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區國語浸信會

每月通訊「溪邊的樹」

【2011年度目標】
愛神愛人 作主門徒

2011年9月4日

(哥林多前書 13:13)

尋求解答。然而同時也有許多人在熱切提供答案，高
唱各種不同的論調。其中有的是習有專精的學者，也
有的是自學、自封、或自以為是的專家。再加上網路
文字訊息氾濫，知識爆炸。因此，如何審慎過濾所接
收的資訊，仔細用心分辨，成為現代人必須具備的警
覺。否則如同有藥就吃的病人，病情只會加重，不會
減輕。

【九月份經文】

早在幾千年前，當上帝逐步將祂的啟示賜給世人的
時候，就很明確的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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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1. 「家庭」是上帝親自設立的神聖制度。那時始祖
亞當夏娃在伊甸樂園，蒙上帝配合成婚，二人結為一
體，建立了第一個家庭。那時沒有罪，沒有咒詛，是
一個聖潔完美的境界。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
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申命記 6:6‐7)

2. 不幸始祖墮落，罪進入人間，「婚姻」與「家
庭」首當其衝，立刻遭受打擊。不但亞當夏娃的婚姻
這一季度，從七月到九月，主日信息的重點是在
產生致命的裂痕，第一樁手足相殘的謀殺案也徹底破
「家庭」。我特別邀請本會的家庭事工牧師 Pastor
壞了人類家庭的命運。
Ken(余瑞祺牧師)到中文堂講道，每月一次，著重在
3. 當上帝差遣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第一件
幫助作為家長的父母們應如何建立一個合神心意的家
百姓要憑信心遵行的事，就是在自己家裡同吃逾越節
庭。他很用心準備，並已經講過兩次。我非常感謝
的羔羊。這事表明上帝拯救的恩典，一家一家進行，
神，也感謝余牧師！
意義非常深遠。
除了主日講道之外，余牧師也已經開始按年齡層
4. 直到摩西對以色列百姓重申上帝旨意，正式宣告
召集家長們，一面安排在主日下午聚會學習，交換心
得，一面也組織大家在平時能彼此支援，互相鼓勵。 本月所選的經文：「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
這些有關「家庭」課題的事工都是我們教牧同工幾年 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
來努力的方向，也是上帝差遣余牧師到我們教會加入 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申 6:6-7) 敬畏神的
教牧團隊成為「家庭與英語牧師」的目的。從今年 家庭不能沒有上帝的真道！聖經不是裝飾，乃是命
起，在教會的「理事會」架構還特別增加了「家庭事 脈。
5. 「家庭」不但是孕育我們肉體生命成長受教的地
工」部門，並由楊耀庭弟兄領導策劃。感謝主！
方，也是影響代代屬靈生命禍福的關鍵。這是上帝主
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也是很重要的開始。許多事
情我們還在繼續探索與學習的階段，非常需要大家的 權的定規，也是祂施恩祝福的途徑，我們承受應許的
代禱與關心，不斷改進。當然，我們更需要各年齡層 原則。
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要看錯了！上帝已將祂的旨意
的家長們都能熱心參與，主動配合，獻上自己的時間
精力，一同建立本教會的「家庭事工」。我們相信這 清楚擺在我們面前，不管世界怎麼變，聖經真理毫不
項事工是上帝的心意，且是今天這個世代迫不及緩的 動搖。凡是跟著世界跑的，不但終必如同補風捉影，
而且下一代也要連帶受禍，不可不慎。求神祝福我們
要務，直接影響這一代，並要造福下一代。
今天，若稍留意，必然發現愈來愈多書籍雜誌都 的家，因為我們認定基督，家家有真道－這道乃扎根
在討論有關家庭的問題。因為這是社會普遍的需要， 在每個人的心裡。
主內

許牧師 謹上

無論中西文化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大家都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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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路上走著，聊著......突然，我站住了，我

感恩見證

感覺到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很清楚的告訴我：你

張燕姐妹

當去照顧她，她需要護理，非你不可 。我就這樣

這一切要從教會已故的Grace Fu(傅聖勝姐

在電話上作了決定。

妹)說起。負責護理她的時候，我是面對三個比較

在照顧她的時間裡，我晝夜護理她。是主的關

合適的工作任我選擇的，（感謝神給我預備！在

懷，使她很開心的每一天。我這個初入教會的嬰

我的面前都是有很多工作機會的。）當她的弟弟

兒接受了她的啟蒙，我感覺是真正的啟蒙，增強

在從職業介紹所帶領我們三個應聘者到醫院去面

了我信主的信心，給我很多不可能實現的諾言。

試的時候，我想給其他兩人這個機會。所以，我

她說：我好起來，我就領你到我的教會。她介紹

是自願最後一個進去讓她面試的。

了關於許牧師和師母，還有吳媽媽對她怎樣照

當我進去的時候，因為我是護士出身，一眼就

顧。等等。

看出這個病人已經是晚期，而且相當虛弱。我當

她說：等她好起來，她就把我塞到學校，去學

時很現實的想，這個工作將很快結束，因為病人

習英語。很堅決的說不學不行！她說，不讓我做

是晚期了，不會很長。我當時自己確認我不可能

媬姆。她說會幫助我的將來，等等。她見人就

護理她，因為我想找一個長期的工作。

說：這是我的妹妹，是主給我送來了天使。她和

當她看見我進入她房間的時候，她要求我把她

佛蘭克說：「等我好了，我們帶著燕一起去法國

扶起來。當我扶她的時候，我看見了在她胸前項

旅遊。」佛蘭克高興的答應。但是，佛蘭克的眼

鍊上的十字架。我說：「你是基督徒嗎？」她很

睛滿是淚水。就這樣一個一個難以實現的願望，

興奮的說：「你也是？」我們都相互點頭作答。

讓人心痛。

一種很親的，很心痛的感覺油然而生。當我把她

但是，她瞭解她自己的歸期，她和我說了她的

那虛弱的身體扶起靠在我的肩上的時候，我已經

關於她歸期後的願望。她感激教會。後來，我把

淚流滿面了。

她的願望告訴了佛蘭克。是啊，因著她對主的信

後來離開醫院的時候，她的弟弟對我們三個人

念，她是喜悅的，很完美的走完了她的路，直至

說：「我會把結果告訴職介所。」當我回到我的

她投入主懷。

住處，她的弟弟給我來了電話，說：「我首先給

當失去她的時候，那時的我，是在我三十多年

你電話，姐姐看好了你，她喜歡你。」我回答

護理病人的生涯中，最失落的時間。我躺在我的

說：「給我十分鐘，我將給你回電話。」

床上，我淚流著流著。我想念著她，那種失落，

我在來回的走著，想著，選擇著。我在想：這

是我前所沒有的。每年的周年我會去墓地給她送

是主這樣安排的嗎？她需要我的照顧護理，這是

去鮮花。

確定的。但是，另外的兩個工作也是我可以選擇

有人曾經說：真正的朋友不是用時間長短鑒定

的。其中一個在聖地亞哥，已經試工了兩天。到

的。是，那麼短短的時間。我和她之間短短的時

現在，這個美國人的家庭很喜歡我，至今經常聯

間，她和我說了許多她的人生以及她信主的信

繫我，薪水還比較高…

心。我們很談得來。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所以，

當我想的時候，她的弟弟多次電話詢問。我就

知道我失去了我很好的至親的朋友。

開誠佈公的說了：「我有三個工作可以選擇。你

去參加了她的葬禮，我看到了一種從前沒有看

來幫我選擇一下，我應該需要哪個工作？」我們

過的葬禮。（因為中國的葬禮不是這樣的 。）這

這樣在電話上聊著她的姐姐，說著她的病情，我

個葬禮讓我感觸很深，所有到會的人，相信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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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投入主懷。使我對基督教會有了更進一步的理

物從此再也無法填滿他的心靈。朋友們，請允許

解和認識 。

我們大膽設想，倘若亞伯拉罕當年拒絕了神的召

記得許牧師去醫院探望她，為她禱告：「我們

喚，他的結局也許只是迦勒底的吾珥一座不知名

一起禱告，主耶穌，照顧我們的Grace姊妹，你要

的荒冢。感謝神，亞伯拉罕順服了，就此為他的

剛強她，保守她，願主減輕她的病痛，使她早日

一生奠定了牢固的根基。每當有人願意順服神的

康復，好為你傳福音作見證。賜醫生有智慧，給

召喚，奉獻自己的生命為神的旨意而活的時候，

Grace作治療，讓她有力量，為主作見證。奉耶穌

人心所臆想不到的豐富就會在我們的生命中豁然

基督的名禱告。阿門！」又安慰她說：「你看這

開啟。
神的兒女啊，切勿因為曾有的耽延，成為我們

束花多漂亮！是為你預備的。主會給你力量。主

繼續耽延的藉口，田園將蕪、君胡不歸！

愛你。」
當最後一次許牧師和師母一起去探望她，對她
說：「我們都會在天堂相見，你不會孤單。」只

主，請再稍後，總有其他更好的時候吧？…！

有基督教會才會有這樣完美的盼望，完美的心靈

by Gordon MacDonald

上的安慰 。完美地使Grace 安心投入主懷。

謝惠華 譯

很長一段時間，我才從對Grace 的思念中艱難

在我心底有一靈敏的深處，曾多次聽見基督的

地走了過來。我過去在阿罕伯拉教會，教會的牧

呼召：你要用一個天國的眼光，來細查人間現

師曾經為了讓我不再過分地思念，給我禱告，讓

實。你要以慷慨憐憫的心懷，處事為人。你要為

我從悲哀中走出來。

神國圖謀大事和難事，走那條不一樣的路。然

Grace雖然走了，但她在天父的懷中，好得無

而，你側耳傾聽是一回事，如何回應卻又是另一

比。因著Grace的緣故，我走進了谷區國語浸信

回事。

會，神給我預備的這個屬靈大家庭，感謝讚美主

十來歲時，第一次聽到祂的呼召，我順理成章

的恩典。

地安慰自己：”等我考上駕照，可以交女朋友，
可以自主…，長大的時候，再談也不遲！”
幾年後，主二度向我呼喚，這一回我的托詞
是：”我還需要一些時間，來磨練自己成長。我

【編者按】

還需要多見見世面，好肯定自我的價值”。我跟

這是一篇譯文，描寫了信徒與主之間的對話，

主說：”也許過了這一段喜歡冒險的年日，等我

發人深省。不知意氣風發的你，或歲月淡定的

夠成熟了，對人生問題嚴肅些，我想我會多花心

你，或霜染髮絲的你，有何感悟？

思在屬靈的責任上。”
大學時，又聽到那熟悉的呼喚，但我依舊全副

我們說：主啊，請再稍後。傳道者卻說：“不
要等到日頭、光明、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雨後

武裝，拒祂於千里之外,“主，請再稍後，等我結

雲彩反回；…銀鏈折斷，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

了婚，安頓下來，因為我知道，孩子接受屬靈教

損壞，水輪在井口破爛…”（傳道書12：2~6）

育的重要性。至於金錢和恩賜的風險，恐怕你得
等到我們的孩子成年之後。”

在《創世紀》中，“信心之父”亞伯拉罕因著

孩子果真一個個來到，養育他們也果真耗神費

那召喚的微聲，就踏上了背井離鄉的孤獨旅程，

事。不單在金錢上、時間上，更是在體力精神

以前吸引他的那些可見之事、可見之人、可見之
3

谷區國語浸信會

每月通訊「溪邊的樹」

上。每天夜晚，我都弄到精疲力竭。當我再度聽

2011年9月4日

【編者按】

到基督的呼召時，我說：“也許等這一切的煩亂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

過去，孩子們大學畢業之後，我們就會有許多的

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我若甘心作這事，就

時間、金錢、體力可供你使用。”

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林

到了五十八歲，還是六十二歲？我也記不清

前 9：16~17）

了！基督又來找我，我必須承認，這一次祂的呼

尋找“安得烈”

召很深刻動人！可惜祂忽略了一個事實——我已
我們都知道主耶穌吩咐基督徒的大使命：你們

上了年紀，我需要的是休息，不是責任；是閒
暇，不是奔波！我說：”主啊，我們已盡了我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在教會事奉的一份，該讓年輕人起來接棒了。退

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休年限已屆，我們要為養老生活做好準備，特別

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

是在這個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福音28：19~20）。可見，自我們蒙召得救起，傳
福音的責任就已託付我們了；況且，白白得來的

最後一次，是在我剛過七十八歲生日時，我終

恩福定要白白施予。

於開始去思想：為何我靈裏常覺虛空？為何我常

福音書中用隻言片語勾畫了這麼一個平凡的人

陷入失望的深淵中？為何我總覺得自己沒有留下
有永恆價值的東西？那時我遇見基督，我問

物??安得烈。他是使徒彼得的兄弟，《聖經》中

祂：”為何你沒有在我年輕時用我？”

並未濃墨重彩地描繪他，安得烈一經認識“彌賽

現在，我已老眼昏花， 無法開車，大學所學

亞”，就毅然決然地跟從主耶穌，並且馬上帶領

的東西忘得一乾二淨，孩子們各奔東西，難得一

他的兄弟彼得歸主。也是這個安得烈，第一個將

聚…。我現在空閒得很，若有人需要我……我覺

五餅二魚的男孩帶到主耶穌的面前，藉主的大

得孤單，無所事事……

能，使五千人得飽足。也是這個安得烈，帶領上
聖城耶路撒冷守逾越節的希臘人來拜見主耶穌，

似乎沒有人在乎……,我是誰？我的想法如

讓飢渴焦灼的人得覲主面。

何？我有什麼可貢獻的？沒有人問我，沒有人招

安得烈的生命被基督點燃，他就把光傳遞給彼

呼我……，連基督也不來找我了。
…… ,

得，彼得又在五旬節傳給了三千人。現今，我們

……

被聖靈點燃成了“世上的光”，同樣要把真理的
亮光傳遞下去。
9月9日的“秋夜佳音”佈道會將至，“安得烈
行動”正在教會如火如荼地進行，你願做下一個
“安得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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