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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我很喜歡的詩歌，其中有一節這樣説：「耶穌，祢是首先末後，祢要領我到盡頭；因着已往
我讚美祢，為着將來我靠祢」。時光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又是新的一年。將近兩年了，新冠病毒始
終揮之不去，毒株不斷變種，醫療體系不堪負荷；社會生態巨變，民眾飽受恐懼與孤立的精神壓力。
明天會否變得更好我不知道，可是聖經有提到，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我翻了一下我的日記，過去這兩年，有超過十位我所認識的主內長輩兄姊和好友相繼離世。回憶從
前相聚在一起唱詩、查經、事奉、佈道，歷歷如繪，不勝懷念。自從疫情發生以後，由於政府居家避
疫的規定，大多數教會的聚會改在線上舉行。今天在美國很流行一個叫作「Television Church」，許多
基督徒選擇從此不再上教堂，改在家裡看電視作禮拜。我們教會去年七月開始恢復實體室內主日學及
主日崇拜，中英兩堂加上少數仍在線上參加的弟兄姊妹，總人數不但沒有減少，反比疫情之前略有增
加。停了二十個月的智慧團契，去年十月恢復聚會，人數也比前增加。我們也曾嘗試過幾次的午餐服
事，看見都蒙神的祝福和保佑。疫情期間，中文堂增設了姐妹團契、伯特利小組、小麥子學生團契，
又開啟了新生命行動的社區服務事工。新生命家訊月刊都能每月按時發行，網頁内容不斷地充實。去
年十二月的會員大會我們聽到報告，2021 年的常費及差傳的奉獻金額，比 2020 年都增加，我們教
會也多增加資助幾對海外宣教士的家庭，並且我們完成了教堂裡外的設備翻修。還有…。最近，我想
到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其中有一段他說：「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
多人富足的；似乎是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後 6:10) ，這不僅是保羅的經歷，豈不也是我
們教會的寫照？動盪中，神藉著平凡的小教會做不平凡的事。衪是奇妙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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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安得烈在十二月的聯合崇拜中， 鼓勵我們把「使萬民作主的門徒」(making disciples) 當作

神一路帶領見證

2022 年教會的事工方向，而如何落實這個方針，他以使徒行傳 2:42-47 的話，歸納出上帝子民的五大聖
經異象。希望新生命宣道會將是(1) 一個喜愛聖經教導的教會；(2) 一個肢體彼此相愛的教會；(3)
一個
黃撒拉 姊妹
喜愛祈禱的教會；(4) 一個喜愛贈予的教會；(5) 一個對靈魂失喪者有愛的教會。求神藉著教會肢體同
心合意的禱告，把這個中心異象，實際地應用在我們的服事和生活中。成為主的門徒，是主的吩咐。
主叫我們每一個人能夠承擔新約的執事(僕役) ，我們都應當接受適當的訓練和教導。屬靈的傳承，必
須言行兼顧。教會代代相傳，乃是生命的綿延。
從今年開始，我們重新開始教會性的每天個人靈修讀經計劃。依照這個計劃的進度，一年之内就可

以將新、舊約讀完一遍。葛培理牧師督促他自己的兒女殷勤讀聖經，每天不僅問他們「你今天該讀的
聖經讀了没有？」，還要問他們「你今天讀了聖經，有什麼感受？」。「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讀經有感受，才會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如果我們把靈修的感受寫下來與別人分享，在新生命家訊裡
開墾一塊靈修感言的園區，大家一起共享園中的果子，一年下來，我們的生命必定更豐盛。
教會事工需要全體弟兄姊妹的參予。中文堂的事工細分成了二十多項，每一項都必須要有人委身去
做。蒙神稱許的服事，不在於才幹或多寡，也不計老幼及經驗，而在於良善又忠心。年長的摩西帶著
亞倫及戶珥在山頂上禱告；年輕的約書亞帶領軍兵在山下與亞瑪力人爭戰，後來以色列人大勝，摩西
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 (耶和華是我的旌旗) ，這是一副何等美妙的圖畫。肢體彼此相愛的第
一步，必須看到人就能叫出對方的名字來。中英兩堂雖有語言上的隔閡，我們要去克服它。年齡懸殊
不應該是彼此相愛的攔阻，敬老慈幼本是家庭裡傳統的美德。肢體彼此之間的關懷照顧，是件「做在
主身上」的美事。
長執會決定在今年復活節以前，要把教堂全部外牆以及大堂的內牆重新油漆。這樣，連同已經完成
的内部設備翻修，整個教堂就煥然一新了。如果主願意，或許能够讓這個教堂的設施，不僅僅我們自
己使用，也求神為著衪的國度的需要，多元化地使用它。這是個展望，禱告求神指引。
主是首先末後，為著已過的帶領和祝福，向他讚美感恩，為著新的一年，讓我們依靠他，攜手並肩，

一同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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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2021

黃撒拉 姊妹

哥林多前書10:13「你們所遇見的試探, 無非是人所能忍受
的。神是信實的, 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在受試探
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弟兄姊妹們：每逢歲末年終，正是我們數算恩典的時候，回顧 2021年是一個極為艱困的一年，
整個全地動盪不安、天災人禍不斷，尤其 Covid-19的嚴峻、肆虐，造成全人類陷於悲痛、不安和
恐懼的災禍中。然而過去一年，我們卻真正經歷了神的眷顧和保守中，祂帶領我們進入曠野，錘練
我們、塑造我們而信心増長，更學到許多寶貴的功課。這一年的試驗，我們深深體會到 “我們既因
信稱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神和好，也藉著祂得以進入神豐盛的恩典中。期盼用我們的禱
告送走這特別的一年，擺脱所有的陰影，歡喜快樂跨進又新又活的一年。
(楊榮國 弟兄)

陳佑生 牧師

黃維芬 妹妹

感恩節快樂！

感謝主一路帶領著我。首先我要在此見證幾天

非常感謝弟兄姊妹在上主日所送給我和師母的

前發生在我身上的經歴，我相信我們的神是聽禱

禮物和禮卡，令我們倍感溫馨，願神將各樣的恩

告的神，而且是又活又真的神，只要我們向神求

惠多多的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行

什麼，神都會聆聽並成全我們。那一天當我將車

各樣的善事。

子加完油後到Costco買一些物品，買完東西準

今天是感恩節，陳牧師要感謝每位同工、每位
弟兄姊妹，感謝你們持續的支持，並在教會的各
項事工中一起同工。如果沒有您和您的家人共同
參與，我們將無法完成我們的事工。因你們的同
工，我深切的感謝神。我將持續的為每位弟兄姊
妹禱告，懇求神的平安喜樂充滿你們每一位的家
庭

。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腓 4:6）

備要去看牙醫，突然發覺車子熄火，試了採幾次
油門都無法發動，心裏開始驚慌失措，不知如何
是好，只好打電話給我先生的弟弟求助，他説要
我請 Margaret姊妹帶我去看牙醫，他來看看我
車子的情況，就在此刻，我不斷地向神禱告能幫

我解決這個難題，過了一會我再試採油門，車子
突然可以發動了，我驚喜萬分，我又再告訴我先
生的弟弟和 Margaret不用來了，我現在可以順
利開動車子，但在開車前往牙醫診所的路途中，
突然車頭冒煙，我又心慌了，又開始向神祈求禱
告，神的恩典夠我用，以前先生過世前，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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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車，現在必須我自己開車，但對車又不了

會的邀請來參加這感恩聚會。媽媽明年就年屆91

解，就先把車子停在路旁，恰好碰到一位好心人

了，我想教會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認識我媽媽，她

來幫忙我，但因為我的英文不通，只有在電話中

在這教會已經有很長的時間 ，這教會對她的一生

請他和我先生的弟弟溝通，不久我先生的弟弟也

有很大的意義。我作為女兒，也希望能屬於這個

趕來,感謝主,終於解決車子的問題。

教會，但因我住的地方和工作關係，我沒辦法在
這教會，可是今天我要站在這裏作感恩見證的原

另外我先生劉保民在16年前罹患嚴重的病，我

因，就是如剛剛陳牧師提到的，我們都在神的恩

一直向神禱告，祈求神不要讓保民那麼早就回天

典當中，每天都在走恩典的道路。弟弟住在

家，他如不在，我就頓失依靠，無法靠自己獨立

Chino Hills ，她就是不願意跟我們一起住，原

生活，感謝神，祂聽了我的禱告，讓保民病得醫

因就是，她現在住的公寓離新生命宣道會非常

治而留了下來，還陪了我整整14年，一直到去

近，她感覺這個教會才是她真正屬靈的家，她對

年Covid-19疫情期間，他舊疾復發而離世，我

這教會充滿濃厚的感情和愛心，加上弟兄姊妹對

想神給他的時間到了，又顧慮他在病痛中的艱

她特別關懷和照顧。在新冠疫情當中，她一直堅

辛，我沈默不再向神禱告，我已經很滿足、很感

持不去接種疫苗，她覺得不需要，她也不出門，

恩，就讓神帶他回天家。非常感謝神，如今保民

結果當教會重新開放時，陳牧師打電話請她去打

在天上安息主懷，陪伴在主的身邊，解脱一切疾

疫苗，否則不能回到教會，她馬上打電話給我，

病的纏痛和煩愁，我一個人可以安心活在世上，

要我立刻帶她去打疫苗，因為她迫切要回來教

因為保民已為我打好基礎，再加上教會所有弟兄

會。我在此要特別感謝Peter和Catherine 一直

姊妹和親戚們的愛䕶、關懷和照顧，實在很感謝

不斷地接送媽媽來教會，也感謝大家把媽媽當一

神的恩典。

位長者。今天藉著聖靈的感動，我要在這裏表逹
對所有弟兄姊妹的謝意，心連心、手牽手，走這
一條恩典之路。

Carol Wu 姊妹
我今天開了一個半鐘頭的車子特別趕來教會參
加特別主日崇拜和感恩聚會。我跟我母親在這感
恩的節期中，特別感受在神的愛裏面。我住在很
遠，不能和我媽媽經常在一起。首先特別感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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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國英 姊妹

等待的時間總是特別的慢，10/12，Dr Y 來電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典。雖然神在基督
耶穌裏向我們所定的旨意是要我們凡事謝恩，但

告知確定George得了胰臟癌。
Dr Y 建議並推薦我們去看USC 的胰臟腫瘤專科

是我們多半的時候還是為了那些合我們意的事情

醫生Dr K，並且親自打電話給Dr K。Dr K 可以在

向神發出感謝和讚美，而忽略了為那些我們不希

10/18，週一早上9:30am 看我們，當我還在猶豫
時神的話語在我心裡提醒我：「心懷二意的人，

望發生、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向神獻上感謝。

在 他一切 所行的 路上都 沒有定 見。 」 (雅各書
今年的九月底，我的先生劉倬驥，因為小便的

顏色呈現深褐色，以為自己得了尿道炎而去就
醫，雖然年初他已做過體檢，醫生還是抽血檢
查，並做24小時尿液收集的檢查。9/30，抽血，
將尿液送往醫生的診所，感謝神，當天晚上，家
醫打電話來告訴他要儘快安排做腹部超音波，但
是，感謝神約不到，最快的檢查要等到 11 月。
10/5，George打電話告訴家醫約不到照超音
波，家醫要他空腹直接去急診室，並告訴他肝功

1:8)。 因此我向神禱告，感謝神一路的帶領，禱
告後決定接受USC DR K 的治療。為了避免週一
早上Freeway路上有交通狀況，造成心理的負
擔，我建議George10/17的晚上我們最好住在
USC Medical Center 附近的旅館。10/18 早上起
床後，看到外面竟下雨了，感謝神，此時我們已
在醫院附近，完全不用擔心路況。與醫生會面後
決定進行WHIPPLE手術將胰臟頭的部位和膽並一
部分的12指腸切除。

能有問題，尿液顏色改變是因為膽汁的關係。週
三 ， 1 0 /6 ，我 們一 早去 了家 附近 的 W hitti er
Hospital ER，感謝神，ER 裡只有一人在等待，
很快的，George就被叫去檢查，因為疫情的關
係家屬不能進入ER檢查室，我就回到車內等待、

11/5，George 在USC 醫院進行了長達八個鐘
頭的手術，感謝神，手術中沒有輸血；手術後情
況良好沒有去到 ICU，而是轉入普通病房；四天
後，George出院回家。

禱告。Whittier Hospital ER做了一系列的檢查

雖然，前面還有化療的路要走，對我們而言絕

後，感謝神，因為當時Whittier醫院缺少某些儀

對是辛苦的，但是感謝神，我知道誰牽我手、與

器，決定將George在當晚轉送到Alhambra的仁

我同行。救世主凡事引導我，崎嶇路必安然走

愛醫院。感謝神，仁愛醫院的Dr Y 為George在

過；救世主凡事引導我，主慈愛何等豐富，我何

胰臟導管裡放了支架並採取了檢體化驗，等待結

需多疑多慮。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典。

果。至此，仁愛醫院已不能再做甚麼，George
就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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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心得

趙國英 姊妹
趙國英 姊妹

希伯來書 11:22 「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
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
的骸骨留下遺命。」．

回應
阿爸天父愛我們的主感謝讚美祢，感謝祢深知我的
軟弱，許多時候我們像聖經裡那位孩子生病的父親

一樣，喊著對祢說「（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
求主幫助」(馬可 9:24)。感謝祢，這許多的信心偉
人，都和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但是他們都因這信，
行出美好的見證，如今如同雲彩一樣環繞著我們。
謝謝主，聖經真實的紀錄他們的生命。父啊，求主
來塑造我，當我軟弱疲乏時，抬頭仰望，看到天上
的雲彩，就能知道日光之上我的主正在看著我，對
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9) 禱告是奉主耶穌
的名，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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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團契感恩見證餐會

感謝王長老夫婦於感恩節中
午，愛心接待小麥子學生們歡
渡一個溫馨愉快的感恩佳節!

感謝我們的阿爸父神，賜下屬天的聖靈，帶領
姊 妹 團 契 的 姐妹 們 在短 時 間 內 同 工、 互 相支
援、凡事禱告就必得神的回應。今天的感恩見
證餐會圓滿結束。謝謝姐妹們的分享，心靈契
合。一切向 神獻上感恩，榮耀歸與 神！
羅玲玲 姊妹

11/27 週六上午伯特利小组的
感恩愛宴，求主繼續帶領祝福
這個新成立的年輕家庭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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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2:10-12 那天使對他們説:「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
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
嬰孩, 包著布, 臥在馬槽裏, 那就是記號了。」
12/19主日崇拜歡慶迎接聖誕節的來臨,
會後舉行聖誕年餐及抽獎活動, 除了教

會弟兄姊妹還邀請不少親朋好友, 共襄
盛舉一同歡慶聖誕, 同時向神獻上歲末
感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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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之路

四十 天
黃莎拉 姊妹

回應

專欄

Phoebe Wu 姊妹
十架之路四十天完整視頻歡迎上網觀看

當人在遇到困難、 懼怕與難處的時候，往往信心
就軟弱了。看到猶大賣主、彼得不認主的時候，或

網址: https//ch.nlcac.org

許我們會覺得“他們怎麼會那樣，太不夠義氣了
吧！” 當我們看到別人的不堪時，我們的內心可
能都跟門徒們一樣自認自己不會那麼做（總不會

回應第三十二天: 馬太福音 26 章 69-75 節

不認耶穌）。當我們細讀聖經裡各種事件時，神是

Tracy Zhong 姊妹

要我們藉此反觀認清自己， 看到自己的不足、軟

「這一切都是出於 神，他藉着基督使我們與他自
己和好，並且把這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林後
5:18）主啊，求祢赦免我過去因為不够認識祢，錯
失了祢，求祢開啓我，更多地經歷祢，將自己毫無
保留地獻上給祢！阿們！

體恤與充滿愛的眼神回應我們的虧欠、羞愧。罪在
哪裡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我們信主得救是神
所賜的；感謝主， 我向主求神的憐恤、恩典臨到
我們尚未信主的家人朋友， 幫助我們傳遞福音真

理， 叫眾人都在主裏得自由，奉主耶穌基督的寶
貴聖名祈求禱告 阿們 !

趙立普 姊妹
從這幾個經節的經文中看到彼得，也許也能看到
我們自己：彼得以前在主面前是那麼熱血真誠的
跟隨主，並且發誓寧可死；可是當危險逼迫來臨
時，才看出他是用人意、情意、血氣跟隨主，用各
種藉口否認主，用一個謊言來掩蓋另一個謊言，變
本加厲的否認主.....可是當他想起主的話時，就痛
哭悔恨....主的話就是力量，讓人認罪悔改，有能力
回轉到神面前…求主每天賜憐憫給我們，使我們
靠着十字架復活生命的大能，每天認罪悔改，藉着
聖靈的同在，能行出復活的生命和生活！感謝讚
美主！

弱與不配得的。但儘管如此，主耶穌卻是用憐憫、

黃莎

趙國英 姊妹
聖經， 真的是一本好有畫面的書啊。西門彼得曾
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倒。」，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聽
到雞叫，想到他所愛的主對他說：「我實在告訴
你，今夜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

去痛哭。曾經的誓言不堪一擊，取而代之的是發咒
起誓、極力否認、撇清關係。求聖靈光照我領我悔
改，多少次我也曾說「主啊，我愛祢」，但是確不
能多用一點時間親近主、 服事主，取而代之的是
貪愛世界眼目的情慾。求神在我的生命裡，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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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鶏叫」 聲來警惕我， 讓聖靈來提醒我不要失了

新的生命極力傳福音這就是他悔改的見證。 驕傲

起初的愛心，不要離開愛我的主。

的人做錯事常常只是停留在心情後悔而已，沒有

黃莎拉 姊妹
勇氣更進一步的真心改變過錯的行為，信徒在奔
回應第三十三天: 馬太福音 27 章 1-10 節

跑天路的途中難免又再做錯犯罪， 這世間沒有完

Tracy Zhong 姊妹

全人。 求主賜我們謙卑悔改的勇氣， 作神最寶貴

猶大和彼得的共同點是都給撒旦留了破口：猶大
的破口是貪婪，彼得的破口是血氣。 不同點是：
猶大是後悔他所做的，他又回到祭司長面前，可
他没有悔改，回到耶穌面前認罪悔改求赦免。彼

得雖然三次不認主是靈命的軟弱，當他悔改後整
個生命被翻轉提升。「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
靈；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

的器皿， 不要落入與死同葬的地步， 我們要靠著
主耶穌基督的寶血與赦罪之恩來到主面前真心悔
改， 感謝主用寬容關愛的眼神回應我們， 奉主耶
穌基督得勝的名禱告 阿們 !

回應第三十四天: 馬太福音 27 章 11-26 節

Tracy Zhong 姊妹
「 所以，你們不可丢棄坦然無惧的心，這樣的心

51:17）

是帶有大賞賜的。 你們還需要忍耐， 好使你們行

趙立普 姊妹

完了

求神憐憫我們，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有多少猶大的
生命啊，明明是跟隨主，成為基督徒，可是裡面有
多少的血氣、人意、情慾在裡面，多少世界的誘惑

和思想在裡面呢？！求主耶穌基督的寶血天天潔
淨我們，赦免我們，復活的大能遮蔽我們...又求主

神的旨意，可以領受所應許的。」( 來 10:35

-36）主啊，求祢賜給我們勇敢的心，持續，認真
的傳揚祢的福音，遵行祢的旨意，直到祢的應許成
就。阿們！

趙立普 姊妹

使我們願意被潔淨遮蓋，投靠在你的翅膀蔭下，你

祭司長因嫉妒蠱惑群眾釘主耶穌的十字架，又發

必拯救我們，謝謝阿爸父神！

誓承担一切的後果……一個被神揀選的子民竟然
不認識主、賣主、殺主，真是“他們所做他們不知

Phoebe Wu 姊妹

道”，求主憐憫我們，有的時候是不是我們也是這

猶大賣主，聖經只記載猶大後悔；沒有記載他的
真心悔改和求主赦免的事蹟，但他最終在愧疚中
自我定罪之下放棄一切自殺了，他沒有勇氣面對

樣，賣主求榮，為私欲肉体的快樂而把主再次釘在
十字架上，求主赦免我們使我們對罪敏感，警醒，
以主的福音為大能，以基督為榮活出基督來！

自己犯下的罪，更沒有給自己悔過自新的機會為
主的福音活出新生命。 反觀彼得曾起誓發咒切割
與主的關係， 也背叛主耶穌， 但他在當下思想起
主耶穌的話， 彼得提起勇氣看了主耶穌， 主耶穌
用寬恕的眼神回應彼得，他痛哭；他沒有選擇自

黃莎

我了斷， 主復活之後彼得在主裏重生了， 他用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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