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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耶 穌 的 預 備
聖誕節前一天早上正開著車，突然因為又體會到主的
預備而再一次被祂的愛所充滿。神在我們一生中所經
過的每一個時刻都有祂奇妙的心意。回想過去，就明
白祂曾用多少人，事來預備我們。約瑟被賣到埃及，
以斯帖進入王宮。祂在我們軟弱時，預備我們已先接
受了祂，祂預備了抗體來保護我們，那天，祂提醒
我，甚至我們身上的疾病，生活中的困境，也是他的
保護。還有許許多多，述說不盡。我們要的是，悉心
的體察和領會。
這就是祂的愛，在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以前，祂預備。
我們終生的事都在祂手中。
那天，開著車，想到兩處經文，一處是羅馬書八章二
十八節：「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另一處是哥林多前
書二章九節：「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
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回到
家，立刻去查全本聖經中，有那些地方提到“愛神的
人”或是“愛祂的人”，結果，除了前面兩處，竟然
只有一處，是在詩篇 145 篇第二十節：「耶和華保護
一切愛祂的人。」太奇妙了，“預備” 和 “保護”
正是我那天的得著！那麼，怎樣的人才是愛祂的人
呢？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節說：「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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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在家帶孩子十年了，其間有一年，有人找我到
FDA 工作，是一個只有一年的計劃。當時因為孩子
小，已辭去工作三年，並沒有再工作的打算。FDA
的工作時間很彈性，禱告了一個工資，心想不然就不
做。結果老闆給的就是那個數字，不多也不少。一年
結束後，有人找我翻譯科學新知，於是就偶爾做些翻
譯的工作。其實，最享受的還是在廚房搞東弄西，甚
至天真的想開一間健康外賣。無奈先生非常理性的以
太辛苦為由，堅決不予支持鼓勵。孩子一天天大了，
生活花費很多，加上沉重的房屋貸款，看到先生一個
人工作，賺錢養家，有點於心不忍，也有點不好意
思。但是，左思右想，就不知道自己在離開實驗室十
年後，還能做什麼。有一天，問了問先生，別人都希

陸曹立是

望妻子工作，分擔家用，你呢？沒想到先生表示，並
不希望我出去工作，他認為我們只要本著當用則用，
當省則省的原則，生活簡單，不浪費，夠用就好了。
感謝主有這麼好的先生，如此一來，我也就安心，甘
願的繼續當管家、大廚、老師、司機、清潔工...了！
感恩節前一晚，收到一個轉寄來的電郵， 是國家健
康研究院（NIH)內的國家醫學圖書館的工作機會。工
作內容是把科學期刊放入查尋資料庫，是一個全職，
在家上班的工作，並且還有一切的福利。寄信來的朋
友建議我盡快申請。當時，我壓根就沒有要工作的想
法，只在幾個月前暗自禱告求神預備回台灣探親的機
票。而且我的簡歷早已通通丟掉了，連電腦存檔都已
刪除。天天不是在廚房，就是在開車，幾乎想不起來
十幾二十年前，做過的工作究竟是什麼。在不置可否
的心情下，那個週末，我就非常隨便，簡單的重新打
了一張簡歷，還把 “家庭學校的媽媽老師”寫在第
一項。先生認為既然要申請，就該認真一點，要我
把 FDA 的經歷寫在第一項，然後把翻譯的經歷寫在
其次，也要我把過去的經歷和曾經發表的文章附上，
雖然陳舊，但是表示我的誠意。幸虧有先生的提醒，
我在那個星期日的半夜，把它送了出去。 沒想到，
次日，老闆就打電話給我，並且安排見面。掛上電
話，一處經文出現在腦海，是詩篇 131 篇第 1-2 節：
「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
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 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
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在我裡面真像
斷過奶的孩子。」
那個星期四一大早，我就坐在國家醫學圖書館裡了，
去的前一天，朋友好心告訴我該如何面談，如何推銷
自己，可是當我坐在那裡時，我幾乎沒有說話的機
會，因為老闆就直接介紹工作內容, ，並且引見他的
兩個主管。再過幾天，他們通知我明年一月開始受
訓。我百思莫解，那麼多年輕有為，有經歷的博士去
申請，都不見得申請得到，對我而言，卻得來全不費
工夫，為什麼他們會喜歡我這個多年在家，沒工作的
老媽媽呢？老闆說，不管妳多久沒工作，只要妳擁有
我們所要的經歷，就夠了。究竟是什麼經歷呢？正是
那一年在 FDA 工作和翻譯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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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FDA 會用我是因為我大學學的是藥學，工作計劃是建
立小兒科用藥的藥學資料庫。再往前看，本來大學最希望讀的是
生物系，卻上了藥學系，畢業時非常確定，藥學絕非我的興趣所
在，所以又進入分子生物研究領域。誰知幾十年後，卻是因為讀
的是藥學而有機會到 FDA 工作，而 FDA 一年的經歷，加上近年
翻譯科技新知，就使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下得到了這個工作。

「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
行。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
心在我裡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不只是因為有了工作而感謝主，不只是因為能賺錢而感謝主，感
謝主的實在是祂讓我不斷的經歷祂的奇妙、主動、慈愛、憐憫，
回想二十年前，隨先生來美時，是持學生眷屬的簽證，當時心裡 祂深知我們內心的真實光景和需要，我知道為什麼祂會在此時此
竊喜，終於可以名正言順不必再工作了，還打定主意，要在那個 刻賜下這個工作。這就是祂的愛！不敢誇口，愛主多少。是祂的
寒冷的北國，倚在窗前，好好地享受，盡情地做幾年作家美夢！ 愛，祂為有一顆願意愛祂的心的預備。是祂的應許。
沒想到不到一個月，還沒來得及拿出紙筆，工作就上門了，隨著
而來的，工作簽證，綠卡，沒有一樣是我曾經想過的，也都不是 後記：此文寫於去年年底，那也是去年的聖誕節和感恩節。如
我們主動去申請的。二十年來，在美國沒有上過學，找過工作， 今，我們全家人己經從台灣探親回來了。在家工作就快一年了，
所做過的每一個工作，全是自已來的，時間上更是無法想像的奇 每天不用出門，不必開車，不需要固定的工作時間表。還可以靈
妙，這不都是神的預備嗎？ 祂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在祂沒有 修讀經禱告，接送孩子，買菜，洗衣，煮飯。雖然繁忙，但是先
什麼不可能，一個生平無大志，甘於淡泊的家庭主婦，如今竟然 生支持包容，工作越來越熟練，也越來越喜愛這個工作。時常感
還有退休計劃呢！當然，沒有忘記謝謝主，因為，回台灣的機票 謝，我明白這是祂的預備，祂的愛。
有著落了。

編 號 (Call
(Call #)

圖 書 館 新 書 光 牒 簡 介
作者
書名
主題

謝彼
遠志明
彼岸 (9 DVDs)
見證
242.000慕內
慕安得烈
內在生活 (5 CDs)
基督徒生活、事奉與品格
854.100張認
張郁嵐
認識真理
241.400珍癌
珍.艾特雷-康頓
癌病中的盼望
癌病中的希望與鼓勵
267.100劉宋
劉翼凌
宋尚節傳
宋尚節傳記
家庭禮拜
246.300夏家
夏忠堅
如何建立家庭祭壇
考柏夫婦
243.000考全
全家讀經十分鐘
祈禱
史蒂夫.法勒
247.000史爸
爸爸領導學
父母子女關係
243.000理如
克理夫.理查玆
如何為身心靈醫冶禱告
祈禱
253.500文從
文承璧，巴榮基合著
從耗盡到蒙福
牧者的心情
250.000貝策
貝內爾
策略性牧養輔導
策略性牧養與輔導
254.100林智
林安國
智者策
佈道
246.000史快
史考特.史丹利
快樂夫妻成長指南
夫妻有效的溝通成長
242.200雷饒
雷.埔里查德
饒恕的醫治大能
如何藉著神學習饒恕
242.200彼培
彼得.史卡吉羅
培養高EQ的靈命
EQ與如何培養跟神的關係
242.200葛情
葛琳卡
情緒四重奏
基督徒心理
導論
教牧工作與問題
250.000鄭獻
鄭果
獻給傳道者
在今年美國大選之前，我就準備寫一篇文章，題目是「不是經濟問題」。現在大選已過，這題目是否還適用？還有意義？我覺得有，所以就把
266.000高放
高力富
放棄你的小野心
給獻身宣教者的指引
它寫下來了。
Judy汪因她先天腦部受傷，她父
248.000
鍾萬
鍾素明
萬中選一的祝福
如眾所周知，今年的大選是具有重大的歷史性意義，就參選的人來看，美國可能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或第一位最老的總統，
母親的心路歷程
26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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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教會三十五週年感恩見證
高連永
我是 1998 年讀博士學位期間在肯塔基州 Lexington 華人教會信主
的。感謝主讓我在初信主後就參與了事奉，任飯食部執事並參與
詩班。之後，我在做博士後期間，先後在 Wisconsin 州的
Milwaukee 華人教會和加州的三藩市華人宣道會都在事奉中繼續
經歷神、見證神。2004 年，我到馬利蘭大學 College Park 任教，
神把我們一家人帶到了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這個美好的大家庭。
我們來到的第二個主日就用上了新蓋的禮拜堂。我們看到弟兄姐
妹喜氣洋洋、熱情高漲、愛主深切、同心合一。教會的弟兄姐妹
和教牧同工對我們的初到表示了熱情的歡迎和倍至的關懷。尤其
是接待部弟兄姐妹們的熱情關懷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
一家毫無猶豫地把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當作了我們屬靈成長和事
奉神的家。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為我和一家在屬靈道路的成長，提供了極大
的幫助。教會中教牧長老、執事和會眾都愛主深切、持守真道、
同心合一、熱心事奉。教會的各項事工很完善、功能性很強。我
們在教會的敬拜、團契、禱告和神的話語的學習上都得到了很大
的成長。
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在我天路旅程中的另一個幫助是為我提供了
服事的機會。我初到教會就參與了敬拜部主日崇拜領賓員的事
奉，並在此事奉中更多地了解教會及事工上的需要。感謝教會藉
劉傳道組織的「小組領袖培訓」，給我在教會事奉上繼續提供了
更充分的裝備。之後，在 2009 年，教會任我為接待部執事。這
對我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服事，因為我們教會的規模大，要接待
的會眾和新朋友人數多，接待部責任的範圍廣、分工的組別多，
而且是每個主日都要運作。另外，接待部的同工人數龐大(近 70
多位)。面對這些挑戰，感謝神藉著對使徒保羅的鼓勵，「我感
謝那加給我力量的我主耶穌基督，因祂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
祂。」(提前 1:12)，「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
主。」(羅 12:11)，以及在我過去事奉中的裝備，讓我有信心和決
心來「忠心」和「殷勤」地事奉主、在接待部的崗位上服事教會
和弟兄姐妹。感謝主，教會的劉牧師、鄭牧師、董牧師、李貝文
傳道及長老和執事們都時常給我鼓勵、支持和幫助。

共同參與服事，就像詩篇 100:2 說的，「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
華， 當來向他歌唱。」，為的是讓神得榮耀。
感謝主，讓我在服事中嘗到了「愈事奉，愈甘甜」的滋味。我想
這就是神按祂心意給我的一個獎賞。主耶穌說，「若有人服事
我，我父必尊重他。」(約一 2:26)。願我的分享見證不但更激勵
我自己，也激勵弟兄姐妹們來一起服事愛我們的神、我們的主基
督耶穌。讓我們的教會倍受神的喜悅，讓神得榮耀!

Gregory Gasper
慶祝教會成主 35 週年，我有許多感恩的地方。首先是董牧師的
證道和其他牧者在講台上所分享的信息，對我的生命有極深遠的
影響。這些信息來自神的話，並都有不變的中心恩想------專注於
福音真理上(Pay Attention To The Gospel)。神的話一解開，就發出
亮光，滋潤照亮了我的生命。
箴言書 17 章 17 節: 「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弟
兄姊妹們在主裡成為好朋友，彼此激勵遵行主的話。我們各人生
命中都會遇到難處與挑戰，不論是犯罪得罪神或是家庭、健康、
工作上的各種問題。教會弟兄姊妹們支持、鼓勵、裝備、安慰我
們，有時也會糾正勸戒我們，好像刀切到一樣地難受。但我從未
在我們教會的弟兄或家庭小組之外，見到這樣出於愛和真理所給
予的安慰、鼓勵與勸戒，實在十分甜美與寶貴。

我非常喜愛教會的每月禱告會。在那裡，您會看到弟兄姊妹出於
感謝主，接待部的弟兄姐妹們都積極地參與事奉，來共同完成接 愛的行動，為我和家人禱告，並將我們個人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待部的重要功能。我深知接待部事工的重要性，因我們一家當時 帶到主恩面前求，祈求主的幫助和指引。同時禱告會也將教會、
決定留在中華聖經教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接待部弟兄姐妹的熱 國家甚至世界的需要帶到主前。
情、關照和後續服務。在我們共同服事的團隊中，粵語堂的蔡兆 主將我們招聚在教會的大家庭中，就像一個團體，各人發揮恩
輝執事和英文堂的 Yenny Gasper 執事與我同工配搭。我們有新朋 賜，獻上一已的力量。就像團隊(TEAM)這個英文字，若將四個
友接待組的弟兄姐妹們像天使般地熱情迎接新朋友；有詢問台的 字母拆開，洽可表達“當我們團結在一起，將會成就更多的
姐妹像禮儀使者每主日迎接會眾入教會；有午餐組的同工們像國 事。” (T.E.A.M. =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的深遠含義，
宴的膳食官精心服事會眾每主日的午餐；還有茶水服務組的弟兄
們像國宴的茶官，為教會提供每主日茶飲。這麼多的弟兄姐妹來 讓我們在主裡攜手前行，迎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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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蘭中華聖經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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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念 唐 碧 芬 姐 妹

麥冬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安息禮拜，姊妹安祥地躺在棺木裏，身穿一襲紅
色旗袍，面戴一副特大號眼鏡，看上去很摩登，美麗而大方，一點都
不像八十一歲的老人家。原來姊妹平時很注意打扮，穿著入時，所選
顏色也很鮮豔亮麗。
六位扶棺(靈)男仕分別坐在最前排的左右兩邊，每人襟上都別上一朵
紅色鮮花，佩帶紅色領帶，這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安息禮拜。
唐姊妹，或唐大姊，也有年輕人稱她唐婆婆。原來姊妹在七十年代初
由新加被單身來到美國大華府地區，一住就是四十年。她很少談到自
己的家庭，只透露有三個男孩，都住新加坡，以前有過聯繫，後來再
沒有聽她提起過，對於姊妹的感情生活，大家都一無所知。
在大華府地區，唐姊妹孑然一身，沒有家人，但她卻幫助了多個年輕人家庭建立起來，照顧幼
兒，使夫婦二人無後顧之憂地上班去。唐姊妹還清潔房間，使之保持乾淨；她又煮得一手好菜，
其中以”海南雞飯”最為特出和叫座！

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唐姊妹天生一副好嗓子，又喜歡與人分享，所以盡量不放過上台表演的機會，不少粵語堂的弟兄
姊妹都欣賞過她的歌聲。
退休了，唐大姊很高興能住進伯大尼長者大廈，在那裏也住了不少也是教會會友的長者，如韓伯
母等，他們都對她幫助許多。年紀大了，遇到緊急需要看醫生或送醫院的次數也漸漸多了，她非
常感激幾位年輕姊妹提供即時的幫助，如麗霞、淑華及二位白人女士：負責老人福利的 Mrs. Bishop 及社工 Abi。
唐姊妹生性樂觀，在過去十多年的歲月裏，雖然腎功能失效需要洗腎，每週三次，每次需要數小
時，除了剛開始洗腎時頭暈、腳步不穩，不大適應外，以後都很少聽到她抱怨什麼，反而在每年
感恩節聚會時，常聽到她述說上帝在她身上所施的恩典與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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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長者服務中心(Senior Center)的中文名字”歡樂”，唐大姐在這團體中得到很多歡樂，她很感
激華人活動中心(CCACC)及政府為老人家設立了一個這麼好的地方，使她感受到老有所托，身心
各方面都得到實質的幫助與照顧，加上不少義工的參與，他們無私的付出，唐大姊晚年也算過得
多彩多姿。
猶大民族英雄摩西說過，人活到七十歲是正常；如今唐大姊在世上寄居八十多年，算是身體強健
的，這也是帝的賜福。
在墓園裏，沒有看到任何唐大姐的家人，但見鄭牧師夫婦手捧著姊妹的照片，這使我想起聖經的
一段話：「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弟兄姊妹和母親了。」又如一首歌的名字「我們是一
家人」，是的，我們真是一家人！
再見了！親愛的唐大姐，走好！天堂相會時，再享受妳的拿手好菜”海南雞飯”嘍！
後記: 愛好美食的唐姊妹早已預先安排好，為要方便大家，將解慰酒選擇在靠近墓園而菜餚又好
吃的旺記飯店舉行。果然，大家就在賓主盡興的情況下，享受了唐大姊提供在世上最後的一餐美
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