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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姊妹也換了好幾批，但有一個忠心事主的家庭，
卻一直在那裡。這一對夫婦真不愧是教會的「柱
石」，他們愛主事主的見證數十年如一日，實在美
【年度主題經文】
好。去年年底，教會的傳道人退休，目前教會沒有
牧者。請大家為他們聘牧的需要禱告，並堅固弟兄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姊妹的心。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在 Fresno 聚完會後，當天下午，我與許師母繼
(腓立比書 2:15，16)
續北上，開車三個多小時，到達 San Rafael 看望唐
佑之牧師。從去年下半年，唐牧師因為身體情況起
【八月份經文】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 變化，連續在家裡摔了三次。再加上，他的腎功能
減退很劇烈，開始每週需要洗腎三次。唐師母年紀
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
也大，家人無法時刻照顧，於是今年 87 歲的唐牧
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
師就住進了附近的療養院。幾個月前，我們曾去看
過他一次。這次，他的精神與面貌都比上次有進
(林後 13:11)
步。他見到我們，神情顯得更加高昂，給我們講了
將近兩週前，我因身體不適，雖然到了教
好多故事，並與許師母一同唱了好幾首聖詩。他一
堂，也做好了一切事奉的準備，但是突然覺得頭 再告訴我們，雖然已年近九旬，但他仍是「耳聰目
重腳輕，渾身不對勁，只好臨時在主日崇拜前請 明」。所以他正計劃好好利用這些休養的時間，一
英語部余牧師代為講道。這個突如其來的病魔攻 段段的撰寫回憶錄，仔細數算主的恩典。目前在療
擊，叫我在家足足躺了兩天。矇矓中，我心裡還 養院的環境，固然生活照顧各方面都非常好，但要
不斷感到意外，怎會這麼突然就病倒下來？因為 爭取安靜寫作的時間，也可真不容易。但唐牧師興
從去年年底開始，我與許師母都在醫生叮囑下， 致勃勃，很有信心。我們聽了很受感動，並答應唐
每週很認真的進行有規律的運動習慣。這些日子 牧師要幫他完成這項心願。請大家為他禱告，求主
以來，自己也覺得身體狀況很有進步。沒想到， 賜給唐牧師有充足的體力與美好的記憶，因為唐牧
連肉眼都看不見的渺小病毒，竟然就叫我站也站 師的回憶錄也是過去這個世紀華人教會歷史的珍貴
不起來。人的身體真是何等脆弱！短短兩三天期 史料。
間，因為整個消化系統出狀況，完全沒有味口進
從北加州回來的第二天，週二早上我就按照原
食，只有喝水與流質飲食。一下子，體重減了七 先計劃到羚羊谷華人浸信會。新近按牧的許宏志牧
磅。
師，他與師母在那裡忠心事奉，不斷結出生命的果
感謝主，這場身體遇到的風暴來得快，去得
子。每個月的第三個主日，本會呂明明執事也都前
也快。上週五早上，徐老姊妹的安息禮拜如期舉 往服事。過去一年，王威皓弟兄也不辭勞苦，在那
行，蒙主保守帶領，一切圓滿。接著隔天就驅車 裡幫忙服事。這次我到他們當中，因為每週二早上
北上，主日在 Fresno 華人浸信會講道並教主日
有一群弟兄姊妹聚集查經，許牧師邀我前往帶領，
學。感謝主，厚賜身心靈力量，順利完成每一項 並提供一些訓練。我見到大家渴慕追求真道的旺盛
服事，沒有影響。31 年前我剛從神學院畢業，師 心，很受感動。其中甚至還有一位慕道友，以及兩
母與我蒙主差遣來到 Fresno，開始我們全時間事 位剛剛受浸歸主的姊妹，真是非常難得。請大家為
奉主，並牧養教會的第一站。三年之後，我們蒙 許宏志牧師夫婦的事奉禱告，求主藉著教會施恩祝
神帶領到了谷區。28 年來，我們一直與 Fresno 教 福那一大片地區，弟兄姊妹大家彼此相愛，同心合
會保持聯繫。這麼多年，Fresno 教會也從過去
意，建立教會，廣傳福音…
主 內
「寄人籬下」，幾年前買了自己的會堂，美輪美
許牧師 謹上
奐。二十多年來，教會傳道人已換了好幾位，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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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伸教材可以每天一課的練習。

【感恩見證】

後來，我進入了新舊約概論班，授課的袁傳道
學問淵博，代課的兩位弟兄姐妹經常在課堂上問
我問題，以至於我每個星期都不敢有所鬆懈，我
自己讀舊約，常常會有很多的疑問，可能一些問
題還很幼稚，應該在慕道班就完成的知識也因為
我的跳級而還是帶著疑問，我的問題每每能得到
兩位老師的耐心解答。更讓我自豪的是我在課堂
上所學的居然在家裡也可以現學現賣給我的丈夫
蔡弟兄。

沈錚姐妹
當我第一次踏進教會主日崇拜時，是東區團契
的石磊姐妹帶我來的，當時上午九點多，她把我
帶到慕道班交給張老師就走了，我當時還不知道
慕道班是什麼，甚至不知道慕道兩個字怎麼寫，
在慕道班聽了一節課後，我出門才看了門口外的
課程簡介，才知道所謂的慕道就是羡慕追求真理
的意思，我在慕道班上了不多的幾節課，對兩位
老師印象深刻，不論是吳老師的侃侃而談還是張
老師的娓娓道來，都讓我感受頗深。在慕道班
裡，我瞭解了神創造世界，創造歷史的過程，我
瞭解了基督耶穌的捨命和獻身，我們要認主基督
耶穌為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為我們而死，三天
後復活的真理。

我做過老師，我深知道在每一堂課的背後都會
凝聚著每個老師的心血，老師們需要閱讀大量的
研究資料，準備大量輔助材料，還要給我們教
義，解答不同的問題，特別是像舊約聖經中的內
容比較難懂，答案也具多樣性，老師課前的準備
會很花功夫。非常感謝這些主日學老師的認真教
學，讓我這樣一個什麽都不懂的基督徒得以造就
和成長，也感謝我們的教會能夠開辦這些課程，
給每個渴慕神話語的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機
會。

等到我受洗後，大約在2011年的八月末，我收
到了一份主日學課程表，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來
教會還有其他的課程選擇，我看著課程表，有好
多的課程，那個時候我讀聖經到了癡迷的地步，
每天都捧著聖經看個不停，起初主要還是無處可
去，也沒有其他書籍可看，可是後來越讀聖經，
越被這本書所吸引，但是隨之而來的也產生了越
來越多的疑問，這些疑問我自己無法解答。看到
主日學課程，我既想上這個課程，又想上那個課
程，舉棋不定，後來聽了主日學課程的介紹，才
知道我這個新門徒要從初信造就班上起，原來以
為還要上慕道班的課程，因為我是中途插班的，
慕道班的課程我還沒有上完，沒想到我和張老師
吳老師一商量，我告訴他們我想上其他的課程，
張老師吳老師都十分支援我的想法，於是我就來
到了初信造就班。

現在我每週都期待著星期日的到來，每一個學
期，我也期待著每個新課程的到來，感謝主的厚
愛，讓我這個罪人得以造就成長，「飢渴慕義的
人有福了」，求主幫助我成為一個飢渴慕義的
人，在至聖的真道中得到飽足！

今日的撒瑪利亞婦人
天路旅客
我的職業是商人，長期單身出門在外，奔波在
世界各地，與不同的人打交道。在一些交際的場
合中總會受到不少的誘惑。

初信造就班是李麗莉老師教授的，她使用的一
套教材每天都有功課，我們只要按照每天的教材
進行靈修，我才知道了什麼叫做靈修，每天的功
課量不多也不少，而且背誦了很多聖經裡的金
句，懂得了很多基本的基督教的理論知識和道
理，也瞭解了作為一個主的門徒應該具備的行為
規範，等到這們課程結束的時候我已經不習慣每
天沒有教材了，甚至為此還問老師是否還是什麼

作為一個願意跟隨侍奉主的基督徒，何等需要
主的保守和看顧，不然很容易與世人同流合污，
論入魔鬼的罪惡圈套。在與一些人做生意時，常
會被邀請去參加卡拉OK或一些特別的娛樂活動。
那些人為了要與我談生意賺錢，千方百計幾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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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賞的人生

用美人計要拉我下水。當時，我想起耶穌基督在
升天前頒佈給我們信徒傳福音給萬民的大使命，
我不應該被惡所勝，應該以善勝惡，所以我趕緊
抓住機會向那些人傳福音。

梁衡萬姐妹組稿
使徒保羅在這段經文中，用賽跑的比喻形容基
督徒的生命和人生目標，得到獎賞是我們的最終
目標，而這獎賞是來自神的贊許與肯定。
大凡參加比賽，像正在倫敦舉行的奧林匹克運
動會，人們不只是來參加而已，而是要完成比
賽，還要存著爭取勝利的心去奔跑，才能得獎。
這段經文中說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並非指最後
只有一人會得到神的獎賞，在神面前的每個人，
所得的獎賞都是獨特的。使徒保羅以賽跑比喻傳
福音的事工，鼓勵我們抱著必勝的決心，盡心盡
力、堅持到底。「你們也當這樣跑」，是形容以
參加賽跑的精神來傳福音。
經文中25節提到「凡事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
節制」是什麼含義呢？參加比賽的選手，在平時
的練習和生活中，譬如飲食、睡眠等都要有節
制，才能有最好的體能，才能在比賽時達到巔峰
狀態。得冠冕是要付代價的，節制也是「聖靈九
果」之一，需要不斷的操練。節制就好像剎車，
車子只加速不刹車的話，就會失去控制，後果不
堪設想。
文中提及「能壞的冠冕」，據說在古希臘，即
奧林匹克的起源地，賽跑的優勝者可以得到用葉
子編成的桂冠，以此作為獎勵，有時也有獎金。
但這世上的榮耀都會過去，冠冕都會朽壞，美名
都會被遺忘，惟有那天上為我們預備的獎賞是不
會朽壞的，為我們存留的榮耀是永恆的，這對信
徒來說，是何等的激勵。
保羅接著說，「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
不像打空氣的」（26節），當我們跑的時候，不
能偏離方向，要奔跑在正道上，如果我們拼命地
跑，但方向有誤，我們的功夫就白費了。這句裡
的「鬥拳」就好比基督徒的生活，我們用力地
打，打不到目標也是無用。所以，我們做任何事
情都要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神手指的方向，那
麼我們就不會枉費工夫。有時，狡猾的撒旦會利
用許多看似不錯的代替物來轉移我們的注意力，
以至於我們的生命失去了目標和方向，對此，我
們信徒一定要謹慎，時時查驗、求問神的心意與
帶領。

有一次，是我的生日，那天富商客戶為我安排
在卡拉OK舉辦慶祝宴會。我一到那邊不久，我的
客戶把一位我常對她傳福音的年輕漂亮女子帶到
我的面前，笑著對我說：「為了表達我們的感
激，今夜我們花了650美元讓這位美女陪你度過美
好的夜晚。”
那時，我要怎麼辦才好呢？若當面嚴詞申斥，
會讓生意夥伴在眾人尷尬，也傷及這位女子；若
不嚴正拒絕，神的名會受到仇敵的褻瀆。在思慮
後，神給了我應對的聰明和智慧。我沒有當場色
變，而是一笑置之，謝絕他們的「美意」，因為
主耶穌在我生命中有更大的美意，並鎮定自若、
三言兩語地表明自己的生活與信仰立場。宴會之
後，我另租一部車送那女子回家，以示不輕看她
的人格，因為主耶穌從不輕看罪人，以至於為罪
人死。她非常感動，稱讚我是個好人，並情不自
禁、流淚滿面對我說，不久前，她的一個好朋友
因受不了客人的淩辱而自殺了結終身，若她早聽
到福音，認識耶穌，絕對不會發生自殺的悲劇。
我覺得一個基督徒的見證何等重要。若我接受
他們的安排，這位女子一定認為我是一個假冒的
基督徒，過去我給她所傳的福音就完全落空，她
終身再也不會信耶穌，更加重要的是神的名受到
了羞辱，我自己的生命也受到極大的虧損。
過後，我的客戶告訴我，那位你常對她傳福音
的女子不見了。打聽之下，原來她已認罪悔改，
接受耶穌作為她的救主，並且受洗歸入主的名
下，成為基督徒，而且改做了其他正當職業。這
位女子已不在這世界罪惡的潮流中隨波逐流，乃
是照著主的啟示，走在真理的大道上。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只
有福音才有這麼奇妙偉大改變生命的大能！哈利
路亞，稱謝讚美主，榮耀歸給至高神！
（本文由慕道班同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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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聯繫到我們的事奉生活，當傳福音的時
候，我們的眼目是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為自己，
或是得到別人的讚揚與肯定，也就是說我們事奉
的動機如果不是為了榮耀主，就是偏離軌道，不
討神的喜悅。
人世間沒有一樣超越的成就不是藉努力得來
的，屬靈上的得著也是一樣。在27節裡，「我是
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傳福音為別人，自
己反被棄絕了」。保羅提醒在傳福音的同時，也
要注意自己的靈命成長，務要竭力服事主，也要
抵擋罪惡，裝備自己，猶如操練身體一般，需要
付出代價。就好像一個裁判員宣佈了競賽條例，
自己竟然犯規而被革除。在這裡，「被棄絕」是
指被淘汰，不得獎賞。「鬥拳」的比喻非常貼
切，並接立意新穎，世上的鬥拳都是以別人為對
手，但屬靈的鬥拳是以「老我」為對手，先打敗
自己，克服肉身，不讓身體做主做王，學習自我
約束，否則，可能無緣問津於天上的獎賞。
綜上所分析，基督徒得獎賞的「秘訣」究竟是
什麼呢？
其一、必須願意被神所改變。運動場上的賽跑
選手，無論曾經失敗過多少次，一旦走上競技
場，就必須有奔跑的意願。基督徒也一樣，有了
主的生命，就願意被神所改變，過以神為中心的
生活。
其二、必須定意得勝。在基督徒得勝的生命
中，我們不是和別人比賽，是和自己比賽，需要
常常提醒自己抱著必勝的決心，過得勝的生活。
其三、必須朝目標而行。現今的世代，太多的
事情佔據了我們的精力，我們有時間上網、看電
視，可是卻沒有時間靈修、讀經，我們是否應該
向神求智慧，為自己量身設定目標，並朝著目標
而行。這是我們的功課，也是我們的挑戰。
其四、必須期盼獎賞。如果一個選手不在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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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的獎賞，自然就缺乏努力的動力。如果我們基
督徒在乎神如何看待我們，我們就會在生命的各
個層面，合神心意地生活。
（本文錄自東區團契小組討論，部份章節參考解
經書籍）

【受難節禱告摘錄】
親愛的主耶穌，懇求你保守我不成為那些才喊
了“和撒那”，卻又喊“釘祂十字架”的人。主
啊，願我一生都與你有份。願你十架所成就的
（恩典）成為我在地上生活的準則。奉主耶穌的
聖名，阿們！
親愛的阿爸天父，謝謝你賜下的救恩，使我與
你有份。過去的我活在罪惡過犯中，但因著救主
耶穌捨身釘在十字架上，流下了寶血，洗淨了我
的罪，以致我成了何等樣的人，竟被你揀選，使
我的人生充滿喜樂與盼望。父啊，懇求你聖靈光
照我、幫助我，在地上的日子，榮耀你、見證
你，傳揚你的美名。阿們！
親愛的天父，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謝謝你這
樣愛我，愛我的家人。在這個特別的時刻，主
啊，你是我們在這個世上唯一的依靠，因為唯有
你願為我們捨身流血，唯有你在我們還不認識你
的時就已經愛我們，唯有你垂聽我們的禱告，讓
不可能的事成為現實，讓我們親身經歷你的奇妙
大能。願你的國度早日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願我們凡事合你的心意，在
世上為你做光做鹽，將你的福音傳遍地極。感謝
你賜予的一切，鑄造我們、使用我們，好讓我們
不虧欠你的榮耀，做合你心意的兒女。奉主的名
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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