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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祝福传给下一代 

 (罗马书 4:1-16)       
 

4:1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甚么呢。  
4:2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 神面前并无可夸。  
4:3 经上说甚么呢．说、『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4:4 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4:5 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 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4:6 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 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4:7 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4:8 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4:9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么．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么．因我们所说、亚伯拉

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4:10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

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4:11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

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4:12 又作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

去行的人。  
4:13 因为 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4:14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4:15 因为律法是惹动忿怒的．那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4:16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一、 神与信心之父立永约 
二、 亚伯拉罕因信而称义 
三、 祝福临到他一切子孙 
 
    本教会将於 6/15 举行孩童奉献礼。孩童奉献有何属灵的意义? 是将孩童奉献传道吗? 不是的，不是
每一位信徒都蒙神呼召作传道人。每一位全职的传道人都是清楚的蒙召，并回应神的呼召，不以世
上的工作为重，辞去专业的职位，接受神学的专业训练，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也有人蒙神呼召，
继续带着职业来事奉神，带职业并不是以赚更多的钱为目的，工作只是为了养生，主要的时间是用
在传道上。等到生活有足够的供应时，就全职传道。孩童奉献礼乃是孩童的父母亲愿意孩童在神的
祝福下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信靠神的话语，遵行神的旨意，凡事得神与人的喜爱。为何在教
会中举行孩童奉献礼呢? 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们都有责任要教养这孩童。无论是直接的教导，或是生
命的榜样，都是要让这些孩童成为蒙神大爱的人，也成为爱神的人。愿三家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为
孩子们代祷，也成为他们成长中的榜样，使得祝福从我们可以临到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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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与信心之父立永约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超过天下万族的，不但亚伯拉罕蒙福，亚伯拉罕的後裔都要因他蒙福。神
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和他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神的约而蒙福。这约是永远的约。「神又对
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创 17:9) 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你们世
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後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
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
约。」(创 17:12-13) 不守这约的後果自己要承担。「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
我的约。」(创 17:14) 
 
     亚伯拉罕相信神对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神答应他三件事: 
 
第一，神要赐大福给他。(创 15:4-5) 这个福分包括叫他成为大国。(创 12:2)也叫他的名为大。(创
12:2) 并且他也要叫别人得福。(创 12:3) 为他祝福的，神必祝福那人，咒诅他的，神必咒诅那人。地
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创 12:3) 不只一次的说，神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
他得福。(创 18:18) 君王必出於他的後裔。 
 
第二，从以撒生的将成为他的後裔，这些後裔多如天上的众星。(创 15:4-5)  
 
第三，赐下迦南地为永远的产业。(创 15:8)  
 
二、亚伯拉罕因信而称义 
 
    亚伯拉罕知道自己的软弱，他深知是神算他为义，他将荣耀归给神。经上说甚麽呢．「说、『亚
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罗 4:3) 信神为何这样重要呢? 我们若不信神，我们信谁呢?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
人。」(1:1-3)  这信有何具体的表达的呢? 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他的一生都是活在神赐给他应许
的祝福中，因此，心里坚固。亚伯拉罕「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
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 (罗 4:20) 这就算为他的
义。为甚麽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呢? 原来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有过犯，神算亚伯拉
罕是义人，并不是说他完全公义，他说谎，他两度把妻子卖掉。神算亚伯拉罕为义人，因为他对神
有信心。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软弱，从罪人身上显明出神的义，是神的作为。我们所得的义是因信耶
稣而得的义， 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 3:26) 
 
1. 全心的投靠神 
 
    大卫是一个犯了很多罪的人，但是他懂得认罪悔改，信靠神的赦罪之恩。「他说、『得赦免其
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罗 4:7-8)  我们也能像大
卫和亚伯拉罕学习吗? 如此可让我们也蒙福。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今天我们能否通过考验，就在乎是否真正认
识上帝。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可随意指使上帝，要祂按我们的意思作工。上帝是我们的主
人，我们要按照祂的旨意行。上帝的能力不是不足，是我们不认识祂是全能的上帝，你信在祂没有
难成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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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能使无变有，这是祂创造的大能。从创造奇工，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上帝，但是我们知道这宇
宙是上帝创造的杰作。上帝能使死人复活，这是更大的挑战。人死不能复生，谁能相信死人可以复
活，且活到永远呢? 旧约中记载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能让人从死里复活。他听从上帝的话，将他
的独生子献上，因他相信他会从死里得回自己的儿子，以撒。因为神曾经应许，从以撒生的才是他
的後裔。既然以撒尚未结婚生子，那麽即使以撒死了，亚伯拉罕也相信神必使他复活。如果我们是
亚伯拉罕，我们有这麽大的信心吗? 
 
    使无变有与使人从死里复活有区别吗? 神的创造是使无变有，神的救赎乃是使人从死里复活。从
败部复活谈何容易。然而，神的恩典何其大，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还让我们这已死的生命能
复活过来。 
 
    赦罪与复活都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必须得到的祝福。受洗让我们见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向罪我们死了，向神我们活了。6/28 日教会将举行中文部今年第二次的洗礼。根据圣经的教导，刚
信主的弟兄姊妹立刻进入蒙福的团契生活中，与众圣徒一同擘饼，并经历在祈祷中神垂听祷告，成
就大事的喜乐。今天下午一点到两点半请尚未受洗的弟兄姊妹到 20 号教室上洗礼班。 
 
2. 将以撒献在祭坛上 
 
    亚伯拉罕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如何能
成为一个相信神能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呢? 当然，这是因着神的恩典。然而，神的恩典再大，如果
一个人不相信神的恩典，这恩典也不能临到那人。亚伯拉罕不但相信神是全能的神，并且亚伯拉罕
相信这位关心他的神也是一位信实、公义、慈爱的神。亚伯拉罕愿意亲近神，跟神有密切的交通，
他愿意活在神的面前，作我们众人的父。(罗 4:17) 神藉着圣灵已经永远住在新约信徒心中，我们是
否时刻活在神的面前，渴慕随时与主亲密交通呢? 如果我们相信神将在我们中间行作大事，我们要
以天父的事为念，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相信神必将更大的祝福倾倒下来。这个周六，是我
们教会的同工研讨会。为了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参加，我们将在教会举行。上午九点开始到下午四
点。教会未来的异象和方向需要大家的参与。请不要忘了了，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的成人主日
学，儿童主日学，团契与宣教都需要圣灵的带领，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恩赐，愿我们
把这些恩赐发挥出来，成为神的喜乐与众人的益处。 
 
3. 99 岁妻子没怀孕仍然相信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在属灵的低谷中看不见前面引导的光，甚至我们自己已断定不会有突破
时，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习，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国的父，正如先前
所说，「你的後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
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罗 4:18-19) 亚伯拉罕愿意在神面前作完全人，於是神与他立约使他
的後裔极其繁多。(创 17:1-2) 那时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了，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亚伯拉罕敬
畏神，他俯伏在地，神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後，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
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
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我要
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後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创
17:4-8) 我们的指望是凭眼见呢? 还是凭信心? 我们若真凭着信心，倚靠神，就有指望。 
 
    亚伯拉罕将荣耀归给神。他承认神是显他为义的，他知道自己是蒙神恩典的。「我们若说自己没
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祂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约一 1:10) 所有的人已经被定罪，不
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 3:18)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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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约 3:19)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 4:17)  
我们信主後仍然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
罪。我们当将荣耀归给神，相信神主宰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我们的软弱并不可怕，我们的失败也不
能击败我们。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归向神。否则我们必偏行
己路、自以为是、陷入网罗、失去见证、使主蒙羞。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
们千万要谨慎，不要在道路中灭亡，应当趁早悔改，相信神的救赎计划，倚靠神的恩典。 
 
三、祝福临到他一切子孙 
 
    「所以人得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後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
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罗 4:14) 
 
    神算我们是义人吗? 先知和律法都使人知道自己是罪人。甚麽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耶稣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
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 22:37-40) 保罗在罗马书中引用旧
约，「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罗 3:4) 乃是指着大卫犯罪，悔
改，罪得得赦免，神算大卫是义人。大卫说：「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
时候，就有了罪。」(诗 51:4-5)  
 
    神的义白白加给人，因为罪人无法赎自己，因着基督的救赎，神将我们买赎回来，付清了一切的
债务。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赛 64:6) 我们被罪辖制，是无价被卖
的，也无银被赎。(赛 52:3) 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乃是因为耶稣从
天降下，为童女所生，与我们一样，取了肉身，使我们可以因着祂的信，让神算我们是义人。耶稣
生在律法之下，为了完全律法的一切要求，能让干 犯律法的亚当族类拯救出来。耶稣生下来第八
天，父母亲就给祂行了割礼。(路 2:21)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去，要把祂献於主。(路 2:22) 让我们一同思想耶稣成为除去我们罪孽，并让我们称义，成圣的五
点： 
 
1. 代死：神在众人面前将耶稣基督献为代罪的羔羊，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 
2. 刑罚：公义的神让一切的刑罚都落在耶稣身上，如此我们不必再受刑罚。 
3. 和好：挽回祭乃是施恩座、平息忿怒的意思。在基督里我们与父神和好。 
4. 恩典：父神以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因着基督的恩典接纳人。 
5. 复活：因着基督的宝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在复活里，因信可以称义。 
 
    基督爱我们，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将祂的义给了我们，义的代替不义的，好把我们引到神面前
来。因祂受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祂受刑罚我们得平安。如今我们信主的人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的
人，得到神完全的接纳，这是恩典。这就是为甚麽神必需在肉身显现。基督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在
肉体上定了罪案，才能在复活里，拯救我们这因信基督，脱离取死的身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复活的
生命中，喜乐地来事奉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 
 
    保罗是犹太人，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腓 3:5) 为了在犹太人中间作工，保罗也曾为提摩太行割
礼。(徒 16:3) 但保罗深知心里的割礼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提多是外邦人，因此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保罗坚持原则，「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加 2:5)「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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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 神
来的。」(罗 2:28-29)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加 6:15)   
 
    我们愿意祝福下一代，用我们看为最宝贵的来祝福他们吧! 郑博仁医师从电邮中传来一个真实的故
事，是让下一代蒙到祝福，虽然四十年过去了，那埋在台东後山的一粒麦子，才开始发芽生长。谭
维义医师夫妇 Dr. and Mrs. Frank Dennis 现在正在台湾。外科医师谭医师已经是 86 岁高龄，他的妻
子早已坐在轮椅上了他们曾来过我们教会传讲生命的见证，非常感人。谭医师医学院毕业後完成了
外科的训练，本要到非洲去作医疗宣教，但他们得知台东缺乏外科医师，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将年
青的岁月，全然献给了落後山区，去服事交通不便的台东原住民和当地的居民。直到谭医师关节炎
不能再开刀才从台湾回到美国。他们自己四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孩子都在事奉主。 正如亚伯拉罕将
祝福传给他肉身的儿女，也传给因信成为他属灵的下一代，谭医师 将祝福传给他肉身的儿女，也传
给因信成为他属灵的下一代。很多人称谭医师夫妇为谭爸，谭妈，他们将祝福传给下一代。      
                                                                                  
    以下摘录颜耀亮弟兄的见证:  
 
    四十年前在台湾省台东县有个四岁多的小男孩，有一天晚上小男孩与邻居玩乐时追逐要跑过大马
路,，正好遇到一辆装满油的大货车要停靠。 小男孩一不 小心，头被大货车撞了一下，一失去重心
跌倒後，双脚正伸入缓缓而行的大货车轮下。来不及逃，就眼睁睁的看双脚被大货车慢慢压过。一
阵撕心裂肺的剧痛後，小男孩已近昏厥的失声嚎啕大哭。路旁的路人目睹後，有人大声喊叫「你撞
到小孩了! 」司机停住了卡车约三十秒後，竟缓缓将货车倒车，要再压一次，试图将小男孩压死。小
男孩看到大货车再度缓缓倒车，如大山般的压过来时，全身颤抖，但虚弱的无力移动身躯。再度看
那如巨兽般的大货车无情的压过已血肉模糊，不听使唤的双脚。压过第二次後，当时小男孩的奶奶
听到邻居尖叫後冲出来看状况，奋不顾身的直接抱起血流如注，奄奄一息的小男孩直接冲往医院。
到小诊所後，因情况危急要先止血，医生也於简单的消毒後，在完全没有麻醉下，直接用粗针在伤
口上缝了六十四针。那种痛彻心扉的痛，至今仍历历在目。在止血包扎後，我双脚的骨头奇迹式的
完好如初，但右脚被撕裂了一块长约四十公分宽约五公分的大伤口。而整个左脚都严重淤青，肿得
近两倍大。过一个星期後，我被转诊到台东的医院，但因伤口严重发炎，所有医生都警告我父母，
为保命，很有可能保不住右脚。有人建议，转到台东基督教医院。听说那个小医院来自美国的骨科
谭医生，最擅长医治脚的毛病。於是我立即转院。谭医生是当时台东唯一懂植皮手术的医生，但他
不确定何时能动手术。 
 
    隔天，谭医生通知我父母，今天可以动手术了。我父母当时心急的问「如果我儿子自己的皮肤不
够用时该怎麽办? 」 万一我皮肤不 够用时，他们可以移植自己的皮肤给我。但谭医生突然对他们说
「不用担心，如果待会手术时真的不够用」我会直接移植我的皮肤给你儿子来医治他。你们放心! 」
我父母至今仍念念不忘。感谢主，我自己的皮肤够用。我的伤口於三个月内奇迹式的康复，後来经
过约一年的推拿复健後，我的双脚上除了留下一个大疤之外，所有一切都正常，完全没什麽後遗
症。 
 
    我以前只觉得谭医生是个大好人，但是一直到八年前，我被主呼召来美国读博士，於一连串自己
与神的特别经历而信靠主耶稣後，才恍然顿悟了原来谭医生的爱是来自於主耶稣。若非出於神，一
般凡夫俗子怎可能做到? 我常常想起谭医生为善不欲人知的义行时，会不自觉的热泪盈眶。心中一
直有个感动，希望有朝一日能对谭医生表达谢意。但因功课繁忙，一直没机会。我於 2010 年博士毕
业後，原想回台湾任教，最後我乖乖的听从神的呼召，留在美国就读於改革宗神学院。 
 
    约四个月前，我在台湾的姐姐兴奋地告诉我，谭医生出了一本新书「一粒麦子落在後山」。她告
诉我，我就是那个在书中第 56 页的小男孩。当我读完後，我更加确信谭医生是天父派来拯救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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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也解开当年为何谭医生为何说我需手术，越快越好，但不确定何时能手术，而隔天又突然告知
我们当天就可以手术之原因了。 
 
    在书中，早在我入院前几个月，谭医生在美国的医生朋友写信问他需不需寄什麽医疗补给品过
来。当时谭医生发现皮肤植皮手术刀片库存量不多，於是要他朋友帮忙订购，直接请美国工厂寄到
台湾来。三个月後，所有皮肤植皮手术刀片都用完了。当时我正被送进了谭医生的医院。谭医生知
道我急需手术，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不知何时才能帮我手术，但是感谢神，神迹发生了。就在
我需要手术的当天，所订的皮肤植皮手术刀片不晚不早的寄到台东基督教医院。谭医生於书中特别
提到，因为他是与神一起工作，所以类似的巧合或神迹多得不胜枚举。明白了神的奇妙带领与多方
印证後，更确定了神早已选择了我。所有在我人生里发生的奇事，都是神的安排带领，而非巧合。
   
    当我读到谭医生的书时，更想感谢他，但却又不知如何联络他。感谢神的安排，在今年一月五
号，我有机会去 Atlanta 台湾长老会聚会时，认识一名简姐妹，她已 70 多岁了。碰巧的是，她 也在
台东长大， 父亲也是传道人医生，她小时的肩骨曾断过，也是被谭医生医好的。所以我拜托她替我
打听谭医生的联络方式。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我终於找到谭医生在美国的地址了!  
 
    我以谨慎又雀跃的心情，寄出了对谭医生的感谢信。因为他无私的奉献大爱深植我心，让我愿意
信靠主成为基督徒，最後愿意将自己摆上，走上全职事奉的天路。我感谢谭医生救了我的腿。要不
然，我的人生会大大不一样。撒但想透过这个车祸毁掉我的腿，但神亲自动工，奇妙的安排谭医生
到台东行医，并早已安排好手术所需的特殊刀片於手术当天即时的寄达。让我顺利康复。我也感谢
谭医生，纵使他从未亲口对我传讲神的道，但透过他无私的奉献，从他身上我可完全看到主耶稣的
身影，实践了圣经中爱人如己的教导。 
 
    很高兴，谭医生於收到信後很快的回覆我。他很高兴能知道我仍记得他并且因为他的医治能帮助
我。在他心中，或许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尽职的医生，但却不是一个称职的传道人。他从未想过，四
十年前的医治，竟然也将福音的种子无意中深植我心。最後经神亲手带领，也让我走向全职事奉的
道路，对於一位退休传道人医师而言，这个消息是一个最欣慰的鼓励，激励他能在未来的日子中，
要更加勤奋地为主传福音。因为神会透过各种机会，将福音的种子传播出去。 
 
   因谭医生听到我人在 R.T.S.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Jackson, MS 改革宗神学院 )就读，他
很高兴的告诉我，他於 1975 年时有来过 R.T.S，因为他来拜访 Jackson第一长老会。後来第一长老
会成为日後资助他台湾医疗传道之行的教会。我听完吓一大跳。因为神带我来 R.T.S, 要我在第一长
老会敬拜，我一直不太懂原因。原来於四十年後，神引导我回到了当年资助谭医生的教会。我在该
教会敬拜已两年了。若非谭医生亲口提及，我根本无法想像这些事件里有任何的关连。太不可思议
了。  
    约於一个月後，我将与谭医生联络的事与几个在 Oxford, MS 的美国属灵朋友分享。当年我还不是
基督徒时，神透过他们带领我认识祂，归向祂。其中有位任教於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的教授 Dr. 
Kroeger 看到谭医生名字後吓一跳。赶紧联络谭医生，後来确定真的是老友。於四十多年前他们曾一
同在 Minnesota 州同一教会敬拜。後来因谭医生到台湾行医四十年就失联了。谭医生与 Dr. Kreoger
的父母原是好朋友，而 Dr. Kroeger 夫妇带给我们的温暖是让我们当初决定要留在那间教会的最初原
因。经过此事後，我更加惊奇神的奇妙带领。在我人生中，神透过许多的天使一路引导我走向祂要
我走的路。 
 
    经过我与谭医生的联络过程，证实了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选择能平行运行不悖。在我人生
中，经历过多少抉择，透过我们的自由选择，神仍可带领我们来成就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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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做福音的事工时，撒种是我们的责任。种子何时萌芽就交给神。因为神才是真正栽种的
人。不要太急躁，也不要没有立即看到成果而沮丧，举足不前。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
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 12:24) 所有的基督徒在神的安排中，都有不同的职份。我
们需要警醒自守，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也要在自己的生活，工作上见证主的荣耀。
让更多的人被神的爱吸引。愿意信靠神，而得到永生。 
 
    愿透过亲身的经历来让大家体会认识到神的大能，也能藉此感谢谭医生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在
台湾四十年的无私奉献。他无疑是个最好的基督徒典範。对於不信主的朋友，您可曾好好思索这个
课题。谭医生与台湾非亲非故，何苦需放弃一切荣华富贵於四十多年前来到台湾牺牲奉献一生? 他
能得到什麽? 这般的爱，从何而来? 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可以作到的。为何他做得到呢? 动机是什
麽?为何那麽傻? 您可曾好好思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间来，最後他愿意舍弃生命，被钉上十字架
上，只为你我的过犯，罪行而死。这般的爱，从何而来? 我们是谁? 为何值得得到这份爱? 
 
    基督之家的美中短宣队也曾去过 Oxford, Mississippi。「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
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 6:9) 
 
    愿主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下一代的祝福，就像谭医师成为颜传道的祝福，颜传道又成为许多人的
祝福。让我们的教导和见证每年都往前增长，爱我们的孩童，不要错过孩童奉献礼。尚未受洗的弟
兄姊妹都能来参加受洗班，欢欢喜喜地进入神的国。也让我们参加本周末的同工研讨会。求神大大
使用每一位弟兄姊妹，为主结果子，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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