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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神愛人 作主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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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刻不仰賴上帝的生命恩惠。當我們能這樣來到祂
面前，聖經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
至聖者便是聰明。」(箴言 9:10)

【年度主題經文】

第二，我相信祂要我們看見時間的期限，做一個
有準備的人。每一天，有早晨、有晚上。每個月，
有初一、有三十。每一年，有歲首、有年終。人的
生命也如此，有出生、有結束。這是上帝為世人設
立的生命規律，古今不變。許多人明知人生如此定
規，卻故意迴避，不願想，也不願看。所以與
「死」字諧音的「四」字，就被列入避諱的不祥之
語，或被「三加一」取代。今天在某些基督徒的心
裡，也仍存著這樣的陰影。其實，若我們是上帝的
兒女，就必須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僅是在這個可見的
世界層面。在神的國裡，祂已賜給我們永生，並有
永恆的天家。這個永遠的生命不是虛無縹緲的夢
想，乃是比今生此世更真實不朽的新天新地。人生
數十寒暑的生命結束，對基督徒來說，不是終了，
乃是一個更神聖奇妙的新開始。因此基督徒在有生
之年，乃是要為這個未來的新開始做準備。為什麼
基督徒能泰然面對生死？因為他對生命的期限一點
不害怕，深知上帝為他預備了更美、更好、更完全
的永生！就好像一隻在樹上爬的毛毛蟲，它積極為
自己預備蛹子進入整個蛻變的過程，因為它在地上
的生命就要轉變成在天空飛翔的蝴蝶生命。對毛毛
蟲來說，這整個生命歷程不是它自己設計的。我們
世人也是一樣。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
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哥林多前書 13:13)
【十二月份經文】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
並愛眾人的心都能增長、充足，
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
(帖撒羅尼迦前書 3:12)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已進入 12 月。再過幾天，
2011 年也要成為歷史。我們活在時光的洪流裡，
被推著不斷往前，只有一個方向。若靜下來想想，
人的一生就是這樣，一分一秒無聲無息的從身邊逝
去，永不回頭。以前去過的地方，或許還有機會舊
地重遊；以前渡過的年日，卻絕對沒有重溫的可
能。這是造物主給世人設下的定規，無法逾越。人
們只有在小說或電影的世界裡，幻想時光隧道。上
帝如此安排，有何用意嗎？我相信是有的。
第一，我相信祂要我們珍惜生命的時光，做一
個有智慧的人。聖經記載摩西的禱告說：「求你指
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
心。」(詩篇 90:12) 使徒保羅也勸勉信徒說：「你
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
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
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書 5:15-17) 無論舊
約新約，聖經不斷將「愛惜光陰」與「智慧」並
提，指引我們要認真學習明白上帝的旨意。否則任
隨世俗的波潮起伏，糊裡糊塗過日子，有一天必將
會後悔發現自己竟是何等愚昧短見。上帝賜下祂的
聖經，教導我們許多萬代不變的真理，目的豈不就
要我們能看見這位超越時空的主宰？無論人類的科
技如何發達，文明如何耀眼，都必須謙卑承認自己
不是時間的主人，乃是活在時間裡的受造者，無時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年復一年承受上帝的生
命之恩，有否從內心深處向祂獻上感謝？主耶穌的
愛心與恩惠，實在偉大！祂從沒有與我們計較回
報，更沒有等著我們感恩祂才施恩。若是如此，我
們早就滅亡了。
2011 年主題：「愛神愛人，作主門徒。」若比起
去年，你「愛神」的心有否加強？在今年裡，你有
否刻意努力更加「愛教會、愛家、愛眾人」？比去
年，你的智慧在神面前有否增長？你的信心是否有
長進？對榮耀的未來，你是否更有準備？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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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不能”是我為音樂見證會訂制的主
題。沒想到這真是成為我和眾弟兄姐妹向主的禱
告。六月底我做了個小手術，復原時出現了不正
常的狀況，九月又再度進開刀房。之後，狀況又
不停地反復。雖然在這期間，我身、心、靈時常
軟弱，但是神透過弟兄、姐妹們，關愛、扶持、
堅固我；神也側耳垂聽了每一個迫切呼求的代
禱。幾番集訓，我只缺席一次；出發前一個星
期，兩位專科醫師分別告訴我，不要怕，可以
去。但是我連坐一個鐘頭都十分辛苦，近15個鐘
頭的飛行怎麼熬？許多人還是為我十分擔憂。我
們是神差派的工人，我們會有所不能，但主耶穌
是元帥，在祂卻是無所不能。祂說：“你要在患
難中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
（詩篇50：15）祂聽了眾人流淚的呼求。我們飛
去臺灣的時候，需牧師和我兩個人拿了中間一整
排5個位子；我從LAX一直躺到臺北。回程拿了4個
位子，有一半的時間，我坐著，牧師躺下來睡
覺。我們的神是有能力、有權柄、成就諸事的
神，萬軍之耶和華是祂的名。
第三、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行程中，有幾件事情意外發生，但卻不得不叫
我舉手歡呼、低頭敬拜。其一，修齊的丈夫朱清
泰在我們集訓期間下崗,以至於她無法跟大家去臺
灣。但是，她忠心的出席每一次的集訓，傾力幫
助我們練歌。神也及時地感動許牧師在臺灣的二
妹，調班請假，與我們一起上山征戰，替我們司
琴。在東埔和我們的弟兄、姐妹融洽相處、成了
好朋友。而現在清泰也已經在新的公司上班半個
多月了。我主、我神是掌管天地萬物的主宰。
其二，在短宣籌備初期，我們一直跟東埔的牧
師保持良好的聯繫。忽然，八月集訓開始前就音
訊中斷，接下去差不多有一個月之久我們去的電
子郵件都得不到回復。九月在望，十月就要出發
了。我都曾經心中懷疑過是不是對方有難言之
隱，想不了了之。為是大家不受影響，許牧師和
我沒有跟團員說什麼，只是一邊禱告、一邊繼續
集訓。現在回想起來，這才是短宣培訓的第一
課——等候和信心的功課。神是元帥，行軍、紮
營、發號司令的都是祂。果然，當桂安九月初從
吉爾吉斯回到臺灣後，立刻，透過他和東埔的聯
絡，我們短宣的需要，不論是事工內容，或是行
程、交通安排都獲得了圓滿的答案。但是，原本

短宣見證
許師母
臺灣東埔的短宣，看似是許牧師和我來領隊，
但其實從籌備、組隊、培訓及至出征、回程，這
整個過程，無不顯明神才是領隊，是真正的“幕
後推手”，祂在運籌帷幄。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傳福音又是神的命令和
託付，祂要差派工人去，又要給他們能力做成祂
所指派的工作。這就是此次短宣我實際的經歷。
第一， 神差派工人
一個帶隊出發的領導人最憂心的是什麼？就是
“任務在手上，卻沒有足夠的幹部”。在最初聯
絡時，東埔教會希望我們能提供的事工專案包括
個人談道、家庭探訪、 福音茶會，舉辦小型音樂
會，或生活題材講座等…。 需要實在是很多，但
是，這些專案中，一看就叫我心慌的是“小型音
樂會”。那是需要一些平時就有歌唱訓練的人，
才能在短短8次的訓練時間內成軍獻唱的任務，另
外，還要有司琴的人啊！我向主禱告：“求你差
遣工人。”五月一號第一次的籌備會我們有5個人
–抒凡、魁光、曉青、牧師和我。感謝神！我四
個聲部都有人了，而且都是拿了樂譜就會唱的強
將！還有誰會參加呢？叫我們的聲音更豐厚、頌
讚更榮美？我知道可以大膽、繼續向神求工人。
八月開始集訓時，九人的詩班成型了，修齊是我
們的司琴。不但是詩班成型了，每一個回應神點
名來報名的人都能配合東埔提出來的事工需要。
於是，我們不但是有音樂會，而且是音樂見證
會，有詩歌，有郭美秀、徐魁光的見證，有許牧
師的福音資訊。呼召的時候，全場的人，男女老
少都舉手回應。另外，叢抒凡負責兒童事工及基
要信仰講座，講題是“聖經”；蔡友文在成人主
日學教導夫妻關係和親子教育；薛曉青、徐魁光
各自做他們專業的醫學講座 （姐妹們聽婦女醫療
常識，弟兄們聽口腔、牙齒保健）；郭美秀負責
“小組帶領”訓練；李麗莉與許牧師配搭做“個
人佈道”訓練。主日那天，許牧師在東埔教會傳
講資訊，我們九人詩班獻詩。由此可見，許牧師
和我雖然是領隊的，但神才是點名遣將、統轄精
兵的元帥，祂差派祂的工人。
第二，“主、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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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我們一同上山的桂安卻因太太慧川身體出狀
況，臨時不能如期前往。但，這又何妨呢？所有
的事安排好了。神是慈愛、憐恤人的，祂讓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2011年10月12日，臺北時間早上7點多，桂安
帶著慧川的心意，捧了兩大盒楊桃等水果來機場
迎接我們。我們是又驚喜、又安慰、又感動。一
時也都忘了長途飛行的疲累了。大家歡喜地享用
著水果，需牧師和李麗莉同時又在找要托桂安帶
回臺北的一些材料。應該是有20份，但是找來找
去只找到16份。牧師說那4份大概是在薛曉青哪
兒，他們是坐另一班飛機，只好短宣結束再拿
了。他們忙著，我一個人站在邊上，看到地上一
個黑皮箱，以為是我家的，就想把它拉到旁邊
來。我這一拉，整個皮箱的東西都倒翻出來了。
原來那是美秀的皮箱，美秀和來探望她的妹妹、
妹夫正在說話。一陣驚慌、喧嘩，我真是窘迫的
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鑽進去；就在我連連不住地
道歉聲中，忽然聽到李麗莉地聲音：“牧師，牧
師，4份“古今聖詩漫談”的CD原來美秀的箱子
裡。”我心中很清楚的有個聲音說：“我在這
裡。（I AM HERE!）”我和美秀互相擁抱著讚美
主。
是的，我主、我神在這裡，祂一直都在引領
著。整個短宣，從籌備、集訓、旅途、及將要開
始的服事，祂都在掌管。牧師和我是祂委派的領
隊，但祂是萬軍之耶和華，統領自己的軍隊。祂
引領我們的道路、供應我們的需要、補足我們的
欠缺。
願榮耀、權柄、頌贊都歸於祂！

2011年12月4日

字，被敵對祂的人所憎恨並厭惡。但耶穌卻說：
“父啊，他們所作的他們不知道”。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
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1：9）千
百年來，耶穌的名被口誅筆伐，耶穌的名在懷疑
與否定中被反復沖刷，但這個名卻歷久彌新。
“古今將相今何在，荒塚一堆草沒了”，人啊，
無論如何尊貴、如何叱吒，總逃不脫成為塵土的
宿命，但耶穌的名卻被眾口稱頌、眾膝跪拜。耶
穌，改變了多少無望的生命，拯救了多少孤寂的
心靈。
耶穌，一個榮耀的名字，因為祂是基督、是救
主、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一個恩典的名字，
帶來了關乎你我生命的大好訊息。耶穌，一個奧
秘的名字，凡呼告這名的，必得赦免、必得拯
救、必得安慰、必得盼望；耶穌，一個帶有能力
的名字，勝過世上所有的權柄，因為耶穌是超乎
萬名之上的名！
朋友們，請你凝神靜思，你需要耶穌嗎？你得
著耶穌了嗎？
聖誕節一天一天臨近，你是否聽到了耶穌基督
的腳步聲？當祂叩響你的心門，請相信，這是你
生命中最莊嚴、最關鍵的一刻。惟願你敞開心
扉，迎見耶穌基督，祂的名必成為你的亮光、你
的拯救、你的力量！
親愛的讀者們，請接受心靈的邀約，讓我們與
天使齊聲頌贊，“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
上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2：14）

感恩見證

【編者按】

張郭美秀姐妹

親愛的讀者們，你可曾知道，2000多年前，在
伯利恒的馬槽中，一個生命為你而來，一種洪恩
為你而備，一顆心靈為你而憂，一副重擔為你
背……
耶穌——這個陌生的名字，被不認識祂的人所
冷漠並誤解；耶穌——這個普通的名字，被藐視
祂的人所踐踏並譏諷；耶穌——這個紮心的名

1980年(民國69年),我離開台灣到美國讀書,猶
記在機場的那一幕,親人、好友哭成一團，而在地
球的另一端,卻有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日後的丈
夫——國棟, 歡喜地等候迎接我。人生的悲歡離
合,真是個謎,或憂或喜常常是在轉眼、轉念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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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人一樣,我們結婚、生子、成家、立業.
但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們
遇見了耶穌。我們的人生從追求地上的短暫,進入
追求天上的永恆. 因為上帝在聖經上應許 “神愛
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3:16) “原來我
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
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後
4:18)
信靠耶穌真是甜美,但不意謂著信靠耶穌就無
災、無難、無病、無痛。2004年(民國93年),我那
強壯的丈夫得了癌症,我們平靜的生活忽然起了風
暴。經上說“各人最穩妥的時候、真是全然虛
幻”(詩39:5)，然而我們雖行在患難之中,但上帝
卻應許我們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
何”( 申33:25)。 死亡的陰影在我們當中,卻沒
有叫神的愛與我們隔絕。我們的生活正常,教會生
活正常,團契的生活正常,敬拜上帝,服事上帝的心
志正常。直到日期滿了,丈夫安然返回天家，“耶
穌說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
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約
14:3)。如今我的丈夫巳經與這位救我們,愛我們
的的主耶穌,同在樂園裏,真是好的無比!
沒有丈夫在身邊的日子,應該是孤單的、憂愁
的、哭泣的、害怕的、沒有指望的，但我的心緊
緊跟隨主,衪的右手扶持我。似乎憂愁,卻是常常
喜樂,因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似乎孤單像房
頂上的麻雀,卻在神的祭壇,永生神的家——教會,
學習與弟兄姊妹配搭服事神。每一個早晨，我禱
告神,總不忘記把這一天對丈夫的思念,放在主的
手中,懇求主耶穌將這思念轉成我愛主的心,以天
父的事為念。父神果然在我身上行了大事,衪將我
的哀哭變為跳舞,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

2011年12月4日

我的丈夫不會再回到我身邊了,但我卻往他那
裏去. 是的,我不能走那窄路, 太孤單. 我不能走
那窄路,獨行難，但聽到主慈愛聲,就使我快樂高
興,與主同行安然渡過世路程。有一天我也必安抵
天家,像當年從台灣到美國,然而這次在那裏,必有
我的救贖主,愛我的神,帶著我的丈夫,主裹親愛的
弟兄姊妹迎接我。這是永生神的應許，這是永恆
的盼望！
感謝主耶穌救贖的大恩,使我成為上帝的兒
女。感謝神! 賜下衪的話語——聖經,衪的話救活
了我,我在患難中因此得安慰。感謝神! 賜給屬靈
的家——教會,我可以在家中學習敬拜祂、事奉
衪、傳揚衪。感謝神! 賜給我在主裹的弟兄姊妹,
我們靠主彼此相愛、彼此扶持,共奔天路。
親愛的朋友們! 願我的神,也成為你的神； 願
你早旱認得衪,飽得衪的慈愛,願 神主耶穌基督的
恩惠慈愛大大祝福你們。一切的榮耀都歸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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