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特蘭大靈糧堂

11 週年

感恩

2016年4月

見證集

傳 承 使 命

   權 能 宣 教

   力 行 聖 經

   邁 向 榮 耀

Photo Album

靈糧點滴

Peace

Joy
Love

目錄
序言 / 徐永宙牧師.................................................1

感謝神如此喚我去短宣 / 王萃青.......................29

一同快樂 / 徐永宙牧師........................................ 2

2015台灣短宣点滴 / Joy Mao..............................30

我的晨禱點滴 / 陳德玉牧師................................3

神在興起我們的孩子 / Joy Mao.........................31

梅尼爾氏症得醫治 / 陳德玉牧師.........................4

十年的恩典 / 毛应清...........................................32

原來神是這么的愛我 / 王佳妤

南征北討 / 劉克真...............................................33

宝貝，神愛你，我們也愛你! / 江秀貞..............5

阿爸天父的愛 / 李芬

神圍繞我 / 林芝霞

遇見上帝 / 任亚平...............................................34

讚美的大能 / 江大強.............................................6

神的管教 / 邹新虹...............................................36

得胜的一年 / Jeff Yan

神的保守 / 周文珠

祢知我心所想 / 傅愛琳.........................................7

神教我禱告 / 周文珠...........................................37

禱告找鑰匙 / 傅愛琳

在基督里成為新造的人 / 林曦

禱告的力量 / 陈海兰.............................................8

全是恩典 / 周晖...................................................38

聽禱告的神 / Lynn Wang.......................................9

連左臉也轉過來 / 毛瑞.......................................39

顧念我們的主 / Lynn Wang................................ 10

主恩滿滿 / 李芬清...............................................40

專心仰賴神 / 林敏松

快樂歸天家 / 李芬清

聖靈參透萬事 / Lynn Wang................................ 11

認識主是我一生最開心的事 / 吴曉燕..............41

愿意改變自己的一年 / 郑林瑢

真心悔改是神喜悅的 / 李芬清

Nate 成長見證篇 / 劉靜.......................................12

順服 / 符彪............................................................42

Good Wish / 刘靜..................................................13

要為神作見證 / 周秋芳

讀《活潑的生命》讓生命更活潑 / 劉靜.........14

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 周秋芳.....................43

禱告中的更新 / 郭靖...........................................16

流泪禱告 / 黄友琴...............................................44

恩典的記號 / 郭靖...............................................17

愛我的天父 / 馮秀月...........................................45

靠著神，我經歷極大的恩典 / 陳嘉瑜..............19

蒙恩的記號－懷念Melody寶貝 / 李一菲..........46

跟隨引導邁開步伐 / 陳倖生..............................20

專心仰賴耶和華 / 魏大為..................................47

信心的期待 / 陳倖生...........................................21

禱告中求突破 / 林学娟.......................................48

神跡奇事 / 王惠國

車禍得福 / 林学娟...............................................49

聽主的聲音 / 王惠國...........................................22

國中生主日學服事心得 / 陳嘉偉.......................50

榮耀的眷顧 / 王惠國

走出曠野 / 李春宇...............................................51

神開的門 / 王惠國...............................................23

不尋常的2015 / 張瑩...........................................52

先知的一句話 / 王惠國

天路上最貼心的同行者 / 徐婧瑤.......................54

神為我家開道路 / 边海涛..................................24

耶和華是說話的神 / 徐婧瑤..............................55

神釋放我 / 陈協芳...............................................25

2015: A Year of Change / Joseph Mao.......................56

一粒麥子 / 陈協芳...............................................26

A “Small” Testimony / John Yen..........................57

學習謙卑 / 陈協芳...............................................27

God Always Has a Plan for Me / Steven Xie............58

家庭祭壇 / 陳素蘭...............................................28

神的施恩–2015感恩見證 / 蕭孟藍...................59

請說，仆人敬聽 / 王萃青

神是真正的掌權者 / 陈敦玲......................60

見證 集
年
週
十一

序言
徐永宙 牧師

005年教會成立前，我在台北母堂

2

（她是編舞者），堅持要下場帶

受訓，被分派到中區實習，差派

領，整個演出她都笑嘻嘻的充滿活

前的一個星期，中區的牧者程緯華、

力，絕對看不出她正處于術後恢復

鄧化梅牧師夫婦說一定會到亞特蘭大

期，上帝有奇妙的恩典托住她。

來探望我們。2006年夏天，教會成立

今年暑假到台灣參加「Advent Taiwan

一年時，他們果然帶領了一個17人的

2015英語品格營」短宣隊的高中生，

團隊，由台北到亞特蘭大，來為我們

都是在教會中看著他們一年一年地長

舉辦「遇見神營會」。當時教會約有

大的。過去第一年參加的，是當「助

35人，我們心裡好感動，不知何以報

教」，第二年當「老師」，第三年再

答這樣特別的「白白的恩典」（他們

去，就升上去當「小隊長」。今年由

全部自費），化梅師母說：等你們長

於整個短宣隊的人數太少，第一次參

大了，將得來的給出去，就是最好的

加的，就得當老師，實在是大考驗。

回報。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裡。

但是靠著神的恩典及代禱，加上密集

很快的十年過去，今年，我們終於

的訓練、彼此的扶持，每個人都圓滿

笑聲，大人們的拍手聲，被邀請的來

的完成了兩星期的短宣。

賓的讚美聲，將歡慶的活動推向了最

能將得來的恩典，也白白地給出

高潮，我相信每個參與者，都知道這

去。五月的時候，我們同工一行六

經歷過實戰的洗禮，如今他們都可以

人到田納西州，為諾城靈糧堂舉辦「

在兒童主日學幫忙，參加短宣像是參

遇見神營會」，十月又到費城，為

加了「靈命服事速成班」。

費城生命河靈糧堂舉辦「遇見神營

一切全是來自於神的恩典。
2014年教會的會友們發生了十多起大
車禍，每次都是車子全毀，車子破損

會」。兩次的營會，出外爭戰的，

今年在十週年的慶典及聖誕節的慶祝

的照片看來令人怵目驚心，幸而神有

以及留守在教會的代禱團隊，都經

會，演出了兩場大型的話劇，由籌備

極大的恩典，除了一位姊妹的臉因安

歷了神大能的作為，實在不是我們

到演出，從劇本的選擇，編寫，選歌

全氣袋爆開時，撞出了淤血的痕跡之

能作什麼，而是我們願意給，神就

曲，選演員，縫製戲服，製作背景，

外，沒有一個人受傷。只是這樣的情

能使用我們去祝福別人，感謝神。

投影片…...，有好多工作，需要多方

況，實在太不尋常，令人不得不注

在教會成立十週年的慶祝會中，各

支援與協調，需要謙卑與犧牲。在排

意。我們在2015年初，曾請「靈糧網

小組都展示了他們最精彩的表演，

演時，曾發生許多令人發笑的糗事，

絡」為我們作遮蓋性的禱告，也遵從

尤其是看到陳協芳（Fenny）姊妹

傻到不行的NG，但寶貴的是對神的

他們所領受的建議，在一次聚會中，

在領導著新生命小組，以舞蹈向神

熱情支持著每一個參與者。雖然在演

為全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抹油禱告，求

表達敬拜時，心裡特別感動，因為

出前，總覺得還不行，還差得太遠

主保護大家及家人的行車安全，更在

Fenny在十天前剛剛動完摘除子宮

了，但到了表演的時候，在聖靈的膏

教會的禱告會中，常常為此禱告，事

的大手術，我們都勸她不要勉強，

抹下，整場演出進行得超乎想像地順

後發現果然免去了許多次可能的車

但是她為了要將最好的敬拜獻給神

利，觀眾席上一次又一次傳來兒童的

禍。神實在是聽禱告的神，也讓我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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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61：3b，在 NIV 版本中公義樹是

的樹在不斷成長，有已經開始結果子

以橡樹代表，They will be called oaks of

的，也總是有新進來，才要開始成長

十一月感恩節退修會，李月華牧師教

righteousness），就為此感謝神，也為

的小樹，但只要留在神的家裡，讓自

導一堂課「聆聽神」，課間有段時

大家禱告，能像這兩棵橡樹一樣，被

己的心成為好土，就會成長，就會結

間，是到室外，藉著神創造的大自

栽在神的院中，大大的發旺。最後繞

果子。

然，聆聽神對我們的心說話。我一出

了一圈，走到停車場，看見有一邊的

教室的大門，往左轉，看見兩棵非常

山坡上，長滿了一排排很整齊的大松

這一年，心中著實有看著孩子長大的

高大的橡樹，立刻想到神要將我們栽

樹，中間夾雜著一些高高低低的小松

喜悅。冀望新的一年，在各方面，我

培成「公義樹」：使他們稱為公義

樹，我想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們能夠向著主召我們的標竿，繼續地

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祂得榮耀。

，教會成立了十年，果然有大大小小

努力前進。

的信心能不斷地成長。

一同快樂
徐永宙牧師

每

次參加 Advent Taiwan 的短

又是牧師的身份，所以他很自然，也

斷，一見面就立刻向校長及教學主任

宣，總找機會與校長們坐下

很有興趣與我談到信仰的問題，（他

見證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然後就帶領

來聊天，一方面連絡感情，打通人

主動，就沒問題），但當天時間不

他們接受耶穌為救主。我不禁歡呼快

脈，為以後的短宣隊有機會再來舖

夠，談話未完，回到住宿處，我就發

樂，神真的是太有智慧了，我撒種，

路，二方面了解當地的文化，學校學

電郵請代禱團隊為這位校長禱告。

但是由當地的牧師收割，就可以繼續

生的狀況與屬靈的背景，好請代禱團

第二天下午，教學主任也加入探索

做跟進與栽培的工作，這豈不完美

隊禱告，三方面也尋求機會，將福音

信仰，到結束談話前，我覺得只缺邀

嗎？聖經說：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

傳給校長們，（關於這一點，總領隊

請耶穌這臨門一腳，就請代禱團隊繼

樂（約 4:36），哈利路亞！真的是太

告誡我們，一定要很小心，絕對不要

續禱告。第三天校長外出開會，我在

棒了！

太主動，更不可操之過急，免得造成

想，是否我太小心了，以致已經失去

負面的影響，不利以後短宣隊的運

了機會呢？

作）。
第四天中午，總領隊張牧師與台南當
今年到了台南縣的麻豆，因為我小學

地接待教會的吳阿呆牧師，一同來到

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

時就住在麻豆的南勢里，所以有很多

這個小學，在車上我向他們報告幾個

快樂。

童年的回憶，與當地的小學校長，談

學校的狀況，也提到與各個學校校長

得十分投契。因為我的年紀比他大，

們的互動情形。吳阿呆牧師當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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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4:36

我的晨禱點滴

有

陳德玉 牧師

一天清早醒來，人還在床

們只是作了一個合法卻犯罪的決定而

上，就覺幾周累積的壓力從

已，但我的心就是憤怒。

四面八方湧來，心思非常沉重。我匆
匆梳洗完就進入書房，關上門時一首

7月21日我走進教會晨禱室，裡面正放

歌在腦中響起：

著一首詩歌：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

1，軟弱的我變剛強，
貧窮的我成富足，
瞎眼的我得看見，
主給我行了神蹟。
2，我要渡過的那江，
再次洗浄我的罪，
現在主的大慈愛，
向著我湧流著。

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想到
國家淪落至此.....，我坐了好一會兒，
只能誠實地對主説：我沒有信心唱願
祢的國降臨，我甚至沒有信心禱告願
祢的國降臨。突然一個思想進入我心
裡：主禱文是耶穌教的禱告，歷世歷
代再黑暗的時候都應該禱告：願祢的
國降臨。我衝口而出，大聲呼求：願
祢的國降臨，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

為祢去」，我又跟神談起失去了起初

國降臨，願祢的國降臨......。這樣呼求

的愛這件事。很感恩也很奇妙，聖靈

時，我想到有哪一個時代比耶穌要上

突然恩慈地指出我因什麼人、什麼事

十字架的時候更黑暗呢？但耶穌還是

而受傷，雖然我坐在那裡一直流淚，

義無反顧，做了祂該做的事。在十字

但一點不是傷心，而是感恩。原來我

架上祂被釘而張開的雙臂，就是在禱

以為這些早就處理早就原諒的事，以

告也是在宣告：願祢的國降臨，願祢

前總以對自己說：算了，妳不也傷過

在書房，我邊聽著這歌邊向神禱告，

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隨

別人嗎？就忽悠而過。我沒有允許自

一項一項把擔子交給主。等到家人開

著這思想而來的，是一段在揪心不捨

己的情感先經歷客西馬尼園就把它釘

始在廚房活動，我才發現天已大亮，

的痛楚中的代禱，似乎我第一次從聖

死在各各他了。反覆多次之後，我的

而自己心裡已充滿了被更新的活力。

靈的眼光看到，我的國家竟這樣無知

情感沒有委屈沒有怨恨，但是也沒有

地輕賤神和祂的話。

愛，它麻木了。

己能承擔甚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

從那天的晨禱之後，我總是能帶著盼

當我認真面對，一一檢視，並讓主的

乃是出於神（林後3：5）

望為國家禱告。

寶血潔淨所有的情緒，終於滿心感恩

3，在極深的江河中，
主扶持我站起來，
高唱得救的樂歌，
耶穌賜給我自由。
和撒那 和撒那 釘死十架的羔羊
和撒那 和撒那 耶穌祂已復活了

聖經的話千真萬確：並不是我們憑自

地找回了起初的愛！

6

我

事憤憤不平：憑什麼5位大法官可以為

改也禱告但好像就是回不去。

月26日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在
全美50個州都合法。我一直為此

意識到自己失去了起初的愛
心已經有一段日子了，也悔

甚麼事，我們所能承擔
的，乃是出於神。

所有美國人作這個決定？！雖然我知
道這是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大法官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

那天坐在晨禱室裡，聽著詩歌「我願

— 哥林多後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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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尼爾氏症得醫治
陳德玉 牧師

月我和幾位弟兄姐妹一起去參加

2

同去的弟兄姐妹大家信心滿滿地為我

好躺回床上。我越想越氣，明明昨天

Global Awakening 在亞特蘭大辦的

按手禱告求醫治，雖然禱告時我沒有

已經完全好了，怎麼現在反而比以前

特會，其中一堂的講員是 Bill Johnson

什麼特別的感覺，而且大庭廣眾之下

更嚴重呢？會不會是仇敵想偷竊我已

牧師，那一堂是教導為病人作醫治禱

也不方便當場躺下做翻身測試，但我

經從主那得到的醫治？這樣一想，我

告，講完之後Bill牧師預言了神要醫治

歡喜領受神的醫治，畢竟疾病何止萬

警覺可不能讓牠得逞。雖然一整天我

幾種疾病，其中一種是頭暈。

種，Bill牧師會特別提到頭暈絕非偶

都不舒服，但是我心裡、口裡一直讚

然。

美神，也感謝祂對我這麼好，願意醫
治我的頭暈，也宣告祂給的誰也不能

我30多歲時，就有了「梅尼爾氏症」
，近幾年來更是發作頻繁，只要太累

當天晚上上床時，我仍小心翼翼地躺

奪去。如此讚美禱告堅持了兩天後，

或要感冒就犯頭暈，一年幾乎有超過

下，然後再很小心地向右翻身，哈

我的頭暈完全好了。

一半以上的日子在受苦，發作起來睡

哈，完全不暈了，我好高興告訴外

覺時只能左側或平躺，若睡著之後翻

子：好了吔！我開心地邊在床上翻來

到現在已整整一年，再也沒復發，我

身向右就會暈醒過來。

翻去邊讚美神的憐憫。

相信以後也絕不會再犯。因為神的恩
賜，是沒有後悔的（羅11：29）。感

當時至少已有超過兩個月，我受著頭

第二天早上起床，沒想到一下床就感

暈之苦。聽到Bill牧師的宣告之後，

覺天旋地轉，頭暈得想吐，不得已只

謝讚美主！

原來神是這么的愛我
王佳妤

月6号礼拜天，牧师和师母为全

3

的往下流。祷告完之后，回家坐在舅

的声音和想法困扰着我，说我很没

教会的人作抺油祷告。我看到很

妈车上，一想起师母为我祷告的话，

用，很无聊，没人喜欢我，妈妈不了

多人都在排队，觉得很无聊，于是我

眼泪就又流出来。回到家心里还是很

解我，有时候我也想过死了算了，但

就准备去吃教会预备的午餐，妈妈就

难过，眼睛都哭肿了，可是眼泪还是

是师母说既然是神要我好好爱我自

叫住我，要我也去排队领受抹油祷

止不住。爸爸下班回来了，爸妈就把

己，看来神都知道我不喜欢我自己。

告。其实我不想去，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叫到小客厅，我还是忍不住的流眼

妈妈说：你今天会这样，并不是偶然

我还是乖乖的去了，当排到我的时

泪，妈妈就抱着我说：你哭吧，等你

的，这是神借师母的口对你说话，将

候，师母贴着我的耳朵为我祷告，每

不哭了我们就聊一下。过了一会，我

你心里的不满和压抑都释放出来，神

句话都讲到我心里去了。心想：师母

终于开口对妈妈说，师母说神要我好

在医治你。听完妈妈的话，心里舒服

怎么会知道我这么多事情，我没告诉

好爱自己，神给我很好的父母，很好

很多，一直以来都不知道神原来这么

任何人，连妈妈都不知道，为什么师

的环境，学习也很好，不管怎样都

的爱我，感谢主！妈妈说我也是神所

母会知道呢？那时我心里非常难过，

好，神也很爱我。可是我内心的想法

拣选的，所以我决定今年去受洗！

想忍住不要哭，但是眼泪还是不停

和师母所讲的完全相反，一种很负面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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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貝，神愛你，我們也愛你！
江秀貞

月6号主日也是圣餐日，这天教会安排了一场別具一

3

很少夸她，抱她，只有忙自己的事，之后又多了个妹妹，

格的圣餐礼仪，由教会的仆人团队和各小组长列队两

更加没时间去理她了，总感觉她长大了，应该懂事了！没

旁，牧师和师母领头为全教会作抹油祷告，已经受洗的弟

想到，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对她忽略，让她觉得自己是个没

兄姐妹再从代祷的队列中通过去领圣餐。

人爱的孩子，久而久之，也变得越來越不喜欢甚至讨厌自
己了。

当牧师和师母为我抹油祷告完后，心里有一个意念在提醒
我，快让女儿佳妤也来领受这份美好的祝福。我赶紧去找

早上佳妤醒来了，我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她说好很多

女儿，说来也奇怪，平常叛逆的佳妤今天那么乖乖听话，

了。等她放学回来，我们又特別为她预备了她最喜欢

安安静静的在大堂排队等候抹油祷告。过了一会她出来

吃的点心，她非常的开心抱着我们说：“谢谢爸爸妈

了，眼睛红红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我问她怎么了？她

妈，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开心。”我听得鼻子有点发酸，

什么也不说，我也没再问下去。

我对佳妤说：“神很爱你，我们也很爱你，神是在医
治你，你可以把你心里的不满和压抑都释放出来”。

回到家中，我看到她还在默默流眼泪也不吭声，我也没太

女儿终于向我们敞开心了，她说以前我对她有多么多么的

在意，就忙着去准备晚饭，她就上楼做作业。等她做完作

不好，多么多么的不在乎，不管她做的多好，成绩多么的

业下楼，我看她眼睛哭肿得像核桃，感觉她很难受，但依

棒，我们都不曾在乎过。听完佳妤的话，心里不由得非常

然什么也不肯说。等老公下班回家，我悄悄告诉他说：“

內疚，原来我一直以为所谓的爱是想多挣钱，给她们吃好

今天教会抹油祷告，祷告完佳妤就哭到现在，也不告诉我

的，穿好的，住好的，其实我错了，通过这次神的光照，

为什么？”于是我们决定要弄个明白。我们把佳妤叫去小

使我明白了很多，要多关心孩子，要和孩子多沟通，用心

客厅，我抱着她，跟她说：“你哭吧，哭完了我们好好聊

去爱才是真的爱，我要告诉孩子：你是神的宝贝，也是我

聊。”过了好一会，女儿终于开口了，她问我：“妈妈，

的宝贝！神爱你，我们也爱你！

为什么师母什么都知道啊，师母说神要我好好爱自己，神
给了我很好的父母，很好的环境，学习也很好，样样都
好，神也很爱我。”我说：“这很好呀，你干嘛还哭成这

神圍繞我

样！神当然很爱你，所以祂借着师母的口来告诉你”，可
女儿觉得不太对劲，她发现她根本没有好好爱过自己，反
而很讨厌自己，所以她非常难过！我就说：“你看神都知
道要让你开心，不要难过了，吃完饭早点上楼睡觉去吧”
。佳妤说：“妈妈，今晚可以和你一起睡吗？”“当然可
以，宝贝。”女儿听了非常开心。
看着女儿安静的睡着了，心中涌起一种对她的怜爱牵扯着
我的心，我默默祷告求主赦免我，饶恕我一直以来对女儿
的忽略。很奇妙，神让我想起与佳妤相处的那一幕幕片
段，那时佳妤刚来美国还没上学，我担心她什么都不懂，
每天逼她写自己的英文名字贴在洗手间，可她老是记不
住，我一着急就骂她：“你真没用！”平常也很少管她，

林芝霞

这

段时间天气恶劣，经常雷电交加，前年也遇上过这
种天气，导致我店里的电源被烧坏，损失了1000多

元。有一个在我餐馆做 part time 的小妹告诉我，昨天她家
里的电器都被雷电烧毀了，问我店里有没有出事？我说我
这里安然无恙。又过了一天，她又告訴我，在她打工的另
一家餐館，店里的信用卡机器也被雷电击中。我这才明白
是神在保守我的店，因为被雷电击中的地方，一个在我餐
馆前面，另一个是在我餐馆后面，而我这里什么损失都沒
有，好像我的餐馆四面有盾牌似的，感谢神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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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的大能
江大強

感

恩節之前，我做了植牙

然後給了我一些紗布並囑咐我注意多

治。忽然想到《讚美的大能》一書的

（Tooth

多休息，不要刺激牙齦。

作者鼓勵凡事（包括壞事）用讚美的

implants）小手術，

方式來與神溝通，于是我就開始讚美

整個過程大約三個小時。手術做完幾
小時後，傷口還在流血，紗布都用完

到了晚上9點，伤口處還是流血不止，

神，讚美祂让我去植牙、讚美神雖然

了，流血依然沒能止住，只好又回到

醫生再給的紗布又快用完了，我只好

血流不止但祂正在醫治我的傷口、讚

牙醫診所，醫師檢查了一下，沒發現

去藥房買了一些，每次更換的紗布都

美祂是掌管一切的神，會使萬事都互

浸滿了血，這時我心里開始不安了，

相效力，叫愛祂的人得益處、讚美祂

會不會我自身的止血功能已失效？抑

聽了我的讚美......就這樣一直不停的讚

或是牙醫手術有失誤？帶著這些郁

美，5分鐘之後，紗布還有一些血，又

悶、煩躁、又焦慮的情緒，昏昏沉沉

繼續感謝讚美神，10分鐘後，血好像

的睡過去了。

又少了一些，再繼續感謝讚美神，15
分鐘后已經是凌晨4點，再查看，喔？

睡到半夜，突然感覺喉嚨被嗆到而驚

血止了，真的不再流了，讚美主親自

醒過來，從鏡子里看到自己滿口腔都

回應了我的禱告。

是血，並已滲出到嘴角兩邊，這情形
着實嚇了我一跳，原來血還在流，怎

當時我興奮得睡不著覺，感謝主讓我

有什麼異常，告訴我無需使用任何藥

麼辦（三更半夜診所早已關門，那就

學到讚美禱告的功課，原來讚美神，

物，因為人體本身是有止血功能的，

只有一個辦法了，禱告，求上帝的醫

能带來這麼大的能力和祝福！

得胜的一年
Jeff Yan

又

一年过去了，世界充满了不

极，使有耳的都能听到，让执政掌权

谢主赐给我力量，让我克服了兄弟失

太平。在我看來，这越来越

的能放下自己的自尊、自傲和自以为

丧的悲痛，更加勇敢的面对挑战，照

是的心态，求主来医治这地和人心。

顾好国内的老母亲；感谢主也保佑我

像圣经中所描述的末世的光景，国
攻打国，民攻打民的事越来越频繁发

的家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特别是我

生：中东地区依然是冲突的焦点，叙

在这一年里，虽然外表看上去好像没

的女儿，不但功课不需要我们操心，

利亚战火不停，俄罗斯与美国角力，

有什么变化，但感谢主带给我心里的

还自己打两份零工，自强自立......，

沙特和伊朗不和，甚至以色列与巴西

改变，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经济前景

仔细想来，上帝的恩典真是数算不

也发生冲突...。可是，感谢主，作为

那么担心，只求主供应我当天的饮

清。展望新的一年，虽然困难是依然

基督徒，我们心中有平安，因为圣经

食，使我可以以一颗清洁的心单单的

存在，但我也认为必須存在，它让我

早已告诉我们，这是当发生的事【太

仰望祂；也感谢主给了我一个健康的

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同时也感谢

24：6】，不光心中有平安，我们还

身体，可以照顾家人，与主内兄弟姊

主，祂让我们即使在困难中，仍然有

为这个世界祷告，愿主的福音传遍地

妹交通，在这地上过客旅的生活；感

荣耀的盼望。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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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知我心所想
傅愛琳

新

不堪的人，真不知道主是否還愛我。

要禱告的弟兄姐妹們走到講台前，牧

當聽到師母的邀請，我就走到了台

醒了我沉睡的心靈，告訴我祂才是我

者和小組長們會為大家禱告。

前，站在那裡，心裡好渴慕神能籍着

真正的幫助者，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

別人為我的禱告，對我的心說話。這

的耶和華而來。

年伊始的第一個主日聚會快
結束的時候，師母呼召有需

水禁不住地往下流，深深地感受到天
父不離不棄的愛。天父的話語再次喚

去年2015年是我靈性軟弱的一年，因

時看到牧師走過來要為我禱告了，我

着種種的壓力，無法安靜在主前，心

心裡再次默默地對神說：主啊，求祢

天父啊，謝謝祢再次把我的眼光從世

裡常常覺得虧欠主。我想來到主前得

籍着牧師的禱告，讓我明白祢是知道

界轉回歸向祢，讓我知道我所信的是

幫助，又覺得自己不配。所以我有時

我的，也了解我內心的掙扎和難過。

誰，惟祢深知我心。主啊，我要一生

把眼光轉向世界，希望從那裡得幫

感謝讚美主，多麼地奇妙，牧師為我

愛祢，跟隨祢。

助。我實在沒有力量戰勝自己的軟

所禱告的每句話，就是我掙扎時無法

弱。我常常問我自己：像我這樣軟弱

跨越的，聽著牧師的禱告，感恩的淚

禱告找鑰匙
傅愛琳

2

016農曆新年剛好是星期日，我們教會有聚餐慶新年，那天也是安排到我教
主日學的小朋友。我早早起來准備上課要用的東西，想早點到教會。當要出

發時，我發現車鑰匙找不到了，我樓上樓下重複地找，卻怎麼都找不到。好着
急呀，我就趕緊拿起手機，撥了教會芬清姐妹的電話，請她在教會先幫忙照顧
小朋友們。芬清姐接到電話就說：先禱告，求聖靈來帶領你，一定能找到。當
時我心裡可沒這麼大的信心，該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呀。但我還是同
心地和芬清姐一起禱告。真的好奇妙，就在禱告中，我從衣櫃間出來，剛進入
臥室，一眼就看到了鑰匙，非常明顯地落在床頭底下。其實這地方之前我都找
過，甚至床邊的傢俱都被我移動過，怎麼就沒看到呢？
親愛的主，好感謝祢！在禱告中輕而易舉地幫我找到了鑰匙，我們是祢的兒
女，無論我們走到世界的地極或走迷了路，祢都能把我們找回來，何況是一串
鑰匙呢？再次謝謝祢的奇妙作為，願意垂聽我們的禱告，祢真是獨行奇事的
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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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力量
陈海兰

前

一段时间祷告特别不容易进入神的同在，我知道我
里面有拦阻，但就是没办法突破。我觉得很空虚，

休息日或有空时，我会找事情做，让自己忙碌起来或者吃
东西来逃避空虛的感觉。经过了2个月的晨祷，现在我知道
自己需要被神洁净、光照，才能得着医治和恢复。
下面是我这些日子的领受：
1，在祷告中我可以领受到天父的爱！我本来是一个很自卑
的人，祷告中我感觉神不轻看我，而且很宝贵我，我怎么

己在拜偶像的一群人当中，我觉得好可怕，不想在那个地

可以轻看自己，更不能轻看别人，我就悔改。

方，我要出去，在梦里我挣扎得很辛苦。神让我看到这些
东西需要被拆毁，重新被建造，而这种在乎人过于在乎神

2，「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

的态度就是把人当成偶像来拜，是神所恨恶的。

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
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

4，我以前以为自己很聪明，现在发现我里面很多的谎言，

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

自己所认为的、所想岀来的很多都不真实，在神眼中没有

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价值，我常喜欢活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事

（启3：17-19）

情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来做，并且为自己找借口使它们合
理化，这是我最擅长的事了，就是自欺欺人！加拉太书6章

我看到自己对什么事都是一付消极的样子，我要悔改。看

3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

到自己多么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又自满，我也要悔改。
透过祷告，我更认识我自己，看到自己的骄傲。祷告使我

5，我以前在工作中，做事总是慢吞吞的、无所谓的样子，

看到了：谦卑是对神话语的倚靠和顺服，并且顺服祂的权

沒有一种积极的工作态度，尽管同事一直提醒我，自己也

柄。

想改变，就是没有一种力量来促使我改变。这次透过祷
告，神在我的身上实施了祂的工作，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工
作效率提高了，可以在正常的时间范围内把工作完成，感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

觉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那个漫不经心的我不知道跑

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哪去了！我以前都不知道自己原来也是可以突破的。
— 啟示錄 3:19

这些状况真的只有神可以让我看见，唯有借着祷告，让我
在神的大能里面得着医治和恢复！
3，我知道我需要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要得着属神的价值
观，要看重神所看重的，要把时间花在对的事情上，而不
是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想法，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人对我
的评价上，而忽略了神对我的评价。一次在梦里我看到自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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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
— 加拉太书 6:3

聽禱告的神
Lynn Wang

我

們的神是聽禱告的神，發生在我生活中的一件事

我的信心增加了，因為我們的主連天上飛的麻雀都看顧，

讓我有深刻的體會。

更何況我們是祂的兒女呢？在祂沒有難成的事。第二周
我自己禱告時再次把這件事陳明在主前，然後打電話給保

2015年上半年的一次冰雹过后，很多邻居的房子都換了屋

險公司，接電話的小姐說要把承包商的评估表給她，才可

頂，一天，我妹對我說：老姐，你看人家都換了屋頂，

以考慮重新開這案子，並把傳真號碼、電話、名字都給了

你也該換了。我看了一下屋頂的狀況，是該換了。正好

我，於是我趕緊通知屋頂承包商傳真評估表至保險公司，

隔壁換屋頂的廣告牌子還在

屋頂包商不相信我們会通過屋頂的审查，居然說下週一再

那裡，我抓起電話就打給那

Fax給我，還說了好多藉口，說什麼這家公司不會這麼快幫

家屋頂公司。很快他們就來

我.....等等，害得我一天電話催他好幾次，又Text他，最後

了，等檢查完毕，我又打

他才答應我星期五會給對方發傳真。幾天後保險公司來了

电話給我的保險公司要了

兩個人再次檢查屋頂，這次他們同意全额理賠，當場就開

Claim，並約好了保險公司的

了支票給我。

檢查官來实地审查，幾天後
檢查官來了，檢查后告訴我

感謝主，若不是禱告尋求神的幫助，這件事恐怕還不知道

説只能賠換屋頂的一半價錢

要拖到什麼時候呢！正如希伯來書4：16節說的：所以我們

給我。我怎麼跟他理論，他

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

總是堅持屋頂只有50%的損

惠，作隨時的幫助。

壞，所以按規定保險公司只
能理賠一半，這真是讓我很
生氣。誰知他去打印檢查報告和支票的時候，印表機竟然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

壞了，什麼都印不出來。他說理賠支票要用Email發給我。

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

我說：不用，你把你的檢查報告寄給我就可以了，我要上

助。

訴。

— 希伯來書 4：16

屋頂承包商告訴我，我的
这家保險公司通常是很难
理賠的，我聽後心裡虛虛
的。我又去問隔壁兩家
鄰居，一家是自己出錢
做的，另一家是申請了4
年，直到這次才賠下來，
我聽後越想越覺得此事成
功的希望不大。星期天到
敎會找小組長郭靖幫我為
這件事禱告。禱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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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念我們的主
Lynn Wang

每

逢佳節倍思親，對我兒子來說最貼切。在兒子的

做晚飯的時候我一邊忙碌，一邊讚美神。突然，我裡面的

心裡，爸爸是他的偶像，也知道爸爸是最愛他

沉重感脫落了，喜樂充滿了我的心，好像被主的愛厚厚

的。但他爸爸因工作的緣故，常常不能在我們身邊，所以

滋潤著。我明白了，原來讚美神是與我有益的，是幫助我

父親節是兒子心裡的痛，我們都知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的，神是為了幫助見證的那位姐妹才對她說：假的我也愛
聽。神的智慧何等廣大，祂的愛何等長闊高深？！

快到父親節的那些
日子，我上線聽到

吃飯時，我摸着兒子的頭說：媽媽好愛你，真是好愛你。

一個見證，說有個

這話讓我的兒子，女兒，外甥和外甥女四個孩子的眼睛一

姐妹心情很低落的

眨一眨的。我又對兒子說：我知道你想爸爸，你很想一隻

時候，聽到神對她

手牽着媽媽，一隻手牽着爸爸去逛街。當時他的眼淚就流

說：來讚美我。她

了下來。我又對外甥說：我相信你爸爸也很愛你，只是因

回答：我現在根本

為我們沒有住在一起久了，他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講話了，

沒有心情來讚美

就像你愛爺爺吧，但你不知道該怎麼跟爺爺聊天是一樣的

祢，就算讚美祢，

道理。我相信你爸爸心裡是很想你的，只是沒有說出來告

也是假的。神說：

訴你罷了。沒有想到我的話，讓這兩個男孩的心都受了安

假的我也愛聽。

慰。

這個見證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就一直思想「假的神也愛

我們的神是顧念我們的主，祂知道我們心底最深處的需

聽」嗎？為什麼呢？難道神真是缺乏人的讚美到如此的地

要。祂藉著讚美的大能先用愛來充滿我，以至於我可以用

步，連假的讚美也愛聽？不過，我心裡对主說：主，既然

祂給的愛去安慰別人。當我願意順服去行真理時，祂所賜

祢愛聽，讓我也試試吧。

的真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呀！

專心仰賴神
林敏松

在

我怀孕到生小孩期间，我都有蒙受上帝的爱和保

跪求神赐给我聪明智慧，结果第二次考试考了90分，我真

守。在我两次怀孕的过程中，总共有4次因为超速

的很激动很感谢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箴言3：5-6：你要

驾驶而被警察拦住，每当这个時候我就会祈祷上帝让警察

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

只给我开警告处分，而不是罚单，结果我们慈爱的上帝真

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阿们！

的让他们这么做了。还有一件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就
是通过美发执照的考试。我是考了两次才考过的，第一次
我太自以为是，也没有祷告求神帮助，以为依靠自己就可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

以了，结果就差2分沒有通过。我在想我巳经很努力的复习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

了，为什么还是沒考过？这时我妈妈就对我说：做任何事

指引你的路。

情都必须祈求神的恩典才能成功，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
若你考过了一定要去為祂作见证。我听了妈妈的话，诚心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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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3:5-6

聖靈參透萬事
Lynn Wang

聖

靈能參透万事，不僅僅是神深奧的事，也包括我生

下樓了，我一看，本子上只有短短的一節。我就對他說：

活中的一些小事，都能经历到聖靈的引导、提醒及

把昨天的經文也抄20遍。沒多久兒子又下樓，又是只有一

教导，無論我在哪裡，做什麼，祂都知道。祂要將一切的

節經文。這下把我的火氣惹得更大了。我把表弟Matthew叫

事指教我們，並且做提醒的工作，叫我們為罪、為義、為

了來，問他是怎麼監督表哥的？什麼時候開始表哥只背一

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14:26；16:8）。

節經文啦？Matthew說：已經很久了，他都是只背一節經文
的。我對Matthew說：我叫你好好監督表哥，你不但沒做

8月的一個星期五，我兒子的家教老師檢查他的作業，他

好，也沒有來告訴我。氣得我各打他們兩下，警告他們不

錯了好多。正好我聽見了，我問他怎麼搞的，錯了這麼

允許有下次了。而我同時也不住地問神說:這孩子我該怎麼

多？他回答我說：從加拿大旅行回到家後，沒有時間做作

教？

業。氣得我說：你有時間玩，怎麼沒時間做作業？你上樓
去把今天背的聖經抄20遍，給我安靜安靜。然後我去問他

晚上八點，家庭敬拜開始了，突然聖靈讓我想起我自己都

的老師我兒子最近的表現怎樣？老師說他這周沒有認真做

不記得的事。我曾對我兒子說過：媽媽知道背兩節經文對

功課，要求他重新做。我特地問老師是什麼時候的作業，

你來說很難，你只要背一節，牢牢地記住就可以了。若不

老師說是這周的。我心裡想：兒子竟騙我説是幾週前的，

是聖靈的提醒，我還不知道是自己的錯。感謝主，讓我後

這回他可要挨揍了。我問完老師沒有多久，兒子抄完經文

來有勇氣向孩子們道歉，使我可以和孩子們一同成長。

愿意改變自己的一年
郑林瑢

2

015年是愿意改变自己的一年，也是成长丰收的一年。一直以来，当我先生
喝酒时，都会大大影响我的心情，也让家里气氛变得不好，其实我最担心

的是酒精对他的身体会造成损伤，因为他患有高血压，小组的姐妹们常常为这
件事祷告。我习惯每天早晚都祷告，不知不觉祷告成为我生活的中心，遇到事
情我是先跟神说，而不是先跟家人商量。在我先生喝酒的这件事上，我求神赐
给我有从衪而來的智慧，并用基督眼光来看待我先生，看待生活中的一些不开
心。随着时间的过去，我的眼目和思想起了很大的改变。我看到自己对先生的
爱不够，不顺服。当我明白这一点后，我就向神说：我愿意改变自己，放下自
己！
从那以后，我在生活中变得多关心、多体贴、多站在先生的立场来考虑问題。
渐渐的，我先生也没有像以前喝酒那么多了，高兴时偶尔多喝一点，我也能理
解了，感谢赞美神！是神让我明白凡事祷告依靠衪，事情才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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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見證篇
劉靜

ate來美國生活一年多了，從他

N

上篇：拿掉嫉妒，順服主

中篇：漂流遇險記

來後的第一個主日起，就隨着我

一個周日，兒童主日學下課後，Nate

今年的美國獨立日，約了幾個朋友一

在亞特蘭大靈糧堂聚會。親眼看著他

拿着一張他在課堂上畫的畫給我看，

起帶著孩子們去Helen小鎮玩漂流，

在教會的牧養下，從一個桀驁不馴、

他興奮不已地解釋他畫的內容，你

由於正趕上連續幾天下雨，使得小河

讓全家人都頭疼的小東西，到如今成

瞧！左邊是他和爸爸手牽手，右邊

裡水流湍急，給漂流徒添了幾分驚險

長為一個知道敬畏耶穌、愛耶穌的孩

是耶穌，上方畫的是天堂，“好棒

和刺激。用一根帶扣的纖維繩把Nate

子。雖然他還不很明白什麼是上帝的

哦！”雖然人體畫得完全不成形，但

和我的皮艇連在一起後，我們就開始

救贖計劃，也不太知道耶穌走上十字

他的想像力很完美，我給了他鼓勵。

了2小時的漂流旅程。說實在的我很

架的奧秘，但是他懂得了教會是耶穌

這時教會另一位姐妹的孩子過來了，

膽怯，因為我不會游泳。剛下水時還

她也拿着她的畫給我們看，她畫了一

風平浪靜，我們倆一起高唱着讚美主

個很漂亮的天使，天使的輪廓姿

的聖歌。不多久，一塊大礁石攔住了

態及顏色都畫得很出色，Nate看

我們的去路，隨著水流不斷湧動的衝

了後默不出聲就離開了。一會兒

擊，Nate的皮艇被急流的漩渦衝了下

回來後，手中也不見了他的畫，

去，從礁石上方而來的水流嘩嘩地直

然後就坐在那裡不再說話了。等

往他的皮划艇裡灌，一會兒Nate下半

我單獨和他在一起時，我問他到

身全泡在水裡了。可激流還在繼續

底發生什麼了？他說他把自己的

推動着他的艇要往前衝，而我的艇卻

畫扔了，原來他認為自己不如別

依然被卡在礁石的這一邊，情況十

人畫得好，所以就生悶氣。我說

分緊急。我死死抓住連接兩個皮艇的

你生氣是因為嫉妒，嫉妒是魔鬼

那根纖維繩，我擔心只要一鬆手，

的行為，是耶穌很討厭的。我儘

兩個皮艇就會被分開，而那根繩子也

量使用他能聽懂的詞語跟他講

隨著波浪的晃動不斷在那塊大礁石

解，耶穌告訴我們：要看別人過

上來回的摩擦，我好害怕繩子會被

於自己，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磨斷。Nate嚇得大哭起來，我大聲地

讓我們學會為別人的成功鼓掌喝

說：“別哭！趕快禱告，耶穌會幫

采好不好？他點頭說願意聽耶

我們！”Nate馬上開始禱告，水嘩啦

穌的話，他順服了。以Nate的個

啦的聲音，聽不淸他說的什麼，但

性，通常不可能這麼容易乖乖就

他那聲深切的呼求：“主耶穌……

的家，是敬拜耶穌的地方。他知道要

範的，在這裡我看到神的話語真是大

help！”卻喊得很清晰。轉眼間一對

學習耶穌的好品格，學會了順服主，

有能力，能驅逐嫉妒的惡魔，只要人

情侶的皮艇衝到了我們跟前，同樣他

學會了遇上難處向主求，也知道每天

肯領受祂的管教，那麼就不拘在本性

們也被卡住，那男的跳下來站在水中

要感謝讚美主，做一個討主喜悅的好

上有什麼弱點，神必按他的現狀接納

先解救了我們。我一看驚出一身冷

孩子。

他，阿們！

汗，水居然已達他的頸部，幸虧我沒
敢輕舉妄動下水，否則對於我這旱鴨

下面是Nate成長的見證。

子來講那後果將不堪設想。兩個小時
的漂流過程中，河裡不斷有遊客的鞋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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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靜

我

子、水瓶、包包、和手機等物品掉落

重新回去。”我嘗試用最嚴厲的言詞

水中或被水沖走。還有一個很小的孩

讓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因為我知道

子落入水中後，瞬間被激流衝到很

對他來說最嚴厲的懲罰就是不帶他去

常光顾我們的生意。Kim是个憨厚可

遠，孩子母親嚇得大哭，孩子父親很

教會。儘管後來他一直說，他不是不

愛的人，他每天早上发短信先问候我

敏捷地棄艇淌水，追逐着水流一把抓

愛耶穌，是因為他很害羞在別人面前

們，然后开始赞美上帝，最后请求上

住了孩子。翻船而變成落湯雞的也隨

表演。可我依然在履行自己作出的決

帝保佑我们，几年如一日，短信的內

處可見，我們的划艇也多次陷入困

定，接下來的兩個周日，我都沒有帶

容从不更改，我知道他不是copy，我

境無法前行。每當這時Nate就不停地

他去教會。這期間，他每天在家裡一

能想像出他text的时候，笨拙而胖胖的

禱告，總
是在禱告
後馬上就

個人載歌載舞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

与Kim相识超过5年，他也是
我老板Anna的好朋友，他常

手指认真而缓慢的点击按键。

地表演那兩首
歌，並且還在

有一段时间，我诧异的发现，一向爱

我的手機裡的

整洁的他居然留起了长发，有一天我

YouTube上學

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剪头发，他

感謝主一

會了好幾首讚

很难过的告訴我，他的一个从小一起

路護佑我

美歌。有一天

长大的好朋友Stuart患了食道咽喉癌，

們，總算是有驚無險平安到達。上

他在看動畫片兒童聖經故事中大衛王

多年以来，他的头发一直都是Stuart

岸後Nate說：“你知道我們為什麼沒

的一個短片，問我：“上帝是不是很

帮他剪，現在Stuart生病住院，Kim就

有翻船嗎？因為耶穌聽見我的禱告

喜歡大衛，給他力量打敗很強壯的壞

祷告神，求神医治Stuart，并告訴神

了。”聽到他這樣說，我感到一股感

人？”我說：“是啊，大衛是一個合

以自己的头发为一个 Good wish 的确

恩的暖流從我心中瀰漫開來。這孩子

神心意的人，他凡事都尋求神，神就

据，Stuart不康复，他绝不剪头发！

多麼有福氣，這麼小就認識了主，親

與他同在，使他凡事都蒙恩。還有最

身經歷了主的愛，知道在危難的時刻

討神喜悅的是，大衛隨時隨地都在彈

看着心意坚定的Kim，我们唯一能做

靠着主能得着平安。“神是我們的避

琴唱歌跳舞讚美神！我們唱歌是給神

的就是替他的朋友祷告。时间一天天

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

聽的，有什麼可害羞的呢？”他沉思

过去，Kim的头发越來越长，而Stuart

中隨時的幫助。”（詩篇46:1）

了一下說：“那我也要做一個討神喜

的身体却愈來愈虛弱。夏天来了，天

歡的人。”然後接下來幾天都問：“

气渐渐变热，看着身体胖胖的Kim披

下篇：學習大衛王，高歌頌揚主

教會原諒我們了嗎？”看到他這麼渴

著一头长发，常常大汗淋漓，我忍不

今年教會十週年慶典上，Nate的表現

慕回到教會，我非常感恩。到了主日

住又劝他还是把头发剪了吧，谁知他

令我十分的失望。之前教會為小朋友

那天，在我們小組的敬拜聚會上，他

认真的说，这是 For good wish ，上帝

們排練了兩首歌舞《有一位神》和《

終於能大方的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表

一定会医治Stuart。看着他信心满满的

光明之子》，到了臨上場表演時Nate

演，唱響了那兩首歌，我們也和着小

样子，我心里开始一遍遍的呼求：主

退卻了，怎麼都不肯上台。回家後

孩們的表演高聲讚美主：有一位神，

啊，请把这个 Good wish 赐给他！

我說：“你既然不愛耶穌不肯去讚美

我們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華，

祂，那我以後也不能帶你去教會了，

有權威榮光，有恩典慈愛，是昔在今

然而事情的发展让人很揪心，一天

什麼時候教會原諒你了，你才可以

在永在的神！

Stuart昏迷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急診

有人來幫

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助我們，

— 诗篇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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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抢救，Kim整天整夜的守护着他，

到我们店里，我惊喜的发现：他头发

切切的为他祷告，我和Anna也一起參

剪了！难道奇迹真的发生了？果不其

与了祷告，这期间Stuart已不能进食，

然，奇迹确实发生了！Stuart已经康复

体重只剩下70磅，他的生命弱得像一

出院，经过扫描检查，身体居然沒有

盏在风中搖曳的油灯忽明忽暗，眼看

发现任何肿瘤！

2

014年年底，牧师向我們推荐一套
灵修材料《活泼的生命》，牧师

即將要熄灭了。
听祷告的神因着Kim强大的信心，終
尽管情况看上去如此的糟糕，Kim依

于把这个 Good wish 赐给了他。耶穌

然不放弃，每天奔波于医院和家之

說：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

间，他告訴我，除非他睡着的時候，

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他都全身心的投

也必挪去。

幽默的說：每日读完后要QT，但这可
不是加油站的那个QT喔， Quiet Time
是要安静下來，默想神的话语。当时
我想既然是教会推荐的就参加吧，订
了一年份。

入在为Stuart的祷告中。
后記：因这个奇迹太震撼了，我便向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冬天悄

Kim 请求写出这个见证，將荣耀归给

然而至，然而这个冬天不会冷。圣诞

那万能的神！

节的前一天，很久不见的Kim突然來

开始的时候也会每天读，但没有QT，
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是读过几遍的，
对新约感觉还好，有很多耶穌行神迹
的故事吸引我，还有保罗那些精彩的
书信，督导人怎样行为归正，这些也
是我有兴趣的，但对旧约的感觉却不
一样了，首先那些冗长的家谱、人名
让我头痛，其次历代志上、下那么多

S

tuart and I have been best
friends for the past 30 years. We

are best friends and he introduced
me to my wife who passed away 10

years ago, and they are partners in
our recording studio. One year ago

he was diagnosed with carcinoma
cancer in his throat. After many

complications with feeding tubes, fighting infections and getting sicker by the
day, the doctors put him in a medically induced coma for one month. During

that time he did not wake up and he went to heaven, where he saw all of his
family from many generations who have passed away many years ago. They were

all very happy to see him, and told him he can stay in heaven for a while, but he

must return to earth so he can finish the music we have worked on for the past

20 years. He did not know how much time had passed, but when he woke up,

王的名字和历史都觉得乏味，加上也
不理解上帝怎么常常要施行惩罚在人
类身上，所以在读旧约时从来都没有
认真的去读，总是一目十行跳跃着读
它，更別谈去QT了。教会这一次让我
们订阅的《活泼的生命》月刊，让我
感觉大不一样，同样是读经，只是月
刊中细分了每天的经文，每天只有一
小段，并附有经文解释，以前很多读
不明白的地方在这都能找到答案，既
然明白了，就有兴趣去默想去QT，也
有时间来慢慢地消化神的话语，特別
是小组长要求我们轮流在微信上朗读
当日经文，更是受益良多，常常能真
实的感觉到神借着我的读经在对我说

time had passed so quickly. He did not know how long he was there. Now he has

话。

God’s blessings for him and his family. So you see, this is a true testimony, and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老板Anna家

returned to his wife and daughter, no longer with any fear of dying and enjoying
we need not to fear death. Enjoy our lives and our families while we can.

搬新房，同事们一起去她的新家开
party，我带着孙子Nate也去了，晚饭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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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活潑的生命》讓生命更活潑
劉靜

后Nate要去楼上玩，在Anna的卧室里

了。我当時非常的震惊和生气，震惊

你怎么就不能用温柔的态度把这种善

另有一间小巧玲珑的房间，Anna开

是因为器具应该消毒是基本常识她都

心和善行显出來呢？真是这样啊，我

玩笑说留Nate在那个小房间过夜，谁

不知，生气是因她来这工作这么长时

的语气使对方受伤了。雅各书3：2节

知Nate当真了，到了要回家的时候他

间，居然只是用

怎么都不肯离开，然而我的车泊在最

纸巾擦拭使用过

后，我的车不开走，其他人都走不

的器具，所以我

了，情急之下我想强行把他抓进车

语气一下子提高

内，谁知这下他终于爆发了，大哭起

了八度：你怎么

来，完了完了，把他惹毛了，你就准

可以这样呢？万

备跟他耗吧。他一边哭一边偷偷看

一客人有皮肤病

Anna，希望Anna过来哄哄他，但是

交叉感染到其他

Anna却远远的站着，任凭他哭了很

人怎么办？！说

久也不过来，我很生气，心想：你把

完劈手从她手中

导火索点燃了，眼睁睁看着这个炸药

夺过器具一把扔

包在我怀里起火爆炸也不过来救救

进消毒水里。从震怒的表情、责备的

也写道：原來我們在许多事上都有过

场！Nate说：Anna外婆骗人，耶稣说

语气到动作一气呵成，以至她回过神

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

不能说假话骗人的。我想也对呀，你

来时，我已走开，去服务下一位客人

是完全人。第5节：舌头在百体里也是

干嘛去哄骗孩子呢？所以我也越来越

了。等我再次完工，看到她正在跟老

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

气，想想今天真是让我颜面扫地了。

板投诉我，看得出她情绪非常激动，

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圣灵的教导使

直到第二天上班怒气仍未消，Anna两

脸涨得通紅，見到我过来，她就一下

我完完全全的順服下來了。到了上班

次跟我问好说话我都不理睬她。那天

子冲到我面前，大声的指责我刚才对

的地方，一见着那位同事，我立即走

刚好轮到我读经，正读到以弗所书4章

她的态度，我并不以为然，认为自己

到她跟前，诚恳地向她道歉，并给了

26节：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

没有错，因为是她做错了，最后两人

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她非常激动又感

日落。这段经文分明是对我说的啊，

弄得不欢而散。

动，然后我拉着她坐下来，指着这几

我马上顺服下来，心里开始赞美主：

处经文读給她听，让她知道，我的道

主啊！祢怎能这么体贴我，允许我生

回到家后心里也堵得慌，并不开心。

歉和悔改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神的

气，又提醒我生气过久了，生气于人

晚上小组长把当天的经文发微信給

教导，因为我爱这位神，就要顺服祂

于己都不利。圣经真的是一部会说话

我，因家里网路不畅通，点了几次没

的話。从那以后，我们就常常交心，

的书，我读它時，它也在读我！

有点开，也就作罢了。次日早上醒來

成了很好的朋友，她也建议要我把我

还在床上，想起昨晚没读的经文，又

俩这段经历写下來，作一个美好的见

还有一次在上班的時候，我和另一位

点开它，结果第一句经文就把我的心

证。虽然目前她还不是基督徒，但我

员工分別服务两位客人，当我们同时

拽住了，雅各书3：13节：你们中间谁

看到神已经开始在她心里动工了。

完工我正洗手的時候，一扭头发现她

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

正拿着用过的器具直接放入温箱，

的溫柔上显出他的善行來。从这节经

感谢《活泼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更活

我当即厉声的问道：你有沒有清洗

文中听到了神对我的责备：讲究卫生

泼，灵命更长进。

消毒？她回答：我已经用纸巾擦过

担心客人皮肤受感染是一种善行，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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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中的更新
郭靖

回

想2015年，最让我兴奋和感恩的是我在教会的几个

个念头挺可笑的，但我还是把它祷告出来了。过了几天，

代祷的服事和教会的祷告会上被更新，从而对又真

从气象预报中得知三个台风正靠近台湾，因此我们祷告，

又活的神有更深的认识和盼望。

求神藉台风赐雨水降温，却不会造成停电影响上课。事情
果然如此成就，牧师从台湾发来的报告中说：因为台风带

6月份，牧师师母带几位同工去田纳西州的诺城灵粮堂举

来的阵雨，温度下降了约摄氏4度，使得教课的青少年老

办遇见神营会。师母要我负责组电话祷告网，专为诺城遇

师们精神比较好，虽然日程安排得很紧张，他们却不觉得

见神营会代祷。4日傍晚，我们开始代祷前大约15分钟，我

累。神真幽默，祂所给的是这样的奇妙，台风带来的云和

打开家中阳台上的门透透空气。不一会儿，有三只灰色的

雨水比约拿的蓖麻树还要好。我们的神可以如此地怜悯

鸽子飞来落在阳台上，咕咕地叫着，很悠闲的样子，当它

人，让天气为传福音效力。

们再次起飞的时候，我看到它们的翅膀上有一圈白色的羽
新生命小組发起的晨祷会于7月27日正式开始。我本来没

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

想要参加，因为早上有自己的灵修时间，并要准备上班所
要带的食物等，时间太紧了。7月28日我在费城出差，默

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玛拿西所犯的一切

想当天活泼生命中的『列王纪下24章3-4节』这祸临到犹大

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

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

耶和华决不肯赦免。

因玛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
— 列王紀下 24:3-4

路撒冷，耶和华决不肯赦免。“耶和华决不肯赦免”，这
几个字特别扎心。想到师母在一次讲道中引用的『马太福
音12章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
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除了以上

毛，很漂亮，而且飞的时候带着好听的声响。更让我稀奇

的两处经文讲不肯/不得赦免之外，怀着好奇的心，我用不

的是，祷告正进行中，又有一只鸽子飞來停在阳台上。我

肯/不得赦免查了一下圣经软体。其中一段经文引起我的注

因此景而受感动，宣告圣灵的工作要如鸽子般地临到诺城

意：『以赛亚书22章9-14节』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

灵粮堂，并用诗篇68：13节为他们祷告祝福：你们安卧在

便聚积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

羊圈的时候，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黄金一般。

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

后来听同工们回来分享，有些对圣灵的工作持保守态度的
弟兄姐妹们被圣灵感动流泪不止。事后诺城灵粮堂的玉琼
师母说遇见神营会后，他们的教会掀起了读经的热潮。这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

不正是圣灵在人心中工作的明证吗？能在祷告中经历这样

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不平常的事，岂不令人兴奋？

— 馬太福音 12:31

7月份是教会的青少年去 Advent Taiwan 英语品格营宣教的
日子。我也参加了为此代祷的服事。当师母要我们为台湾

水，却不仰望作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当那

炎热的天气祷告时，有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意念中：神要

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

为台湾的孩子们安排一棵像为约拿遮荫避暑的蓖麻树。这

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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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全心全力来跳舞赞美神。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属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

灵兵器，在我过去与忧郁症争战中，神曾经呼召我起来跳

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

舞，当时在家操练也稍微体会到一点赞美的大能。但只要

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

有人在场，我就胆怯不跳了。能毫无拦阻自由地敬拜是我

到永远。

多年来渴望的突破，在晨祷会上，不少姐妹都跳舞敬拜，
— 诗篇 30:11-12

我觉得氛围很自由，让我很轻松地跳起来。有一天，我忽
然领悟到神要把诗篇30:11-12节完完全全的做成在我的生
命里：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

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

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

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

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的。这段经文份量很重，好像是主责备我说，不要再为自
己凿能破的水池，而要回应主的呼召，站在代祷者的位置

感谢主，在各种祷告的场合里祂使用祷告更新我。

上，为个人，家庭，教会和国家身披麻布，哭泣哀号，迫
切地代祷。我就回应说回亚特兰大后我会去参加晨祷。
7/31早上我第一次来到晨祷会。当时有一位姐妹在放《设

恩典的記號

立你宝座》这首歌。当唱到“我们不停息，直到你心满
足”时，我觉得很惭愧，意识到我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已
经很少有意去体会神的心肠了。但我知道我不能靠自己胜

郭靖

过肉体的软弱，只有向神呼求帮助我。不久，我在意念中
看到满树洁白的
栀子花，甚至可
以感受到那些花

「

希伯來書12章6節」說: 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
所收納的兒子。聖經中有兩個人，他們的肉身上帶有

被神管教而蒙恩的記號。一個是被神摸了大腿窩而變瘸的

是带着浓浓的香

雅各，另一個是被敵人挖去雙眼的參孫。回想起來，神在

气。我明白这象

我的肉身上和靈魂裡也留下了被管教而蒙恩的記號。

征着神的圣洁，
是圣灵在提醒

早在1996年我遭遇車禍後，我的下頜骨受傷，牙床有點移

我：惟有披戴耶

位，曾經在2005年至2007年間做過成人的整牙治療。我還

稣，才能让神的

清楚地記得，當我第一次坐在一位整牙醫師辦公室裡作諮

心满足。接着我

詢時，他把我全部牙齒的照片給我看，指出錯位、歪斜和

又想到『诗篇22

需要矯正的地方。我的意念中好像上帝在對我說：你屬靈

篇3节』说：你是

生命的光景也像你的牙齒一樣，有太多彎曲錯誤的觀念

圣洁的，是用以

和想法，有太多需要被矯正的地方。我在心裡回答說：主

色列的赞美为宝

啊，祢是最大的醫生，我把主權交給祢，請祢來做任何必

座的。圣灵启示

要的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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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整牙治療是需要付代價的。保險公司認為成人整

就為這件事禱告，我領受到神藉著牙醫的話要再給我一次機

牙，屬於美容的範疇，保險不負責，需要我自己承擔所有

會，在我曾經失敗跌倒的事上，來作恢復的工作，並給我一

的治療費用，

個恩典的記號。我禱告：主啊，求祢給我恩典，當這次固定

這對我來說是

牙套去掉後，請提醒我堅持戴那個活動牙套，因為這也象徵

一筆挺大的花

著從祢而來的管教和約束，讓聖靈每天來掌管我，塑造我的

銷。但因着神

生命，使我的生命裡有祢的聖潔和正直。

這樣的感動，
我就決定去做

於是，我跟原先那位整牙醫師約好在7月17號裝固定牙套，

了。剛裝上固

同時還要交一筆數額比較大的訂金。七月初我就籌劃該怎樣

定 牙 套 的 幾

付這筆訂金，我想到從2013年開始，我用每月工資的百分之

天，牙齒變得

一買了一些公司給員工帶折扣的公司股票，對，賣掉一部分

好痠痛，除了

付訂金的錢就有了。當我為這事禱告時，得到的感動卻是要

咬不動東西外，還有那難以忍受的痛讓我整晚都無法入

把所有的股票全部賣掉。這可是我除了工資以外，在財務上

睡。另一件麻煩的事就是每頓飯後一定要馬上刷牙，否則

唯一的一點點投資，當時公司的股票正在一直上漲，說不定

食物夾在牙套的空隙處，不但不舒服，還會腐蝕牙齒，所
以必須保持牙套的清潔。就這樣熬過了兩年，終於可以把

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固定牙套去掉了，一看，效果還不錯，我心想大功告成

— 希伯來書 12:6

了，以後不用再受那個苦了。但整牙醫師又給我配了一副
特製的活動牙套retainer。要求我每天晚上睡覺時戴着，目
的是使牙齒繼續保持在已矯正的狀態，但是因着我的疏忽

還有上漲的空間。我開始動搖了，若繼續持有，也許會得到

大意，有時好幾天都忘記戴，等到我想起來再去戴時，牙

更大的回報。根據股票波動起伏的特性，我發現公司的股票

床的位置已經移動了，活動牙套已不適合牙齒了，戴上去

價位曾經在六月份達到過一個高峰，我便開始跟神討價還

感覺好痛，索性我就完全不戴它了。從2007年到2015年八

價。我說：神啊，我知道祢給我的感動是將這些股票全部賣

年時間裡，我的牙齒又漸漸地回到錯亂的狀態。每次去我

掉，但我可不可以等到下一輪高峰時再賣呢？從那以後，我

的保健牙醫那裡洗牙，她都對我說，可惜啊可惜。她告訴

就開始關注公司的股票行情，但它的價位卻始終在那個高峰

我，她自己也在那位整牙師那裡整過牙，在去掉固定牙套

點以下徘徊，這樣一直等到7月17號我再次裝上固定牙套。

以後，她每天都堅持帶活動牙套，所以她牙齒的位置保持

牙套裝上之後，我的牙齒又開始痠痛起來。剛開始的時候，

得非常好。她說這話時，讓我覺得好羞愧，我知道自己在

牙齒根本不能咀嚼，只能將飯菜用攪拌機攪碎，或吃流質的

整牙的事上最終是功虧一簣完全的失敗了。神也藉著這事

食物，所幸的是這次晚上還能睡覺。兩週以後牙齒才漸漸強

光照我的屬靈光景，在患難中，我還懂得迫切禱告，緊緊

壯起來，可以吃固體的食物，我知道這是神給我的訓練，在

抓住神的話。當神把我帶出危機後，我就漸漸放鬆，不像

祂的恩典之下已經展開了。

以前那樣儆醒了。
7月20日我去上班的路上，邊開車邊收聽一個基督教廣播電
直到2015年5月，我的牙醫帶著勸誡的口氣說：你需要為你

台的財經節目，講員講到在金錢上的貪心是神所恨惡的，以

的牙齒再做一次整牙的矯正，這不只是關乎美觀，否则到

弗所書五章第三節也講到，貪婪的罪是與犯淫亂的罪一樣

老的時候，只怕是連一顆牙齒都保不住了。回到家裡，我

的。我好像猛然被神敲醒，一種知罪感深深地向我襲來。我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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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就在車裡禱告說：神啊，我當順服祢的旨意，
等我到了公司馬上就把股票全部拋掉。那天股票賣
掉的價格，雖然沒有達到六月份的那個最高價位，
但還算是處於高價位。沒過幾週，公司的股票開
始一路狂瀉，到2015年年底總共跌了百分之三十左
右。
感謝主，即使我曾這樣的不立即順服，甚至還與主
討價還價，但主在祂的大恩典中還是保守了我免受
損失。雖然金錢數目不多，但我所經歷的神的愛卻是無價
的。神祂自己就是我的供應者，擁有了祂就等於擁有了最大

主啊！我感謝祢，祢給的每一個讓我知罪的感動，每一個

的財富。我的牙齒和肉身的生命有一天是會歸於無有的，但

真理的訓誨，每一個不配得的第二次機會，都讓我深深的

神卻要在我身上留下祂恩典的標記，這是存到永遠的。

體會到：祢的恩典真是浩大！

靠著神，我經歷極大的恩典
陳嘉瑜

015年秋季學期，我修了三堂課，都是重要的課。功課

2

時，老師都在仔細聽，可是他

很緊，考試也很多。而當中，我最沒有信心的就是宗教

卻什麼也沒有說，我回到家，

學，我以前選過這門課，可是卻沒有過。由于宗教學一年

又發了一封信給老師。後來老

只開一次，而且每次的宗教都不同，之前只開了神道和禪，

師回信說：只要你final拿到80

讀了一堆佛經，讓我學習得非常困難和不舒服。這次是道教

，我就讓你過。我一看到這句

和儒教，真的讓我又害怕又沒有信心。可是宗教學是我的必

話，心裡立刻為還有機會歡呼

修課，盡管很不情願也很擔心，但還是拿了這堂課。我常常

感謝神。

跟神禱告，求祂賜恩典和智慧給我，求祂使我在同學們和老
師眼前蒙恩。因為知道困難，所以我很認真學習，面對一個

最後這個學期我拿的課都過

又一個的專有名詞，一道又一道的問答題，我真的好害怕，

了，感謝神賜我極大的恩

靠著每天都讀[活潑的生命]裡神的話語和解析，我常常得到

典。同時也謝謝教會弟兄姊

力量。當我知道第二次考試拿到F時，我真的好絕望。我不

妹的幫助，比如Eileen姊妹幫我改論文，Joseph弟兄幫助我

斷的跟神禱告，向神求，求祂幫助我，讓我可以順利過關。

理解上課的內容。也謝謝一直支持我的家人的代禱。靠著

期末考前，我覺得可能過不了，所以我去找老師，想跟他談

信靠神，常常向神禱告，我經歷了極大的恩典。

談，我求神賜我跟老師談話的智慧和恩典。我在跟老師談話

19

感恩見證集

跟隨引導邁開步伐
陳倖生

幾

年前從 Advent Taiwan 回來

們大家走出户外，藉著觀察萬物聆聽

敞開心去接納這些孩子們。他在僕人

後，我就對和我有類似背景

神的聲音，看看神有沒有什麼啟示。

團隊中分享時，牧師也覺得很好，是

長大的小孩有特別的負擔。在一次主

我在半信半疑中，隨意行走，最後在

合乎神的心意的。可是我還是缺乏足

日的敬拜中，神讓我看到，凡是祂成

湖邊坐下，想到待會兒一定有分享時

夠信心去真正執行，因此我想要得到

就的事就都有祂的美意。那是我們剛

間，我卻還沒有神的話，怎麼辦？這

神對這感動再次的印証。
年終，牧師為了感謝同工，請同工
們吃飯，師母預備了幾份獎品由牧
師抽奬，有書籍及CD等。我對其中
「Beautiful One 榮美的神，榮美的妳」
這本書特別想要，但向來抽奬我都不
是幸運者，心中就想著：神啊，祢
讓我抽到這本書吧，而且第一個被抽
中，這樣我才能先選我想要那本書。
當牧師抽第一個人，叫著「倖生」
時，我心中既開心又阿們。聚餐回家
後，我迫不急待地想讀，並禱告神
説：主啊！祢藉著這本書來對我心説
話。一翻開書，印入我眼中的第一句
話是「真正的Beautiful One 不在於膚
質、姿容，也不止於相夫教子，而是

搬來亞特蘭大時，有幾處我中意的房

時我的眼睛注視在湖邊停的5，6隻小

懂得活出分享生命的女人最美麗」。

子都没有買成，最後買在Northview高

船，除了一隻以外，其他的都浸在水

神真的很幽默也很懂我，這時我可以

中附近，原來神的心意是要開放我的

裏無法使用。這時我心中出現一個聲

確信，為高中生開放我們家的感動是

家來祝福這些孩子。

音----「你們這些自稱是我門徒的，也

從神而來的。

是如此，大多數的人都一半在主裏一
但我只是把這感動擺在心裹，並没有

半卻沉淪於世界，唯有少數人是專心

2016年開始，每個月的最後一個周五

付諸行動，隨著時間的流逝，我也漸

跟隨我、願意被我使用的，妳是屬於

晚上成了我們的家庭開放日，年輕人

漸地忘記了，同時對神的熱情也開始

哪一種人？妳要做哪一種人？」

邀請同學來家中吃飯，唱詩，遊戲，

Beautiful One
冷淡下來。

直到去年的退修會，李月華牧師要我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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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見證。我看到他們在這裡開始認

之後，我和先生談到我對這種在問題

識神，我相信神豐盛的愛會臨到他們

家庭長大的孩子有負擔時，他鼓勵我

每一位。

信心的期待
陳倖生

小

女兒Katie從小就跟著我們來

蛋糕），我原本叫她不要做，但她還

讓我看見在Katie生命裡已有祂恩典的

教會聚會，對聖經故事也耳

是堅持多做了Brownie帶去教會。Katie

記號。這也大大加增我持續為Katie得

熟能詳，但對接受耶穌成為她生命的

是向來不參加特會的，但那次卻連續2

救禱告的信心。

救主卻總是缺那臨門一腳，我的心裏

天和姊姊一起參加。

甚是著急，也為此事常常禱告並請人
代禱。

P.S.在此見證集截稿前三小時，神自己
在星期六的一場聚會裏，Rusty牧師

為這個見證寫下最精彩的內容，就是

問：是誰做的Brownie？並說是他吃過

2016年3月6日晚上，布永康牧師在亞

去年Rusty牧師師母應邀來我們教會十

最好吃的Brownie。Katie走上前去，他

特蘭大特會中Katie走到台前決志信主

周年慶講道，師母事先請Katie做餅乾

們夫婦一起為Katie按手禱告。

了。

我雖然不記得禱告的詳細內容，但神

頌讚榮耀都歸於我們的神。

招待Rusty牧師夫婦，於是Katie做了餅
乾；她臨時又想多做Brownie（美式小

神跡奇事
王惠國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替教會買

5

11月教會退修會回來後的一個周間晚

治我，祂從不拒絕我的呼求，於是我

了移動型空調，準備安裝在教會

上，我又忍不住跑去Life

Time和年輕

每天在禱告呼求中睡著，也在禱告呼

圖書館外的走廊上。但那裡沒有窗戶

人打籃球。一打就忘了自己的年紀，

求中起床下樓。每當陣痛又出現時，

可以用來排氣出去，我爬上天花板朝

屢次在防守對手面前跳起上籃。有一

我就奉主的名宣告，下一次一定會好

裡面看，發現正好有足夠空間可以把

球我正背著籃板跳起想把球勾進，一

一點，讓自己持守在信心裡。如此堅

通風錫管拉到主日學小兒班教室，再

位年輕人也跳起防守我，他的膝蓋重

持著，我的痛開始每天减輕一點，到

從那裡的窗戶排風出去。我爬上梯

重的踢到我的右胸旁肋骨。我當時只

了聖誕節，我參與教會舞台劇演出法

子，頭伸到天花板裡面拉管子並用工

感到一陣疼痛，但在激烈的比賽下忘

老王的時候，已經完全得了醫治。

具刀割出適當的長度。天花板裡面很

了疼痛。球打完後我去沐浴時肋骨開

黑，我的工具刀找不到了，於是我就

始痛，而且愈來愈痛。回到家努力忍

伸手進去摸索，不料工具刀的刀片並

著痛去睡覺，以為明天就没事了。然

沒有收起來，刀片劃過左手內手臂。

而到了夜裡痛的程度更甚，我全身都

感覺到一陣疼痛，趕快壓住痛處，心

無法動彈，甚至手指都不能動了。此

想要趕快找東西止血。我爬下梯子，

時我知道情況不妙，又不想告訴老

發現我壓著的手臂怎麼沒有一滴血，

婆，於是用棉被蒙着頭無聲地向神呼

放開來一看竟然連割傷的痕跡都看不

求醫治。幾分鐘的呼求後，神賜給我

出來！我不禁站在那裏仰望讚美神，

一個可以减輕痛的睡姿，使我可以入

經歷祂看顧的恩典。

眠。但以後一段時間，每天躺下及起
床時仍然非常辛苦。我知道主可以醫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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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主的聲音
王惠國

015年教會退修會第一次在Toccoa

2

因為自己還有許多不能為主捨棄的，

結並醫治她多年來與母親的關係，眼

Baptist Retreat Center 舉辦，再次

以及還有自己需要擔當的責任。此刻

看吃中飯的時間就要過了。我心裡正

請李月華牧師來帶領。周六中飯前李

主再問我時，祂給了我一個全然信靠

為此覺得有點難過，就有主的聲音說

牧師要我們安静等候神，聆聽主的聲

的心，就是祂若呼召我，祂也必看顧

「要把你的胃獻給我」。

音。不一會兒，我感受到主在問我「

我。於是我向主説：就是現在，我把

你何時才會做那把全人獻上給我的禱

全人獻給祢。

下午李牧師又讓大家去戶外操練聽主

告？」其實這幾年來聖靈已經好幾次
同樣的感動我，但我總是心有保留，

的聲音，我往湖邊走去，站在岸邊看
主很幽默，我作了禱告後，如釋重

著幾艘破舊的小船漂在水上，加上四

負，正想好好去吃個

周各樣的天然美景，突然主又好像對

中飯。學娟提起有一

我說「你為我去時，丢下你在世界所

位紐約下來参加特會

有的，只有眼前我的創造是留給你去

的姐妹需要禱告，師

享受的」。

母就把她找來並請我
們僕人團隊一起服事

感謝主對我說話，祂真是認識我的牧

她。我們求神光照癥

人！

榮耀的眷顧
王惠國

2

015年2月22日我和倖生帶教會一些年輕人，去參加Global Awakening在
Atlanta辦的醫治特會。大會放映了該事工在全球各地，神所行大大小小的醫

治神蹟：如鋼片從手腕中消失、瞎眼看見、聾子聽見，甚至帕金森症及自閉症
也得醫治，还有现場演示停掉人工心跳器而心跳呼吸仍然正常等等神大能的作
為。那天的聚會，除了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更是大開年輕人的眼界。我看出從
那一天開始，女兒Katie真的相信我們信靠的是一位又真又活、愛我們且回應我
們禱告的神。
3月6日，布永康牧師在亞特蘭大舉辦特會。我們在宣傳單上讀到布永康牧師的
事工團隊，曾帶領7千5百萬人決志信主，倖生和我就有感動一定要帶Katie去，
甚至告訴她功課趕不完，第二天請假在家作功課都在所不惜。果然神的愛就在
那晚臨到她，當牧師作講台呼召，Katie就走到台前決志接受耶穌了。
施恩典憐憫的神啊，在永恒裡我都要感謝祢的信實，使我的一家都得救。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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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開的門
王惠國

015年一月底公司因為業績不理

2

患難中知道主必要看顧我們。而祂要

其他的門不就要先關上嗎？這個應許

想，把我這個只做未來方向研究

賞賜給我的“這些東西”絕對遠超過

最可貴的部分呈現在我心裏，就是「

的職位裁掉了，我嘗到了這一生中的

吃什麼、喝什麼和穿什麼。於是在尋

主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啓3：8）。

第一次失業。記得宣布的當天下午，

找新工作的事上，我大膽向主求四件

懷著失落的心情回家告訴妻子倖生，

事，1）不能影響我在教會的服事，2

一個禮拜之後，這家公司的經理通知

她竟然一點都不緊張！原來神已經先

）不搬家，3）不用學新的技術（人老

我，公司上層初步同意雇用我開發北

啟示了她，且應允會帶領我們走過。

了！），4）薪水不會減少。這樣白

美市場，4月初在LA商會與副總面試

於是我就開始了投履歷找工作。每晚

天我專心連絡找工作，晚上專心親近

也很順利，我就得到了現在的工作。

神，該求職就求職，該服事就服事。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

然而從一月底到三月初，我以為憑自

我這份新工作，技術上都是過去20年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己的資歷有把握能拿到的幾個offer卻

已熟悉的，而且在家上班。我所求的

們了。

一點下文都沒有。有一天主感動我要

五件事主全部成就，一樣不少，而其

更深的倚靠祂來開這一扇門，於是我

中“No Plan B” 只願祂的旨意成就的

膽顫心驚的禱告求主第五件事，5）在

禱告，我知道是蒙衪喜悦的。

— 馬太福音 6:33

我所有申請的工作中，只開一扇門。
的靈修，主先是藉這件事對付我的驕

禱告完後幾天之內，幾個我認為有可

傲，然後又一再提醒我「你們要先求

能得到的工作，都以電郵回覆No拒絕

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了我，最後只剩下一個工作申請還沒

你們了」（太6:33）。主吩咐説“你

有回覆。剛看到這些回覆時心中有點

們要”是因為我們有别於外邦人，在

沮喪，但突然想到主若只開一扇門，

主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 啟示錄 3:8

先知的一句話
王惠國

月12曰教會邀请巴柝聲牧師來講

7

進入新的工作，開發市場不是我熟悉

被更新之後的幾個月，神帶領我透過

道，講道之後巴牧師特別先知性

的，所以禱告常常都是為自己的工

禱告和硏讀進入了幾個重要的真理：

地服事我們，走到弟兄姐妹面前傳達

作。服事雖如常，卻缺少之前尋求神

聖潔與能力的平衡、愛心與信心的關

他從神那裡領受的話。巴牧師走到我

同在及能力膏抹的渴慕。神藉巴牧師

係。使我明白神把我們從罪中釋放出

面前，説神有一句話要給我，他也不

給我的一句話，真是重新點燃我心中

來，不再讓聖靈憂傷，但祂的工作絶

太明白是什麼意思，神說「我帶領呼

的那把火，驚訝歡喜中，我再一次向

不是要我們停在那裡，乃是呼召我們

召你豈是到這裡而已？！」我一聽到

神順服，求主照衪的主權帶領我在祂

順從聖靈的感動，成為主的肢體，被

就幾乎流下淚來。因為那幾個月我剛

的呼召中向前奔跑。

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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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為我家開道路
边海涛

在

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身份有

走，豁免成功就回国申请绿卡，若不

透过不住的祷告，渐渐的，我们的心

多重要，没有合法身份等于

成功也可继续留在美国。

情平静了下来。

班，甚至不可以旅游，连坐飞机都怕

我们商量以后，决定请律师帮我们递

万万沒想到过了几天，突然律师来电

被调查，一不小心就会被警察帶走。

上去申请，有亲人朋友和我太太情况

话，他问我们要不要直接把绿卡申请

我太太就是因为没有身份，多年生活

类似的，也做了同样的选择。我们很

递上去，我问有多少把握，他说：受

在紧张和惶恐之中。

快就收到一封移民局的回信：不准予

理的把握可能只有一半，而批准的

豁免。我和太太像是洩了气的皮球，

把握就更少了，因为你的案子比较

关于她的身份问题，多年前我们咨询

本来满怀希望，以为我们的条件都符

复杂。我想死马当活马医了，做吧。

过几位律师，多数说不要上庭，等

合，是十拿九稳的，没想到希望破灭

我们只抱了10%成功的心态，把案子

245i法律通过后，我再以公民的身份

了。几天过后，我们的失落的情绪渐

递上去。没想到不到半个月一封通知

为她申请绿卡。但911后移民的合法进

渐淡了，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信寄来，让我们20天后去面谈。我们

没有自由，不可以开车，不可以上

程一拖再拖，加上国际恐怖组织日益
猖獗，移民排期甚至倒退了。

都不敢相信，这面谈的机会简直从天
“我的豁免批准了！”一个朋友兴奋

而降，怎么可能？！我当时就感觉是

地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很快要回国申

神感动律师建议我们再次递交绿卡申

每天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们精

请去了，你们是不是也收到了？你们

请，又快速通知我们面谈，一定是神

神上的压力实在坚持不了，最后还是

不是比我们早递上去吗？”之前没告

的安排。我马上拉着太太去祷告，感

决定上庭申请绿卡，至少在上庭期间

诉任何人我们被拒的事，我太太只好

谢神的怜悯，感谢祂在我们绝望的时

的身份是合法的，可以先申请工卡和

回答还没收到移民局的回信。这通电

候为我们开路，我们在感谢中信心越

驾照，暂解燃眉之急，因为当时我的

话让我们的心情又一次落到谷底，一

来越增加。

工作压力过大身体状况不佳，需要她

股忧怨的情绪涌上心头。

驾车接送儿子和分担家务等等。申请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准备面谈，在这

递上去后，工卡驾照都拿到了，生活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亲朋收到通知，他

过程中，无论遇到任何问题神都一

暂时归于平静，只是排期要等很久。

们的申请都得到了批准，听到越多，

步一步为我们解决，比如说律师有

失落与痛苦就越多，仿佛落入深渊，

事不能陪同面谈，就为我们找了一个

不敢想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非常好的翻译，使我们更有信心。很

突然有一天，朋友告诉我一个好消
息，奥巴马政府新规定：可以在美国

奇妙，面谈之前，我们的心里一点都

境内先申请豁免，拿到后再出境申请

这时候一个念头进来：我们要去祷

不紧张。时间过得很快，面谈那天到

移民签证。我立刻打电话咨询律师，

告，交给神，交给神来安排！我和太

了，我们早早到达，原本以为我可以

律师也证实了这消息，这真是个让人

太立刻跪在神面前开始全心祷告，我

陪太太一起进去面谈，减轻她的紧张

振奋的好消息。以前只能在境外申请

们有主真是最大的福分，祂可以为我

与压力，没想到移民官叫我在外面

豁免，如果得不到批准就无法入境。

们担当一切的忧患，一张绿卡绝不能

等。我当时感觉有点不安，我就马上

像我太太的情况是逾期居留，按移民

让我们倒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

进入祷告，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我一

局的规定10年不准入境，那对我们家

掌控当中，祂会为我们开路的，祂是

次又一次祷告，我好紧张，感觉时间

庭来讲是完全无法承受的。而现在的

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神！

过得很慢，但我不安中总有一个声音

境内申请豁免，至少让我们有路可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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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我，祂问：你相信我吗？我默默

沒想到移民局很快来了一封信，在拆

又是很快，三天后收到一封信，又是

信之前，我和儿子太太一起大声在神

祷告蒙垂听，第一个看到的字是Wel-

终于等到太太出来了。她描述了里面

面前祷告，我们很紧张但又有信心，

come。这是欢迎绿卡通知，真神奇，

的情况，移民官很严厉，问了很多细

我祷告说：神啊，求祢让我打开信

接下来几天绿卡就寄到了，前后不到

节，在问话中我太太用点头来回答，

时，清楚又简单的知道我们通过了，

两个礼拜。

造成移民官对她有些反感，这使我太

我不想看又长又多还看不懂其中意思

太更加紧张，还好最后移民官紧锁的

的官方文章。然后我开始拆信，右

我们彻底被神的作为折服了，这本是

眉头松开了，告诉我太太：如果你得

上角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字，是大大的

不可能的，但确实发生在我们的身

到绿卡那将是十年期限的，因为你跟

Approval，我马上告诉我太太，神说

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神的奇妙和

你丈夫结婚已经超过两年了。听了太

同意！我们太兴奋了，我们一起认真

对我们家的爱，唯愿我们接受神的恩

太的叙述，我的心情轻松起来，我

的看完信，又清楚又明确，信上说我

典的同时也不要亏欠了祂的荣耀！

说：放心吧，神在为我们开路，你一

太太的豁免通过了，之后继续进入她

定能拿到绿卡。虽然有信心，但我想

的绿卡程序。太好了，神让我们反败

这个过程绝不会太快。

为胜竟是如此的神奇而轻松。接下来

地回答：我相信，主我相信祢。

神釋放我
陈協芳

我

的子宫長肌瘤有三年多了，医生建议我切除子宫，因为子宫里面长了七
颗肌瘤，每个月来例假时，经期长量也多，而且肚子疼痛到需要依赖止

痛药来缓解。长期这样，导致我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贫血非常严重，一直吃补
血的食材也不管用，常常感觉很累，走路都没力气，有一天开车行在半路上都
没办法再开了。我也想听从医生的建议动手术，但是我害怕手术，也担心医疗
费承担不起，就这样一直拖到2015年4月9日终于下定了决心去做手术。手术前
的一个星期，我陪同一位姐妹去医院动个小手术，当她躺在病床等待施行手术
的時候，我坐在旁边看着她，我脑子里想着我自己将要动手术的情形，越想就

差别。主啊，我非常感谢祢，祢使被

越害怕，那个姐妹还问我：今天是我动手术，你怕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

虏的得释放，手术后也经历到恢复的

么怕，她看的出我被害怕的灵辖制了，所以故意跟我轻松的开起玩笑，还嘻嘻

恩典，伤口也不痛，医生开的止痛药

哈哈的来安慰我，但害怕的灵抓着我不放，我就在那边哭，里面的害怕完全显

一颗都用不上，特别是经历到教会大

出来。接下來在星期三的祷告会上，师母突然来到我身边为我按手祷告，她大

家庭给我的爱与关怀，经历到神的平

声斥责惧怕的灵从我身上出去，圣灵就大大的充满我，我开始大哭，感觉有一

安喜乐，安息在祂里面，身体恢复得

个东西从我身体里出去了，整个人一下轻松起來。在我动手术那天一点点害怕

特别快，我知道是神的手在我身上做

的感觉都沒有，与几天前看见姐妹动手术我害怕的样子，真的是天与地之间的

的一切，感谢主，一切荣耀归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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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麥子
陈協芳

《

一粒麦子》是我从没听过的

的身上来成就祢的旨意，我必衰微，

人批评，说的全是他的缺点，人的口

诗歌，我一看歌词就开始流

祢必兴旺！就在我大哭时，神深深地

水像马桶水那么臭，这个孩子全身都

泪，我感觉神借着这首歌跟我说话，

来医治我，释放更新我，我感觉有个

被口水湿透了，臭哄哄的，但耶稣把

这首诗歌的歌词是：一粒麦子，它

东西从我身上出去了，让我很轻松自

他抱在怀里，一起进到一个温泉池里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洗澡，这个孩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子渐渐长大，

它仍旧是它自己，它

耶稣用嘴亲

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

他，好爱好宝

被用尽了，就必结出

贝他。我看了

许多子粒，经历生命

好感动，也很

的奇迹。主我愿意，

惭愧，我问神

主我愿意，让自己像

是什么意思，

种子落在地里，失丧

神说你要有怜

生命必反得生命，主

悯的心。你心

我愿意，主我愿意，

若向饥饿的

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

人发怜悯，使

利，在我身上成就你

困苦的人得满

旨意。我一边听一边

足，你的光就

哭，很久以前我作过一个梦，梦里有

由的想大笑，神喜乐的灵充满了我。

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

两个我在打架，我知道一个是老我的

从这次被神释放以后，我发现看孩子

午。（赛58：10）我对主说：神啊，

我，爱面子的我，我不敢把自己打

的眼光也变了，我不再看他们的缺

我多么需要祢的光，打开我属灵的眼

死。神却叫我讲这个见证，因为今天

点，好像神把怜悯的心放在我里面，

睛，让我感受到祢的心，也求祢帮助

有姐妹问我敢不敢讲时，我没回应

我会从他们不同的家庭背景中重新去

我们每个主日学同工都来就近光，看

她，说实话我是不敢讲，因为我是帮

认识他们。看到有的孩子从小家庭破

到我们生命中的光景，就能回转到祢

别人带孩子的，但是这就是我的光

碎，产生了性格上的扭曲，就很怜悯

面前。神啊，我们的软弱祢都知道，

景，我很爱面子，我也喜欢听别人称

他们，我就一直为他们祷告。当主日

谢谢祢依然这样爱着我们。

赞我孩子带得很好，如果有人说我带

学老师来跟我讲，我儿子和我带的孩

的孩子的不是时，我就会生孩子的

子不听话时，我也不生孩子的气了，

气，气他们给我丢脸。听着这首歌，

我知道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会淘气会犯

我跪倒在神面前，呼求神洁净我，改

错，我不那么严厉了，包容多了，我

变我的生命：主啊，我不喜欢我自己

也会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孩子，把别人

这样子，我讨厌我自己，我要让自己

的孩子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天天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像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我从心里

为每个孩子祷告。我知道神一直都在

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

说出来：主我愿意死，我愿意放下自

暗中察看我怎么做。因为神给了我一

己，我愿意为祢做见证，愿意祢在我

个异象，我看到教会里有一个小孩被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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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

— 以賽亞書 58:10

學習謙卑
陈協芳

月新生命小组正式开始了一个晨

7

神的同在，看到小组长为别人按手祷

祷会。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好几

告，她们就会立刻被圣灵充满。这时

天不能进入神的同在，我不知道为什

小组长过来了也为我按手祷告，但我

么，我有看到圣灵在其他姐妹身上工

仍然不能进入状态。突然之间我想起

作，可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感受，通常

昨晚的梦，我必须自己谦卑下来，才

我是比较容易进到神的同在的，我感

可以进这个门。约10：9耶穌说：我就

觉有一个墙堵住了不让我进去，祷告

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

得很辛苦。

且出入得草吃。啊，耶穌就是那门！

遮住自己，然后叫我妈妈赶快拿衣服

那一刻我明白了，原来那双我喜欢的

给他们穿上，要不然就会生病，这时

当时我认为是播放的诗歌不合适阻拦

高跟鞋代表了我的自高和骄傲！我就

我就醒了，我知道神借着梦对我说，

了我，很想要播放一首自己喜欢的

呼求神的光照，神让我看到自己很

我的悔改是对的，因为我看见了自己

诗歌，想会不会容易靠近神一点？可

骄傲的一面，我抱怨別人选的诗歌不

赤身用浴巾遮盖了。神也让我知道，

又畏缩不敢上去更换碟片，当音乐差

对，这个人做事不行，那个人也不如

要彼此代祷用爱来遮盖，不能眼睛里

不多快结束，每个人都在神面前畅快

我，于是我就在神面前悔改，求耶稣

只看到别人的不是。启示录3：17-19

的宝血来洁净我。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

感谢主，我的心终

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

于柔软下来，祂洁

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

净了我的心，我又

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

重新回到神面前。

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借着这次的悔改，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的倾心吐意的时候，我就走过去放了

我和神之间的那堵墙没有了。历代志

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

一首自己想听的歌来敬拜神，自以为

下7：14：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

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这首歌应该可以帮助我，可是依然没

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

有什么感觉。我的心呼求：主啊，为

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

我就跟神讲，我要把白衣穿上，我要

什么我感受不到祢的靠近呢？为什么

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有祢的生命。因着我自己的悔改，我

耶穌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
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 約翰福音 10:9

呢？主啊，求祢来光照我。

也很怜悯梦中所见的人，也为他们代
晚上神又给我一个梦，我看见我的家

祷，希望我们每个人属灵的眼睛都被

当天晚上我就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

人和教会里的一些人，跟我一样赤身

神打开，看到自己灵里面的贫穷，可

穿着高跟鞋在做事，觉得鞋子很舒适

露体，还有醉酒的，我赶紧拿起浴巾

以谦卑回转归向神！

也很漂亮，并且不妨碍我做事，但我
要进一个矮门，进这个门必需要脱下
高跟鞋，还要低着头才可以进去，在
梦里我就照做了。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
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
地。

第二天晨祷的時候，我还是感受不到

— 历代志下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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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祭壇
陳素蘭

我

每天在家讚美敬拜，讀經，

中一人還拿槍頂着他的額頭，他們甚

向神傾心吐意地禱告，述說

至想再進屋裡搜刮財物，但丈夫告訴

對神的愛慕，也求主保守家人健康平

他們有人在裡面，他們就跑了，永年

安等等，就這樣築起了家庭祭壇。

雖受到驚嚇，但人沒事。

2015年9月2日丈夫永年在從亞特蘭大

在這兩個災難中，永年得蒙保守，我

回Macon途中發生嚴重的車禍，車雖

相信與在家裡築壇獻祭不無關係，是

全毀，人卻平安。

神為我衝破黑暗權勢，讓家人得蒙保
守與平安！

10月7日晚在我家門口又遭遇搶劫，其

請說，仆人敬聽
王萃青

三

月份，教會開始了40天的連

祢不是最听祷告的神吗？看到祢的儿

都像撒母耳一樣，在醒來的那一刻跟

鎖禁食禱告。从第四天开

女这么痛苦，祢怎能坐视不管呢？這

神說：Speak Lord, for your servant is lis-

始，每天晚上我都被失眠困扰，各种

期间都在讀活潑的生命，有一天，圣

tening（撒上3:10）。幾天過去了，有

各样的原因导致我难以入睡或是睡着

灵突然让我省悟到抱怨是一种罪，是

一天，凌晨两點又醒了過來。當下，

了却总也睡不安稳，有時是因為家裏

对神的试探。又读到箴言：喜乐的

有很大的引導要我打開Youtube聽大

人講電話太大聲，有時是聽到遠方傳

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

衛鮑森的講道「對神的敬畏」。原來

來的火車聲，有時是因為要上洗手

干。于是毎当半夜醒來，我就黙想十

神一直都有對我說話，只是自己没有

間，甚至很多時候是沒有任何環境影

字架，开始说出贊美神的話，让圣灵

仔细去聆听，反而去抱怨神对我不理

響就自然醒來了，可是從來沒有因為

的喜乐进驻自己的心来赶走抱怨的情

不睬。而在那一晚，神告訴了我祂的

饑餓而醒來過。更糟的是，這一醒就

绪。禮拜六，我照常到友堂的一個小

話是具有最高的權威性，不是讓我選

是一到兩個小時都无法再入睡，我也

組裏服事小孩。教導他們先前就預備

擇聽我喜歡聽的話，而是要我存敬畏

嘗試晩一点上床睡觉希望情況能好

好的聖經故事「神呼喚撒母耳」，开

的心，謙卑順服祂的每一句話。雖然

转，可依然没有任何改善，這種狀況

始我只是讲故事給孩子们听，当时仍

那天因为听讲道而少了四個小時的睡

一直持續着，让我感到非常痛苦，由

然常常失眠，直到有一天，一位阿姨

眠，可是卻是那麽令人回味的時刻，

于睡眠不足，导致第二天身体覚得异

問我近況，我跟她说了最近失眠的困

現在回想起來仍然非常甘甜。当我顺

常的疲乏，生活和工作都無法进入正

擾，她就為我禱告，看看是否有从神

服下来后，一切情况都开始好转，我

常的轨道。常常半夜醒來後就很沮

而来的启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令我

又恢复到以前的那种一覺睡到大天亮

喪，不知不覺就開始有了很多的抱

驚訝的是，我從她的禱告中聽到撒母

的狀態。不一樣的是，我对神的信心

怨，越抱怨就越生氣，最後抱著枕頭

耳這個名字，她禱告：如果是從祢

和敬畏的心增长了。以後無論發生什

痛哭流淚。我不明白，我不是每天早

來的，求神祢像呼喚撒母耳一樣對

麽事，我要單單尋求神，仔细聆听祂

上起來都在禁食禱告吗？我的神啊，

Vivien說話。從那之後的不眠日，我

的声音，祂必告訴我祂的心意。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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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如此喚我去短宣
王萃青

教

會每年都組隊去臺灣參加英

留在這個小房間，虽然在教会服事是

結束禁食禱告的第一天，我仍然坐在

語夏令營短宣，讓一批年輕

好，但又錯過听先知讲道这美好的机

電腦室裏服事，因為喇叭的聲音很

自愿者到臺灣受訓三天，然后分派到

会，我甚至開始抱怨那些不幫助我卻

小，我不能專心聽牧師講道，誰知有

國小，國中，和高中进行短宣活動。

安然自得的坐在會堂裏的人是自私之

一個聲音叫我帶上耳機。我剛帶上耳

我一直都憧憬能參加，因為每次聽到

人。過了沒多久，師母看到電腦室工

機，就傳來牧師說得清清楚楚的一句

去參加的弟兄姐妹們回来后的分享都

作已結束，就示意我坐進

令我羨慕不已。可是幾年來每當我要

會堂裏，我立刻靜悄悄的

報名時，都因為各種原因，包括心裏

坐在一個空位上。才坐

的膽怯和懼怕使我最終都沒能下定決

定，先知 Rusty 就叫我起

心參加。

來，對我說「當你還坐在
錄音室裏的時候，神要我

今年也一樣，當牧師問我是否要報名

對你的心說話，你不僅僅

時，心裏面有一萬個借口使我不敢答

是在做IT的工作而已，神

應。最有經驗的雙胞胎兄弟今年因工

一直都在拜訪你，你一直

作與學校的原因不能參加，沒有他

都聽到祂對你說話，幾乎

們，我怎麽能獨擋一面呢？另一方

是很大聲的話，你還對

面，以我24歲的年紀參加已經是平均

祂說：神，如果不是從祢

年齡裏面最大的了，這讓我很沒自

來的，請祢挪開。可是神說：不，這

話：年輕人，要去短宣。那時，我的

信。還有，我總認定自己拙口笨舌，

是從我來的。我正在你生命裏工作，

心像釘子一般，紮紮實實的釘在木頭

怎麽能去傳福音呢？

我從來都不會帶領你抵抗我的話，你

上，今年的臺灣 Advent 夏令營，我一

會從兩三個人的口中得到證實。我要

定要參加！

後來我開始跟神禱告，希望從神那裏

堅定你的信心，你要去傳福音，你要

聽到祂呼召我去短宣的聲音。可是一

分享給其他年輕人，你要告訴他們真

在我決定了之後，一切都安排的那麽

個月下來都沒有任何的聲音。

理。只要你願意開口，我就把話語放

及時：牧師看到每天都保持在兩千多

在你心裏，賜平安給你。當話語從你

元的機票突然跌到一千三百多元；在

四月十七日，教會的十周年慶典邀請

心裏出來時，它會成為火和從天上來

我做出決定後的第一次查經聚會，一

了先知 Rusty Russell來讲道，當晚去教

的恩膏，而這會改變別人的生命。感

個平常很內向的小組成員居然有很大

會的路上，雙胞胎兄弟一直在吵架，

謝耶穌，哈利路亞！」

的感動也要一起去參加短宣；在我踏

這已經使我的心情不那麽愉快，沒想

上飛機去臺灣的那一刻，懷疑和焦慮

到了教會，一位同工請我幫忙在錄音

神啊，感謝祢給我的印證。原來不

早不知道什麽時候已經離我遠去，帶

室控制螢幕，這樣我就不能在大堂听

論我在哪裏，祢都记念我，不一

著滿滿的信心和盼望出發了，因為我

道了，我覺得已經錯過了不少次領受

定只有在大堂才能被祢照顧到。

知道神要帶領我們經歷祂的信實與恩

先知性話語的機會，心情更是不佳。

赦免我向人抱怨發怒氣，只願祢

典，一路上祂都與我們同在！

後來講道前有中文的報告事項，我示

旨意成全。祢說會從兩三個人口

意請雙胞胎兄弟進來幫忙翻譯，他們

中得到證實，請祢對我說話。

感谢神，如此唤我去短宣！

都拒絕了我。這時，排山倒海的怒氣
湧進心頭，為什麽每次特會我都要被

神藉 Rusty 說的話確實沒有落空，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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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台灣短宣点滴
Joy Mao

去

年上帝就把夏天回台湾短宣

步的供应，有一个弟兄失业一年才刚

的感动放在我里面，但需要

刚找到工作，竟然有感动为我们宣教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

经历很多考验后才成行。第一个考验

奉献，收到奉献时我们惊奇、敬畏、

的油必不短缺。

就是经济上的考验，去年夏天时车子

感动。最后我们揣着神丰丰富富的供

有些状况，需要换一部可靠的车，

应，踏上了台湾宣教的旅程。

— 列王紀上 17:14

换完新车银行存款就剩下不多了。接
下来房子又有一堆问题，需要经费修

受训期间，每天神很早就把我们叫醒

理，修完之后银行的存款差不多见底

来亲近祂。一天清早我轻轻的打开会

了。在经济状况如此的情况下，我求

堂的门，听到前面已有一位年轻的弟

第一周，神把我们这一小队放在一个

问上帝还要去短宣吗？神赐下话语「

兄在祷告，我安静的坐在后面，只想

关键学校，该校的校长负责把Advent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

多靠近主一点，这位年轻弟兄放着敬

Taiwan 推荐给台南教育局，在校长的

缺」（王上17:14）上帝的话语给我们

拜的音乐，跟神倾心吐意，表明对上

努力下，Advent Taiwan 进入了台南的

信心来信靠祂，相信祂会供应，于是

帝的饥渴、爱慕、敬拜，那位年轻人

小学，我们进入了20所以上的小学，

我们继续在宣教的路上前行。在那段

的祷告让我好享受。就在那时神提醒

接触了超过三千名学生，台南当地的

了我：我不是在求神兴起下

教会迫切的为去这所关键学校的团

一代吗？看，神在工作，神

队祷告，希望这个团队可以有美好的

在兴起下一代。

见证，使得Advent Taiwan在台南的服

上帝奇妙的作为。

事得以继续进行。而我们就是去这所
短宣时我们被分发到台南，

关键学校的团队，原来我们都不知道

在台南的第一个早上，

自己处在关键的战略位置，神早已知

Vivien 在惊吓中醒过来，她

道，所以呼召我们清晨起来祷告，依

夜晚睡觉时经历到黑暗势力

靠祂的大能大力得以取胜。

的辖制，牧师与一些同工同
心为她祷告，也求主洁净我

第一个礼拜的宣教实在是挑战，每个

们借住的地方，我们在她的

班都有一些特殊的学生，其中一班更

房间里看到拜偶像的香烛，

有好几位这样的儿童，一上课就开始

然后我们奉主的名洁净那柜

闹哄哄的。有一位孩子生气起来要40

子。我灵里非常清楚这是属

分钟才能平静，待会又有孩子吵架，

灵的争战，需要儆醒祷告。

令人最担心的是有的孩子爬到二楼的

于是呼召一些弟兄姐妹，开

栏杆外，做出十分危险的动作。又有

始每天早晨的祷告，为自

另一班的孩子，上课没几分钟就要出

己、团队、和学校的小孩

来释放精力，每一班都有特殊状况要

时间，神也感动一位弟兄为我们宣教

祷告。接下来仇敌再也没有在睡眠时

处理 。该校的主任很坦白地告诉我，

作了第一笔奉献，让我们再一次坚定

来搅扰我们，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睡

如果我们的队员可以安抚他们，就要

了要去宣教的决心。然后神就一步一

觉。因着儆醒祷告，我们一起经历了

请他回来当老师。我们只能祷告再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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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呼求神的帮助。到了第三天，最

来上学。我们心里坚信，

难管理的那一班也安静下来了，感谢

並宣告天气要为神的国度

主！每一位队员都尽心尽力的教学，

效力，果然台风转向，所

没有被孩子惹动怒气，该校的老师也

有课程都没受影响。我们

用「很有爱心与忍耐」来形容我们。

跟学生分享福音時，还享

最后一天的课程结束时，学生们紧紧

受了台风带来的凉爽天

抱着我们的队员舍不得我们离开，感

气，真是何等美好！

谢神！在这所关键的学校，我们打了
一场胜仗。最令人兴奋的是，台湾学

最棒的是看到自己孩子，

生听过我们宣讲的福音后，都表示愿

因参加这次短宣生命大大

意接受耶稣，我相信这是他们信仰旅

的被改变。我们家的老

程的前奏，神还会继续使用不同的

大，以前只要天气稍热一点，就一定

人，来帮助他们更认识主。

要吹冷气，短宣后再热也能忍耐了。

生命是在给出去中大大经历神的，宣

最大的改变是生命的成长，学会放下

教最蒙福的是走出去的人，何等有幸

台南的天气也为福音的传送大大效

没有必要的坚持，尝到了服事上帝、

能走在宣教的路上，经历主丰富的恩

力。第一周，天气预报说有三个台风

服事人的喜乐。心里更自由、轻松、

典。

登陆台湾，该校老师已通知学生，要

喜乐，迫不及待明年要再回台湾去短

看气象报告，如果报告停课，就不要

宣。

神在興起我們的孩子
Joy Mao

神

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

达一个训练的信息，上面的内容吸引

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

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

了我的注意力---如何训练儿童青少年

的儿女要说预言。（徒2：17）

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

领袖。哇！这样的训练不正是我想要
的吗？！马上在网上报名。

的儿女要说预言。
— 使徒行傳 2:17

多么渴望看到神兴起我们的孩子，多
么渴望看到圣灵浇灌下来，充满我们

在这训练特会里，我的眼睛被大大打

的孩子，使孩子们勇敢的站起来，传

开，看见一群青少年，充满对主、对

地的训练小组，我仔細观察了孩子们

讲主的话语。于是向主祷告：上帝请

人的热忱，有异象、有目标、有使

平日的操练，如何在一些细小的动作

祢教我，怎样为祢预备一些孩子，让

命！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分享神在他们

和习惯中练习，使孩子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可以被祢使用，用言語，用生命

生命中的故事，不只是演讲得棒，更

学会怎样在言语上尊荣神与人。神也

传讲祢的话语！

是为主发出生命的光彩！他们的表现

感动我把其精髓部分带回教会进行儿

深深的感动了我，好想知道這么出色

童领袖的训练。2015年初，邀请了几

的青少年是怎样训练出来的。

位老师一起帮忙，开始了但以理训练

这是神的渴望，神也把这渴慕放在我
里面，上帝也早有预备。2014年，一
个不经意的时刻，看到一个email，传

班，包括读经训练，演讲训练，每一
于是我带领自己的两个孩子参加了当

位孩子都要委身每日读经、背经、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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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生活。有些孩子成长很快，有些

讲，不仅是用言语，也用生命！

慢一些，但一点一点的，大家都在成
长。

泪，有的深深被上帝的爱浇灌，有的
充满平安，有的深深沉浸在神的同在

到了2015年秋天，神感动我把参加领

里。哇！哇！哇！能看见神的奇妙，

袖训练的孩子分组，让他们更多参与

是多么大的恩典！而这些孩童领袖，

到了2015年5月，有几位孩子已经预

儿童敬拜主日的策划执行，选敬拜诗

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服事主，

备好了，他们在五月的儿童敬拜主日

歌，编动作，带领敬拜，带游戏，带

充满勇敢，充满期待，充满信心，每

里负责分享信息，一位大学生带两位

小组，一起代祷，一个一个孩子被兴

一个人都在神的灵运行时有份，神在

孩子，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预备及祷

起来，神在我们儿童敬拜主日里行新

兴起孩童领袖。

告，到了分享的那天，每一位都发挥

事，神的同在更强烈的在我们当中运

得好棒！生动又有力！这就是初熟的

行，敬拜时每一个孩子都全身心的投

荣耀归与神，让我有这恩典，能看见

果子！神在兴起我们的孩子说预言，

入，在圣灵的运行里，每一个孩子都

神在末后时代兴起我们的孩子。

传讲祂的话语。在信心里，我知道神

那么乖，没有问题小孩，更重要的是

还要兴起更多的孩子，为祂勇敢的传

上帝在触摸每一个孩子，有的在流眼

十年的恩典
毛应清

十

年前的九月，神很清楚地把

全家一起玩家庭游戏，一起分享神的

3.与公司一起成長：十年前神带领

我们带到亚特兰大。今年八

话语，一起祷告敬拜，全家充满了欢

我加入现在的公司时，公司才刚成立

月底我求问神，这十年来，在我们身

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不久，只有十几位员工。而今，公司

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给了我一个
非常清晰的意念:成长！回想这十年，
我们的确经历了三方面的成长：

不仅扩大了好多倍，建立了子公司，

2.与教會一起成長：亚特兰大灵粮
堂教会十年前刚刚成立。我们来到亚
特兰大的第二年就加入这教会直到如

1.与家庭一起成長： 我们当初到

今。在牧者的遮盖下，我们参与了教

亚特兰大时，约瑟4岁，书亚2岁，而

会的服事，不仅教会的人数有成倍的

迦勒还没有出生呢！这十年来，神不

增长，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也在不断

仅加增我们产业，并且也赐给我们一

成长。从个人灵修，团契，主日学到

个平静安稳的环境，让小孩有好的社

讲台的服事，神给了我们一个有爱又

区，好的邻居，Joy也可以在家里实

圣灵充满的环境，可以在神的家里成

行家庭教育來教育我们的小孩。我们

长。

而且在该领域一举成为世界上知名的
产业。我所研发的产品不仅被成百上
千的国际杂志所引用，而且在公司的
产值也已经跃居第二位。神让我享受
与公司一起成长的喜乐。
记得十年前我刚到亚特兰大公司上班
的第一天，神就用耶利米书29：7勉励
我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
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
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
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 耶利米书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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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想到这十年来神在我们身上的
心意，神的应许一句也没有落空，我
的心里非常的感恩。能够认识服事这
样的一位神，实在是我们的福分！

南征北討
劉克真

在

美國如果不會開車，就等于

哥，聯絡好在洛杉磯的朋友，先到洛

沒有腳，哪兒也去不了。1986

杉磯歇腳，隔天再趕到聖地牙哥。到

年開始學開車，出去旅遊都是另一半

了學校，參觀完畢，吃完中飯，打道

在開車，我只是偶爾幫忙分擔，連續

回府，一直開回聖荷西市，中間只停

兩個小時是我開車最大的極限！

下來加油、上厠所、吃飯，終於在夜
深人靜時回到了家！哇噻，感謝主，

2000年，女兒高中即將畢業，選好了

居然可以長途開車了！靠著那加給我

大學去看學校。當時住在北加州聖荷

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西市，學校在南加州聖地牙哥，先生
看顧餐館，他要我自己帶女兒去看學

接下來，2001年又獨自開車帶女兒去

校，這一趟車程，就要超過十小時。

風景秀麗的國家公園旅遊，主耶穌給

我不住禱告，祈求主耶穌給我恩典和

我的恩典夠用，可以自由的開車不受

力量，因為我從來沒有開車超過兩小

限制，何等美好。

回想自從第一次，靠著主戰戰兢兢的
出發，到如今南征北討蒙主䕶佑，全

時，完全無法預期這趟出去將會如
何！

大，一律老媽出馬。

之後這10多年來，女兒的搬家、換工

心感谢上帝的恩典！

作，從亞特蘭大到華府，亞特蘭大到
終於出發了，不敢一直開到聖地牙

休斯頓，今年又從休斯頓搬回亞特蘭

阿爸天父的愛
李芬

去

年的父亲节主日，是师母讲

祢赐给我的，为什么现在不继续保

身体渐渐强壮起来；更奇妙的是，我

道，她带领我们回忆天父的

守？祢曾搭救我的身体，为什么現在

想找一个半工来帮我，想尽办法就是

爱，从几千年神为百姓付出的爱，讲

又不看顾？.......等等。我放任情绪低

找不到，有一天当我再次呼求神：主

到如今神那奇妙、可畏、无私的爱，

落，不想亲近主，天天的读经祷告变

啊，祢是我随时的帮助，我恳求祢帮

深深的触动我心。信息結束，当我怀

成走过场，没有深入也没有亮光和感

我度过这个难关吧！过了三天忽然我

着感恩的心向神祷告时，阿爸父让我

觉了，回想起来很惭愧。

女儿有个不常联系的朋友打电话给

看到祂的愛早已彰显。

她，说要换工作，想找一份半工，这
但那个主日，神使我看見实际上神一

不正是我需要的员工吗？时间是祂定

事缘近期女儿搬家杂事多，我们经常

天也没有离开过我，当女儿和我发生

的，而且总是最好的！

吵架，生意也不好，两个员工走掉一

争吵时，祂用诗歌来鼓励我，告诉我

个，加上我的身体也出了状况，所以

要谦卑；当生意惨淡时，祂又从远处

谢谢阿爸天父的爱，父亲节那天当我

找点理由就不参加主日敬拜，还常在

送来新的客人（当时我还很奇怪）；

转向天父时，祂的大爱就浇灌下来！

祷告中抱怨：神为什么离开我？店是

祂也一直都在看顾我的身体，让我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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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上帝
任亚平

这

次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莫过

态，对于她们认为是奇妙的事情，我

这期间Joy帮豆豆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错

于认识了上帝，之前也遇到

在心里都能找到相关的理由来解释和

的舞蹈学校，并邀请我到她的家里做

过一些同胞向我推荐信主之类的事，

否定。只因觉得她们是好人，当她们

客，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和感受了他们

总是感觉他们就像做推销一样，我丝

邀請我星期天去教会看看时我就接受

那种平安喜乐满足的日常生活。那是

毫不感兴趣甚至反感，更未进过教

了。

一种幸福得让人羡慕的生活！在和他
们的接触中，有一种东西（或者说是

堂，也从未拜读过圣经。

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一点一滴渗透到我的思维里。

去年我计划在亚特兰大
给外孙女豆豆找一些当
地的舞蹈和英文补习

每当听到別人讲见证的时候，我并不

班。这天我和豆豆一

觉得这是主的恩惠，只是觉得这是幸

起步行去图书馆翻阅资

运、是巧合。但在理智上还是给自己

料，在那里遇到了一

找了几个可以信主的理由：一，无论

个真诚热情的台湾同胞

在什么环境里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Joy。我们聊了起来，

要学会赞美别人，要有爱，要学习顺

她答应帮我寻找小孩的

服，要保持喜乐，要内省自己时刻纠

学习班。后来她听说我

正自己错误言行。二，信教的人有敬

们是走路过来的，就主动说要送我们

星期天来到教会，很巧的是豆豆曾经

畏之心，在思想上、行为上总不至于

回住处。当时我很感动，也很高兴。

在这栋大楼里的舞蹈班学习！我初到

出现太大的偏颇。三，也是最现实

在回去的路上，她告诉我她是基督

亚特兰大，没去过几个地方，但这里

的，教会就像是娘家，当遇到困难时

徒，并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和她教会的

竟然是我曾经来过的，当时心里有一

可以得到帮助，就这样我在理智、分

人一起，去给一位九十多岁生病的老

丝丝奇妙的感觉。这天，豆豆参加了

析、评判中一次一次去教会听道，一

妈妈--全妈妈过生日。

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课程，我在大教室

步一步地接近上帝。

听大家唱颂赞主的歌。等到牧师讲解
这个活动的确令我印象深刻，这位全

圣经时，我心里不断的在反驳。中午

这个时候，我先前租的房子快到期

妈妈年老已無力下床，几位教会的姐

吃饭时，我还和牧师就上帝、佛教及

了，心想最好找一个离豆豆舞蹈学校

妹给她带去了鲜花和礼物，她们亲手

其他信仰展开讨论，并声明自己是无

较近的新住处。Joy主动提出帮我找，

给全妈妈做了生日蛋糕，陪全妈妈聊

神论者，只相信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

同时她也在向主祷告。我们先看了个

天，一起唱赞美神的歌。全妈妈身体

己手中。我曾经很自豪的说：我的信

位置尚可价格便宜的，但Joy她觉得这

虚弱，但让我震撼的是全妈妈对上帝

仰就是做个好人！不过我也觉得去教

不应该是主给我们选择的房子。她又

执着的相信，以及那种发自内心的喜

堂并没什么坏处，豆豆和我都可以结

继续找，继续祷告。Joy的孩子在另

悦情绪。当时的气氛真的感染了我，

识新朋友，遇到困难他们也能给我提

一个教会上课，有一天我和她一起去

让我有耐心和好奇心去倾听她们讲述

供需要的帮助，也给我这个在外旅行

那个教堂，发现那里离豆豆的舞蹈学

如何遇见神，如何信靠神的故事。不

的人许多温暖的感觉，所以不管信还

校很近。我对她说：如果能在这附近

过我是抱着理智、分析、否定的心

是不信，我都决定继续去教堂。

找个房子就好。真的就有一天，她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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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那个教堂附近的一个美国基督徒

分享奇迹，向她见证，见证上帝关爱

突然闪念先去招商银行，到了那我不

家庭愿意给我和豆豆免费提供一个房

着她、关爱着我们！离开教堂后我还

经意地问工作人员有关理财产品，结

间。真的如我所愿，好开心啊！那是

以为这只是一时的冲动，但接下来的

果就发现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并且

一个中产家庭，非常漂亮的HOUSE，

一个主日敬拜，牧师讲的是聆听主声

那天是最后一天。我想开车去海南，

很大的院子，还有泳池、有湖、有树

音，那种感觉再次降临，失控地泪流

但女儿有些担心，正在犹豫的时候，

屋。主人非常友好，待我们像自己的

满面，内心巨大的震撼，更加强烈地

我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们要开车去海

家人一样。她家女儿也经常陪豆豆游

感觉必需见她。我当时也控制不住地

南，我们可以结伴而行。我相信在主

戏，我们在这个家里快乐而舒适地生

一直说：我知道，我听到了，我一定

的眷顾下，今后的我会更加喜乐平和

活了20多天。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我

要去做一件事。这样反复说了几遍，

的生活着。感谢上帝让我拥有这些奇

看到了神的愛的彰显，基督徒会把他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完全相信

妙的感觉，认识祂真好！

们的家门和自己的心都敞开，为那些

了上帝，不是理智上的，而是内心深

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这时候我发自内

处的感觉。我强烈地感受到祂在召唤

心地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这些人！

我，就好像我是那迷途的羔羊，而祂
是牧者，祂在唤我回

真正改变我的还是之前我不相信的事

羊圏。我当下许愿，

情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教会的人告诉

我愿意听从祂的召

我，当他们的心被神触动时，会不由

唤，用余下的时光跟

自主地哭、笑或其他感动的行为。当

从祂。

时我认为那可能是内心的某个脆弱的
角落被某人、某事、某首歌或其他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什么所触动罢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够

总是充满惊喜。豆豆

坚强、够理智，别人祷告时流泪，而

很盼着在舞蹈班的圣

我毫无感觉。虽然我的经历坎坷，但

诞party上得到的礼物

我已经走过来了，根本不需要上帝的

是冰雪奇缘的两位女

帮忙。然而就是这些我自己都不相信

主角 Elsa 和Anna，

的奇事偏偏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但没有如愿。回去的
路上她祷告上帝给她

感恩节前夕，牧师在讲道中说无论处

想要的礼物，神奇的

在什么环境中都要怀着一颗感恩的

是一回到住处女主人

心。就在听講道的过程中，我突然很

真的拿给她一个礼

奇怪地失控了，泪流满面，怎么也控

盒，里面就是Elsa和

制不住！心里有种奇特的感觉，自己

Anna，她开心极了。

也说不清楚，同时心里有个很强烈的

就在前几天，我本来

念头，回国后一定要找时间去见一个

想去民生银行办理理

人，不是说感恩，不是说原谅，而是

财业务，路上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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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管教
邹新虹

神

的爱，信实广大。神的爱是

不再跟他吵，只努力让家庭和睦。既

很严重的睡眠综合症，他从2008年起

实实在在的，神是我们的天

然圣经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

就一直全时在家里上班，作息时间都

父，祂爱我们，所以管教我们。让我

人得益处（罗8：28）我就向神祷告：

很紊乱，从没早起过，而这个新工作

们知道轻重，什么该做，什么不该

祢既允许这事发生，就请祢帮助我们

要求他必须每天去公司。神的恩典和

做。我的丈夫Tom在2015年的年初失

的家庭，让万事效力。爸爸的行为对

慈爱在这里就彰显无遗了，Tom只用

业了。他是家里唯一挣钱养家的人，

刚刚懂事的老大和老二是很好的生活

了一个星期就调整好了作息时间，不

但他并不想立刻找相关的工作，所以

教材，我对孩子们说爸爸不是这么傻

但因此戒掉了喝了多年的Coke，同时

和笨，都是撒但的诱惑，我们现在只

也大大降低了对咖啡因的依赖，以前

有为他祷告，不要让撒但的计划得

每天都要喝好几大杯。哈利路亚！

逞。Tom发出了无数找工作的简历，
全都石沉大海，沓无音訊。接下来的

Tom还有很严重的肠胃问题，吃饭之

日子，神继续供应我们。他有一个朋

后，很快就要用卫生间。因为以前他

友，在2014年末，要Tom帮他在中城

一直在家里上班，我根本都没有留

给他在那上大学的孩子买套房，2015

意。这样，我又赶紧帮他找中医，吃

年五月房子成交，正在我们非常需要

药，現在他好了很多。还有一个问题

生活费用的时候，Tom挣得了一笔佣

就是我要独自在家带那时刚满两岁的

金。神真的很看顾我们。这时的Tom

老三，当Tom去上班后，感谢神，我

已是什么样的工作都愿意去做，我看

们适应的很好。神就是这样充满慈爱

得出神在管教他，让他一点一点地清

和恩典，一步步挽回Tom，衪去年在

醒。

我们家的作为，信实奇妙！

就开始领失业救济金。这几年他总有
一个梦想，去做他喜欢的行业。比

终于在八月份，Tom找到了一份工

如，市场营销及有关的

作，虽不是他想要的工作，而是他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

老本行，但此时我们都心存感恩。

的人得益处。

Technologies

(CRM)，还有他一直在做的房地产和
公司买卖。为了梦想得以实現，从前
几年开始，他己经在学习了。但他同

可是，我们又面临问题了，Tom患有

— 羅馬書 8:28

时受到诱惑，网络上推销的各种课程
及services的人们给了他一个很不真实

神的保守

的前景，使他错误地认为所有的花销
会很快赚回来，他梦想的事业会很快

周文珠

建立起来。
就这样，他在几年里花光了家里所有

我

的丈夫已經80多歲，每天家裡遛狗的事都歸他處理。有一天他牽著小狗
出去遛，正走在一棵大樹下，突然上面斷下一枝手臂粗的大枝，正中他

的积蓄，到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地步。

的後腦勺，枝椏又穿透衣服劃破他的手臂及前胸，流了好多血，場面實在很恐

我和他理论，生气，大吵，毫无用

怖！

处，他还振振有词。后来我明白了，
他的行为是受到世界的引诱，所以也

但是感謝神的保守，他的後腦雖然遭到重擊，竟然毫髮無傷，而且前胸與手臂
多處血流如注的傷口，不到四天全部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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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教我禱告
周文珠

禮

拜天我和丈夫到教會聚會之

們的小狗狗，它也是一條生命，祢是

在考慮要不要召救䕶車時，我想應該

前，我交代從北卡回來看我

生命的主，求祢可憐可憐它。就在我

先禱告，我把手按在丈夫的身上，開

們的兒子要幫狗洗澡，沒想到聚會一

禱告時，小狗在我的眼前開始改變，

始禱告，求神可憐他，停止這個情

結束，兒子在電話裡面告訴我們：快

它開始搖晃它的尾巴，然後歪歪斜斜

況，這麼晚了讓我們不必去醫院，丈

點回家，狗狗洗澡時癲癎發作，現在

的站起來了，然後走出了籠子，然後

夫今晚可以睡覺也不會起來上廁所。

下半身僵硬的。

踉踉蹌蹌的在客廳走路，練習了一段

好奇妙，禱告之後，他再也沒有上廁

時間之後，它的行動就完全恢復正常

所，而且那天一覺睡到天亮，連平常

了！

夜裡總會起來一兩次去廁所的事也沒

我們匆匆回到家裡，看到兒子一直在
幫狗狗搓它不能動的下半身，半天也

有發生。

沒有改善，我心不忍，就叫兒子帶狗
去看獸醫。

一個禮拜六的晚上，我躺在沙發上休
息，怎麼看到丈夫一個小時之內經

又是一個周六，晚上要睡覺時，我先

獸醫給狗狗打了一針，收了300美金，

過我的面前去了廁所10次，我問：你

生告訴我他身體很不舒服，明天恐怕

說：觀察3天吧，若3天還不好轉就不

怎麼啦？他答：不知道為什麼一直需

不能去教會了。我就從床上坐起來，

會好了。

要上廁所，好像身體裡面的水分都排

為他的身體禱告求神醫治他，帶著一

出來了。因為他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

股深厚的平安，我們一覺睡到天亮，

可憐的小狗，三天都睡在籠子裡，我

的情況，我們兩個人都非常害怕，就

第二天早上他告訴我：完全好了，可

每天逗它跟它講話，但它下半身完全

打電話給在北卡的兒子，兒子告訴我

以預備去教會了。

不能動。眼看三天已經過了，難道真

們：我趕回來也要幾個小時，看情況

的要把它帶到獸醫那裡，打那催命的

不對的話直接打911，不要拖，我可以

我不是一個會禱告的人，但是神恩慈

一針嗎？我心裡好難過，趴在狗籠子

在電話和急診室的醫生溝通。

的回答我的禱告，使我滿心歡喜學禱

外面我開始禱告：神哪，求祢醫治我

告！

在基督里成為新造的人
林曦

很

多年前我遇到了学娟姐，当

不记得了吗？我和学娟姐在多年前相

是很糟糕，一直都觉得自己没用也很

时她邀请我去教会，所以我

识，那是在我最无望的时候，她帮助

傻，这次来到主面前让我觉得自己是

才知道她是基督徒，那时候我也有被

我靠近神，神也拉了我一把，这次我

被祂接纳的，不管我犯了多少的错与

吸引想去教会，但因为很多环境因素

不想再错过了。这样我就来了教会，

罪，只要我真心悔改，耶稣都会赦免

的阻拦，我一直都沒有去，后来我们

刚来的时候我有点不习惯，慢慢地感

我。小组里姐妹们也非常关心我，我

就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年以后，我在

觉到教会和姐妹们成了我生活中一部

跟她們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这也

无意中听到她回到以前的地方工作

份，也非常感谢师母和学娟姐为我祷

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的生活。在唱诗歌

了，我就去找她，但是她已经忘记我

告，把我带到神面前，我记得那天在

的时候我都很感动，特别是唱那首：

了，是我主动问她：你还有去教会

师母房间里，他们在为我祷告的时

新的異象新的方向----旧的事都已经过

吗？当时她手边还在做事情，她马上

候，我就一直哭，那时候的我心情非

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非常感

停下手里的工作问我：你怎么知道我

常的低落，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过得

谢神，祂让我成为新造的人。

是基督徒？我說：我还去过你家，你

非常糊涂，就连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

37

感恩見證集

全是恩典
周晖

我

在政府部门的一个研究单位做合同工多年，一直

我当时正在开会，是出来上厕所的，所以匆忙向他道谢后

想转为正式工，可是我所在的部门已经有很多年

就回去开会了。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给Sam发邮件，再次向他

没有招收正式员工了。即使有人退休，空出的名额也被上

道谢。他回信告诉我，当他老板宣布这个空缺时，他就想

级部门挪走。其实政府合同工还算是稳定的工作，但因雇

到了我，可是他记不得我的名字，问其他同事他们也不知

用费很高，这几年政府预算缩减，用人编幅也在减少。我

道，后来他们在单位附员工照片的通讯录里找到了我。在

做的项目是由一家药物公司支持的，薪水也由这家公司支

走道上Sam拿着我的名字、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正准备

付。两年以前得知

联络我，结果刚碰到会议途中去上厕所的我。当他看到我

另有一家公司在开

的时候，觉得一定是神把我放在他心中，感动是从神而来

发同类产品，准备

的。看着Sam的回信，我好激动好兴奋，不是因为这个工作

在2015年6月左右

出缺的消息，而是因为Sam非常真诚的认定是上帝感动他来

上市出售。我的项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我去他们部门讲座是学术交流，除了

目预计到2015年底

老板以外没有人知道我在找工作。我内心也深深体会这是

终止，虽然资金还

出于天父上帝这么细致的爱，这么看顾我，这么在乎我。

可以支持几年，不
会马上没工作，但

我请Sam去问问他老板，是否认为我是合适的候选人。Sam

我还是开始留意别

答应了，还说会为我祷告，也会把老板的意见转达给我。

的机会。我心里真
的很想得到一个正

接下来我们全家回国探亲，一直忙忙碌碌的，直到7月底，

式员工的位置，但

我才忽然又想起这件事。跟Sam通了电话，他老板说可以

是根据这么多年的

考虑我，放下电话我就给对方老板发了份邮件，表达自己

惯例，新到一个部

对那份工作的兴趣。然后我离开办公室出去祷告，献上感

门，基本上不可能马上就能成为正式员工的。

谢，也跟主说对不起，承认自己在工作中的不足。祷告结
束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就收到老板的回信，第一句话就

2014年11月，我去給另外一个部门的项目经理们做个讲

是：真有意思，我正想到你。并约我第二天早晨去跟他面

座，介绍我研究的工作，同时我也跟那个部门的老板谈了

谈。面谈只花了十几分钟，就告诉我他愿意提供给我正式

我想过来工作的意愿。老板认为我的工作经验很适合他

雇员的位置，不过要把我的简历递交给上级主管部门，看

们，只不过当时他们没有空缺。2015年3月，我的老板通知

是否同意录用。哇！真的好棒，我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我有一个合同工的位置空出来，问我是否感兴趣。因当时

回到办公桌，感恩的泪水不停的流，神的爱深深的充满

已经计划4月初回国看父母，再加上手头的工作等等，几方

我。

面的原因，所以就回绝了。时间很快过去了，找工作的事
没有任何进展。

一周后，老板告诉我上级部门同意用我，可是要完成整个
程序还是很复杂，需要层层审批，关卡很多，后面任何环

6月的一天，在工作大楼的走道上碰到一位美国同事Sam，

节都有可能出问题，而且什么时候有结果也不知道，快则

他是我曾去办讲座的那个部门的员工，他正在找我，为了

两三个月，慢的話可能要一年。

要告诉我他们部门有一个正式工离职，不久会开放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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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等候的过程真是神试炼我的过程，每当心里焦虑不安
的时候，我就来到神的面前跟祂说：祢为我量定的疆界，
祢一定会持守，祢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感谢赞美都献給
祢。就这样一直到了圣诞节的前几天，终于收到人事部门
的通知，审批程序基本完成，只等最后的背景调查。2016
新年的第一周，收到了正式录用的批函。
在等待的这段日子里，神教导我按顺服和祝福的原则行
事，使我在同一个单位两个不同的部门里顺利地进行工作
转换。感谢主，全是上帝的恩典。

連左臉也轉過來
毛瑞

「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

怪我，就抱着儿子上楼了。说实话，看着她的背影我很难

）相信许多人第一次接触这句经文都会后退一步，心

受，她或许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但她选择了沉默。我

里不情愿，覚得做不到，至少我就是这么想的。

给她孩子的伤可能远远超过了你即使打在她右脸上所带来
的痛。但看着这位单亲妈妈脸上还是挤出笑容，当时我心

终于搬進了新房，按着惯例，自然要请教会的一些弟兄姐

里就把自己骂了一万遍。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想到

妹们来家里聚会，为这座新宅祝福祷告。记得很清晰，那

一周的劳苦工作就休息这么一天，看着她们晚上十点了还

天是星期二，Cherry带着她的宝贝兒子和一个小女孩还有

没有要结束祷告的样子，我就又一次爆发了。我站在一楼
对二楼嘶吼（话很难听，

王敏姐如约而至。说句心里
话，我很开心她们送来祝
福，卻也愁烦这两个宝贝自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从来了就没安静过，上窜下

而散回家了。

— 馬太福音 5:39
事情过去了几天以后，一

跳，新买的沙发也被泼上了
饮料。

此处略过），大家就不欢

天有人突然敲我们家房门，是Cherry！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过，她笑着对我说：“哥哥，听说你爱吃空心菜，你看，

饭后大家上楼祷告，留下了我和这个小不点在一楼。那天

我给你带了很多，我走了啊。”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又一

我的游戏打得不顺，恰巧Cherry的儿子又出现在我身后（

次的望着她的背影。

不知道他是想找我玩还是怎么的）。乖乖，看到他穿着鞋
子在我刚收拾干净的新房里跳上跳下，又看見我们新买

她做到了，她把左脸也转过来了.....直到今天，每次看到她

的布沙发上都被饮料浸湿了，我再也忍不住了，顺手就推

我心里都很亏欠！ 她很美，儿子也很帅，她荣耀了主，主

了他一把。宝贝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妈妈自然也闻声而

也荣耀了她。如果哪天她的宝贝儿子又把我的沙发弄脏，

来。我心里慌了，急忙用谎言解释自己是不小心。妈妈没

估计我会开心的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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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滿滿
李芬清

我

回國為媽媽料理後事，在亞

其次，我大姨暈車大吐，我為她禱

第四，感謝主的恩典滿滿，因這次回

特蘭大機場等候室禱告時，

告，聖靈也感動我一直唱聖歌高唱哈

國睡眠嚴重不足，我禱告求主讓我

就領受到一句話：“對小事忠心。”

利路亞。我大姨的暈車得到了醫治。

回程能好好睡。從北京到美國休斯

當我到達福州機場，我就問主耶穌我

當天，親人們還不信這是禱告的能

頓，一排座位只有我一個人，我能躺

當如何行？主回答我：“與哀哭的人

力。幾天後大姨去做腸鏡，來回路

著一路睡到美國。從休斯頓飛到亞特

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我就明白

程坐車需要幾個小時，大姨不但沒暈

蘭大，又發生服務員辦錯了時間，我

了。因我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所以我

車，精神反而更好。小姨陪着大姨

的航班本來是7：30分，服務員給了

媽媽的葬禮是按着天主教儀式辦理。

一整天，觀察着她，小姨終於開口

我5：20分起飛的航班。我坐上飛機

當我順服家人去行後，看到神是信實

說：“真的有上帝存在。”哈利路

之後，因有一個人座位號和我一樣，

的，讓我在下面幾件事上蒙恩：

亞！

我才知道自己的登機證被搞錯了，但
剛好這班飛機還剩下一個座位，我就

第一，有天清晨兩點鐘，我被聖靈叫

第三，從福州起飛到北京，剛好遇到

提前兩個小時到家了。一切都在神手

醒，一直用方言為家人禱告，禱告

好大的氣流，飛機波動得好厲害，好

中，祂的恩典夠用，榮耀歸給天父！

到我的靈舒暢為止。然後看到我媽

幾個人都在尖叫，我就開始禱告，不

阿們！

葬禮那天，天氣特別好，雖然我的

一會兒氣流馬上停止。雖然我當時不

姐姐和弟弟的想法有點不同，但後

怕，但我心跳好猛，因飛機波動得太

來他們都彼此退讓，在愛中合一。

厲害了。感謝主保守平安！

快樂歸天家
李芬清

0天裡我的3位親人被主接回天

5

媽的靈魂走錯路，因我媽的心靈眼睛

家。首先是我的二姨，四個小時

還沒有看到永生的盼望，她想在地上

後是我的媽媽，再過50天我大舅也回

活着，所以她臥病在床十多年，到最

了天家。在不信耶穌的人看來，似乎

後幾個月是非常痛苦的。二姨看到

很不幸，但在我們信主的人，卻是祝

她，很心痛，也一直為媽媽禱告。結

福。

果有一天清晨，姐妹倆差不多時間進
入生命臨終的時刻。到下午二姨先回

家裡人對他們的過世懷着感恩的心，

我的大舅，我的二姨和我的媽媽都是

天家，四小時後我媽也被接回天家。

因為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而且我們

長期生病，肉身被疾病折磨得好痛

在二姨回天家的奇妙過程中，大姨一

盼望有一天在天家再團聚，如啟示錄

苦。我二姨她早就相信永生的盼望，

直陪著二姨，看到二姨肉體暖暖又軟

21：4-5 節所說: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

她已經向主耶穌禱告三年了，說她準

軟的，安然地安息在主懷中。三姨從

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備好回天家了，求主給她臨終的恩

美國回去，聽大姨分享二姨回天家的

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

典，讓她的肉體不會受任何痛苦，安

過程，驚嘆道：真的有上帝！三姨就

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

然被主接回天家。二姨非常擔心我媽

信了。50天后大舅也安然在主懷中安

更新了！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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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主是我一生最開心的事
吴曉燕

在

我生命最软弱最黑暗的時候

祷告，我也请师母、学娟、Fenny为我

我认识了主，主的爱成了我

祷告。这次再去复查身体，医生说，肾

每天活着的力量。去年我感觉身体不

很干净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还对医生说

适，去医院检查，原来是肾出现了问

不可能的！感谢主，千真万确，神医

题。面对医生给的结论，我非常的

治了我，听祷告的神，让我身体得康

不安，整天都很担忧不知道怎么办才

复。路11：9：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好，那是我最无助的时候，也不知道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认识主是我一生最开心的事，我要时时

怎样为自己身体状况来祷告。有次在

跟随主。

小组聚会的时候，我被圣灵充满，眼
泪禁不住的流，口里就说出方言，神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赐给我祂懂的言语來向祂倾诉我心中

— 路加福音 11:9

的惶恐。那以后我就常常在家用方言

真心悔改是神喜悅的
李芬清

有

一顆認罪悔改的心，不是羞

本來我心裡也不想責備我老公，因我

把這事情帶到主面前，懇求主幫助我

恥的事，也不是降低自己，

想到自己也有出錯的時候。萬萬沒

除掉定罪的靈。在禱告中我心感受到

謙卑地带着勇敢来認罪，這是父神所

有想到，當老公回來，他抱著一箱從

了釋放，好想擁抱我老公，對他說聲

喜悅的。

flea market買的水果，這下我火了。我

對不起。

老公本來高興地想告訴我，他在回來
一個星期六中午，我老公出去接孩

路上的堵車過程中，學習到非常美的

感謝主，只要我們真心地願意認罪悔

子，本來路程來回只需40分鐘，結果

功課，明白了為什麼以色列人在曠野

改，父神是信實的，祂必洗淨我們一

他花了3小時40分鐘。就在這段時間

裡沒有辦法進入應許之地的原因。可

切不義。結果到星期日，在敬拜中師

裡，店里先後進來六個客人，這對我

我只聽他說完第一句，就打斷他的話

母說，神要作醫治與釋放，我馬上感

來說本不算什麼，問題出在其中有兩

題，含着怒氣向他說: 你最好待在曠野

受到肚子有股力量湧出，接着我開始

個客人的衣服我找不到，因老公掛衣

裡不要出來。老公一看我不對勁，馬

吐，吐後我感覺到裡面好輕鬆，好舒

服時，定位沒有與電腦對上，使我得

上轉身走開了。但我卻開始指責他，

服。感謝主的憐憫，祂非常喜悅我遠

花很多時間去找客人的衣服。再加上

定他的罪，說他辦事不對。老公對

離罪惡，如果我不願意認罪悔改，才

信用卡機器工作速度非常慢，結果最

我的責罵，竟不出聲。就是因他不出

是聖靈最擔憂的事。懇求聖靈幫我，

先進來的客人等得不耐煩了，就拍打

聲，我就被光照，感受到我是罪人中

一次又一次被潔淨與更新！

我的櫃檯，發出好大的聲音，大家都

的罪魁，看到他比我強，看到自己裡

被驚嚇到。感謝主，當時我心非常平

面有很強的定罪的靈，我的胸口就悶

靜，把事情處理好了。

悶的。到晚上在小組的禱告線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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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
符彪

做

父母的还记得我们的孩子最

道是合同工但有资深工程师头衔的位

早会说的几个字吗？2014年6

置而放弃了那个机会。后來有了第一

月20日是个美好的日子。在上帝的慈

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又慢慢骄傲起

爱和师母的祷告下，我太太顺产生下

来，埋怨老板不给自己转正，千方百

我们的小女儿小Pea。抱着她小小的身

计找了个机会离开。我现在想起来，

体，看着她小小的脸庞，从她出生的

如果留下来，可以继续做我的课题研

那一刻，我就在想她长大后会是什么

究，同时也是给自己一个了解工业

模样？要做什么？

界、解决工业界问题的好机会。以后
我总是重复类似的经历在原地不停的

现在有小Pea了，我不能再像以前那

几经喜悦、焦虑，我们看着小Pea在家

打转，也许我像当年犹太人出埃及后

样常年出差。感谢天父，我找到一个

人、保姆、和DayCare老师的精心照顾

在旷野流荡一样，一切都是为了眼前

离家近又喜欢的工作。求天父给我智

下一天天长大。她开始会哭会笑，会

一点点的甜头，所以总是走不出來。

慧，知晓祂在我生命中的美好计划，

用身体动作表达自己的需要。到今天

让我学会顺服。

小Pea18个月，已经会走会叫了。
现在的小Pea还不能说完整的句子，有

要為神作見證

一天晚上，当我们要餵她喝牛奶时，
她突然噘着小嘴说“No.”在她生病

周秋芳

或咳嗽时，不管是果味药浆还是一般
的蜂蜜糖浆，她都会哭闹着拒绝我们
餵她，甚至指着我们的嘴要我们自己
喝。

牧

師在星期天的聚會中，鼓勵大家多寫見證。我在這也鼓勵大家多寫，因
神会使用見證，作奇妙的事，下面是我的故事。

一個晚上，我與先生發生爭執，心裡很難過，躱在一個小房間內。突然接到一
这种情形使我想到在上帝面前，我是

位陌生人的電話，她說正在看我在2010年寫的有關我父親的見證，就想起要打

否也像小Pea一样不顺服呢？我们常说

電話給我。

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有个美好的计划，
我们称上帝为天父。天父要给我们最

这还是缘于弟弟前年到美國，在飛機上與一對夫婦同坐一排，聊天之中，弟弟

适合我们的最美好的一切，可我们是

提到我在亞特蘭大，也是個基督徒，并把我的電話号码留給了那位太太。回美

否也常说“No”？当我们犯错需要管

后，她并沒有與我联络，因為她覺得不認識我，直接打电话給我会显得太冒

教时，我们是否也会哭喊拒绝？

昧，但她一直保留了我的联系方式。

回想自己一路闯荡到今天，太多次像

當天晚上我們僅短短地聊了一會兒，她並不知道我的心情正沮喪。掛完電話

小Pea这样。博士毕业时，导师给我

後，我整个人舒暢很多，原來我寫的見證還有人關注。

一个创业的机会，让我可以同时继续
做课题研究。但我为了一个后来才知

我好感謝神，祂知道我正難過，這麼適時地透過我的見證，藉著這通電話來安
慰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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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
周秋芳

014年12月25日在台灣的弟弟從手

2

父親過世後，留下的金錢財產的分

逸的吃喝快樂吧。神卻對他說：無知

機的Line中，傳來一個的訊息”

配，我一直覺得很不公平，而大哥是

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魂，你所預

周勇死了”。大哥死了？很震驚！周

負責分配財產的人。因為媽媽跟著父

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

勇是我同父異母的哥哥，也是我爸爸

親，照顧父親五十幾年，在法律上媽

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路

那邊唯一的男孩，他的年紀可以做我

媽是爸爸的法定配偶，但是媽媽沒有

加福音十二章13-21節）

的父親。爸爸在世的時候我大概一年

得到她應得的。我一直在想，是不是

見他幾次，除夕及大年初一，父親的

要找律師去告大

生日或是我寒暑假在桃園工廠住的時

哥，不但為此事咨

候，見面時基本上不說幾句話，我只

詢過律師，我也問

會說”大哥好，他就點了個頭而已。

過媽媽要不要去告
大哥。媽媽說只要

父親在2009年去世，三年後大哥開除

活得健康就好，要

了在父親工廠上班的弟弟。記得那

那些錢有什麼用？

是一個星期天早上，接到家裡的電

幾次有提吿的念頭

話，告訴我弟弟被大哥開除了。我聽

時，神都用聖經裡

到後很生氣，也很難過。那天師母講

的話提醒我：

道後的回應是要大家為自己的仇敵禱
告。當時我只記得我哭著為大哥祝福

眾人中有一個人對

禱告。禱告完後，我不知道大哥的生

耶穌說：夫子！請

活有何變化，但我知道因這順服的祷

你吩咐我的兄長和我分開家業。耶穌

真奇妙，幾次有告大哥的念頭時，神

告，上帝給了我全新的想法，來看待

說：你這個人，誰立我作你們斷事的

就讓我看到這段經文，我想是父神

大哥開除弟弟的事情，神讓我看到弟

官，給你們分家業呢？於是對眾人

在告訴我“算了吧！要積財寶在天

弟離開工廠是好的。因為工廠裡的人

說：你們要謹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貪

上。”於是我就作罷。但是實在沒想

是大哥的兒子，女兒及爸爸那邊的小

心，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

到，大哥會這麼快就去世，比媽媽還

富。就用比喻

早離開這個世界。真的如聖經上所說

對他們說：有

的：無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靈

一個財主，田

魂，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神是可

產豐盛。自己

敬畏的！大哥是所謂的第二代基督

心裡思想說：

徒，我不知道他去世前，是否清楚知

在那裏委

我的出產沒有

道救恩，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是否在天

屈了好幾

地方收藏，怎

堂，只能求主憐憫他了。

孩，沒有
一個人將
弟弟當作
親人或朋

凡為自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
的，也是這樣。

友看，他

— 路加福音 12:21

年，離開那裏，弟弟固然損失了一份

麼辦呢？又說：我要這麼辦，要把我

薪水，但在精神上弟弟心靈終於得以

的倉房拆了，另蓋更大的，在那裡好

上帝用這件事教我好多寶貴的功课，

自由解脫，我的心也從糾結裡釋放出

收藏我一切的糧食和財物。然後要對

不需要為自己力爭權益，神都知道；

來了。

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

不要為自己拼命積財，因為明天怎樣

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

我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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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泪祷告
黄友琴

在

2015年里，我曾有过三次难忘的流泪祷告，在这
三次的流泪祷告中，我经历到神是信实的神、是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
迫你们的祷告。
— 馬太福音 5:44

听祷告的神、是满有憐悯的神、是充满慈爱的神。

我的一位同事因为生病在家休息，所以上司就让我去帮助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

做他的工作，等他回来上班时，他非常的生气，原因是我

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

没有完全按他的方法去做。虽然结果是一样，但他就是不

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

满意我的做法。他不但一直发脾气，而且说的话也不中

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

听。我尽量用平和的语气去和他解释，他好像根本就听不

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
的恶魔争战。

进去。最后，他怒气冲冲地当着我的面把一堆测试的样品
狠狠地摔在地上。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最后
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为

— 以弗所書 6:10-12

了不影响别人工作，我
就收拾一下回家了。我

有一次，老公和我吵架吵得特别厉害，之后他就跑到另一

一边开车一边流泪，心

个房间睡沙发去了，当时我也很生气，而且越想越气，气

里好委屈，想着：他干

到无法睡觉。生气的同时心也凉凉的，对这个婚姻看不到

嘛要这样对我？我可是

盼望，看不到未来。我跪在卧室的窗前，对着窗外流泪痛

好心帮忙做他的工作呀，

哭，在神的面前祷告，与其说是祷告不如说是在埋怨。我

他不但不感谢还冲我大

怨神：难道这就是祢为我选的丈夫吗？当初为什么让我嫁

发脾气。回到家后我就

给这个人？他已经不再相信祢了，我怎么可能和他一起事

趴到沙发上放声大哭，并

奉祢呢？神啊，祢今天不回答我，我就一直跪着不起来，

祷告说：神啊，求祢替我

明天也不去上班了，反正拿的工资老公也不让我做十一奉

伸冤，他真的不该这样对

献。就这样在神面前不停的痛哭流泪，不停的傾诉埋怨。

待我。就这样流泪祷告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他是生病了，

大概过了20分钟左右，忽然，有一个意念进到我脑海：起

听说好像挺严重的。一想到这儿我就开始祷告说：神啊，

来！你要刚强！因为这是属灵战争，不是属肉体的战争！

求祢原谅他吧，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求祢医治他的

当这个意念一进入我脑海，我就停止了哭泣，心中所有的

病，使他可以快快的恢复。也求祢来安慰我的心！祷告之

伤心、难过、埋怨，都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好像换了

后，突然我对同事一点怨气都没了，反而多了怜悯，真是

一个人似的。于是走进那个房间拉住老公的手对他说：咱

感谢主！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为他的情绪，为他的身体

们不吵了，睡觉去吧。

祷告。有一天，他过来对我说：对不起！当时我给了他一
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告诉他：沒关系！

感谢神！祂把那个意念放进我的脑子里，使我明白我在打
一场属灵的仗。神是信实的、是听祷告的，虽然祂当时没

当我们敞开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总会做奇妙的事。我怎么

有回答我的问题，但神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在短时间内，把

也没想到就在我哭得一塌糊涂求神为我伸冤时，神竟然要

我从低谷带出来。

我来为我的”敌人”祷告，神真的是满有憐悯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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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的天父
馮秀月

我

到教會多年了，很少聽到神的聲音。2015年的一
個主日，在回應牧師的講道信息時，師母帶領大

家唱《愛我的天父》這首詩歌。我一邊唱着，一邊眼淚止
不住地湧岀來。師母在台
前呼召說，有需要的可以
到台前來，讓牧師為你禱
告。我耳邊聽到一個聲音
說：“你出去啊，把牧師
當作阿爸天父。”但我的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腳步卻不敢邁出去，接着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又聽到兩次這樣的催促，
— 羅馬書 5:8

我終於鼓起勇氣走到台
前，對牧師說：你可以當
我的阿爸天父嗎？牧師就

看到好友和她的丈夫，常常因为一些误会而吵架，我心中

用他的雙臂溫柔地擁抱著

不免替他们难过和担心，不知该如何来做他们中间的和事

我，我感覺到好像在阿爸天父的懷抱里，祂正擁抱著迷路

佬。他们两位都还没有信耶稣，我不能直接指出他们错的

傷心的女兒。心裡面所有的委屈和被傷害的情緒都隨着眼

地方，我怕弄巧成拙。只能不住的为他们祷告,

求神在他

淚流了出去。隨着《愛我的天父》這首歌的旋律，歌詞更

们中间做一个和睦的工作。好友的丈夫对我说：你是基督

是一句句地觸摸着我的心：在許多危難時刻，在流淚的過

徒，让我问你一些问题，相信你会如实回答，不会撒谎。

程，祢永不離開或丟棄我，我深知祢顧念著我，我知祢顧

他问的问题，使我很为难，若如实回答，会让好友难过，

念著我。吸引我貼近祢心，擁抱在祢懷裡。我愛祢，我的

我既不能照实回答，也不能撒谎，我正陷入两难之中。我

天父，祢是我的一切。

难过的哭了，心里不住呼求神：神啊！求祢赐我智慧的言
语，引导我说当说的、使人和睦的话。于是我哭着对他

以前我以為只有靈命很成熟的弟兄姊妹們才能聽到神的聲

说：你们不要再吵架了，看到你们这样吵架我心里很难

音，沒想到愛我的天父會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時候親口對我

过，我希望你们彼此相爱，彼此宽容。你们俩异国婚姻走

說話。

到如今都不容易，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我的眼泪一直
流，那一刻我体会到他们双方的挣扎和痛苦，也体会到天

今年師母的一系列關於聆聽神聲音的講道，對我也很有啟

父对他们的爱。虽然他们还不认识神，但神却爱他们。也

發。讓我更深地明白了約翰福音10章27節的真理：我的羊

许是因为我的眼泪，浇灭了他们之间的战火，他们终于都

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着我。回想我這個

冷静下来不再吵了。又一次的流泪祷告蒙神垂听，感谢神

經歷，真理的教導幫助了我，讓我體會到了天父願意讓每

在那一刻引导我讲了合宜的话。

一位渴慕祂的兒女都聽到祂的聲音。因為天父永遠愛着祂
的兒女，祂願意親自安慰、醫治、和牧養我們。

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流泪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我发现流泪
祷告是有能力的，是属灵争战的武器，能得到神的垂听。

我在這裡要再說：我愛祢，我的阿爸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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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的記號－懷念

Melody 寶貝
李一菲

時

間過的真快，轉眼之間妳已

向神求一個蒙恩的記號，就是神的同

姊姊和阿媽三人在天上，坐在草地

經離開我們快一年了。這一

在。媽咪那時很感動，在離開醫院回

上，阿媽還在唸書給妳們倆人聽，好

年，爸爸媽媽開始新的生活，以前日

家之前，握著妳的手，借摩西的禱告

美，好有盼望！

常生活中圍繞著我們的媬姆、護士、

求神給妳一個蒙恩的記號。沒想到隔

醫生、藥房、學校一下子都不在了，

天早上六時二十分，神就把妳接回天

幾乎認識妳和小姊姊的人都會說妳們

我們過去所關注的焦點和話題，也因

家了，原來神讓媽咪知道，這就是妳

好幸福，是的，妳們倆姊妹真的很幸

妳的離去而漸漸消失，非常地不習

蒙恩的記號---神永遠與妳同在。

福，因妳們的一生被許多人愛著，每

慣，我們需要改變，調整和去適應......

一個接觸過妳們的人，都很疼愛妳
們。但也有人說妳們很不幸，

回想妳短短的一生（再15天妳

什麼fun都沒有，不能說話，

就15歳），從不到兩歲開始發

不能行走，常年累月在生病，

病，直到十歳，一年進一次醫

很是辛苦，但是從永恆的眼光

院，每六個月一次，去年開始

來看，妳們已得到那上好的福

每三個月就進一次醫院，很是

份，就是在天上被耶穌擁抱

辛苦，但妳的求生力很強，一

著，神永遠與妳們同在，在永

次次都渡過。小姊姊Gloria過世

恆裏自由又快樂。

的時候，妳也在生病，爸爸媽
媽一直告訴妳：我們愛妳，希

沒有妳們之後，媽咪好似斷了

望妳能留下多陪伴我們。妳真

線的風箏一般，沒有目的和方

的多陪了我們兩年，直到2015年3月26

妳走之後的主日，爸爸媽媽到教堂，

向的飛，常常把自己埋在繁忙的工作

日清早，妳累了，回天家了。

在敬拜中，媽咪向神禱告希望知道妳

裏，雖然外表看起來媽咪好似走出了

和小姊姊已在一起，且有小姊姊的照

陰霾，但當人們一問媽咪好不好時，

這些年來，有妳們的日子裏，雖有喜

顧。沒有多久神給媽咪一個意念，在

或夜深人靜想到妳們時，眼淚就不停

樂（媽咪常對人說妳和姊姊是上帝賜

這意念裏看到妳、小姊姊和耶穌一起

的流。有好一段時間，媽咪還深陷在

給我們的小天使），但是也有許多的

走在很美的田野間，意念中的妳是蹦

哀傷裏，無法喜樂，直到在教會年

眼淚和擔憂，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

蹦跳跳的走著，且對周遭的環境非常

度的退修會上，講員李月華牧師教導

但從其中爸爸媽媽經歷到神無比的

好奇，東張西望的，倒是小姊姊很穩

我們如何聆聽神的聲音，在那裏神給

愛，和祂夠用的恩典。每當爸爸媽媽

當的在田間行走，媽咪想小姊姊在天

媽咪一個意念，神說要讓媽咪的生命

因覺得無路可走而心力憔悴的時候，

上已住了兩年，所以對周遭的環境不

再度飛翔，當時媽咪流著淚，以感恩

神就為我們開一扇門，好似把我們一

覺得陌生。看到妳和小姊姊又在一

的心領受。雖然擁有妳們的人生旅程

家人捧在祂的手心，帶領我們渡過人

起，好得安慰，當媽咪告訴爸爸這個

告了一個段落，但知道神會open

生的風暴，祂應許永遠與我們同在。

意念，爸爸的心也得到無比的安慰，

chapter，媽咪很期待且等候神的帶

在妳走的前一天，妳的狀況出奇的

盼望我們全家以後能天家再聚。

領。媽咪禱告爸爸媽媽能一直走在這

好，雖然帶着呼吸面罩，但妳睜大眼

恩典的路上，直到我們天上再相聚。

睛聽媽咪唱詩歌和讀聖經給妳聴，當

在送妳最後一段的路上，神給惠慈表

媽咪讀到出埃及記33：16，說到摩西

姊一個異象，在異象裏她看到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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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I love you Melody and Gloria。

專心仰賴耶和華
魏大為

015年2月，我帶著神给的平安和

2

也沒看過，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來受

來越熱，環境也是一樣的不衛生，旅

恩典到了印度，開始了離家近三

訓學習的。本來以為主導這個項目的

館還是一樣有老鼠，水還是一樣不能

個月的工作和生活。

主任工程師馬上會到，沒想到他的簽

喝，我還是一一適應了，小腿的燙傷

證延遲了一個多月都沒有辦下來，結

也好了。感謝神讓我知道祂是萬王之

等到達目的地，把一切都安排好以

果變成我要充當主任工程師來獨當一

王，是可以信任倚靠的主，遇到困難

後，我馬上就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

面，偏偏這個時候機器也開始出現問

的時候應該第一個來找耶穌，祂有足

每天工作完回到旅館不是繼續加班就

題，每天都有不一樣的問題，解決了

夠的智慧和恩典解決難題。

是上網，周末也在工作，沒有花時間

一個又來一個，而客戶又在這個時候

來安靜禱告、與神親近。生活在印度

要求把進度提前，我開始意識到有點

這個異教環境甚濃的地方其實是很危

不對勁了。生活上我也遭遇到許多的

險的，但是我一點警覺心也沒有。每

麻煩，先是水土不服拉肚子，然後吃

天早上五點，旅館隔壁的回教清真寺

泡麵不小心湯灑到小腿，居然會被燙

就開始大聲的廣播晨禮（早上的禱

到脫皮，還有夜間開始作噩夢，最後

告），晚上睡覺前九點多也有廣播宵

甚至看到房間裡有黑影飄出窗外。

禮（晚上的禱告），早上開車去礦裡
工作，一路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廟

終於我開始儆醒，每天禱告敬拜神，

宇，就連車上、餐廳、店裡、辦公室

工作休息時播放一些敬拜讚美的音

裡全都有偶像的存在。我反正不拜偶

樂。接下來所有的問題就開始一個一

像，所以也沒有太在意，不過倒楣的

個地解決，機器的故障修好了，主仼

事情就開始發生了。

工程師也在3月底拿到簽證來到印度，
我們甚至完成了客戶要求提前的時間

其實，對於這次的工作項目我沒有一

進度。生活上我也越來越平安，感覺

點經驗，需要安裝的控制系統我一次

有神的同在就是不一樣，即使天氣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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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中求突破
林学娟

一

直以來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都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141公路开往中国

会紧张胆怯，除非不得已，

城办事，又一次恐慌起来，甚至开车

通常我不上高速公路。有一天我和教

去教会都会紧张，事情怎么会越来越

会的爱琴姐妹外出办事，上了高速公

严重？这些都不是高速公路啊！我深

路开到一半就开始紧张，心想这应该

深感受到那种无力和软弱。

是可以克服的，要坚持下去。没想到
再过一会儿就没办法开了，当时我心

我开始非常认真的为这件事祷告，求

跳加快，感觉路是弯的，一下子整个

神给我恩典和亮光。曾经觉得自己在

人就恐慌起来，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

服事上都做的不是很好，惟一就是接

己。非常感谢主，还好有爱琴在，她

送人去教会做得还可以，可现在连最

赶紧提醒我把车停在路边，从那以后

简单的服事都做不好了。借着这件事

我再也不开高速公路了。

情，神让我学到很多的功课，我在服
事人的态度上有很大的转变，使我不

后来有一次教会举行浸礼，我先开车

会再自以为是，也不会再去评论谁，

觉得自已很好笑，怎么一点平安都没

去接人，本來去受洗的地方并不需要

真的，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什么都不

有，他们都是很会祷告的人啊！后来

上高速公路，但沒想到，把大人小孩

是。

我想起神给我的梦，我就叫一个觉得
自已不会祷告的姐妹为我祷告，她信

都接到，开到半路，接到电话通知要
换地点，那个地方比较远，必须经过

不久，神又给我一个梦，我梦见自己

主不久，平时在小组里都不开口祷告

高速公路。我一想到有小孩坐在我车

站在很高的山坡，我的眼睛往山坡底

的，当她为我祷告的时候，就有一股

上更不敢开了，后来我就和小朋友商

下看，越看越慌，在我的右边好像主

平安进到我里面。

量今天我们就不要去了，小朋友不答

的声音叫我往祂的方向去，因为我的

应，还再三求我：阿姨我们想去。我

眼睛一直看着山坡底下，所以不敢过

说也奇妙，从这以后，我开车不再紧

真的非常愧疚，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

去，怕自己会掉下去，就在这个时候

张了，虽然高速公路不常开，但有一

们。

我儿子从主那里过来，扶着我走到主

次参加退修会，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差

那里去，在梦里的儿子大概7、8岁左

不多2个小时也不慌，感谢主，我已完

我开始为自己开车的状况祷告。神在

右。后来我就为这个梦祷告，也为自

全被释放了。

梦里向我启示，我和仆人团队弟兄姐

己在梦中的状况祷告。
从这件事，我也看到不要小看自己的

妹一起走路，忽然间从地的深处伸出
铁爪子，紧紧抓住我的右腿我就走不

有次小组聚会的时候，我提出来请大

祷告，也不要小看自己信主的时间

了，在梦里我叫他们过来帮我把铁爪

家为我开车能有突破祷告，特别有一

短，只要凭单纯的信心来祷告，就可

子拉开，要不然我就没办法再往前

个姐妹宣吿说：主啊，祢使学娟明天

以断开仇敌的锁链，所以我们都要彼

走。之后我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代

就可以开高速公路！她祷告越有力，

此来代祷。

祷，以为没事了。

我的心越无力，当时我的情绪好似在
高速公路上，无端的紧张起來，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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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禍得福
林学娟

前

和她一起祷告，大概6点左右下班。

毁，人除了受到惊吓并无大碍。

的机器，就有时间和其中一位老板分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交通信号

回想我欢喜帶老板信主，虽然仇敌想

享福音，感觉到她对信仰有兴趣，

灯，我的车是绿灯直行，忽然发现左

要杀害我，神却伸手保护我。耶和

但就是有些阻挠无法与她进入到更

前方有部车子朝我直冲过来，那种速

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祂要

深的讨论。在教会跨年祷告会上，

度让我无法躲避，只听“轰”的一声

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

弟兄姐妹们都在为自己和教会能在

两车相撞了。当时我还清醒，打了电

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诗121

年底我到中国城上班，开始
几天只是在幇忙安装美容院

新的一年里，在生命与服事

：7-8）我的生命都是属于

有新的突破而呼求，那晩我

主，我立志要活得更丰盛！

也被圣灵激励，渴慕在职场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祂要保

借着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筑壇献祭，贏得灵魂，我們

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

让我更明白要为谁而活，过

带着满满的热情迎接新的一

从今时直到永远。

去有些事情放不开的，我也

年。2015年1月1日第一天正
式上班，对我来讲真的是新

— 詩篇 121:7–8

放手了；曾经有些东西令我
害怕，如今也不怕了；現

的开始，过去10年的时间里

在每当有些事情让我不舒

都是自己为自己打工，今天

服，我都告诉自已：自己是

开始为别人打工，我求主给我恩典与

话給牧师，请牧师师母赶快到车祸现

死的，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利路

力量，好在这个新的职场上为主作美

场，撂下电话人就昏过去了。后来还

亚！

好的见证，有好些姐妹在为我祷告，

是警察把我叫醒，感谢主，车子全

希望在这个美容院有更多
人能接触到褔音。非常感
谢主，新年第一天上班大
家都相处得非常和睦，我
也很自由的在那里与他们
分享见证，其中一个老板
还祷告决志信主，这一切
都出于神对人的怜悯。
第二天我仍带着愉快的心
情去上班，心想我以后每
天都要在这里带着这位刚
信主的姐妹祷告，希望能
在这地方建立祷告的祭
坛。那天工作结束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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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主日學服事心得
陳嘉偉

我

從2013年開始帶國中生，到今

沒有在美國讀過國、高中，對於他們

天有兩年半了。想當初會接

的生活和話題，多少有一些不了解。

下這個工作，一方面是教會一直找不
到適合教國中生的人選，另一方面，

跟上帝禱告後，我得到的回應是：你

是我一直對青少年很有負擔，想要嘗

若照顧我的家，我就照顧你的家。事

試一下。

後看來，其實上帝照顧我家的方式跟
我想像的是蠻不一樣的。
還記得一開始，
我進去教課的時
候，他們鬧得很
厲害，我完全控

你的小組長，我作我的小組員，我以

制不了，心裡就

後想要做別的事情。結果我在四年之

在想，你們知不

後，大學二年級開始出來服事，我覺

知道我是誰啊？

得青年事工，是一個高投資，短時間

有這麼優秀的老

看不見報酬，但時間一長卻可能有高

師自願來教你

報酬的服事。我整整被輔導哥哥投資

們，還不乖乖聽

了四年，當時沒能回報給教會任何東

話。但是我馬上

西，但是當我長大以後，我對於教會

就想到，跟耶

的回報便遠遠大於當初被投資的成本

當我還是國高中的年紀時，我其實還

穌比，我算什麼？耶穌是神的兒子，

了。面對現在的這些國中生高中生，

蠻叛逆的。當時，在台北靈糧堂，有

為了世人，願意降生到這個世界上，

我也是這樣鼓勵自己，雖然很多時候

一個比我大四歲的輔導，花了很多時

世人也是不願意接受祂，最後甚至還

我不見得可以把主日學的工作做得很

間在我身上，陪伴我在那段時間能順

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樣想，就

好，我也不見得真的能夠服事到每個

利長大。也是在那段時間，我開始認

覺得，他們鬧一鬧吵一吵也是蠻正常

學生，這段兩年半服事的時間暫時也

識神，開始加入教會的小組生活。在

的。

看不到什麼果效，但我相信，未來，
在我教的這20來個學生裡面，一定有

這個基礎上，我其實很想把自己當年
所領受的，傳遞給下面的弟弟妹妹。

其實我對於這些弟弟妹妹們的容忍度

人可以長大成熟，結出30倍60倍100倍

非常高，一方面也是因為，當年我在

的果子。

但是，在美國教主日學，挑戰其實相

他們這個年紀的時候，也是個常常讓

當多。首先，是年齡的差距。課堂的

老師哭泣的學生。還記得當我高二的

因為拿到學位之後即將回台灣，所以

同學們都只有我一半的年紀；再就是

時候，有一次小組長問我將來願不願

2016年2月21日，是我最後一次教國中

語言的差距，我必須要用不那麼擅長

意也當小組長出來帶人，我毫不遲

生，課程結束後，看著這些小朋友，

的英語來教主日學；最後，其實也是

疑的回覆：no！然後還講了一篇大道

真心希望後繼有人，投入服事國高中

最大的，是文化上的差距。畢竟，我

理：每個人在神國的定位不同，你當

生的行列。

感恩見證集

50

走出曠野
李春宇

015年，是我家的“多事之秋“，

2

恩典。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和先生在

的来到教会。那一天的诗歌敬拜和讲

喜忧参半。感谢神，衪的恩典永

结婚后，开始了近6年的两地分居。

道，神都让我领受到一个信息：即使

远够我们用。这一年，我也更加懂得

那时的先生，认为为家庭打下坚实的

环境看似恶劣，但因着神我们就大有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经济基础最重要，一辈子相守的时间

盼望！在诗歌的部分，神让我感到自

处」这句话的含义。

多着呢。而我却渴望能与自己的丈夫

己就在祂的内室，眼睛开始湿润，背

朝夕相处，彼此扶持，但因着爱，我

上好像被火烤着，暖暖的非常舒服。

神的恩典夠我用

选择了尊重，选择了等待。随着时间

接着，脑海里出现一幅幅画面。第一

2014年的夏天，老二Joshua开始在

一年一年过去，我渐渐感到分居的无

幅，先是看到天空乌云密布，云层很

母腹中悄然孕育。那时，我已经37

奈，我的心如同走进了大大的旷野，

低几乎触手可及。第二幅，看到脚下

岁，而老大Jonathan才一岁半。我

找不到出路，心里充滿了抱怨，体面

绿油油的草地，从来没有看过那么肥

的父母都已是古稀之年，原本是反

的工作，优越的生活条件，可爱的孩

美的草地。第三幅，抬起头来，看见

对我生老二的，因为害怕高龄产妇

子，看似美满的婚姻，在我看來却已

耶稣身着白袍，站在不远处，衣角飞

的危险，害怕他们自己力不从心

经是千疮百孔。当我的心变得异常冷

扬，很飘逸很圣洁。最后，突然看到

帮不上忙。偏偏Jonathan是个非常

漠的时候，丈夫失业了，我们终于有

脚下的草地原来那么广袤，远处的山

social的孩子，喜欢人多热闹。看到

时间可以朝夕相处了。一天我陪Jon-

峰层层叠叠，此起彼伏，有一条溪水

他那被夕阳拉长了的小小的孤单的身

athan看动画片，两个人笑得前仰后

流向远山，而耶稣就站在那水旁。顿

影，心里在想该给他添个手足做伴

合，笑过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心里的

时觉得天高地阔，感觉自己的心胸被

了。感謝主，心里刚有这个想法，神

那份伤已经被医治了。因为，在过去

大大的阔开来。这时，我的泪水已尽

就赐下了Joshua。心愿虽成就，但担

很多年，我已失去了这种发自内心开

情的流淌下来。更奇妙的是，诗歌过

心也随之來临，我有一份全职工作要

怀大笑的能力。现在，那个总能带给

后，应清弟兄开始分享那天的信息：

做，到时还需照顾两个孩子，让我如

别人快乐的我又回来了。随着第二个

应许之地。神啊，刚刚是祢向我展现

何应付得了？一天早晨，在开车上班

小孩即將出生，其实我们比以往更需

了那片应许之地吗？祢是在告诉我，

的路上，心里正为这事愁烦，一个非

要这份工作，但神深知我们更大的需

无论高山低谷只要紧紧的追随祢，祢

常温柔的声音说道：我的恩典够你

要，就是需要时间去修复这个濒临破

总会带我们进入那片应许之地吗？

用。顿时，泪湿眼眶。是啊，主，祢

碎的家，彼此原谅，彼此接纳，在神

不会让我们去承受超乎我们所能承受

的爱里重新出发。神要我们的家，建

在过去几年里，神让我明白，祂想要

的。有袮在我还怕什么？！2015年3月

立在磐石之上！神的意念，永远高过

我们得着生命。生活中的锤炼，人生

24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健康伶

我们的意念。感谢赞美主！

中的旷野，是为了炼净老我，让我们
回转归向神。只有这样，才能结出圣

俐的 Joshua 出生了，小名“盼盼”。

神的應許永不落空

灵的果子，活出神在我们身上最美好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在先生失业的这一年多里，我的婚姻

的命定！

2014年的深秋，我先生因为公司的人

开始走上“正轨”。我们一家四口不

事调整，暂时失业了。那时，我已怀

断的来教会寻求神，甘心顺服让神在

谢谢神一直牵着我的手，带着我成

孕5个月。看似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件

我们的家里作主，我和先生在灵里都

长！满心期待，2016年更紧密的与神

事，却带出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神的

更加成熟。2016年1月24日，我们早早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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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尋常的 2015
張瑩

015年对于我和毛瑞来说真是不寻常的一年，回顾一

2

帮助下，看到大家的爱和包容，他的心越来越向神敞开。

下，这一年经历了很多，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

他分享说，在他失业又没有储蓄时，他很沮丧，失去了自

的人得益处」。从世界的角度看，我们今年有些倒霉，有

信，以前他是一个靠着自己努力获得收获的人，不愿意寻

些不顺利，可是从属天的角度看，我们是大大的丰收！

求帮助，那段时间他经验了无能为力。就在我们生活拮
据，祷告呼求主时，不知是哪位弟兄姐妹奉献了1000美金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

给我们，这件事深深的震撼他，也让我们有信心继续等候

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

主为我们开路，引导我们到祂想要我们去的地方。先生开

望。（耶29：11）我们没有能力，也救不了自己，当

始学习卸下自己背负的重担，求主为他开路。随着去教会

各样的困难临到时，也感觉过无助、软弱、沮丧、

的次数增加，因着弟兄姐妹对他的爱和接纳，打破了他心

懊恼，可是这些感受不能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中的防备、不安，进而对主也越来越有热情。

唯有紧紧抓住神，祈求祂的怜悯和恩典，祂就将表
面看来不好的事，化为造就生命的祝福赐给我们！

一个主日，突然有一对夫妻说要把他们的按摩店卖给我
们，我们手边沒有任何资金，不知如何才好，就和那对夫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妻一起祷告，将这件事交给主。神一步步带領，没多久婆
婆帮我们借到了钱，就这样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小店。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 耶利米書 29:11

今

年我家多了2位室友，因为我和先生想将我们的家
献给主，希望在力能及之处服事，所以我们为小敏

和林枚提供免费的住宿，先生也成了我们三人的厨师。原
本带着服事的心要帮助她们，结果反而我们被她们大大祝

2

福！

工作，认为我们有手艺（我们是有执照的按摩技师），不

小敏英文好，又聪明，我们刚开店时，她为我们想了很

难找工作。岂知陆陆续续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找到合适

多好点子来帮助我们，又常常为我们翻译信件，家中2

的，眼看生活费也没有了，等要靠信用卡度日时，他才有

次爆水管，都靠她一直打电话、发邮件，联系修理和保

些着急。如果我真想找工，是可以找到的，可是先生不太

险理赔的工作，最后甚至因维修期间家里不能煮饭的餐

容易找，虽然有经济压力，可是感谢主，神已将平安放在

费都全由保险公司理赔了。而林枚是按摩技师，她和我

我心里，并赐我意念----祂要在毛瑞的生命中做更新的工

们一起工作，帮助我们改变经营项目，因为她的耐心服

作！我选择顺服圣灵的引导，继续等候。

务和专业的技术，为我们的生意带来很大的祝福，常常有

014年底，因为先生和老板发生矛盾，所以辞掉了工
作。有一段时间我们失业在家，起初先生还不着急找

客人一家人都等着她来按摩，周日她和我们一起去教会，
以前先生总是借口工作忙，没时间去教会，而且最吸引他
的是教会聚餐，可以有很多好吃的，对于神，他并没有热
情，既不真相信神的存在，又无法完全否定，就是吊在
不清不楚中。失业的这段时间，先生在弟兄姐妹的鼓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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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2

015年下半年，一次和母亲的通话中，
她将隐瞒很久的事告诉了我：她破产

了，家里的房产，储蓄都没有了，而且
还欠了100多万人民币的外债。她一直恐
惧害怕，不想把压力给我，所以一直在
用错误的方法解决问题，填补漏洞，可
是问题越来越严重，洞也越来越大，她
十分恐惧。直到有一天，她去了教会，
听完主日信息（她刚刚信主），放声大
哭，觉得必须把事情都告诉我。电话中，
她已经泣不成声，既亏欠自责，又害怕
担心。感谢主，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
里却有着极大的平安，甚至嘴角还挂着
笑容，不是我有问题，也不是我心理素质好，是主的恩
典托住我，我曾见识过主在毛瑞身上的奇妙工作，让我

传來的消息，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着主的恩典。在这过程

坚信，这是神要在母亲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季节的开始，

中，主加给我和毛瑞信心，所以我们没有埋怨母亲，而是

事情也真是这样发展的。虽然我们还是有压力，会哭

靠着主的爱来爱她，这些都在柔软母亲的心，让她真实

泣、惧怕，但神是信实的，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

的经历主的恩典，她也在这深渊中，被更新，被重生！

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祂必不容
许你们受试探过於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

就在这样的情況下，我和毛瑞靠着主的恩典回中国举办了

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在

婚礼。有人说，我可能是在最不适合的时候成为新娘，我

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和代祷中，在先生的安慰和鼓励

也曾自怜过，可是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主是可信的！

下，让我经历了沙漠中开江河的情況，上帝为母亲开

好朋友为我们买了机票，教会的弟兄姐妹送给我们慈惠

路，本来恐惧战兢的她有了平安，也有了勇气面对债

金，我家中拜偶像的婆婆，为我们东奔西跑找教会！在短

主。沒想到有的债主说不要钱了，有的还安慰她，让她

短12天里，我们拍婚纱照，选礼服，举办2次宴会，就在婚

保重身体；也有些人主动提出可以分期还钱。这些越洋

礼当天我的牙痛还被医治。家里的亲人朋友看到我和毛瑞
对母亲的爱和态度与他们不一样，他们很好奇，我们就有
机会和他们分享福音，告诉他们我们的平安从何而来，相

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

信撒出去很多福音种子，正等待主浇灌。

神是信实的，祂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於
你们抵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
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
得住。

现在我们仍有困难，可是我们依旧仰望主的恩典，祂借着
环境塑造我们，只为让我们更像祂，将来成为可用的器
皿。我知道也有弟兄姐妹在经历困难，愿我们彼此勉励，

— 哥林多前書 10:13

一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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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上最貼心的同行者
徐婧瑤

我的身份 Who I am

他很淡然地回答我：I don’t want, but I will.（我不想，但我

儿

儿子的回答如同圣灵那把双刃剑，我知道我一生都要操练

子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自言自语在那里踱步，
我突然意识到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儿子谈心了，马

会原谅。）
这句话。

上放下厨房的事，走到他跟前，儿子很有一些惆怅地说，
最近感觉他的班主任时常情绪不好，对所有的同学都很严

十字架 The Cross

厉，不管自己多小心，都好像会被地雷炸到的感觉。我试

朋友几年前在圣 诞节时，送我三个非常精致的十字架，我

问他是否考虑要我去学校要求换一个班级，因为从新学年

每年都会挂在圣 诞树上。一次我因为一个冲突，连续三天

开学以来，他班级已经有同学转班了。他很明确说不要，

不能从伤害里面出来，不管我如何流泪祷告，就是没办法

我赶紧转回到灵里面祷告神，突然一句话出口：儿子，你

做到圣经上的話：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

还记不记得你是谁？

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

他回答：我是磊磊。

然后来献礼物（太5：23、24）。自己知道不赦免就没办法

当我再次重复我的问话到第三遍时， 他突然反应过来说：

进入神同在。一面深深渴慕顺服神，一面为自己滴血的伤

我是神所宝爱的儿子！

口痛苦着，那天晚上当我正要上楼的时候，小儿子突然叫

我很自然地继续引导他：那你该做什么？

住我，手里握着圣 诞树上的十字架并戴到我的脖子上，那

他豁然开朗地说：祷告，为我的老师祷告。
从那以后一直到学期结束，我儿子很忠实地为他的老师祷
告，回来后常会提到在学校和这个老师互动良好。儿子在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

不容易的环境临到时，还可以这样清楚认识到被神所造奇

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

妙可畏，每每回想都让我感动！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

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救之后就快快认识到自己真儿子的身份，在这世上的日子

— 馬太福音 5:23-24

就会多经历得胜！

赦免 Forgiven

一刻如同耶稣从天而降，面对面问我：你的痛苦比我在十

数不清多少次神借着儿子，來向我示范如何赦免别人的冒

字架上的还大吗？神医治的大能一瞬间临到我，我抱着儿

犯和伤害。记得第一次和他讲神教导我们要赦免人时，他

子向神哭泣降服，重新回到神同在的自由里，无比珍贵！

才六岁，听完我读的故事，他马上说那个冒犯他的人需要
被原谅，他立刻付诸行动。我非常惊讶这样年纪的小孩，

感谢神让我每天的日子这样丰富！正如两年前一个很熟识

对神的话语直接接受并立即顺服，而把别人的内心需要放

的姐妹离世后，我在母亲节那天抱着两个儿子嘱咐他们，

在他自己的感受之上！而前一段时间，他受到一个非常挑

如果妈妈哪一天不在了，有一句话你们永远要彼此提醒：

战的伤害，我祷告了几个小时之后还是觉得超过了他的承

我们的神是你们一生最重要的！再大的困难祂都会与你同

受能力，在他睡觉前我和他沟通：妈妈很能体会你现在的

行！确认你们的手被神所牵引，妈妈也就没有放不下的

感觉，你觉得这一次还能原谅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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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說話的神
徐婧瑤

你

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

情绪开始融化下来，直到我听到圣灵开始问我：“可不可

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

以考虑给神十分钟，就十分钟。”我心里的委屈开始涌出

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太7：7-8）

来：“主啊！如果可能我才不想离开这里！好的，顺服神
去祷告室十分钟。”就在我被神完全降服并安静下来时，

多么美好的应许！神清楚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What）和

那个老师也结束了她的查对。我快速赶去祷告室，当时敬

要做的人（Who），神的应许就是凡听祂旨意去做的，就

拜的音乐很大声，我直接走到最后一排椅子后面跪下来，

一定能够得着神的回应，遇见神并得以享受祂的同在。每

一个人旁若无人尽情哭在神面前，肩上的担子被神一点一

次听到有弟兄姐妹说听不到神的声音或其他信仰的同事谈

点挪走，十分钟的时间让我重新得力！礁石虽然还在那

论他们的神，我心里很想为我们的神大声疾呼：耶和华是

里，但我自己里面的海平面已经被神升高到不再视它为阻

说话的神，是可以随时亲近，慈爱的活神！

挡！事后很惊讶，在我自己连呼求神的力量和欲望都没有
时，神可以这样快手笔地介入和重建我里面的力量！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

最頻繁的交通： 在信主后的这些年，上帝常常用每日

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

读经和牧师信息，不断地把祂的话语启示我，如果是一点

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亮光，我就在圣经边缘上记录下来，如果是一个主题，我

— 馬太福音 7:7-8

就把其他版本的经文和亮光一起整理在笔记本上。当人生
四十年光阴过去，也算是知识份子的自己，才惊叹什么是
我的“黄金屋”，就是神的话语。正如儿子为我祷告最多

最親密的交通： 在圣诞前的一个周三晚上的祷告会，一

的一句就是：“让妈妈今天有时间读经！”神的话语大有

个美国弟兄祷告求神帮助他拒绝节日期间的买一赠一，

能力，每一天编织在我的生命中，不断更新我的心思与意

这样和父神如同家常的祷告，一下子让我觉得好亲切，

念。

在那一种甜蜜的同在中，圣灵突然给我一句话：世界上
哪一个deal（交易）能和我为你们预备的相比？接受一个

最后我愿用诗篇32

（耶稣--神儿子），就免费得到两个（父神和圣灵）！当

：6「凡虔诚人都

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

时很享受神的幽默和开启，这世界上能找到最好的deal就

当趁你可寻找的时

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

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主”。祂珍爱每一只羊，无论你我用

候祷告你，大水泛

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多么迥别的思维模式来寻找祂，祂都可以被我们寻见。

溢的时候，必不能

最快速的充電： 一个周三晚上，由于一段时期不断加
增的压力，让我那天决定放弃祷告会。我匆忙地把儿子送
到孩子活动的签到处，满脑子不停地琢磨，赶回去后如何
在一个小时内解决问题，我疲惫地轻靠在大厅的墙上，不
耐烦地期待那个慈祥的老师快一点，因为我们已经来晚
了，其他孩子都集合去另一间教室了，却不知道为什么她
还在反复翻着儿子的圣经学习记录，就在这个过程中，我

— 詩篇 32:6

到他那里。」来鼓
励大家，在日子
还算平稳的时候，快快来祈求，寻找和叩门，每一分钟花
在神面前的时间，都会坚定我们祝福家人和弟兄姐妹的脚
步！当我们的生命渐渐融入基督十架之中，大水泛溢的时
候，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已经在你我里面掌权！让我们一起
来为我们的家庭，教会和国家每天切切寻求神！

慢慢感到一种奇妙的温馨充满大厅，我整个紧张的身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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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A Year of Change
Joseph Mao

2

015 has been a year of change,

guest speaker at church that I didn’t

since that experience, I’ve been learn-

to mold and change me. It all started

my parents did. The man told me that

really praying and worshipping. It’s

and God has used so many events

with ADVENT Taiwan, a two-week

mission trip in which participants get
three days of training before going to

Taiwanese schools to teach English

and spread the gospel. When I signed
up, I expected to face challenges, experience new things, and see God’s

work. I did not expect this mission

trip to completely change my life.
Quite a few years ago, I was teased for

feel called to missions, even though
God will give me a passion and
a heart for Asia if that’s where

my mission field is. God did

this using ADVENT. Since

then, I’ve often felt led to pray

for Asia, and several times, I felt
my heart breaking for the lost
and the unreached. This is definitely God’s work.

being un-athletic. I didn’t react in a

The other major event that

coming more introverted and silent.

Retreat. In the past, it had been easy

good way, and I closed myself in, beThough I had slowly opened myself

up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 was still

quiet, self-conscious, and most of all,
afraid of what other people thought
of me. This was not the way I originally was, but I was stuck in myself

As I went through ADVENT, I slowly changed, even though I didn’t re-

alize it. When I stepped out (or was

thrown out) of my comfort zone, God
was able to work in me. He opened

my heart to love others, and He was

able to restore that cheerful part of
me that had been buried. He began
to remove the fears, and though I’m

not complete, I’m a lot closer to who

God created me to be. God also used
ADVENT to place a heart for mis-

sions, specifically China and Taiwan,
in me. I remember once telling a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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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to spend some time every day

changed me was the Thanksgiving

been hard; a lot of the time, I initially

for me to feel and enter into God’s

anything. However, I’ve come to see

presence, but in the months leading to
it, I had begun to feel dry. I had trouble sensing His presence, even when

all the people around me felt it. This
continued into the retreat. During an
evening session, the leaders/speakers

prayed for us. They skipped me. Un-

derstandably, I felt sad, disappoint-

ed, and even a bit rejected. However,
towards the end of the retreat, God

opened my eyes to see that He was

trying to get a message across. He was

feel nothing. I often don’t feel or sense
that when I completely spend some

time focused on Him, I have love for

others, joy through the challenges,
and peace in stressful times. I’m not

perfect, of course, but whenever I be-

gin to rely on myself again, I lose the
peace. The training is hard, but God

gives enough grace to get me through,
and He lets me feel Him just enough

to let me know He hasn’t abandoned
me.

saying that I was in a new stage of life.

I know that more challenges and

for granted, but it was time for me to

cited for the future, since I know that

I had begun to take God’s presence

start digging my own well, to have my
own relationship with God, not relying on others. He also showed me

that I had begun to rely on emotions
instead of really knowing Him. Ever

changes are coming, but I’m also ex-

God is training me for something.
Will that “something” be tough?

Probably. Will it be out of my com-

fort zone? Almost certainly. But I

know that through the challenges and
changes, His grace is enough.

A “Small” Testimony
John Yen

W

hen people think about tes-

timonies, they usually think

about something big or dramatic.

about experiencing God in a very typical day.

That God somehow intervened at the

I was driving to work in the morn-

event around. However, not every-

weather was normal as usual, and I

perfect moment and turned the entire
thing that God does have to be big and

dramatic. God does the “little” deeds
as well. God spoke to Elijah in a small

still voice when Elijah was running
away Jezebel. We can also experience

in the little things. My testimony is

ing one day. Traffic was bad as usual,
was driving to work and praying occasionally just as usual. It was just an

ordinary day. While I was driving, I
was thinking about God and telling

Him that I love Him very much. I
was singing a song called “How He

“He loves us. Oh how He loves us…”
Wow! It was the exact song that I

was singing to God in the morning.
When I heard that, I felt that God
was saying that He was also deeply in
love with me. I felt really encouraged

that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was

not just us saying “I love you” to God,
but God was also was saying “I love
you too.” God’s love for us is much
bigger than our love for Him.

Loves” by David Crowder band and

We don’t have to wait for the big and

singing the chorus where it said “He

God. We can experience God in the

expressing my love for God. I was
loves us. Oh how He loves us…”

After I got to work, I went about my

busy day but had to leave early due

to sickness. And while I was driving
home from work, I turned on the

radio and the first thing I heard was

dramatic event in order to experience

“little” things as well. Just like in my
everyday commute, God gave me
this little treat that really touched my

heart. It encouraged me to take that

extra step and go the extra mile to live
for Him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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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Always Has a Plan for Me
Steven Xie

M

y name is Steven, and I am

out the reason I was not badly injured

little bit later, and chose to jay walk

High School. My house is adjacent

box. When I got hit by the car, I land-

cross walk to go to school. I remember

a freshman at the Northview

to school, therefore, I walk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One day like usual, I
was heading to school. While I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a car came by and
hit me. All of a
sudden, I was laying on the ground

was because of my big metal pencil
ed on the spot of my backpack with

my big metal pencil box. It helped me
to absorb my impact.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 Jeremiah 29:11

later, people came out of their car and

called 911. While I was laying on the

God knows this was going to happen

tect me and watch over me. Strangely,

year ago. At the beginning of my 8th

ground, I was praying to God to prosomeone came out of a car and also
asked me if is okay to pray for me. I

gladly said,“Yes.” During the praying
moment, I felt that God was speaking

to me and telling me, “You are go-

ing to be fine.” I was amazed by how
graceful God is! Thankfully, when I

arrived at the hospital, they did a full
body check on me. Then, they told

me that I had no broken bones and
no major injuries. Eventually, Ijust got

some stiches on my back. The nurse
who checked me was amazed, she

said, “Not everyone gets hit by a car

with good condition like you.” At that

moment, I believed I was spared because I have my Lord watching over

me and protecting me. Later, I found

hope and a future
( Jeremiah

29:11).

As a final point, I
have learned that

God had planned
for me all along and

scious. Soone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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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rd said: For I know the plans I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but still in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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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chool. After this, I always use the

to me and He prepared me for this a
grade, I always lose my pencils because I know that there was a student
in my science class who kept
stealing them. However, I could

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Even
though I told my teacher, she
told me that there was noth-

ing she could do about it either.
Due to the fact, I bought a big
metal pencil box with a lock
to keep my pencils from being
stolen again. Now that I real-

ized, it was all parts of God’s
plan. God gives me a lesson
on not to jay walk through
this event, because I took advantage of living very close to
school so I always woke up a

God will always be guiding me in my
life.

神的施恩–2015 感恩見證
蕭孟藍

2

015年靠著神的恩典，平安順利，而且完成了很多事。

讓我得著真正的平安。
有一天，因着孩子的事和父母的事心情很沮喪，我就打電

回台灣看父母、去北京、去波士頓Startalk訓練、參加退修

話給台北住家附近教會的牧師，師母接的電話，我跟她約

會、去LA拜訪姐姐，都在神的祝福中達成心願。其中最重

談。交談中驚訝的聽到她已辭去中學教師的工作，專心服

要的是回台灣看老人家。

事神。我把心裡的難處向她傾訴，她也
提及自己的三個女兒，前兩個有學習障

我父母年紀大了，爸爸肺氣腫，常氣喘，媽媽骨質疏鬆，

礙，當她第一次聽到時，忍不住大哭，

腰酸背痛，倆老又口角不斷。為此我常打電話回家勸解，

不願相信。但神的愛不斷的提醒、教導

也用聖經的話語，提醒倆老「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她和牧師一起合作，把神的國、神的義

不輕易發怒，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放在第一位，帶領孩子們讀聖經、服事

耐。愛是永不止息。」我常常告訴媽媽，因為神的愛，讓

兒童主日學。這個暑假，一個孩子考上高中美術班，一個

我更能理解她愛兒女的心，現在兒女都已長大不用操心

進入舞蹈中學，傾談完畢我們一起禱告。當走出教會時，

了，只是多陪陪爸爸。上帝也给我機會在電話裡帶爸爸讀

感覺天空變得更藍，我得到來自神的指點，生命又再次向
神對齊。後來，我在網站上常常看到師母的老大創意的美
術作品。「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又一清楚的見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證。我常想：如果每个家庭都能信靠主，問題兒童、問題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

家庭就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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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帶父母去參加年長的寶貝團契，團契裡的伯父伯
母們，介紹自己，唱著詩歌，充滿喜樂，在神的愛中人人
都顯得既充滿活力、又慈祥優雅，神真是最好的美容良
藥。

— 哥林多前書 13:4-8
回到台南婆婆家，婆婆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她和小叔兩個
人同住。我參加了她們的小組聚會。帶領的是個四十多歲
聖經，Joy教我先讀馬可福音，我就照著做。我也教爸媽如

的男傳道。他的個性溫柔、和平、喜樂，彈著吉他領唱詩

何禱告。有一次與家人視頻，爸爸說今天氣喘很不舒服，

歌，幾位老人家一會說吉他音太高，一會說彈得太快，他

我就對他說，你把雙手慢慢舉起來，像我一樣，嘴裡高聲

總是笑著配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人家們好像是他服

呼喊：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如此來回五次，在一旁的

事的寶貝。當天查考詩篇九十篇，每位長輩都分享了自己

大姐很驚訝的看到爸爸照著做了以後，他的氣喘真的好了

的領受。其中讓大家最感慨的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

很多。

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
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

五月底回到台北家中，我才体会到有神和沒有神的生活的

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一位婆婆說：

確不同。當你感覺受傷了，情緖陷入低潮，人的安慰總是

真的，勞苦愁煩是人們喜歡掛在嘴上的。另一位婆婆說：

七嘴八舌，眾說紛紜。只有神的話語、牧師的安慰，可以

有了小組，我們可以彼此幫助，求神給我們智慧的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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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勞苦愁煩。聚會結束後，婆婆告訴我，她很高興我能
認識她的朋友。其實我也為她豐盛的生命喜樂。盡管我和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

婆婆依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神的愛使我們彼此相連。

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
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怒氣的

現在爸爸常常去教會，他和媽媽爭吵的越來越少。他會告
訴我：你媽對我最好了，我們彼此相愛！我覺得神的愛讓
爸爸心胸開闊、願意謙卑的接受別人的意見，他的心也轉

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畏曉得你的忿怒
呢？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
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向神和家人，這是很不容易的轉變！

— 詩篇 90:10-12
真的感謝神對父母親們的恩典，願一切榮耀讚美都歸與耶
和華！

神是真正的掌權者
陈敦玲

去

年10月我房子的租约到期，在之前的几个月，我就

助照看Nathan，我身上的担子一下子都挪去了，感謝神！

开始担心租不到合意的房子，脑子里一直在胡思

这样住了几个月，因某些原因又需要搬离那个住处。这一

乱想，而且想的都是负面的。我不愿意把此事交托給神，

次我学乖了，完全交給神来处理。我把这事告诉了小组，

因為我觉得神总是回应我的祷告太慢，我沒有那种耐心等

组长很快帮我物色到一个离教会近的住处，我非常满意。

候，所以决定还是靠自己。

恰好这时又要去纽约看望大儿子，就把签约租房的事交给
了组长。谁知回來后得知，那个房子被別人租走了，我很

于是我开始盘算租房或者干脆买房，可贷款公司又说我的

生气责备组长为什么不早点告訴我，为什么那么不信仼

资格不够，不给贷款，只得放弃买房的计划。我整天想

我，不然我就可以提前回來！然后很生气的把电话挂断。

來想去，晚上整夜整夜不能合眼。那时也有另一个问题

组长发信息说：不告诉你就是怕你头大，既然在纽约就安

困扰着我，我的儿子Nathan 有语言障碍，三岁多了还不会

心陪陪儿子，等回來再说，你现在要学的功课就是要安静

说话，我带他去看语言医生，医生说需要上58节课程的辅

下来等侯神的安排，要知道万事互相効力，叫爱神的人得

导，可帮助他慢慢地恢复语言能力。我傻眼了，我一个人

益处。看到这个短信我更加生气：我都租不到房子了，这

带着儿子每天还要上班，哪有那么多时间带他去上辅导

还万事互相效力呢！以后我再也不要去教会、再也不要去

课？越想越难，想着想着就哭起來，也想过把儿子送回中

你的小组。坐在沙发上越想越气。过了好一阵，一个思想

国去，就祷告求问神是否可行？可神沒有给我那份平安。

进来了：她很爱你。我去刷牙时，又一个思想进來了：她

这样每天在焦虑之中，弄得头像是裂开了似的疼痛，失眠

不想让你担心，想让你好好陪孩子。我去睡觉，再一个思

更厉害了，看医生也服用镇定剂，却反而弄得白天也打不

想又进来：她在尽她所能的帮你。是啊，我怎么看不到这

起精神上班，我人都要崩溃了，我跪在神面前哭喊：主

些呢？我开始敬拜赞美神，神很严厉的对我说：这件事掌

啊，对不起，我错了，求祢原谅我。我愿意放下自己，我

权的是我！是的主，祢才是真正掌权的，我错怪那关心我

再也不要自己作主了，一切都交給祢來为我安排。那天晚

的人了。在神面前我祷告又认罪悔改，第二天一大早，我

上，我睡得很香、很平安。

打电话給组长，为自己的态度道歉。组长告訴我，她早就
原谅我了。感谢神，如果不是神一直对我说话，我的心还

第二天，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愿意把她家的房子以很

是会那么刚硬，这次神让我看到了在主里面姐妹们的那种

便宜的价钱租給我，更让我高兴的是，她的婆婆还能帮

爱。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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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刘靜

感

謝牧師師母要我參與今年教會見證集的收集、整理以及做初步編輯
的工作。在近2個月的時間里，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我感覺我是最

大的受益者。這次的工作消滅了曾扎根在我骨子里的驕傲，讓我看到自己很
多很多的不足，也讓我看到我們的教會真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弟兄姐妹們
高水準的文字表達能力以及他們筆下的見證是那麼屬靈，這些都讓我肅然起
敬，我想我何德何能？不是因著神的恩典，我豈有能力去處理他們的文章？
更看到了姐妹們之間的愛，那種護犢子似的格外的疼愛。我們教會的會友們
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參差不齊，有不少博士，也有只上過几年小學甚至沒念
過书的，但大家都有一顆火熱的心，要為神作見證。有一位組長交來她的組
員們的見證，統統沒有標題（佩服這個組的一致性），我去找組長，請她告
訴大家，為自己的見證擬一個題目，組長毫無仼何商量餘地的口氣回答：妳
自己想題目吧，她們能寫已經很不容易了。組長的回答讓我深受感動，她是
那麼的疼愛她的組員，這不是神的愛又能是什麼？因著做見證集初步編辑的
緣故，我有幸能先睹為快，在修改的過程中，常常有那種滿滿的感動讓我深
陷其中，進入到文章中的角色當中，與他們同憂同喜同祈朌！每收到見證，
我都想以最快的速度修改提交至師母審查，曾有過三次收到見證的高峰期。
每當這個時候，我會把所有的見證擺在一邊，不去打開它，然後來到神的面
前，先做個禱告。這段期間，因上班和修改見證時都是低著頭工作，頸椎很
胀很疼，我下班晚，通常要10點以後甚至更晚，一進門，不洗澡不洗臉，把
手機接到牆角的電源，喊老公扔一個枕頭在地板上，我塞在頸椎處，在地上
一躺，高舉著手機，倘佯在弟兄姐妹訴説神的作為中，可以一直工作到凌晨
2至3點，早上照樣6點半醒來，且精神抖擻！這種力量如不是從神而來又能從
何而來？

靈糧點滴

Photo Album

Worship

Pray

fellowship

周日： 恩寵小組 — 郭靖姊妹 404-519-0096
心連心小組 — 江大強弟兄 770-910-0630
榮耀小組 — 劉瑞聰弟兄 404-290-6625
TOG高、初中團契 — 顏士熲弟兄 678-654-0501
周二： 新生命小組 — 林學娟姊妹 678-677-0377
周四： 光鹽小組 — 陳佳唯姊妹 770-910-0629
周五： 社青小組 — 魏大為弟兄 404-661-1822
          TOG 大專團契 — 王萃青姊妹 678-559-8122
恩雨小組 — 王惠國弟兄 770-365-3350
喜樂小組 — 周惠鴛姊妹 404-543-2176
高中歡樂派： 陳倖生姊妹 770-542-9861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4:30 pm)
天使心關懷事工： 李一菲姊妹 770-652-3662
主日崇拜： 周日 10:00 am
禱告會： 周三 7:30 pm

亞特蘭大靈糧堂
這本見證集，是傳揚神在過去一年裡，在我們中間成就的美善。若你也嚮往認識這位神，只要敞開你的心
呼求祂，你會發現原來祂離你不遠，正充滿憐憫等候施恩。若你需要禱告與扶持，歡迎與我們聯絡。
地址：
4350 Peachtree Industrial Blvd. Suite 500
Norcross, GA 30071

電話： 678.979.8143
網址： www.atlantabolcc.org
電子郵件： yungchouhsu@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