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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目標】
愛神愛人 作主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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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的主題經文出自約翰福音，是主耶穌親自對
門徒的吩咐。 在那段經文裡(約翰福音 14:21-23)，耶
穌對門徒講到一個愛神的人應該如何。祂說：「有了
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
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聽了耶穌
的話，有一位門徒向耶穌發問：「主阿，為什麼要向
我們顯現，不向世人顯現呢？」乍聽起來，門徒的問
題似乎認為神有偏心，特別顧念門徒，只向他們顯現。
其實，門徒提問的用意並非如此，更非顧念世人，或
為世人向神請願。這位門徒以及其他門徒的想法，都
是希望他們所跟隨的夫子耶穌名聲能夠早日顯揚，受
人矚目，以至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耶穌知道門徒心
裡這種想法，就以本月經文回答他。

【年度主題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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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經文】
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同住。
(約翰福音14:23)

耶穌這句話沒有針對門徒冀望群眾擁護的心理，而
「愛」是今年的總主題！第一季度，我們要共同學 是教導他們一項很重要的屬靈功課。耶穌當年在世公
習的功課是「愛神」。
開傳道至少有三年半時間，帶著隨身的門徒們週遊以
如何學習「愛神」呢？還記得元月份主日講台的信 色列遍地，進入各個鄉村，尋訪大小城鎮。祂不但在
息嗎？你是否為自己的「禱告」生活在神面前安靜省 各處傳講天國的道理，也多次多方施行神蹟奇事，證
思？是否有實際的回應行動？
明所傳的信息。所以怎能責怪耶穌不向世人顯現呢？
學習「愛神」，信徒的第一個基本動作，就是「禱 換言之，問題不是耶穌沒有向世人顯現，而是世人沒
告」。 禱告像呼吸，是生命的本能動作，不用學也 有像門徒那樣回應耶穌的顯現。也就是說，神的慈愛
會。 同時，禱告也是件最奧秘的屬靈事－居然渺小 非常廣大，早已向世人普遍展現，沒有偏袒。只是人
的世人可以與神相通！竟然卑微的祈禱能達到天 們對神的回應各有不同，有的歡喜領受，有的卻硬心
庭！信徒終其一生，永遠要學、且學不盡的，不外就 拒絕。
是禱告！
凡硬心拒絕的，並不是上帝不愛他們，而是他們不
以愛回應神的愛。當一個人如此硬心時，他就反而看
不見神的愛，也就以為神不愛他，且離他很遠，以至
掉進了「棄主主棄」的惡性循環。

我盼望，藉著元月份的信息，你我能真正看重上帝
所賜的禱告權柄，也能明白這是何等神聖的一個責
任。在一年的開端，你我的禱告生活能顯著提昇，帶
動我們整個屬靈生命的長進。 有一天，主耶穌不會
問我們如何禱告，但祂一定會問我們是否盡了禱告
的責任？

凡是歡喜領受的，就是愛神的人，因為他們以愛回
應神的愛。不是他們先懂得愛神，乃是深深體認原來
是神先愛他們。因著對神有愛的回應，這樣的人自然
每 個 主 日 的 信 息 ， 都 在 教 會 網 頁 也就更緊緊被包圍在神的愛裡，形成一個「主愛愛主」
(www.mbcsfv.org)可以隨時收聽復習；主日信息的 的循環。他們愛主，也愛慕主道，且樂於遵行主道。
投影片、錄音片、錄影片等，也都可以向教會辦公室
所以，「愛神」的第二樣功課，就是要追求更加認
登記索取。 所以若是因有事錯過任何一次聚會，都 識神，在神的話語有堅實基礎。親愛的弟兄姊妹，你
可以及時補上信息部份，不至落後。 我希望大家能 在神的話語下工夫嗎？愛神不能脫離真理，必須好好
夠看見教會同工們的共同努力，在每個環節忠忠心 讀經不可…
主內
心提供服事，非常可貴！－因為這些決不是我一個
許牧師 謹上
人單獨能夠作到。榮耀歸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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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家裡養病的期間，她的那些教友們還是每天
去她家為她禱告, 她的雙腿還是不能動, 醫生說要
恢復也很難, 畢竟年紀也很大了, 但奇跡就發生了,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她竟然能自己下床慢慢走路
了, 家裡人都非常高興和驚訝, 帶她去醫院檢查
時，醫生也很驚訝她竟然可以走路了, 雖然走得很
慢, 但這已經令人難以置信。有一次，我和姑姑聊
天, 她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感謝主，祂讓我還能
活著”, 她說其實她一點都不害怕死亡, 因為那樣

得救見證
潘碩
感謝神，我於2010年10月份決志，11月28日在
谷區國語浸信會受浸，歸於基督的名下。
我從小就是一個無神論者, 根本就不相信這個
世界上存在神這一說法, 並且從來也不主動去接觸
這些, 有時候聽見別人說，我還會過去抨擊他們幾
句, 總認為他們是在胡編亂造, 講一些虛擬的東
西。隨著自己逐漸長大，我也開始對這個世界有
了許多好奇心, 慢慢發現有一些東西和事物是不能
用科學解釋的, 但自己還不相信有神存在, 覺得這
就是一種胡扯的說法, 根本就不相信, 去研究這些
東西簡直就是浪費時間。

她就會到主那裡去, 那裡才是她真正的家, 我當時
聽了心裡就有一些感觸, 開始慢慢懷疑, 難道真的
有神存在? 自己原來的無神想法開始慢慢被融
化。之後，她在和我講述關於神的東西，我都會
細心地聽, 但還是不能完全相信, 還是會有許許多
多的疑問, 但我已經開始慢慢地相信世界上是有神
存在的。

在我的周圍也有一些人是基督教徒, 看他們每
個星期都會去教會，參加教會的一些活動, 自己就
覺得這些人是不是有病啊, 怎麼會相信這些迷信的
東西, 在這種事情上面浪費時間呢？ 我自己的家
裡人也有基督徒, 我的姑姑一家人都是基督徒, 每
次我去他家時，她都會迫不及待地給我講一些聖
經上的東西, 而且講的是有聲有色的, 如果要是簡
單地把它當作是一個神話故事是很不錯的, 但我姑
姑每次都說這是真實的事實, 我當時聽了心裡就
想："姑姑，你可別再跟我開玩笑了, 我又不是小
孩子, 我能相信這是真的嗎", 表面上就很敷衍
她。直到幾年前，我姑姑得了一次很嚴重的病, 幸
好家人發現及時, 再晚一點就沒辦法搶救了, 但由
於病情嚴重，她的雙腿不能動了。記得我當時去
醫院看她的時候，有一件事讓我當時真的很不能
理解, 她趴在病床上動都不能動, 但是我發現在她
的枕頭旁邊放著一本聖經, 而且四周圍坐著好幾個
人，不知道在說著什麼, 後來我知道，原來那些人
都是她教會的教友, 大家在為她禱告。我還記得我
當時很生氣地對我媽媽說了一句：「她現在根本
什麼都聽不見, 那些人在那裡嘟囔什麼啊。」要不
是我媽媽攔著我, 我就上去把他們趕走了。姑姑出

2010年，我來到美國。之前就聽說,這裡的人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信仰, 這也是一個開
放的國家, 允許任何的宗教存在。我和我的兩個朋
友懷揣著自己的夢想來到美國, 我們在同一所學校
上學, 但是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的英語都
是非常非常糟糕。在美國，如果你不會說英語，
那就相當於啞巴一樣, 當時我們三個都很沮喪, 因
為我們還有許多的事沒有辦,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
辦。在我們手足無措之時，神卻知道我們的困難,
祂讓我們在學校認識了一個也是來自中國的留學
生郭睿, 他也是我們學校除了我們三個以外唯一的
一位中國留學生, 他已經來美國3年了, 英語非常
好, 許多事情也都很懂, 之後我們沒事就在一起,
他也帶著我們，把我們沒有辦的事情都辦妥了, 後
來我們四個就住在一起, 他幫了我們許多的忙。我
們在聊天中得知，他是一名基督徒,已經信主好多
年了。我們非常感謝他幫助我們這麼多, 但是他卻
把這些幫助全都歸功於神, 他說其實這是神已經安
排好的, 而且每一個基督徒都是一樣, 他們都會盡
力去幫助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我聽了之後，心
裡開始有一種衝動, 想要去瞭解神。當我們在一起
的時候，郭睿就會給我們講一些他的經歷和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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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些狐朋狗友整天混在一起, 並且經常給父母惹
禍, 抽煙喝酒, 打架賭博, 不好的事幾乎都幹過, 我
以前也是一個脾氣非常不好的人, 缺乏耐心, 只要
別人說的話我不愛聽, 不是罵就是打, 就因為以前
不懂事, 和別人打架,父母賠給別人好多錢。現在
想想，以前的自己真的就是一個無藥可救地浪
子。剛到美國的時候, 還沒認識真神之前, 我整天
無精打采, 非常沮喪, 不是抱怨這個就是抱怨那個,
從來不從自己身上尋找原因。但來到教會以後, 我
發現自己變了好多, 不再像以前那樣火爆脾氣了,
每當我想要生氣時, 總會有一個念頭和一種無形的
力量壓制著我, 使我慢慢地平靜下來。現在遇到問
題，我開始先從自己的身上尋找原因, 因為我生活
的環境不可能因為我改變, 所以我要學著改變自己
去適應環境，並且時刻提醒自己不能做違背基督
真理的事。

後的感受, 他的講述讓我產生了一種想去真正瞭解
神的想法。
我們住的周圍沒有中國人的教會, 所以很長一
段時間也沒有真正去過教會，但神已經為我們安
排好了一切。就在我們想要去尋找教會的時候, 無
意中我們發現了谷區國語浸信會。我還清楚地記
得，我是2010年10月1號走進教會, 這也是我平生
第一次來教會。我參加了國青團契，感覺特別溫
暖。我來美國也有一段時間了, 第一次能和這麼多
的中國人呆在一起聊天, 並且大家都非常熱情,讓
我在異國他鄉找到了一種家的感覺, 這也是我為什
麼願意信主的原因之一。我週五和周日，只要沒
事就來教會, 之後開始參加慕道班, 並和大家一起
查經。我慢慢地發現，自己的心靜了好多, 無論是
在學習還是生活上遇到多麼不開心的事, 只要一走
進教會, 都會有一種卸下一個大包袱的感覺, 身心
都非常輕鬆。

在教會裡, 在團契中, 我無不感受到愛；在聖經
中, 處處讀到的也都是愛。神的愛是那樣的無限，
神愛世人, 以至於將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 每當想
到這些, 我都非常感動。現在，每當我與親戚朋友
聊天時, 我總是會迫不及待向他們傳遞耶穌基督的
愛, 我們從主那裡得到無限的愛, 也要把愛帶給周
圍所有的人，這是多麼讓人喜樂的美事啊！ 雖然
在傳福音時，我的想法、話語並不被人認同並理
解, 但是這卻不能阻擋我愛神、服事神、傳揚神的
熱情。我們有了主的愛，還在乎什麼呢!

我第二次來教會就決志了, 在慕道班學習了一
段時間，我對主也有了更多的瞭解, 但還是有許多
的疑問, 剛好教會在11月的感恩節有一次受浸, 慕
道班的老師就問我想不想受浸, 當時自己猶豫了一
下, 覺得自己還不是完全瞭解主, 是不是應該受浸?
我當下沒有直接決定, 回家之後我問郭睿, 我現在
還沒有完全瞭解主, 可以受浸嗎? 他告訴我，雖然
我現在剛剛開始瞭解主, 但只要自己已經下決心要
一生追隨神, 願意成為祂的兒女, 無論時間長短,
只要願意, 神隨時都會接受我。聽完之後，我立刻
下定決心要跟隨這位世上唯一的真神。於是，我
在2010年11月感恩節受浸了。回想當時受浸時的
感受，真是讓我激動不已, 當牧師問我願不願意成
為上帝的兒女, 當我說出我願意的那一刻, 我感覺
我是被聖靈充滿了, 當我浸在水中, 從水中出來的
那一刻,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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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我如
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神的兒子活著; 祂是愛我,
為我拾己.(加拉太2:20)。我是一個蒙恩的罪人, 是
耶穌基督救贖了我, 我要將一切榮耀歸於神！

思想將來, 有太多的事情我不可預料, 但靠著神
加給我的力量, 我心中有無限的平安, 因為我知
道：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春聯】
上聯：愛神愛人愛教會
下聯：同心同工同增長
橫批：尊主為大

我以前是一個非常叛逆的人, 不愛學習, 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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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懷神的恩典

【好書推介】

范世英姐妹

我的上帝我的神，你的奇跡令人敬；
天廣地闊獨一主，你是真光照萬民。

《聖靈的恩賜》

世人禱告世人信，一言一行你鑒察；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這一切
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言難啟口目不明，唯恐撒旦纏我身；

…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

呼求上帝速救我，防我隨時陷網羅。

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哥林多前書12:7、
11,14:12)

耶和華我主我神，為何我心難平靜？
長日長夜人不寐，人生苦旅有喜樂。

在世界各地,靈恩運動如火如荼,但同時也帶入
一些問題。因此,許多弟兄姐妹談“靈恩”而變

人有生死無關緊，主的恩慈寬待人；

色。究竟什麽是 ”靈恩”?屬靈的恩賜能不能求?

主內兄弟姐妹情，歸回基督識慈父。

該不該求?為什麽求?怎麽求?……
《聖靈的恩賜》由周同培牧師編著,不從各人經
歷入手,而從真理開始,透過詳細地讀經,存著開放
的態度,重點研究聖經中靈恩經歷的地位和真理。
本書旨在帶領信徒回到聖經中,正確明白並接受聖
靈的恩賜,以此作為建造教會的助力。
歡迎弟兄姐妹借閱。

萬國萬民萬能神，共享天福謝主恩。

圖書編號: C 123

請踴躍投稿！稿件可投至圖書
室外面的稿箱, 或
email:newsletter@mbcsf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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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須要敬畏神，侍奉上帝是本分；
神的話語腳前燈，照耀我心跟從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