姊妹需要

人的身上, 尤其是年長者, 非常感恩也感謝神, 也願神紀念這些人的愛心和辛勞。當弟兄姊妹遭遇親

人過世, 其他弟兄姊姊也會立刻上前去安撫喪失親人的悲傷、痛苦和內心的掙扎, 適時提出援助跟心

靈的支持, 聆聽哀傷的傾訴, 我們弟兄姊妹在主裏的愛比起約伯的三個好朋友實在是好得太多, 我要

為此來感謝神。 

    我也看見我們的教會是一個充滿神賦予的使命感, 願意熱衷宣教的教會, 在今年當中我們也見證

了在新的一年要多支持一位宣教士, 總共會有四位宣教士, 增添我們雄厚的宣教力量, 到各地去傳揚

基督的福音。 我們教會雖然規模小, 人數不多, 可是我們卻有很强的宣教心和使命, 這個月正是宣教

月, 我們明年大概需要 6 萬 8 千多的宣教基金, 現在認証金額已達 4 萬 5, 我為神感謝弟兄姊妹們, 在

我們一個小教會, 每個月還能夠提供將近 4 仟元作為宣教的奉獻, 真是符合神的心意, 願神繼續祝福

教會的宣教事工。今年不幸遇到新冠疫情的災禍, 心裡感到相當恐慌不安, 我們中文堂年長者居多, 

不少年紀在八九十歲的, 七十歲都還算年輕, 大部分都屬危險群, 感謝神的眷顧和保守, 在將近一年的

疫情期間, 大家都能維持平安健康, 真是神莫大的恩典, 實在訴説不盡對神的感謝。 

(楊榮國撰寫) 

                 

  牧者2020感恩節見證 
陳祐生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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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一般世人對生命的看法是「人死不能生」，這

是人千古不變的結局，每個人都要面對死亡，世間

的筵席終有散去的一天，人在地上一生的奮鬥、成

就、財富，終究抵擋不住時間的摧殘而告終，可見

世人都承認「死」是不能抗拒的權勢，是人類無可

奈何、無法避免的生命的結束。人死了是無法復

生，世人對死都充滿了悲觀、絕望、恐懼。但聖經

清楚告訴我們:「世人都犯罪，虧欠了 神的榮耀。」

我們原都是罪人, 活在罪惡過犯中, 而罪的工價就是

死, 死後且有審判, 不是死了就 “蓋棺論定”。 

        而我們基督徒因著相信並接受耶穌為救主，得著

神的生命，那就是主耶穌死而復活的生命。聖經更清

楚啓示我們，基督復活的生命就是永恆的生命，它超

越了死亡、罪惡和一切消極的事。保羅説：「使我認

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腓 3:10-

11）基督復活的大能，就是使衪從死人中復活的生命。

我們乃是藉著基督的十字架，有分於祂的苦難，並被

放在基督死的模型裏，直到我們天然的生命死了，好

讓基督的生命活出來。（腓 3:10-11）藉著聖經上的真

理，讓我們了解基督復活的大能。主耶穌的復活超越

了一切天然的限制，甚至時間和空間都不能限制祂，

而死亡是地上最大的限制，但復活勝過死亡，任何事

物有它死亡的一面，但也讓我們的看到復活的一面。

耶穌説: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

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12:24）耶穌自己就是那粒麥子, 落在地裏, 埋在地

裏死了又從中復活, 正如主耶穌降世為人, 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 擔當我們的罪, 满足神公義的要求, 主在三

天後從死裏復活, 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基

督的復活大能要在我們生命中工作，使我們的靈性復

活，進入在基督裏的新生命，與衪有生命的聯合，這

就是復活生命的真理。 

        在教會生活裏，我們必須學習如何應用這復活的

生命，我們不只是必須憑著主的生命而活，也必須藉

著死喪失我們魂生命, 藉著主活出得勝的生命。我們

要經歷復活的大能，就需要像主一樣過十字架的生

活，我們要模成祂的死，叫祂復活的大能、神聖的生

命在我們身上彰顯出來。盼望我們能常常經歷神和看

見主的復活大能，並實行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言行中，

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才能看見自己生命的更新變

化而成長，那是何等奇妙的大能。 

        主耶穌復活的生命也是福音的基礎，若是耶穌基

督沒有復活，我們所相信的一切都是枉然，我們所盼

望的永生也化為烏有。福音是普世性的。因這些福音

要傳給萬民聽。主降生是關乎萬民, 照樣，主受死、復

活也是關乎萬民的。保羅説；「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

你們的，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説，為我們的罪死了，而

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説，第三天復活了，」（林前

15:3-4），新約聖經給予福音唯一的定義就是耶穌基督

的死亡、埋葬和復活。我們眾人都因犯罪而死，卻因

相信耶穌基督而活，就如「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

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

都犯了罪。」（羅 5:12），但因信主復活，也叫眾人得

生命。「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眾人

也都要復活。」（林前 15:22） 

        我們今天歡度復活節，紀念主耶穌復活的日子，

願這復活日成為我們堅定基督信仰的日子，領受聖靈

恩賜的日子，向主悔改、生命更新的日子，成為我們

立志將全人奉獻，為主耶穌死而復活的日子，成為我

們蒙恩、得福、歡喜快樂的日子。 

 

 

   

 

復活生命的真理 

楊榮國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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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吳瑞莉 姊妹 

    感謝主在過去的一年給我豐盛的恩典，主保

守我們一家人都很健康和平安。在這一次爆發的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每個人的生活很大的影響和

衝擊。我的兒子和媳婦都是醫生，在醫院工作，

面對新冠病患的醫治和死亡，承受了巨大無比的

壓力和打擊。新冠疫情持續肆虐，染疫病人逐日

暴增，醫院已經都人滿為患，醫療人員不堪負荷

工作的沈重和負擔，尤其是我媳婦在醫院工作壓

力下苦苦掙扎而難以應付，所以他需要休養一段

時間，以恢復過去的活力。很感謝神在休息當

中，親手療癒她心靈和身體上所遭受的苦痛和折

磨，在他們面對艱難的環境，賜給他們充沛的體

力和精神來應付這些壓力而可以平安渡過。

Covid-19靠人的能力保護有限，必須倚靠神的

大能，為此非常感謝神的恩典。 

    另外我要感恩, 就是今年讓我認識美玉姐和

陳師母, 感謝她們幫助我渡過難關, 因為我擔心

自己內心滿了憂慮, 她們都在安慰我, 而我自已

也在安慰我的親人。為了想更多了解如何來幫助

我的親人解決難處, 我到書局買了很多書來看, 

獲益良多, 非常感謝主。我也有機會參加為期十

天課程「保握時機」的訓練班, 我從中學習並了

解宣道士在外面宣揚福音的事工情況和遭遇到的

種種困難, 尤其今年受到 Covid-19疫請的影響, 

處境更為艱難, 所以我們必須盡心盡力來幫助這

些宣教士, 經常為他們擺上禱告, 這也是我今年

最大的心願。 

       我要感謝主讓我認識陳師母, 有機會參與服事的

工作。對於陳牧師提到恩典的循環, 心裏很有感觸。

感謝主的恩典, 在我的生命中, 主給我很多的帶領和幫

助, 也讓我經歷許多神給我的愛。感謝神讓我有機會

參加支持小組「伴你同行」的事工, 來陪伴一些經歷

傷痛或各種不幸的人士,  陪伴他們一起生活, 大家一

起走, 可以減輕他們心裏的重担, 把主的愛心帶給這些

人, 我就為此感恩。                                     (楊榮國撰寫) 

在疫情中神的保護 

張敏華 姊妹 Alice Wang 姊妹 

過敏 
趙國英 姊妹 

 

你有過敏體質嗎？我有。每一年年初的時候就會有一陣

子不停的打噴嚏，鼻子也像關不緊的水龍頭，不停的流鼻

水（昨天，我一次打了十幾個噴嚏，自己都嚇一跳）。有

人說過敏是好的，表示身體對外來的侵入有反應抵抗；

也有人說不好，是身體弱的反應，論點太多不知道該信哪

個，只知道打噴嚏和流鼻水都挺困擾我的，而且好像年齡

大了反應的症狀也嚴重些。但是，我注意到一個可愛的現

象，過去一、二十年，因為服事，帶領敬拜讚美和参加詩

班主日的獻詩，每當處在自己最嚴重的過敏期間，我在服

事的當下這些困擾我的現象好像自然消失了，我不記得

自己曾在敬拜或是獻詩中打過噴嚏,哈利路亞感謝讚美

主。詩篇上說「你們愛耶和華的，都當恨惡罪惡。」(詩 

97:10) ，怎麼樣能恨惡罪惡呢？我想是我們要對罪惡「過

敏」吧！言語行為、心思意念不合神的心意，聖靈在我們

的心中引導警惕甚至責備我們時，第一時間、當下就認罪

悔改，免得自己繼續得罪神，就像，我們的手被滾燙的水

或火燙著了，我們會立刻把手收回，不會任憑熱水燙著、

火燒著，除非，你的手生病了，對冷熱沒有反應（為了我

們的皮膚對冷、熱有反應感謝神）。所以，當聖靈向我們

發出警告時，不要無視祂的存在，不要消滅祂在我們心裡

的感動。願我們愛耶和華的，都恨惡罪惡，對罪惡「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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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莎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十架之路 四十 天 

回應        專欄 

回應第三天: 約翰福音 10 章 7-18 節               

 

楊榮國 弟兄 

基督是我們的牧人、門和草場。 

約翰福音 10:9 主耶穌説：「我就是門；凡

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

吃。」這裏説到門首先是為著進入，然後是

為著出來，這一進一出到底是代表什麼？它

的意義在那裡？這個門是指羊圈的門，而羊

圈就是指律法，而主不僅是進入律法的門，

祂也是叫人從律法出來的門。在舊約時代，

基督是給神的選民進入的門，如亞伯拉罕、

摩西、大衛、以賽亞...等等。在舊約時代，

基督未來之前，必須進入律法的看管，而在

新約時代，基督是給所有他揀選的人出去的

門，如彼得、雅各、約翰、保羅...等等，使

他們從律法的羊圈出來，帶到生命豐盛的草

場餵養他們。基督不僅是猶太人的救主，也

是外邦人的救主，人要得救就必須經過基督

這個門。 

 

羊圈就是指舊約的律法，猶太人利用這律法

形成猶太教，然後猶太教就成了一個羊圈，

約制一切神所揀選的人，使在羊圈裏的猶太

人得不到自由，但是到了新約，基督已經來

到，草場也預備好了，因此羊不需要被關在

猶太人律法的看管之下，他們必須得釋放、

得自由，脫離律法的羊圈，好叫他們能享受

草場一切的豐富。 

基督不只是羊圈的門，祂也是真正的好牧

人，主耶穌説：「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祂來呼

召祂的百姓，從羊圈裏領出來，進入恩典並

得自由，祂走在羊群的前頭，帶領羊群走出

羊圈的門，來到圈外就是那青綠的草場，這

裏草場象徵基督是羊得餵養的地方，是滿了

生命供應的地方。草場都是為著羊群，羊群

指的就是教會，而「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 1:23） 

 

基督不僅是生命，並使衪作我們的生命，叫

我們藉著祂從神得到重生的生命，基督也是

好牧人，祂要來餵養並牧養我們這些屬於祂

的羊群。感謝主！今天我們基督徒都生活在

新約的恩典時代，我們不需要被拘禁在羊圈

裏受律法的規束和限制，我們都被帶到草場

上，這草場就是復活的基督，包羅萬有的基

督，我們在草場上享受基督作豐富生命的供

應，作我們的一切，哈利路亞，把一切榮耀

歸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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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莎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林美玉 姊袜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你是我的好牧人，我原本

“不是這圈裡的”（約 10:16）然而你認識

我，呼喚我，領我回到這圈裡。也謝謝你應許

說：「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吃。......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9-10）謝謝

你為我捨命，更令我感動的是, 捨命是你順服

父神的旨意你自己捨的，你背負了我的罪孽上

十字架，救贖了我，叫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

豐盛，謝謝你的恩典。想到我現在的身份是天

地萬物主宰的女兒，這是何等的榮耀！ 

 

主呀，請原諒我常常忙碌於追求短暫的事物，

而將你推到一旁。請求你幫助我消除生活中的

噪音，重新將我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你身上。求

你潔淨我的生活，指出我任何冒犯你的事物，

使我更像你。求你改變我，將目光投向你，過

著專注於你的生活。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回應第四天 :   馬可福音 8 章 31-3 節 

Phoebe Wu  姊妹 

阿們，感謝主 ! 人的一生經歷的苦，好似主耶

穌基督為人所受的苦難一樣。那苦杯祂都一併

喝盡了。 無論是否成為基督徒，人在這世界

上的苦難是必然的；但是基督徒經歷痛苦時的

心態與結果卻大不相同。真基督徒會定睛在真

理的得著與復活的生命。 

 

Alice Wang 姊妹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

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可

8:31）主耶穌爲我的罪上十字架，受了許多

苦，被人棄絕、羞辱、被殺，付上的代價是祂

寶貴的生命，為什麽呢？不是爲祂自己，而是

為我，為了救贖我，給我寶貴的新生命。反思

我自己常爲受到一點批評就憤憤不平，覺得受

傷、受委屈、受羞辱，但比起主耶穌你所受的

苦，你被所有的人棄絕，包括跟隨你 3 年的門

徒們，你被羞辱，被掛在十字架受如此羞辱的

死，我所受的一點點委屈算什麽呢？主呀，求

你赦免我體貼我自己的意思，體貼我自己的面

子，體貼我自己的驕傲。幫助我“捨己”，背

起我的十字架來跟隨你。謝謝你爲我所做的一

切。 

 

趙國英 姊妹 

用自己的想法愛神 

漁夫彼得真的很愛耶穌，所以當他聽見耶穌說

「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

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可:8:31)，（彼得啊！你沒聽到耶穌說「過三

天復活」嗎？）所以他本能的「就拉着他，勸

他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

身上。』」(太 16:22) 誰能責備這樣一個愛主

的人呢？但是，主耶穌能，因為祂知道自己來

到這世上的目的是要完成神救贖的計畫，祂也

看出彼得說這話不是從神來的，而是「撒但，

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

貼人的意思。」(可 8:33) 求神給我有智慧的

心，學習「體貼神的意思」，不是用自己的想

法愛神、服事神，而是以耶穌的心為心，因為

憑著自己的血氣這樣做會很短暫，也會容易出

怨言像馬大，因為不明白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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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莎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楊榮國 弟兄 

耶穌説：「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

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4）耶穌自己就是那粒麥子，落在地 ，埋

在地 ，死了又復活，正如主耶穌降世為人，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的罪，滿足神公

義的要求，死後三天復活，把神聖的生命供應

到我們裏面，這就是耶穌死而復活的真理。 

馬可福音 8:35 主耶穌説：「若有人跟從我，就

當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從我。」捨己不是要

求否認自己的價值，也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感

受，甚至拋棄自己的理性。捨己的真義，乃是

要捨棄屬肉體的生命，捨棄自己主權，不再以

自己為生命和生活行事的中心，而是要跟隨主, 

主就給我們屬靈的生命，也就是神聖永遠的生

命。我們為什麼要捨己？因為人的自我中心常

常是阻礙我們與神的關係，和屬靈生命的成

長。很多人貪圖物質世界的財富、名利、奢華，

沈溺於享樂和肉體情慾，就是為了滿足魂的生

命，而我們所信的神是智慧的神、全能的神，

充滿慈愛的神，我們唯有盡心、盡意、盡力跟

從主的道路，不走自己的路，我們的生命才有

盼望。 

背起你的十字架，不是要求人去受難吃苦，或

承受疾病的痛苦，乃是要藉著十字架死的功

効，來對付我們的肉體、舊我和世界的誘惑，

能夠與基督同死、同復活。感謝主為我們捨棄

生命，帶領我們走榮耀的道路，幫助我們每天

生活懂得捨己，完全順服神、倚靠神，活出神

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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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Wang 姊妹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你的大愛，藉著你, 我因信

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謝謝你在我失去摯愛，生命最痛苦的時候，你

將我從痛苦的情緒泥沼中拉拔出來，賜給我特

別的恩典，幫助我度過每個艱難的時刻。那時

候我看不見你，也感覺不到你，覺得我的禱告

就像在跟空氣説話，顯得蒼白無力；但我無依

無靠，只好緊緊的抓住你。你說：「患難生忍

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羅 5:3-4），

憑著這一絲絲的盼望，你帶我走過了人生的低

谷。經過了這麽多年，現在我終於可以體會到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 8:28）。你使用這

些患難來造就我“忍耐”的品格，這經過磨練

的品格將使我的生命達到更成熟的地步，所以

我可以說：「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羅 5:3)。  

天父，謝謝你的帶領和恩典，幫助我堅持在你

的應許裏。雖然我看不見你，摸不到你，但你

在隱藏中工作，我仍然經歷了你的信實。你所

賜的盼望是建立在你話語根基上，是可靠的，

謝謝你讓我“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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