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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目標】
做上帝光明的兒女

2012年10月7日

美主的心情並不稍減，反而更加高昂興奮，因為上帝的
信實又再一次大大彰顯。同時這件事也叫我們短宣隊在
正式出發上陣之前，更加受到激勵，因為知道神要明確
的告訴我們－這項宣教乃是神的事工，為要彰顯神自己
的作為！

【年度主題經文】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短宣隊的福音行動，正好密切配合這一季的主題：
「行動分享真愛」。每一位參與宣教代禱的肢體，每一
(腓立比書 2:15，16)
位參與短宣奉獻的弟兄姊妹，也都一同在實踐這個主
【十月份經文】
題。雖然表面看只有十位短宣隊員，但實際上我們的宣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
教隊伍是很壯大的。主耶穌說：「…你的財寶在那裡，
你的心也在那裡。」(馬太福音 6:21) 我們堅持，教會
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的短宣奉獻一定要開放給全體弟兄姐妹，目的就在呼籲
愛祂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
大家將心擺在宣教事工上。不是空口說關心宣教，乃是
(約翰一書 4:12)
以奉獻的行動支持宣教，以恆切的禱告托住宣教。做為
教會的牧師，我為此非常感謝神。讓我再次強調，不僅
從十月開始，我們進入今年的最後一個季度，主題 是為宣教奉獻超出目標，更是為每一位以「行動分享真
是「行動分享真愛」。
愛」的弟兄姊妹，共同參與宣教，一同在領人歸主的使
今天當你看到這份教會通訊的時候，我與許師母並 命裡有份。
陳惠仁弟兄已完成在國內的服事，到達台灣。同時我
普世宣教既是主的大使命，每一位參與宣教的神兒
們也與其餘的短宣隊員會合，此刻正在台灣阿里山與 女必為主所悅納，而每一次主所差遣的宣教行動也必不
玉山的山腳下，進行今年的「臺灣短宣」。雖然這只 落空。這不是說我們每次一定要領多少人信主，或是呼
是我們教會正式組隊到台灣的第二次行動，而主要地 召時會有多少人決志。當然我們歡喜看見這樣熱切渴慕
點仍是南投縣的信義鄉，但是我們短宣隊在籌備期間 福音的回應，歸榮耀與神。但在宣教的歷程中，有時是
已經看見上帝很奇妙的帶領，與去年又有許多不同之 看不見果子的，有時似乎是一事無成的。好像幾十年前
處。我們相信這次福音行動，將要遇到前所未有的機 到中美洲蠻荒地區宣教的五位美國年輕人，他們才剛到
會，也要面臨預想不到的新挑戰。這些變化都叫我們 目的地，就被當地奧卡族殺害。照人看，這是一次完全
不敢掉以輕心，一點也不能憑著過去的經驗，乃要一 失敗的宣教行動，但他們的血沒有白流。多年後，這幾
步一步跟隨主的引領。在短宣的路上，我們只是祂手 位被害宣教士的妻子帶著他們的兒女，又勇敢進入奧卡
中的器皿，無權定奪自己的腳步。祂如何開路，我們 族傳福音。結果，當年殺害宣教士的族人也信了耶穌，
就如何前行。大牧人主耶穌要親自尋找迷羊回家，祂 化仇恨為主內肢體，證明真是和平的福音。
知道迷羊在何處，也知道路如何走。短宣隊的責任就
親愛的弟兄姊妹，世人看不見上帝，但聖經提醒我
是「去」－進到人群，高舉基督。請為我們禱告，謝
們，當主內肢體彼此相愛、相顧、相扶持，世人就可以
謝你們，也感謝主！
看見上帝在我們中間。這是何等奇妙偉大的見證－世人
今年的短宣奉獻已在上主日遠遠衝過我們預定的目 可以看見這位不可見的上帝又真又活的彰顯在人間。我
標，感謝讚美主！教會的各樣聖工，本質上都是屬神 們千萬不要小看「行動分享真愛」！在今年餘下的日
的，為要達成神的旨意，傳揚神的福音，並榮耀神的 子，求主打開我們的心眼，叫我們看見每一次「真愛行
聖名。所以，我們一貫的信念是－「耶和華以勒」－ 動」的機會，並實際跨出「真愛行動」。
只要是神的聖工，神就必會預備。因此，短宣事工的
奉獻超過目標，我們其實並不意外。但是我們歡喜讚
主 內
許牧師 謹上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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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向我啟示，向我說話的過程。所以就會在禱告
的學習中不斷被提醒，讓我避免以自我為中心的
禱告，特別是在有固定的禱告生活之後，覺得禱
告已經不是問題，這時就會常常按照自己的習慣
方式來做禱告，而常常這樣的禱告神是不垂聽和
不喜悅的。後來慢慢學習要在禱告前安靜自己，
求神來先對我說話，懇求聖靈，並按真理來引導
我作禱告。就這樣在禱告中可以真實體會到與神
同在，而不是我單單在那裡好像和空氣說話一
般。
耶穌教導門徒個人禱告生活的時候說：「你禱
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
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馬太
福音6:6）
耶穌應許門徒在同心禱告、團體禱告的時候，
這樣教導：「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
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
比為他們成全。（馬太福音18:19）
在神的面前，我們每個人都是學生，求神厚賜
我們信心與力量，用一生來學習禱告的功課。感
謝神！

感恩見證
封陳駿
感謝神的恩典，可以在長輩和弟兄姐妹面前來
分享。
關於學習禱告的功課，神憐憫我，在三年前，
接受耶穌作為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在信主
後，神有恩典，讓阿姨帶我來參加週六早上七點
教會的早禱會。那時候剛受洗不久，在主裡如同
新生的嬰兒，跟教會當時的幾位禱告勇士，也是
屬靈長輩一起禱告。參與週六早上禱告會的經歷
給我的最大學習，是看到當大家跪在神的面前，
同心合意為神的教會祈求，為主內肢體的相互需
要懇求恩典時，我深深切切地體會到，弟兄姐妹
互為肢體，在禱告中紀念並且托住彼此。也讓我
在沒有意識的情況下和長輩們一起參與到教會的
禱告服事中，從禱告會中看到神所復興的禱告勇
士，在神的殿中幾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的禱
告。他們的精神實在讓我感動，為我做了美好的
榜樣。
在舊約的時代，聖殿是猶太人獻祭和來到神面
前的象徵，在別的地方，不是隨便都可以來到神
面前。但現今新約時代，聖經說我們的身體就是
神的殿，我們可以隨時隨地來到祂面前，奉耶穌
基督的名，把禱告呈現到神的面前。
神讓在我個人禱告中學習到的功課是，借著禱
告與神溝通，不斷提醒我是神的兒女，就如同父
母都希望能夠與自己的孩子時常有互相溝通和交
流的時間，神也希望我通過禱告來和祂說話。神
應許在難處來臨的時候可以緊緊抓住神，來到祂
面前向祂祈求禱告，但神更希望我在困難沒有來
到前，就能低頭祈求、揚聲頌贊，可以與神在靈
裡連結。
我是家裡的第一個基督徒，家裡很多人還沒有
聽過福音，特別是老一輩，帶我長大的外公外
婆，身體也逐漸衰老，希望在每天的禱告中可以
求神預備他們的心，也把傳福音的負擔逐漸放在
我的心中，預備我在合適的機會可以跟他們訴說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告訴他們神也是同樣愛他
們。
另外，在禱告中，即使是我向神說話，但更多
的是與神的互動。在我向神禱告的過程中，也是

我第一次接觸上帝
王蕙鶯姐妹
在2006年之前,我身上有一個已經開了兩次刀
的傷口，那是2002年做腹腔鏡摘除子宮手術之後
留下的後遺症，醫生說那叫屜足腫(肌肉增生
症)，它是無法根治的；只要在生活作息上盡量地
保持輕鬆就不容易有併發。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嚴
重，但事實上它卻造成我身體上很多的不舒服，
只要工作生活上過度勞累，手術的傷口處就會腫
起來。因此在手術後的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的時
候，我又開了第二次的刀。
2006年1月或2月左右，我的人生面臨一個很大
的低潮，也終於決定結束臺北的事業。在來美國
的班機上有一種非常茫然的感覺，因為在自己熟
悉的工作環境裡，已經工作了三十年。我不知道
自己的下一步該選擇做什麼?來美國說起來是與家
2

谷區國語浸信會

每月通訊「溪邊的樹」

人團聚，但在當時何嘗不是一種逃避的心態呢。
當然,那個時候的我是完全不認識上帝的!
離開臺北前按照醫生的指示，每個月都在傷口
上注射類固醇。 (為了抑制肌肉的生長)，這一次
既然希望來到美國後可以停留更長的時間，於是
醫生特別建議在這一次的注射中加重劑量! 奇怪
的是，這樣的處理方式，並沒有使傷口的狀況安
定下來；反而才不過一星期的時間，我的傷口便
又腫起來了，而且更令人難過的是，從肉眼看上
去完全就看得到膿跟血，傷口更像是汽球般的鼓
起來，我痛到幾乎不能走路!
由於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台灣工作，所以在美國
是沒有保險的；當然我也就沒有任何的病歷。接
連看了皮膚科、內科，可是當醫生看到傷口時，
都說很抱歉他們沒有辦法判斷是怎麼回事，甚至
連藥都沒辦法開給我。這時候正好有朋友打電話
來邀請我們吃飯，我只好把自己面臨的狀況告訴
她，她很快地為我預約她的家庭醫生，並要我在
12點半之前務必要趕到醫院。
那是個長週末，時間已經接近中午。我躺在車
上；感覺先生的車速很快，但其實路上的交通是
一路順暢的。就在12點25分我們到達montery
park診所門口。這位王大夫非常的熱情，立刻為
我做檢查。可是當他看到傷口並瞭解我在美國沒
有任何的保險，且沒有任何的病歷可以作為參考
時，他立刻跟我先生說：趕快去買機票，越快越
好！.
我幾乎要崩潰，聽到這樣的話。當場我忍不住
的哭了但內心卻非常憤怒，我不明白為什麼這樣
的事會落到我的身上？我努力工作、為家人打
拼、對於幫助別人的事也從不落人後，為什麼才
到美國一星期左右就發生這樣的事，叫我再搭機
返回？身體的痛苦讓我非常憤怒，我在心裡對著
那些自己曾經膜拜的菩薩咆哮：這就是你們要給
我的命運嗎?
離開醫院前，醫生再三交代務必趕快找一位外
科大夫先做血引流，否則上了飛機更麻煩。他開
了六顆抗生素給我，一天兩顆，但仍然強調如果
第二天有機位就要趕快走! 這個醫生真的非常
好，從那天直到今天已經六年了，我當然也忘了
醫院在哪裡，可是很奇妙的感覺是：我對這家診
所的掛號櫃台畫面始終印象深刻。在櫃臺上有一
個小小的立牌，上面寫著:基督是我家之主！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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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那個景象畫面始終這樣清楚的在我腦海裡，我
想....那個時候上帝應該已經在向我招手了!只是
我仍不認識祂！！
離開醫院，先生急著去買機票，一邊四處打手
機找人詢問有沒有熟識的外科手術醫生？所有能
想到的，公公婆婆、朋友、家人，他都打
了......。拿到機票正準備趕回家之前，我接到
紐約小叔(先生的弟弟)打來的電話。這一段對話
是這樣的：
『大嫂，因為今天教會正好舉辦烤肉會，現場
有將近200個人，待會我們就準備為妳提名禱告。
我知道妳是拜拜的，但我想如果你願意的話，可
以試著跟我們一起向上帝禱告？真的，大嫂你試
試看!』
『可是我不會禱告啊！』我回答。
『沒關係，妳只要說：上帝求你救我 求你救
我就可以了』
坦白說，我不懂什麼提名禱告，也必須坦白地
說當時身體那麼痛苦，我不確定我到底禱告了沒
有?吃過抗生素，整個人躺在車上一路睡到家門
口。當我跨出車門，突然覺得下半身一陣冰冷，
下意識地我拉開了褲子，嚇壞了！我整條褲子都
是血跟膿！我的傷口竟然自己破了！可是，我完
全沒有任何感覺啊，我一路都在沉睡中!
進了屋內，我的婆婆過來，她一看到傷口後帶
著哽咽的聲音對我說: 「蕙鶯啊，上帝親手在你
身上動工啦，感謝主！感謝主！祂真是聽禱告的
神啊！”的確! 上帝在我身上動工，當我們所有
人還在為哪裡可以找到外科醫生傷透腦筋的時
候，上帝卻親手為我做了外科手術！直到真正認
識上帝後，我才明白祂真是奇妙策士、全能的
主。那在人所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
第三天，我們順利拿到機位隨即趕回臺灣。下
了飛機立刻到榮總掛急診，也順利地找到朋友的
幫忙，讓醫生以最快的時間為我進行開刀。手術
後醫生對我說:只要再遲個兩天，恐怕妳這條命就
不保了。因為我整個腹腔嚴重發炎，緊接著就是
腹膜炎了！
手術後養病的期間，我才算是開始認識神。從
認識到受洗大約一年多的時間，靠著一本先生送
的《荒漠甘泉》並學習禱告， 神給了我難以數算
的恩典，透過屢屢的神蹟奇事，使我的心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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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公佈，敬請流覽。 有意接受捐助物品
者，或知道有需要者，請與教會辦公室聯
絡。
網 址：www.mbcsfv.org
聯絡電話：818-727-2220
聯絡同工：方怒鶯姐妹、孟相蘭姐妹

開，使我的眼睛看見又真又活的奇玅神!
天離地有多高，祂給我的愛就有多深！東離西
有多遠；祂就幫助我們離過犯有多遠。我是個罪
人，祂沒有嫌棄我也沒有撇下我。祂終於柔軟我
的心，讓我俯伏屈膝在祂的面前。事實上 神做事
是沒有巧合的，只是我們還不知道他的計劃而
已！
有一首詩歌：『有人在為你禱告 』。每當我
唱這首歌的時候，我總是會想起那一年，在我人
生絕處的時候，有一群我不認識的弟兄姐妹在為
我禱告！神將為我禱告的感動深深放在他們裏
面，他們的禱告蒙神垂聽和應允，神藉著他們的
禱告救了我的生命！
從認識主到今天3年又23天的日子，感謝神，
賜給我許多的恩典，無論在我身上或在我家人身
上。祂也賜給我禱告的力量與權柄，如今也讓我
像當年那群愛神、愛人的弟兄姐妹一樣，可以為
許多人、許多事禱告，這樣的生活帶給我難以形
容的喜樂！
感謝主! 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我的父神。 阿
們！

【真情真愛顧長輩】專題講座
時間：2012年11月18日1:45—3:45PM
講員：蘇文安牧師
蘇文安牧師現任真愛家庭協會副會長、
《真愛家庭雜誌》總編輯和神國雜誌》主
編，常受邀在北美各地教會主領講座。
對年老父母的照顧，在已步入中年的家庭是極為
普遍的課題。子女在現今世代如何盡孝道？如何幫
助父母的生活品質得到改善？蘇牧師除了分享自身
經歷的居家照顧外，也結合被普遍採用的遠距關懷
和機構療養模式，為大家提供經驗性及探索性建
議。

互相幫助，請參與捐贈物品登記

• 蘇文安牧師真情開講，關懷長輩者切勿錯過！

為配合大家生活所需，以便於生活資源
得到充分利用、生活成本得到有效降低，
教會特開辦【生活用品捐助事工】，會眾
可清理家中富餘的生活用品，在教會登記
造冊（因教會空間有限，請您仍暫留保
管，勿搬運至教會）。所有捐贈物品屬愛
心奉獻，教會不提供抵稅證明。
用品清單定期在教會網站及教堂內佈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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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