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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長在一個傳統祭祖、跟隨父母上廟宇叩拜佛陀的家庭裡。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才開始接觸基督

信仰。那是一所基督教大學，從校長，到教職人員，大半都是基督徒，又有許多美籍宣教士在那裡兼

課。最先，是同學邀請了我參加在校園裡的學生團契。從小就喜歡唱歌的我，對團契聚會時的唱詩和

禱告，漸漸產生濃厚的興趣。一個學期下來，我對基督信仰有了初階的認識，同學送我幾本書，我也

都一本一本讀過。放寒假回家之前，我接受主耶穌基督作我救主，受洗歸入主名。 

   唱詩禱告是我靈命成長的啟蒙良伴。許多次被主愛激勵，被聖靈感動，啟示光照，都是發生在唱詩

禱告的時候。在校學習期間，當地教會有一位全職傳道每天一大早就會到學校帶領大家守晨更。化學

系有一位教授，每週只有兩、三天通勤來學校教學，他把他的實驗室借給我們使用，鑰匙交我保管。

因此，風雨無阻我必須每天清晨，第一個先去開門，擺好椅子。四年下來，不僅聖經讀完許多遍，同

時也培養出每天親近神的生活。大學期間，我也帶領了許多位同學、學弟接受主的救恩。當地教會對

學生們照顧無微不至，而學生們對教會的服事，也盡心竭力。 

   大學畢業之後，神為我預備在一所高中教書。六年的諄諄教誨，一批又一批的少年學子，帶著我的

訓誨與祝福各奔前程。在教會中，我被安排當學生事工的負責人之一。當時初、高中的學生就超過 150

位，加上寒暑假回家的大專學生，總共就將近 200 位。青少年的記憶力强，可塑性高，所以當時教會

對學生事工的重點，放在熟讀聖經和性格操練這兩方面。多年下來，年輕的一代對聖經打下扎札實實

的根基，建立了天天禱告親近神的生活，在處世為人方面，也塑造了勤奮、謙虛、負責的性格。本著

以身作則的榜樣，我個人的靈命在那些年間也被神大大提升。從那時候開始，「帶職事奉」成了我終

身對神的誓願。1971 年初，我們決定移民來美國，當我們告知弟兄姊妹時，大家都不勝驚訝，戀戀不

捨。記得我們離開高雄的那一天，將近一百位弟兄姊妹和青少年學生，站在高雄火車站月台上排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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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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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歡送我們，當火車徐緩向前，帶著淚水向大家揮手，互道珍重再見。雖然這是超過半個世紀以前

的舊事，可是每一次想起那一幕情景，滿心感懷不已。 

   到了美國，我在教會裡的服事，仍舊與學生的事工不分不離。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大約十年的

時間，神賜我機會在南加大帶領一批外國留學生團契。他們來自中國、香港、台灣，並且都是博士、

碩士班的學生。查經的部份，他們自己輪流負責，我只從生命的角度，分享一些生活中的應用。除了

聚會以外，在生活上，我們十分照顧他們。我們的家就是他們在美國的家，過年過節，大家會一起到

我家用餐團聚，生活上有困難，為他們禱告並幫助他們解決。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本地長大的青

少年學生，我們花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與家長合作，在學業、生活、靈命、服事等領域上幫助他們。

每年寒暑假的特別聚會，學生事工必是重點之一。每次教會有特別活動，服事的人清一色由青少年負

責。神永遠配得稱頌和敬拜，讓我幾十年在教會裡的服事，總是離不開青少年學生的事工。我愛他們，

他們也尊敬我，這是神的恩典。曾有十幾對青年情侶，請我為他們證婚，我當然樂意為他們祝福，因

為這本是神家裡的喜事。 

   學生事工好像細水長流，每年總會有人畢業離開，新生陸續進來。連本地長大的學生，上了大學以

後，再相見的機會也變少。就像自己的孩子，長大了以後並不一定常在父母身邊。作父母的如果想在

思想、性格上影響孩子，就必須趁著他們還在自己身邊，思想正在成形中的「那幾年」。學校老師諄

諄教誨，培育末來社會的下一代，只能趁著他們在校的「那幾年」，教會裡做學生事工也是一樣。學

校的教育偏重在學術的授受，而教會裡的學生事工，則重在生命的薰陶。一粒小麥子種在土裡，結出

許多子粒來不會是明天，它有可能要等上好幾年以後。名師桃李滿天下，也得經年累月，不辭辛苦，

經過多少歲月以後才能看到。 教會的成員當中，在職的家庭及退休人士相較穩定，可是學生流動性

大，如果我們有負擔服事他們，成全他們，盼望他們學成歸鄉之後，在世界各地被主使用，機會不多，

只有趁他們還在我們身邊的「那幾年」。 

   俗語說：「三十過後，才知天高地厚」。舊約的祭司在三十歲被引進祭司的職分，主耶穌也同樣在

三十歲的時候，才開始他在地上的事奉。一個年輕人，對自己的將來會往那個方向發展，會否選擇一

生跟隨主的腳蹤，在三十歲以前就已逐漸顯明。大學期間，可以說是影響他們未來一生最重要的運籌

決勝的時刻。在「那幾年」間，有教會長輩的勸勉、輔導，又能與那清心禱告主的同伴一起追求聖潔，

一生必定蒙恩無窮。 接受別人真心的關懷服事是有福的；同樣；用真心去關懷服事他人的人，更是

主所稱許的一件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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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2021 最美的耶誕禮物 

   連續幾天下雨，今天的雨大風也大！想

說下雨天上午去保養車子應該沒什麼人，

果然我一到就可以保養了！在等車子的空

檔可以走路去買 David 交代我為小組孩子

們準備的耶誕禮物。我穿著雨衣（風雨很大

雨傘會開花）走去相隔不遠的 Walmart，當

我選好給孩子們的禮物，在結帳時才懊惱

自己怎麼忘記帶大袋子來裝了！ 

    

   只好問店員：有沒有大一點的塑膠袋

子能裝下這些禮物呢？她回答：沒有，我

們只提供一個尺寸的袋子。 

    

   我頓時想，外面那麼大的風雨，萬一

禮物被雨淋濕怎麼辦？⋯⋯無奈當下靠自己

的笨腦袋想到的辦法只能是小心翼翼的把

禮物拎在雨衣裏面避免禮物被淋濕。 

    

   當我走出 Walmart，誒！怎麼回事！結

帳時我還聽到外面風雨的聲音，店員也說

風雨好大！怎麼眼前一滴雨也沒有，風也

停，一切都平靜了！看到這樣景象，腦中浮

現經上記載「連風和水也聽從祂」。耶穌聽

見我心裡的擔憂，祂知道我的心意。我開口

讚美神的真實呵護，祢又真又活，祢愛我

們， 悅納我們的心意。當我滿懷感激的走

到保養廠，外面立刻又下起傾盆大雨了！

彷彿是 神為我特別命令那一段距離與時

間的風雨都停止，我知道是 神為我護航。

感謝主賜給我這美好的經歷，感受祂無微

不至的呵護。我們的生命有祂護航，這就是

祂賜給我們最美的耶誕禮物。 

 

分享經文： 

「有一天，耶穌和門徒上了船，對門徒說：

「我們可以渡到湖那邊去。」他們就開了

船。 正行的時候，耶穌睡着了。湖上忽然

起了暴風，船將滿了水，甚是危險。 門徒

來叫醒了他，說：「夫子！夫子！我們喪命

啦！」耶穌醒了，斥責那狂風大浪；風浪就

止住，平靜了。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的

信心在哪裏呢？」他們又懼怕又希奇，彼此

說：「這到底是誰？他吩咐風和水，連風和

水也聽從他了。」(路加福音 8:22-25)  

 

美麗的 見證 
Phoebe Wu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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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8月23日 ， 美 國 總 統 雷 根 （Ronald 

Reagan）在達拉斯早餐禱告會（Dallas Ecu-

menical Prayer Breakfast）之前説：「没

有神，就没有美德，因為没有良心的激勵，没

有神，我們就會深陷物欲，而這個無知世界只

向我們宣揚感官的體驗。没有神，社會就會變

得粗俗。没有神，民主就不會也無法長久。如

果我們忘記我們是上帝屁䕶之國，那麼我們將

會變成一個病入膏肓的國家。」而進入21世

紀，隨著主流社會越來越遠離神，美國已經越

來越成為一個「病入膏肓的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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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能沒有神  

【詩十四1】「愚頑人心裏説：没有 神。
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的事；没有
一個人行善。」 



 

 

年底了，輕鬆一下。  

 

哈哈!帥哥美女 我現在知道你

 
 

感謝王長老夫婦招待小麥

子團契聖地牙哥一日遊！  

真謝謝 Esther 的用心，幫助我

們可以認識 Biola 的學生。只

是我本來對記人名，就有很大的

困難。年過半百後，更是一塌糊

塗。再加上衣服一換，髮型一

改，就，全部崩盤了⋯ 

親愛的小麥子們，如果你們每次

都穿一樣的衣服，保持相同的髮

型和微笑。我就斬釘截鐵，絕不

會弄錯了⋯⋯” 

Nina 

Esther Chen幫小麥子學生們

貼了名字標籤，方便教會叔叔

阿姨們來認識這些年輕孩子們 

陳牧師 

哈哈!帥哥美女 我現在知

道你們的名字了(!)  

J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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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吳瑞莉 姊妹 

 

 

   首先我們要清楚認識什麼是教㑹，以弗所書 1:23 保羅説：「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

充滿的。」所謂教㑹就是由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在祂的生命和靈裏，所組成的有生命的生機體，基督

是教會的頭，所有信徒就是教會，也是基督的身體。在以弗所書三章告訴我們，基督是神的奧祕，教

㑹是基督的奧祕。基督的奧祕乃是三一神經過死，並在復活裏，將祂自己與所有信徒，構成一個生機

體，即今天的教㑹。而以色列人和教會是永遠不分離， 上帝正式認可恩典之約時， 對亞伯拉罕所作

的應許(創 12, 15, 17) —亦即他要成為多國的父， 以及地上的萬族都要在他的「後裔」裡得福—都

在耶穌基督得著了應驗，所以基督的奧祕事實上兩者的關係就是基督與以色列人的關係，可以説基督

與以色列人乃是一體。 

 

   我們也要知道什麼是基督，我們常稱「耶穌基督」，重點在於基督二個字，基督希臘語叫 Christos，

原意叫受膏者，象徵是神來拯救以色列的王，也是救世主的意思，也等同於希伯來文的「彌賽亞」，

也就是舊約所預言的彌賽亞，意即受膏者，説出祂是神的受膏者，大部分猶太教徒反對這個觀點，但

猶太人仍然等待著彌賽亞的到來，這是千真萬確，不容置疑的。基督是神的靈、神的彰顯，是一切屬

靈事物的源頭，並藏有包羅萬有的豐富。 

 

   我們再看以弗所書 3:6「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

同蒙應許。」我想這段經節對主題的了解有很大的幫助。神的奧祕是指神在創世前的旨意，在舊約尚

未完全啓示，但在新約已經清楚啓示出來（羅 16:25-26），歷世歷代神所隱藏的奧秘在新約時代被

顯明出來，這就是指耶穌基督。猶太人素來以神的選民自居，鄙視外邦人，但在耶穌基督裏再沒有猶

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別; 在神的新約裏，被揀選、蒙救贖、得重生的外邦人，與相信的猶太人，得以同

為基督的一個身體，作他唯一的彰顯，與以色列人同為後嗣; 就是指有同有一個父親的生命、也有兒

子的名份; 有權承受父親的產業，而同蒙應許，也指外邦信徒與以色列信徒，得以一同有分於神在舊

約所賜、神一切福分的應許。 

 

   羅馬書十一章論到保羅是外邦人的使徒，而他卻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便雅憫支派的以色列人，和所

有以色列人有親骨肉之親，如羅馬書 9:3「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

我也願意。」這節經節充分顯示保羅對自己同胞以色列人的愛，保羅願意自己的民族蒙拯救，寧願自

楊榮國 弟兄 

小組查經心得: 



 

 

己破咒詛，與基督分離。保羅有此強烈意願，表達

他渴望以色列得救而不顧一切， 儘管當時大部分

以色列人頑硬不化，不肯接受神，悖逆神，但靠著

神的恩典仍有一直忠心順服神的以色列餘民。 保

羅以外邦人使徒的身分成就神在地上一件奇事， 

使救恩臨到我們外邦人的身上。 而神又藉著外邦

人的蒙恩激發以色列人得救， 以色列人的過犯造

就外邦人稱義得救，正如羅馬書十一章論到「橄欖

樹結枝」的原理，説明猶太人和外邦人相互蒙恩的

情形， 兩者對基督的信仰可以説是緊密連結在一

起。羅馬書 11:17「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

野橄欖得接在其中，一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 

 

   我們外邦信徒被接在基督身上，就是被接在以色

列這好橄㰖樹上，與以色列人有份於橄欖樹根（即

猶太人列祖所留下來）的肥汁，就是神在基督裏面

那追測不盡的豐富， 這個橄欖樹結合所有相信基

督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而當外邦人蒙恩數目填

滿， 也是他們盼望的彌賽亞， 耶穌基督再來的時

候，於是以色列全家得救。 (羅馬書 11:25-26) 這

就代表猶太人和外邦人蒙恩的神全體子民， 而構

成了以基督為首的教會。 所以在基督裏沒有猶太

人與外邦人的分别，都有同樣地位。神早已定意要

這樣建造基督身體的教㑹。 所以説以色列和教㑹

的關係即如外邦人和教㑹的關係應該是相同的、 

一體的、息息相關的， 這就是神偉大救恩的計劃，

也是神對以色列人應驗的應許實現在教會。 

 

 

 

 

   星期三早上9:32我傳簡訊問師母，烤肉活動「沒

有免洗餐具。」! 10:16AM我接到了一通陌生號碼

的來電，是教會的「管二姊」！她說要來參加星

期六的烤肉活動，打算帶「Corn bread、Paper goods 

and plastic wares.」！管二姊說：早上就一直有感動

要帶免洗餐具。我當下的心情只有「哇！哇！

哇！」因為很驚奇所以要說三次。管二姊在還不

知道我們有什麼或缺甚麼的情況下說出我們的需

要！讚美神的恩典，聖靈的驅動，當下我的眼眶

泛淚了，耶和華以勒，我們的神就連烤肉活動都

會為我們把不足的地方預備充足，祂是供應我們

一切所需的神。         

   感謝神!我們從籌備、聯絡到公園烤肉活動當

天，都感到神的同在 !早上十點到公園，位置是早

到早得的，我們去的時間不算早，之前雖然去過

幾次，有想到一個好位置，離孩童的遊樂區最

近，而且旁邊還有健身器材區，廁所也很近！不

過每次都早已有人佔據了。但這次真的很不一

樣，神已為我們預留了那個好位置，周遭居然也

沒有太多人! 我開心的鋪好桌墊，David準備木炭要

生火，我才發現忘了帶點的打火機趕緊打電話給

師母在超商買過來，真是虛驚一場，謝謝參加的

弟兄姊妹們帶了很多美食，有牛豬羊、魷魚、鮮

蝦、蔬菜水果、還有果汁跟甜點⋯⋯太豐盛了！大

人小孩一起玩遊戲、打羽毛球、騎協力車、還有

一旁的遊樂設施，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最

後也謝謝管二姊的認同及參與，感覺倍增力量。

大人小孩都開心，最重要的是感受到主的同在，

祂用愛拉近大人小孩每個家庭的關係。歡喜快樂

做神所喜悅的事。 

神也喜悦烤肉活動 

Phoebe Wu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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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利小組  

賽30:15「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
在乎平靜安穩;」 

感謝神賜下風和日麗、溫柔的好天氣；在青
青草地上盡情烤肉、遊戲；享受神所創造的
大自然；藍天綠草、鳥語花香都來自神的
愛，帶給人盼望和喜樂；神的愛都寫在每個
人的臉上；在每一個歡笑，每一個關懷，每
一個交談，每一個祈禱都可以看見神的愛；

 
香氣四溢的烤肉令人
垂涎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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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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ebe Wu 姊妹 

該亞法因嫉妒要殺死主耶穌，他把出賣無辜人的

血罪推給猶大承擔。彼拉多明知道主耶穌是無罪

的義人，卻依然判主耶穌死刑，他居然覺得洗手的

形式就可以擺脫流義人血的罪！彼拉多聽了眾人

的叫囂，他內心軟弱害怕加上政治私心促使他辦

案毫無原則，只因害怕動亂會影響他的政治前程

而順服猶太眾人的威脅，而判主耶穌釘十字架。 人

在這世界行事常會遇到這樣的挑戰威嚇，例如：

青少年在面對同學間流行的電玩、音樂、毒品、霸

凌、男女之間的肢體接觸等等多數人都在做的，如

果自己不去涉足就會無法融入同學的話題，變得

格格不入；嚴重或被排擠。成年人在公司團體內

也會有類似情況像是投機的態度、虛假、結黨為巴

結上司而做的虛偽行為等等，這些都是被環境所

影響漸漸偏離正軌。求主耶穌幫助我們在真理上

剛強壯膽，不畏懼周遭的吆喝、不看環境的艱難，

主賜我們力量抵擋黑暗的權勢，成為主耶穌美好

的見證，榮耀主名，奉主耶穌基督榮耀的聖名禱告 

阿們 ! 

趙國英 姊妹 

回應：最應該感謝耶穌的人是________？ 我是巴

拉巴，我是最應該感謝耶穌的人。我，殺人越貨，

觸犯了羅馬帝國的法律，被判了死刑，等候執行。

突然，有一天，我被無罪釋放了，因為有一群瘋狂

的「好人」，他們極力的要巡撫彼拉多把我放了，

把那個叫耶穌的人釘十字架。就這樣，我被放了，

耶穌被釘十字架了，所以我是最應該感謝耶穌的

人。 我是 Nina，也有人叫我國英，我是最應該感

謝耶穌的人。我，表面看起來還不錯，但是內心裡

啊，那可就不一定嘍....。我，其實就是一個罪人，

原本是有神的審判、憤怒和懲罰在等著我，但是神

兒子耶穌基督代替我受了神的懲罰，而且這麼大

的恩典還是白白賜給我的，it’s free and it frees 

me，所以我是最應該感謝耶穌的人。 

 

回應第三十五天: 馬太福音 27 章 27-31 節  

 

楊榮國 弟兄 

耶穌道成肉身降世為人來到地上，他碰到各式各

樣的人， 在釘十字架之前， 他們差辱、戲弄、譏

誚、咒罵， 並棄絕耶穌，  使耶穌受盡了在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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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之路四十天完整視頻歡迎上網觀看 

網址: https//ch.nl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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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莎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苦，這些人中有外邦人的兵丁，不論是希律的兵丁，

還是彼拉多的兵丁，因為他們都不認識神，都是屬

於世界的人，在這裏赤裸裸地顯露出人性的邪惡和

殘暴。 主啊！我們要感謝你， 我們原來是遠離你的

罪人，屬於世界，活在罪惡過犯中，毫無盼望，「因

為世人都犯了罪，虧欠神的榮耀。」（羅 3:23），

如今你從世界揀選了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蒙你所

愛的兒女，在基督裏稱我們為義，「將又寶貴又極

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叫我們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

敗壞」，我們要記念你在十字架為我們受苦，為我

們捨命流了寶血，不僅洗淨我們的罪污，也把我們

從世界分別出來，又藉著你復活的大能在地上過得

勝的生活，把所有的感謝和讚美獻給你，阿們！ 

 

Tracy Zhong 姊妹 

“ 所以，你們不可丢棄坦然無惧的心，這樣的心是

帶有大賞賜的。你們還需要忍耐，好使你們行完了 

神的旨意，可以領受所應許的。”( 來 10:35-36）

主啊，謝謝祢的開啓：唯有順服到底，才能看到神

的榮耀。阿們！ 

 

Phoebe Wu 姊妹 

阿們，如果我們每一次我行我素的不順服主，是對

祂王權的羞辱；那麼我們每一次自高自傲的悖逆

就如同是抽打在祂身上的鞭子。祂始終默默承受世

人應該背負的苦難。「鞭傷除淨人的罪惡； 責打能

入人的心腹。」(箴 20:30) 感謝主用不離不棄的愛

與溫柔的耐心挽回我們。在得救的路途上我們不免

跌倒，也可能偶爾停下腳步，沒有認真聽主耶穌的

聲音，使得主耶穌總是再一次把我們尋回。求主繼

續牽引著我們的心，讓我們有能聽的耳聆聽好牧人

的聲音，隨從主耶穌的腳步行走天路，感恩禱告是

奉主基督耶穌大能的名 阿們 ! 

 

趙立普 姊妹 

主啊，我的主，我真心向你認罪悔改，若我在日常

生活中言語行為有羞辱你甚至是鞭打你，求你指教

我、管教我，神的奇妙救贖計劃、受苦捨命..... 讓我

們無地自容，我該付出什麼代價來回應這如此救命

之恩啊！主啊，我的主，願你的愛感動千千萬萬的

人來歸向你，領受你奇妙救贖和恩典，願主復活的

大能激勵我們、潔淨我們、有能力和資格來承受這

完美奇妙的祝福！阿們阿們！ 

 

回應第三十六天: 馬太福音 27 章 32-44 節  

 

Tracy Zhong 姊妹 

“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好人死，或有敢作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對 

我們的愛就在此顯明了。”（羅 5:7-8）主啊，謝

謝祢為了我們的罪所付上的代價，求主繼續憐憫我

們、幫助我們，教導我們能將祢的愛活出来，來榮

耀祢的名！阿們！ 

 

第十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_UIpdsWj8&t=203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_UIpdsWj8&t=63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_UIpdsWj8&t=1230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