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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目標】
做上帝光明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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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上帝。當我們進一步了解，會發現這段「愛
的真諦」的偉大性，不僅是上帝對世人的啟發與教
導，更是上帝愛世人的真實典範。當上帝訓勉世人
要如何彼此相愛時，祂已經率先「以身作則」將神
聖的愛賜下，並活在我們的面前。
透過祂的愛子耶穌基督謙卑柔和的道成肉身，
我們領受了「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當主耶
穌在世間傳道，忍受世人各樣頂撞時，我們看見
「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
事」。甚至在祂面臨極大冤屈，遭到無辜受害時，
我們看見祂「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直
到掛在十架，祂仍「不計算人的惡」。即使在羅馬
巡撫彼拉多面前，祂有機會為自己申訴，卻仍然堅
持完成天父愛世人救贖計劃，「不喜歡不義，只喜
歡真理」，至死不渝。主耶穌一生，不辭辛勞困
頓，充滿憐憫，關注世人的身心疾苦，祂的愛心確
實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耐」。最後，祂以自己的生命為世人預備了永生的
恩典，只要因信稱義，就可以成為天父兒女，進入
神家，真是「愛是永不止息」的極致！
親愛的弟兄姊妹，「行動分享真愛」是今年最
後一個季度的主題。你有否想在這感恩的節期向神
立下心願，以實際行動分享上帝給你的愛？這可以
是一件小小的愛心行動，默默做在不為人知的人身
上。正如耶穌教導－「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
知道右手所做的。」(太 6:3)
幾年前，有一位小女孩聽見非洲許多兒童患瘧
疾而死，因為他們太窮，買不起蚊帳。於是這小女
孩就私下從自己的午餐費與零用錢省下十元美金，
捐到一個慈善機構專門預備特殊防瘧蚊的蚊帳給非
洲。後來她仍覺不足，不但自己省錢，且鼓勵朋友
同學與她一起行動。在短短兩年裡，她籌了六萬美
元，可以救兩萬兒童免受瘧蚊侵害。這小女孩被封
為「蚊帳大使」，成為一段佳話。
你我既蒙受了上帝的愛，就要數算主恩，獻上
感謝，更應該努力成為神愛的大使。在這感恩的日
子裡，求神讓真愛的行動從我們發出，愈流愈廣。

【年度主題經文】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立比書 2:15，16)
【十一月份經文】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林前 13:4‐8)

我相信本月的經文大家早已耳熟能詳，許多人
更已將這段經文背誦在心，而且能唱出來－「愛
的真諦」。每年的十一月有「感恩節」，也是感
恩的月份。今年在這時候，我們特別將之與「愛
的真諦」聯想在一起。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學
習如何在「愛」裡感恩，也在感恩的時刻更謙卑
學習以「愛的真諦」彼此相愛。
每次讀到這段經文－「愛的真諦」，我心裡總
是會有一種很深刻的感覺。因為這段文字簡潔扼
要，真情摯意，非常偉大，叫人不得不佩服使徒
保羅當時寫作的心靈境界。從古到今，不知有多
少哲人學者以「愛」為題著書寫作、吟詩作詞。
近代社會則更是充斥著以「愛」為題的譜曲與演
戲，令人目不暇接。但是很奇妙，使徒保羅這篇
「愛的真諦」，短短幾節，竟是兩千年來最為人
所喜愛、最叫人所稱道、並最使人受感動的一段
文字。無論是在古代的西方，或是現代的東方；
無論是以基督教文化為主的歐美社會，或甚至是
以回教文化為主的阿拉伯世界，「愛的真諦」都
一致受到推崇。因為這段「真愛」的信息觸摸到
人心的最深處，是恩典也是真理！
其實我們要看見，在這段偉大的文字背後，最
值得敬仰的，不是作者保羅，乃是那位賜啟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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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ty！” 他接著說“未帶有效的車險卡，罰款
550元。” 這會兒，我控制不住懊悔地哭泣，並
又更大聲地說 “Yes, guilty！” 最後，警察
說：“未帶車主擁有證，罰金124元，一共是818
元。 因為明天是妳的生日，一切罰款我全免
了。”警察遞給我一張紙，上面列出我的三條罪
狀，離開之前，他提醒我今後要小心駕駛。我坐
在車上，被這戲劇化的判決驚呆了，世上竟有這
般好事？
正當我愣在那裡，傻傻望天的時候，我似乎被
一陣勁風捲入到另一奇境：我彷彿站在耶穌基督
的寶座前，奇妙的時刻就在此發生了。耶穌親自
從寶座朝向我走了下來，傻了眼的我痴痴地看著
我的主我的神迎面而來。當我倆目光相交時，祂
卻輕聲對我說：“孩子，來看看我的雙手。”我
走上前，更靠近祂一步，仔細觀察到耶穌攤開的
手掌中不僅有著釘裂傷痕，而且其旁竟然看見我
的名字“曉萍”兩個字。 耶穌柔情地將我的頭抬
起，輕聲告訴我：“曉萍，我愛妳，我愛妳，妳
的一切罪，我全都赦免了，生日快樂 (後來，我
體會到主耶穌是在提醒我，往後的日子要快樂地
生活) 。” 當時的我只有一個念頭，想大聲地向
眾人宣告： I’m in love！I am in love and I am
loved by Jesus！ Do you know Jesus? He is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陰鬱的冬夜，灰暗的心緒，愁煩的我，竟然面
對面遇見了主，祂赦免了我的一切罪孽過犯，我
在祂愛的繈褓中，有什麽比這更能讓我得安慰
呢？在生命的低潮中，我確知主耶穌對我的愛從
未更改，激勵我堅定不移地繼續向人生的標竿前
進。人生道路雖然坎坷不平，但有耶穌同行。遇
見耶穌，這是我有生以來收到最美的一份生日禮
物。
(曉萍姊妹是已被主接回天家傅聖勝姊妹的甥
女。1994年在本會受浸，曾是本會會友，現住西
雅圖。請在主裡紀念她，並求主悅納她的心願。)

天上來的生日禮物
——“遇見主”
秦曉萍姐妹
2010年11月中旬，傍晚間行駛在Seattle憂鬱
的冬季裡，手裡拿著禱告會弟兄姐妹家的地圖，
心想著過了這個紅綠燈，左轉就會到他們的社
區。不住地問還要走多久才能向左轉，路牌早已
被深冬的黑幕遮掩了，要找對路可真不容易呀。
這不也正是我人生受挫、彷徨失措、山重水複疑
無路的真實寫照嘛？ 哀悼過往像被海嘯吞沒的日
子，我向主哭訴：“主啊! 我的生命說不過去
呀，實在是太痛苦，你為何仍然保留我在世呢？
還不如現在就把我接去享福吧。” 我心裡一邊與
主嘀咕著，車子也一邊繼續跟著前面的貨車開
著，再次把湧上來的傷感壓了下去。 不經意間，
我瞄到了路牌，這下我走對了路。 我心中正高興
時，卻看見一道大光出現在我眼前，使我無法前
行，只好馬上把車停在路邊。
查看之下，我才發現後鏡中的大光卻是來自一
部警車。走近車窗前的警察質問我：“妳知道我
為什麼把妳攔下嗎?” 我說：“不知道，你看我
手中的地圖，我正在找禱告會的朋友家。” 警察
接著說：“妳闖紅燈，請拿出妳的駕駛執照、車
險以及車主擁有證。” 正要取證件時，我才發現
早上我開的是兒子的車，皮包仍留在他的車上。
我心想糟了，這張罰單必開定了。 隨即，警察要
求我提供名字及出生日期，我立刻告知，並加帶
一句: “Tomorrow will be my birthday, and I am a
poor college student. Have a mercy on me.” 嚴肅
的警察回答說：“I’ll be back.”
此時此刻，恐懼、無助如同長了腳一般，慢慢
地爬上我全身，我傷感地不禁流下淚水，為什麼
灰暗總是纏繞著我？懊悔的聲音也在我腦海中也
越來越響：天哪! 一張去台灣的機票就這樣飛走
了……。 此時，先前淚洗滿面的我哭得更是一蹋
糊塗。
沒多久，警察先生走回到車窗前，我決心乖乖
地聽著，不辯解地接受罪狀。
於是，我便把臉轉開，低頭洗耳恭聽他的判
決。他說：“妳犯了交通安全法規，闖紅燈，罰
款124元。” 我點著頭回答說“Yes,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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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痛得不得了，竟等 11 個小時之後才看到醫生。
這種等待已經是第二次了，只是這次醫生診斷他
已經有生命危險，才決定收他並決定開刀。當醫
生診斷需要開刀時已是晚上 12 點多。當時我驚慌
失措，徬徨無助，一輩子難以忘懷。但神總會在
你需要的時候伸出手安慰你。
就在約定好開刀的那天，我從工作中請假趕到
醫院。那時小柯已被推進手術準備室，因我匆忙
趕到找不到人，十分著急。好不容易找到了，也
只是匆匆一瞥，因為準備室不讓我久呆。所以我
獨自一人回到病房，心情已經十分低落。就在這
時，房門口出現了我很熟悉的三個人，許師母、
先瑞姐與逸蘭姐。我那時就像無助的人突然看見
親人般，馬上流下眼淚。神的憐憫派來三個天
使，安慰我這徬徨無助的人。那時候我已經遠離
教會好幾個月了，沒想到熟悉的人會在這個時候
出現。當時，我們就在醫院樓下的餐廳一起為柯
志儒的手術禱告，也就在那時我向主做了決志禱
告。
三位「天使」是如何知道小柯手術的時間？因
為小柯合夥人跟許牧師在台灣就認識，因他住得
遠在鑽石崗，所以打電話給許師母，請教會來探
訪關心。當時我完全不知道有這樣的安排。
以前我們不懂，總覺得是我們選擇主。事實上
是神揀選了我們，從我的身上看到神一步步的帶
領。祂對每個人的帶領是不一樣的，像小柯又是
另一種方式。總之，得救的心路歷程是很難一言
道盡。但我也記得在決志之後，我們很認真上慕
道班。當時吳老師的一課「神奇的宇宙為神作見
證」，叫我更是完全降服。
在傳福音的過程中，除了禱告，「接觸」是很
重要的。回首來時路，我感謝所有跟我接觸傳揚
福音的人。他們蒙聖靈感召，努力接觸，不厭其
煩為主做工，雖然那時我的心並沒有因此柔軟。
這些全是聖靈的工作與帶領，我們都是神所使用
的器皿，就如主耶穌給門徒的大使命中說：「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為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馬太福音 28:19-20)
所以，「接觸」是領人歸主中一項很重要的工
作，我也努力朝那些過去與我接觸過的弟兄姐妹

得救見證
－愛心的接觸
周湄姐妹
在尚未得救之前，我是個崇拜偶像的佛教徒，
相信輪迴與因果。不論如何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的，只有認命與接受的份。為了美好的將來，今
日所面對的一切只能忍耐。因著前世的因緣，所
以有現在的我。為了美好的來生，所以要承受現
在所有的苦難，否則難以超生。
其實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也陸陸續續地聽到福
音，甚至也去教會做禮拜。但基於中國人固有的
傳統觀念，拿香祭拜祖先這件事是家裡根深蒂固
的傳統。對於基督徒不能拿香拜祖宗這件事，就
成為阻攔我的理由之一。
直到我移民來美國，人生地不熟，連車都還沒
有的情況下，就因緣際會地來到北區團契。接我
參加團契的是田山姐。當時我根本不認識她，只
因為她是小柯朋友的朋友。就這樣間接的讓我開
始接觸了教會的生活。在團契中體會大家庭的幸
福感，接著也參加每個星期日的主日崇拜。還記
得第一次參加主日崇拜的詩歌是《野地的花》。
對一個剛移民到美國，前途未明的人來說，這首
詩歌就好像對我說話般，讓人十分地感動，但也
僅止於感動而已。
當時，慕道班張老師也不斷打電話給我傳福
音，可是我的心還是緊閉。所以漸漸地，由於我
的抗拒，也就不再來教會了。但對於姐妹們的關
心還是覺得很溫暖。
神的工作是極為奇妙的，神常常藉著很多的事
情來扭轉我們，即使我不再來教會了，但神還是
憐憫我，尋找我這迷路的羔羊。當時我的先生柯
志儒的合夥人也是個很虔誠的基督徒，他也是不
斷地傳揚福音，即使我們聽得都覺得煩了，但福
音的話語總帶有神的大能，只是當時我們都沒察
覺而已。
有一天，小柯以為是胃痛發作。在參展完畢返
回洛杉磯途中，被送進急診室才發現是急性膽囊
發炎。由於新來乍到，也沒有保險，就在止痛與
發作中不斷拉扯了許多次，直到最嚴重的一次是
臉已經發黃，尿已經有血，在沒有保險的情況下
只能去急診室等待。從早上 8 點到晚上 7 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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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齊，學習他們的愛心與耐心，向尚未認識創
造宇宙萬物之真神的朋友傳講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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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感恩節特別聚會
“心被恩感頌讚神”

【走路禱告】事工

時間：2012年11月22日（感恩節當晚）

走路禱告事工在宣道組福音隊推動後，參與的
同工都感觸良多，歡迎教會更多弟兄姐妹參與走
路禱告，為我們的社區、為我們的鄰舍，在神的
施恩寶座前祈求恩典，願聖靈的感動成為我們的
異象，願神祝福我們所祝福的，願我們行走在自
己蒙恩、他人得福的生命道路中。

聚會安排：6：00 - 7：00PM 感恩聚餐
7：30 - 9：00PM 感恩聚會
地點：谷區國語浸信會
一家一菜、飽享盛筵，
南北佳餚、六方薈萃
見證基督恩典、頌讚上主聖名！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社區「走路禱告」的區域劃分:
第一區地區範圍：North Hills, Van Nuys,
Sherman Oaks
第二區地區範圍：Granada Hills, Northridge,
Porter Ranch
第三區地區範圍：Reseda, Winnetka, Tarzana
第四區地區範圍：Chatsworth, Canoga Park,
Woodland Hills
∼合適二人以上，走路禱告時間自行聯絡，在
自己負擔的區域
∼以傳揚主耶穌基督的名為心志，或禱告、或
接觸、或分發福音單‥‥。
若有感動，
願意參與，事工
詳情請洽張李麗
莉姐妹，或教會
辦公室。

所有刊登文稿，須經本刊同工編輯、修
訂。感謝大家不吝賜稿，分享主恩、見
證主名。願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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