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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感恩的心迎接嶄新的2023年。中國人常說：「一元復始，大地回春，欣欣向榮，萬象更

新。」使徒保羅說：「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耶穌基

督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3:13,14)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

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以西結書 36:26) 新年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的時候，願我們在新的一年帶著新的心、新的靈往前邁進並領受神全方位的恩典。正值歲首我要談

什麼是基督徒的人生觀。所謂人生觀就是指對人生的看法和根本為人處世的態度；進一步説，就是

對人生的意義、人生的目的、人生的價值，和人生的未來等問題所持有的見解。有些人對人生抱有

樂觀的態度，積極進取，認為世界是美好的、光明的，有希望的；但也有不少人對人生持悲觀的態

度，消極的、黯淡的，疑惑人為什麼要活著，它的目的何在？  

      今天我們身為基督徒，對人生的看法有別於一般世俗人；最主要不同就是我們裏面有神所賜的

生命，它是神聖永遠的生命；也就是有神的聖靈與我們同在，它解決了我們人生一切的問題。基督

徒的人生觀依照保羅的看法是：「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立比書1:21節），

還有他也説：「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

拉太書2:20）這些經節讓我們看見：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從前本來是我活，不是基督活；但今

天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所以為主而活可以說就是我們的人生觀。  

      在聖經上與我們人生有關的經節，不勝枚舉，對於我們基督徒對人生應有的看法和生活的態

度，我從聖經上的經節大致整理出來，完成以下五個人生觀的論述，提供弟兄姊妹參考，以資共勉: 

楊榮國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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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撒拉 姊妹 

      一. 人生如客旅寄居：彼得前書 2:11 彼得説：「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

來書 11:13「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這兩處經節提醒每一個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天

上的國民」（腓三 20），在地上生活有如過客，人活在世上只是暫時的，正如古人説的：「浮生若

夢，為歡幾何」轉眼成空，都會過去的。但我們基督徒必須用神的觀點去看人生，人生是在神的計劃

中，永無止境的。行事為人要有屬天的標準，不應該隨從世界、留戀世界，要把生活的一切的目標都

應指向天上，天上才是真正我們的家、「更美的家鄉」（來十一 16），我們要回到神的身邊，並得到

天上的基業才是我們人生的盼望。  

      二. 人生如奔跑道路：保羅在臨終的時候説：「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

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後書 4:7）基督徒跟隨主的一生就好像賽跑一樣，重要的不

是要嬴得比賽，而是恒久忍耐，堅持跑完全程，不浪費在地上的年日。我們跑的是屬天的道路，好叫

我們堅定持守信仰。馬太福音 7:13-14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

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我們跟著主耶穌走的路乃是一條

新路，但這條路首先必須進一個窄門，那不是別的，就是相信主耶穌基督，他就是門（約 10:9），而

且路是小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們必須將一切都放下，將一切都撇棄，來跟從主，我們惟有借著

基督，經過十字架，才能得著永生。 

      三. 人生如苦難爭戰：約翰福音 16:33「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

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希伯來書 10:32「你們要追念往日，蒙

了光照以後所忍受大爭戰的各樣苦難，」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難免會遭遇到一些困苦艱難的

事；神為什麽允許我們受苦？面對生活中的各種痛苦、難處，我們到底該如何尋求神的心意？以及如

何經歷這些苦難的環境。雅各書 1:12「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

冕; 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 馬太福音 5:10-11「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人若因我辱駡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彼得前書 1:6-7「因

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

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贊、榮耀、尊貴。」;  彼得前書 5:10「那

賜諸般恩典的 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基督徒生活中有苦難，苦難中會軟弱，會徬徨，會懷疑自己能不能勝出。

耶穌勉勵門徒要轉眼看著祂，因為他的恩典寶血，能使我們再度聖潔無瑕疵。祂的得勝，提供了我們

勝利的榜樣。主要帶領我們走上得勝的道路。弟兄姐妹，「所以，要拿起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

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以弗所 6:13）跟隨主耶穌打屬靈的爭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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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靠著耶穌的榜樣爭戰抵擋。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 4:4) 

也要在一切富貴的引誘前面持守「要單單事奉主我們的神。」食物也好、別人擁有的財富地位也好、

別人做的事也好，都不是基督徒人生的目的和意義。     

      四. 人生如一片雲霧：雅各書 4:14「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

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  約伯記 7:9-10「雲彩消散而過；照樣，人下陰間也不再上

來。 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認識他。」;  詩篇 102:3「因 為 ， 我 的 年 日 如 煙 雲 消 滅 ； 

我 的 骨 頭 如 火 把 燒 著 。」 這幾節經節比喻人的生命是變幻無常，它不在自己掌握之中。人的生

命是什麼呢？原來只是一片雲霧，隨時就會消散而去，比喻人的生命短暫脆弱。我們基督徒有神所賜

的生命活在我們裏面，它是永不朽壤的生命、永恆不變的生命，所以我們必須信靠我們的神，抓緊那

掌管我們的生命永恆的神。  

      五. 人生如捕風虛空：傳道書 1:2「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又

說：「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傳道書 1:3） 所羅門王曾經是

全世界最有智慧、權威、能力和財富的君王，但這些並不能滿足他；在他晚年的時候他遠離神，經歷

了人生的虛空，而道出肺腑之言。人的生命如果沒有神，凡在他世上所作的一切，不管是勞碌、享樂

都是捕風捉影，毫無益處。而他虛空的原因，乃是沒有神的同在; 人是萬物之靈，這靈是用來接觸神，

讓神的生命進來，如果靈裏沒有神，光靠物質和魂生命的享受，你的心靈深處還是有填不滿的空虛，

唯有至高榮耀的神、屬靈的事務和神的話語，能夠將它填滿，使你心靈得到滿足，永不再孤獨、寂寞，

也充實了我們的的生活。有了神的同在，不再有明天的憂慮、煩惱，不再有世俗的纏累、今生的捆綁; 

有了神的同在， 我們的生活變得簡單，不再複雜; 變得容易，不再拘束。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的人生觀是什麼？是為著地上的財產而努力嗎？或是為著天上的產業而盡

力？如果是地上的財產；請認清聖經上的記載「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神口裏所出一切的話」

（馬太福音 4:4）;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馬太福音 16:26）有一天地上「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彼得後書 3:10）; 「這世界和其上

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翰壹書 2:17）如果我們了解整本聖經的

真理和啓示，我們要向神讚美説，這本聖經乃是告訴我們説，神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人生，祂要作

我們的一切，祂要作我們的愛、平安和喜樂，把一切榮耀、尊貴和讚美歸給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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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牧師兼水電工             宋永琴 姊妹  

弟兄姊妹平安，先祝大家

感恩節愉快。我今天要見

證發生在我們家的一件有

趣的故事；話說有一天我

們家洗臉盆的水龍頭壞了

會 漏 水 ， 水漏 得 滿地 都

是，只好用大小臉盆來接

水; 我先生一向很喜歡修

理東西，也捨不得花錢，可以自己修理，他也已

經買好了新的水龍頭，但在修理前必須先打開下

面的蓋子，但不知為何就是無法打開，只好看世

界日報的廣告專欄找人修理，後來在電話聯絡上

一位水電工，告訴他情形，並問他多少修理費，

他說要$100，我們覺得在美國還不算貴並答應

他來修理，二小時後他來了，他檢查完後說這些

設備已經有五十年太老舊了，並須全部鋸掉換

新；全部修理完後，經過相互介紹才得知他原來

是位牧師，令我們感到驚奇，也很不敢當，為什

麼牧師來當水電工。他曾經在台灣任職牧師，來

美後找到牧師助理工作，但薪水低每個月不到

$1000，很難養家活口，只好去學水電修理，改

行水電工，登在報上招攬顧客。他問我們在那個

教會，我告訴他在新生命宣道會，並給了他一些

教會的資訊；他住在Anaheim，歡迎他能參加

我們教會的聚會。求神特別祝福這位牧師兼水電

工，也希望有一天他可以重回牧師工作，來服事

教會為神作工。 

感謝主的恩典夠我用       蕭語平 姊妹 

主的話教導我們「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

事謝恩; 」（帖前5:16-18）今天是感恩的季節，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顆感謝的心；「凡以感謝獻

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詩50:23）我們要凡

事感謝主，凡事是化妝的

祝福、是正面的祝福、是

後面的祝福，主向我們所

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

念。在世上我們是不是一

帆風順，青雲直上?  不

是，但主答應我們，賜給

我們平安；主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在我

 面叫你們有平安。」(約16:33) 是主所賜的平

安，不是苦難、魔鬼的攻擊，或自己的軟弱所能

奪去的。我自己是生在一個敬畏神的家庭裏，從

小就一直有主的話、主的恩典與我同在，真是上

尖下流、福柸滿溢，全部是恩典，可是我自己最

大的毛病，就是頭腦有知識，更像一個假冒為善

的人；那些文士或法利賽人，他們會說一套，但

他們的生命，沒有讓主的生命通過老我的死而流

露岀來；所以我一直在學習這個功課，而且我也

非常好強，以致主讓我生了很重的病, 到現在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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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的病;   我的醫生告訴我：以妳現在的情

況，任何時候有可能突然發生heart attack而

離開。我們一生的年日，可能活到七十歲，強

壯到八十歲，在這其間，我們所誇的勞苦、愁

煩轉眼成空，只有為主而活，只有靠主的恩

典；我一身的病，各式各樣的難處，那怎麼辦

呢；主對我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因為

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林前

12:9）我們都是軟弱的，但主有夠用的恩典。

今天我願意向主獻上感謝、感謝、再感謝。 

寫下神的恩典                       李海濤 弟兄 

聽了蕭二姐分享她的感恩見證，心理甚受感

動，激勵我也想在此分享。首先我非常感恩

神，神在我身上有很多恩典。我很感恩神能來

到我們新生命宣道會，接觸到教會的牧師、長

老們、服事的同工、各各團契的負責人和其他

弟兄姊妹，感覺到自己就像一顆小樹，安歇在

溪水旁；生活在這個教

會令我覺得非常舒服，

真是感恩，讓我有一個

很好的安息。我的感動

是什麼？昨天我參加我

們學校前院長的安息禮

拜，我和幾位同學負責

指揮交通，碰上一位男

同學，他是 part time，本身有工作，平時很少

見面，我們就聊了起來；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件

事情，非常值得我去學習；我的性格有個缺

點，就是我喜歡去作多於說，不擅長去寫或記

錄東西，那位同學卻很勤於作筆記，他喜歡把

在他身上經歷各種神的恩典記錄在本子上，當

每次拿出來翻閱，就發現神在他身上有好多恩

典，讓我感到非常羞愧。藉著今天的分享，我

鼓勵大家能把神在你身上所經歷的恩典記錄下

來，如此一年後回頭看看這些記錄，對神就有

很多的感恩。 

 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王智仁長老  

今天主日早上牧師在証道的時候說到一句經文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衪

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你 們了 。」 （馬6:33）

我今天要見證的就是這句

話「先求衪的國和衪的

義」。我常常和  Linda

在談話的時候，說到這一

生這樣走過來，我們能夠

感恩的就是神的信實；神開出來的支票不是空

頭支票。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我們所要的一

切，神會賜給我們。我們兩個人五十多年的婚

姻，我們一起在教會中的服事，就是這一句話

「神的祝福」我們要向神獻上感恩。我們兩個

兒子，在他們小的時候，就帶領他們在教會中

一起長大，參加兒童班、兒童主日學，慢慢長

大以後，在教會中安排他們作一些零零碎碎的

事，在同年齡的青少年當中慢慢學習在教會中

的一些服事；後來我們也看見神在祝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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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所能看見的都是神的祝福，直到今天他們

不僅有自己的工作，他們在教會也有很多的服

事。在前二年多因為 Covid-19疫情，大家都不

隨意外出，我大兒子的美國教會，年長者不敢出

門怕被感染，我大兒子和我媳婦就自動到外面幫

他們買菜，並且送到他們家裏；我二兒子在他教

會也有很多服事，我不是在誇耀他們成就什麼，

而是在誇耀神的信實。這兩個星期來，我們有一

件非常快樂的事，我的大孫子在UCI花三年的時

間就把大學四年的課修完，提早一年畢業；每次

跟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就會問他將來想作什麼，

起 初 他 還 小 的 時 候 總 是 回 答 ： 「I don’t 

know. 」後來長大後說要當眼科醫師，走他爸

爸的路，那是不容易的，因為 Optometry在加

州只有兩所學校，一所是在Berkeley，另一所

是在Fullerton ；南加州Fullerton 這所學校

每年只招收95名學生，而申請的人大概有好幾

千人，他去申請了，我當時問他說你還有申請其

他學校嗎，他說只申請這所學校。二星期前他發

一個短訊告訴我們，他已經被錄取了，我們聽了

非常高興；我記得三四星期前他通過了各項入學

需要的考試，準備參加最後的面試，我問他會不

會緊張，你爸爸是否教你如何面對，他回答說：

「他們問什麼，我就答什麼。」我不是要講他成

就什麼，而只是身為 Grandpa和 Grandma為

他感到高興。但我要見證還是牧師早上證道的那

句話「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都要加給你

們」神是信實的神，把榮耀歸給祂。 

大孫子主動要求受浸             陳令範 姊姊 

我很感動的一件事，我的

大 孫 子 有 一 天 告 訴 我 ：

「我要受浸」, 我感到有點

驚 訝 ， 我 說 ： 「 那 很 好

啊！」，後來在他接受浸

禮的那一天，我兒子的公

公、婆婆及一大群人前來

觀禮。我非常感謝主，我

們從來沒有跟他討論過受浸的事，而是他主動要

求受浸，後來他爸爸協助教會牧師為他施冼；每

一次想到這件事我都很感謝主，我相信這是神在

他身上作工，是神的安排，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

跟他談過或要求他受浸的事，而是他主動要求，

我深信是神與他之間奇妙的關係促成他要受浸的

願望，我真是感謝主。  

神生命的傳承            Tiffany Chen 姊妹  

我有很深的感動，就是無

論我們在那裏，我從以前

很多教會到今天的新生命

宣道會。我們人生真是很

短暫，來匆匆去也匆匆，

可是我很感恩，因為在我

們生命中，有老的弟兄姊

妹、有年青的弟兄姊妹、

也有還未信主的弟兄姊妹來到我們當中，這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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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撒拉 姊妹 

 

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恩典，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是

神的創造，神的形象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從

他們身上可以看到神的美好，從他們身上也可

以看到從亞當來的原罪，這個原罪就是我們的

軟弱和掙扎。我們常常在黑暗中只有神知道、

我們知道，沒有其他人知道；但我們了解我們

的神天天在疼惜我們、照顧我們、一步一步帶

領我們走出軟弱和掙扎的黑暗中，這就是神每

天給我們的恩典。我也很感恩這麼多屬靈的長

輩，在生命中給我很好的教導。不知不覺我也

覺得自己愈來愈老; 我很感恩讓我有機會當生命

傳承的接棒，把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傅遞下

去，無論給我們的下一代和我們周遭被神帶到

我們身邊尚未得救所關心的親人、朋友及其他

任何人。 神要我們作的事，我們就要去作，這

也是感恩。在我們生命中，神教導我們每天要

作什麼，我們就去作。感恩就是無論遇到什麼

事，將來我們都會見到神，回到祂的懷抱，這

也是我們每天要感恩的。另外我很感恩的就是

下星期我們教會還有一次的洗禮，為著靈魂的

得救。我也很感恩在生命中有大家，我們一起

走在主生命中的道路上，我們一起向前行。  

慶生會 
歡慶蕭語平姊姊九十大壽，及蔡雅

琴姊妹、陳令範姊姊、張德光弟兄

壽星，恭祝松柏常青、永沐春風、

喜樂常在、永沐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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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

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使徒行傳2:38）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

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

樣。」（羅馬書6:4） 

教會於11月27日主日崇拜舉行受洗禮，接受受洗的弟兄姊妹共有五位：

Caroline Wong，Michelle Fu, Kevin Zhang, Wen-Qi 

Liao, Yi Yang 。信主受浸是極其喜樂的事！浸禮不但是一種儀式，它也

是一個非常奇妙且榮耀的見證，接受浸禮的人，是要藉著浸禮向弟兄姐

妹、親友、全世界、甚至眾天使及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一神作見證。這

個見證的總意正如羅馬書6:３所說的是「…受洗歸入基督耶穌…」。 恭喜

他們受浸歸入主的名下，得著豐富、永恆的生命救恩，成為神國的兒女，

也成為我們新生命的家人，願上帝在他們受洗時所領受的恩典和祝福，引

導他們一生旅程。也謝謝 James Yin弟兄的辛勞拍攝並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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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誕 午 會 
教會於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午餐後下午一時在大堂盛大舉行聖誕

「午」會，慶賀耶穌降生喜訊，除了教會弟兄姊妹還邀請了親朋

好友共襄盛舉，節目內容豐富精彩，包括天籟之音的詩歌合唱、

鏗鏘宏亮的朗誦、舞姿優美的舞蹈、及從聖經裏記載的故事所改

編的短劇『聽見與看見』，給觀眾留下救贖主耶穌誕生的深刻印

象，大家卯足全力的演出，博得滿堂喝采，為聖誕節劃下美好的

句點，也見證神豐盛的恩典和榮耀。                    (楊榮國 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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