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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都留下許多佳美的腳蹤。對他們為主所作
的事工，我們今天能看見、聽見、知道的實在很有
限，但相信他們所結的每一個果子都必在神面前被紀
念。我們教會以他們為榮！他們忠心耿耿服事神的美
好見證，更是我們每位弟兄姊妹欽佩學習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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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七月我們的第一個短宣隊到了哈爾濱，與去年
一樣還有友會的信徒們一同參加，有幾位還深入外
蒙，實在是美事！如今第二個短宣隊剛從臺灣回來，
並在週五聯合團契聚會作了分享。我相信許多弟兄姊
妹先後都聽過了這兩個短宣隊的經歷分享與見證，深
深期望大家對宣教有更切身的體會。從一開始，我們
就強調「宣教」是教會整體性的事工，不是少數熱心
信徒獨來獨往。教會必須宣教，信徒也必須宣教，這
是「福音的債」，也是主所託付的「大使命」。

(哥林多前書 13:13)
【十一月份經文】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
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提前 1:5)

今年在講台兩次提到「Missio Dei」的觀念，強調
宣教不僅是一項事工，其實更是上帝神聖的屬性之
一。這是一項具有革命性意義的聖經觀念，值得我們
更深刻的思考與體認。這次在臺灣東埔教會，當我與
他們分享這個聖經觀念時，引起很大的迴響。我們不
知道神為什麼把我們帶到臺灣南投的這個山區裡？我
們也不知道谷區國語浸信會能在臺灣的阿里山下做什
麼？但是，我相信上帝既是宣教的上帝，祂的差遣就
一定有祂的旨意。若你要問我－「什麼是我最大的心
願與禱告？」我會毫不猶豫的說：「我的禱告就是谷
區國語浸信會要摸到上帝愛世人的心，成為一個大使
命的教會，無論近處遠處」。我深切警惕，教會若忽
略傳福音宣教，就必定得不到上帝祝福。因為一個忽
略傳福音宣教的教會不僅違背主的吩咐，更是與上帝
的屬性相悖逆，怎能得到祝福？

今年教會正式組織了兩支短宣隊，分別到哈爾濱
與臺灣。雖然這是頭一次差出兩個短宣隊，並且是
第一次有團隊直接進入台灣。但是這麼多年來，我
們教會一直都不忽略對外的宣教。從教會初初成立
開始，我們就將每月一般奉獻總數的十分之一特別
保留下來，做為對外宣教之用。如同弟兄姊妹按聖
經教導將十分之一獻上為主，納入神家；教會整體
也將十分之一慎重的分別為聖，用在對外的宣教事
工上。感謝神，我們這樣的原則這麼多年自始沒有
改變。

其實，正確的說，我們教會對外宣教的擺上，每
年都遠遠超過十分之一。從最早期的年度宣教特別
額外奉獻，到近十年來為推動哈爾濱事工的奉獻，
以及多年來為各地宣教士與宣教機構事工直接或間
接所作的奉獻，並還有許多默默的、不為人知的奉
信徒也是一樣，必須挑旺關切靈魂得救的心。好好
獻與行動…，我們全體教會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確實 回想自己是如何蒙了主的恩典？看看自己的週圍，若
為普世宣教有所擺上，也蒙了主的悅納。
不是認識主，今天會變成是怎樣的光景？感恩節將
我們過去在宣教上除了獻金，也有許多實際的宣 近，不能不有所省思。
教行動。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從我們當中出去宣教
今年感恩節，不但要好好數算主恩，向神感謝。容
的李桂安、張慧川夫婦，以及陳乃揚、湯玉嬋夫 我鼓勵你，除了以愛心與人分享神的祝福，還要找機
婦。十幾年前，他們原都是在教會裡熱心服事的同 會與人分享你所認識的上帝，告訴人：「耶穌愛你，
工，因為蒙受主的清楚呼召，就毅然決然的撇下世 祂能救你」！
界，全時間走上獻身之路。這些年來，他們全心全
主 內
許牧師 謹上
意愛主事主，從無論是在中國東北、中亞、臺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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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員工去看電影,唯有他在學習班被4個人看管。
當晚被殺,他們將屍體偽裝成上吊的樣子,沒有通
知家屬,馬上找人將他埋葬,埋葬時連拖鞋也沒
穿。我們直到1978年才找到他的屍骨,後來平反
了。

得救見證
蔡新
2011年4月24日,在紀念主耶穌復活的日子
裡、我在 Indiana State 接受主為我的依靠,受
浸成為基督徒。感謝主,祂沒有放棄我。感謝主
一步一步地帶領,使我的腳步踏實。他讓我有機
會接觸並認識了各種各樣的宗教思想,為我今後
向各種信仰的人傳福音打下堅實的基礎。現在想
到主耶穌一直守護著我,把最好的東西帶到我生
命裡,我就覺得很喜樂! 我要將主的恩典寫出
來、讓人知道神的恩典是如此真實、如此浩大,
像海邊的沙粒,無法歷數。

在我生活的環境中,沒人相信我父親是“反革
命”,他們給予我很大的同情,這可能跟我家庭的
聲望,跟我祖父祖母的為人有關。在階級鬥爭的
年代,我有機會感受到儒家傳統思想的薰陶。並
且,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我的物質生活很豐
富,感謝主! 然而,從小失去父親的我,在心靈上
有創傷。我大約在大學三年級頭一次到教堂,聽
到這麼多人在呼求阿爸父,我茫然,我不知所措,
我要向父親求什麼? 我從來沒有叫過一聲爸爸,
更沒有向阿爸求過什麼。我想我這一生不可能信
基督,這太可怕了?

一、 無神的年代
我出生在中國福建省泉州一個知識份子家庭,
從小接受儒家傳統思想的薰陶。曾祖父是當地的
名流,任職多個小學的校長,並創辦一所小學,還
是當地關帝廟的董事長。祖父解放前在泉州創辦
兩所中學,他是廈門大學教育系畢業生,雖然經過
多次政治運動,仍於1975年光榮退休,有很高的退
休金。20世紀,他的學生為紀念他捐建一棟教學
樓,並為他塑了銅像。近50年來,這在泉州是第一
次。
我一直跟著祖父祖母在泉州長大。祖母為人
和藹,從不發脾氣,更沒與人包括她的兒媳婦爭吵
過。他們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沒有他們就沒有
現在的我。小時候有兩個事情對我影響最大。
常有社會名流到家裡來,他們幾乎清一色是
“右派”。解放前他們有地位、有身份,許多是
留洋的,或廈門大學畢業生。解放後,他們一下子
掉到人下人,受迫害,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連
基本的人格也被踐踏。他們為平反的事奔波,常
到我祖父這裡尋說找說明和安慰。
從這些老先生身上,我學到許多:信實,按良心
辦事,安份守紀,堅信有冤必得申張等。我也看到
儒生不能救中國,儘管我當時不知道有主。第二
件事是關於我父親。解放後他響應號召參加解放
軍,有12年的軍齡,是軍官。復員後到福建安溪糧
食局工作。1970年8月1日建軍節,糧食局組織全

感謝主,大能的主,是祂醫治我心靈的創傷,是
祂拯救了我。現在,我天天向天上的阿爸禱告。
感謝神揀選了我,使我成為我們家第一個基督
徒。其中經歷了許多掙扎,因著神的恩典,我最終
還是回到神的懷抱,有神的日子真好!

二、 多種宗教的禁錮
我於1981-1985年讀大學,1985-1988年上碩士
研究生,不到24歲就成為大學老師。在大學碩士
期間,接觸到各種哲學思想,我的專業數學的深厚
的理論水平讓我讀這些哲學書籍毫不費力。
當大學老師期間,我“修練”了多種氣功。然
而我並不滿足於此,因為我身體根本沒病,我尋找
的是心靈的食糧。我知道道家的基本知識和修練
方式,但沒有進一步深入修練,也沒有深入研究周
易和命理。感謝神,否則憑我深厚的數學理論也
能做個“半仙”、“神算”之類。
我沉迷於佛教,對佛教有較深的瞭解。正如保
羅以前是一個猶太教徒,我以前完完全全是一個
佛教徒。那時,我也讀聖經,也非常敬重耶穌、摩
西,對出埃及記所描述的情節,我深信不疑。(弟
兄姐妹們,今後若有佛教徒說這事,不要懷疑,他
或許說的是真話。) 儘管如此,我仍然不是基督
徒,也沒有指望成為基督徒。
其主要原因,是人的罪惡,不願意捨已,不願意
2

谷區國語浸信會

每月通訊「溪邊的樹」

放棄自己做決定的權利。人們習慣於以自己的方
式,隨自己的意志,安排策劃自己的生活,執意做
自己命運的主宰。2007年,我成為博士教授,事業
學業都達到了人生追求的最高峰了,但人的盡頭
卻是神的起頭。

2011年11月6日

一家的戶口很快就落戶到杭州,地點是浙江大學
玉泉校區,是落在我朋友的表哥家。在中國有幾
億農民工沒有身份,子女讀書的問題沒有著落。
但我女 兒讀書的事也很快解決了,是浙江大學附
屬中學,一所在杭州很好的中學,小孩上學走路不
要五分鐘。說句實話,五萬元“贊助費”也進不
了這個學校,但我一分錢也沒花。我們是多麼蒙
福啊!

我知道靠自己的血氣是支撐不了多久的,我開
始認識到我在佛學上已走到盡頭,佛教的目標我
是達不到的,人人成佛的美好理想破滅了,這個時
間大概有一年。

我在廈門的一棟房子也賣出去了,在杭州重新
買到新的房子。說起在中國買房,真是瘋狂。要
有人事先通知你,還要三天三夜排隊。我們買房
卻沒費“吹灰之力”,並拿到很好的位置。感謝
神,要不是神的安排,我們真沒有辦法。貸款的事
也很快落實下來,因為我們剛成為杭州人,照規定
要一定的期限才能貸款。我們的神再次伸出祂大
能的手,成全了我們。

感謝神揀選了我,上帝之愛是如此的廣闊,祂
的恩典臨到我。我再也不想靠自己的血氣,靠自
己的努力做事。我需要牧羊人的帶領,我需要神
的愛。
2009年1月,我決志接受耶穌為我的救主,承認
祂是上帝的獨生子,我們憑著耶穌的寶血,可以得
救。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
都當成有損的(腓3:7)。我完全順服在耶穌的面
前。因著主,生命開始變得有意義,我明白自己是
他關注、眷顧的對象,他給我愛、給我尊嚴。我
得到主大能的眷顧和管理,我發現以往那種饑渴
已獲得平息,在基督裡我得到以前所沒有的滿
足。正如林語堂老先生所說的“太陽升起的時
候,應該吹滅蠟燭 !”耶和華神就是太陽,是我生
命中的庇難所。

因我學問做得好,學院評崗時,我評上了高崗,
我的工資相當於副校長。我申請浙江大學的住房
也批准了,合同是一年,結果我們住了三年,直到
我們到美國。我們住的地點離西湖很近。感謝
主。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事差不多在半年完成。
有一首歌,唱到“數主的恩典”,說主的恩典真是
數不清。這話對我們真適合。我的見證是:只要
全心全意地將問題交給主,全部倚靠祂,主必引導
我們,並按祂的心意成就。同時,我們的信心也得
到堅固,下次更加有信心地信靠主,交托主,蒙神
更大的祝福。

三、 有主的歲月
我在泉州的家一直陸續被拆遷,到1996年全部
拆光。我1997年到廈門,在廈門有了自己的產
業。我一直自認為是廈門人,廈門是我成長的地
方,也是主得著我的地方。
2009年2月我作為人才引進到浙江科技學院
(我是浙江大學建築工程學院博士後),我自己一
人先到杭州,外面下著大雪,我不知前面的道路,
但我相信主一定與我同在,主掌管我的明天。我
有時一天十多個小時向主禱告,求主說明,有主的
日子真好!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
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馬太福音7:7-8)
我們的神是活的真神,我們的主是信實的,祂聽到
我的禱告,他是好牧人,他最知道我的需要。我們

在事業上,我一到學校就申請了碩士點,獲得
通過。2009年7月份,我作為負責人,又申請獲准
了浙江省重點學科。但是我負責人的身份結果被
人代替了, 此人原是寧波大學的教授,2009年11
月才到我們學校,根本沒有參與重點學科的申
請。我在杭州人生地不熟,地方官員腐敗,給出了
“莫須有”的解釋。這是個重大的打擊,以前聽
說高考被人代替,故事裡講到狀元駙馬在上任路
上被船夫殺死,老婆被霸佔,船夫上任當了大官。
而當故事就發生在你身上,誰受得了? 當時我在
杭州房子已經買了,小孩讀書的事也定了,也不可
能再搬到廈門。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我們的主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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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來到主的面前禱告,主聽到了,他聽
到羊兒的聲音,祂有祂的安排。祂將這扇門關閉,
會給你開另一扇門。國家留學基金委有出國的名
額,我禱告主,若是你的意思,請主成全。我從幾
百人中被選上了,主給我的安排超過我的預期,錄
取單上寫著“直派”兩字,就是不需要再到上海
培訓半年英語。事後我才知道,面試時我表現突
出,被直接選派。

2011年11月6日

家,正好可以幫我們一路抄寫位址和電話。可以
說,這個電話讓我找到小孩讀書的學校,也找到我
們現在住的家,更找到我們的教會。要不是神的
安排,在互聯網這個茫茫大海中,要找一個人談何
容易? 一個電話,就做好了三件事。除了神,還有
誰能做到?
PURDUE的弟兄也建議我到洛杉磯、順服神的
安排。我們的神是信實的,祂的安排是最美好
的。

在行于死蔭幽谷的過程中,我們特別從神那裡
得到安慰,神借著聖靈所賜給我們出人意外的平
安,往往令我們有難以言喻的欣慰,使我們的心靈
得到更新,人生之旅無坦途。一些我們能承擔得
了的暫時困難,實際上是教我們舉目仰望神。因
為逆境讓我們得以親眼看見祂,借著低潮的反作
用,我們重新得力, 攀越信心的高峰。神的意念
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我們
的主就是這樣神奇。

我在洛杉磯感受到主內弟兄姐妹的愛,弟兄姐
妹給予我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在精神上鼓勵我們,
在物質供應上遠遠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我們在
教會的大家庭中倍感溫暖和喜樂。更不可思議的
是,神揀選了沈錚我的太太,她來洛杉磯不到半個
月就受浸,大大出乎我的預料。

到了美國,我接受了浸禮。浸禮前的頭一星期
和浸禮後的一星期,我整天就是想睡,經常睡到中
午12點過後。我不知道是為什麼,但我信靠主,靠
主的恩典,終於挺過來了。有一次在聽“輕輕
聽”這首歌時,明明白白地感覺到與主同在。

到了美國,我用很多時間讀經,更加覺得自己
不配,更加覺得虧欠主太多。詩篇四十六篇寫道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
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
心、其中的水雖匉訇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
我們也不害怕。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
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神將我帶到洛杉磯,帶到了谷區國語浸信會。
我要再次見證神的恩典。我以前在PURDUE大學,
後來申請CSUN,頭一天CSUN就回信同意了。我還
是很掙扎,畢竟不是同一個檔次的學校。有一天
我在網絡上找到CSUN一個訪問學者的一個帖子,
是轉租房子的。我知道我們一家人不可能與人同
住,但不知怎樣我還是打了電話。奇怪的是這個
電話打到了一位姐妹的電話上,她很熱心,告訴我
孩子讀書的事,當晚就請另一位弟兄在回家路上
幫我記下中學附近公寓的聯繫位址和電話。這位
弟兄平常都是開車的,那天突然不開車,走路回

現在每當想到世界上還有這麼多人沒有信主,
我就特別揪心。感謝神,祂讓我裝備了很多的知
識,也經歷了各種宗教思想的“打磨”與“跨
越。我在讀《腓立比書》保羅的見證時,常常熱
淚盈眶。保羅與基督同受苦的精神,深深打動
我。神的這些話語、猶如專門對我講的。半年
來,我一直有一種強烈的願望,特別是最近,我更
想到神學院深造。我相信主肯定會用自已的方式
使用我。我在神面前立下心志,願聽從主的安排,
將以前的職稱學位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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