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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先知不約而同的說，2008

年是開門的一年。不但救恩

之門會為家人打開，同時進入個人命定

之門也會一扇一扇被打開。在這本見證

集中，您會看見，有許多的親人在今年

進入了救恩之門。「當信主耶穌，你和

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 感謝主!

教會在五月時開始福音主日的崇拜，讓

同工有講台操練的機會，第一次聚會即

有福音朋友決志信主，給了同工們很大

的鼓勵。這是同工們跨出自己的小組服

事，投身於更大的挑戰中，試著打開自

己的命定之門，找出自己的服事方向。

一段時間下來，我們已看見，有些同工

在話語方面，有些在敬拜方面，有些在

禱告方面，有些在醫治方面被興起。「

因為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乃是

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林後 8:12) 在擴大服事中，每個人都更

多的被主觸摸，長進得更快了。

2006年暑假，母堂中區的牧者及同工

們，一行十七人，由台北飛來亞特蘭

大，為我們舉辦「遇見神營會」，我們

收穫很多，也感受到團隊服事的美好及

重要。因此在我的心中一直想，我們什

麼時候可以自己舉辦「遇見神營會」，

序言

這一直被我認為是教會能否成長，跨出

自家之門服事的關鍵。2008年我們決定

在九月時，要自己舉辦「遇見神營會」

，這對教會是一項大膽的嘗試，因為主

要的講台都由同工擔任，所有的見證也

都由弟兄姊妹們自己上陣，直到八月中

時，那個壓力還大得似乎要放棄了，這

更印證了「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

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

」(林後3:5)，經過大家的同心禱告，彼

此扶持 (這正是團隊服事的中心)，終於

戰勝了一切攔阻。我們辦了一個非常成

功的「遇見神營會」，在分享見證的時

段中，大家熱烈訴說自己被神觸摸的經

歷，許多人更表示要在下次的「遇見神

營會」中成為服事別人的人。打鐵趁

熱，我們呼籲弟兄姊妹接受裝備，開始

了「生命河靈糧事奉學校」的課程，現

在已進入第二學期，相信這些學習將有

助於我們更有效的事奉別人。

如今教會即將進入第五年，「五」這個

數字，在聖經中是代表「恩典」，相信

在新的一年，神會恩上加恩，不但在我

們個人生命的各個層面，也在教會的建

造與發展上，繼續向我們彰顯祂的慈愛

與信實。

徐永宙牧師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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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過，「禱告」像是靈裡的呼吸，「讀經」像是靈裡的吃

飯，而「傳福音」，像是靈裡的運動，凡是常作運動的人，都

可以告訴你，他們的呼吸更順暢，胃口特別地好，吸收力特別

強，自然會長得好。

牧師！你知不知道，今天在中

國城，有一個福建人吊死了，

就在以前財貴住的那間屋子裡。我心裡

好難過，如果他能夠在中國城找到一些

幫助，也許這悲劇就不會發生了。現在

我們幾位姊妹在禱告，看看要不要再重

新在中國城開始一個聚會點，請為我們

的尋求禱告。」電話那端傳來學娟姊妹

傷心的聲音。自從她的店從中國城搬到

北邊之後，我們也就停了在中國城的聚

會。現在失去一個生命的打擊，又令那

顆憐憫之心被挑動了起來。由於這群發

動的姊妹，來自不同的教會，我知道這

將不在乎人的情緒反應，乃在乎是否出

於神的感動，如果沒有禱告者在後面支

持，沒有看見一些果效時，將來很容易

就會失去動力的，我求神對他們有直接

明確的引導。

聚會開始後，地點選在一間家庭旅舘，

因為很多人會在家庭旅舘中出入，是一

個很好的福音接觸點，但是相對的，環

境也比較複雜，附近偶像林立，屬靈的

爭戰也大。感謝主，神帶了一些有同樣

心志的弟兄姊妹們，一起開始在那裡服

事。他們不僅在那裡傳福音，為中國城

禱告守望，他們還幫助行動不便的財貴

弟兄打掃旅舘及清潔衛生。神很憐憫，

很快的就看見好些人在那裡決志信主，

這樣更堅定了他們的信心。到現在為

止，十個月不到的時間，至少已有十五

個人以上決志信主，唯一可惜的是，這

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們，因為工作的關

中國城 - 一個生命成長之地                                     

係，往往最多只有兩到三個星期的時間

參與聚會，一旦找到工作，若不能留在

亞特蘭大，就離開我們了，但是我們相

信，不論他們走到那裡，神都會看顧他

們。 

因為在這兒聚會的對象就是那些進出往

來的人，加上同工們也因為生產、工

作、回國的關係，聚會人數的變動相當

的大，從四個到十幾個都有可能。很奇

妙的是，有幾次只有四個人，三個同工

加上一個新朋友，而新朋友都會決志信

主。似乎神就是要同工們不要灰心，不

要在乎人數的多少。 

另外我還注意到，這幾位同工，因為背

景不同，教會不同，自然在服事中間會

有不一樣的意見，尤其幾位個性都相當

的直又快，但他們都願意在聖靈的帶領

下，放下自己的意見，一切只以主為中

心，以傳福音、救人為心志，同心合意

在這裡服事，這真是很美的見證。 

九個月下來，我更是看見一個很真實的

現象，就是一個會帶領人信主的人，

他有辦法將自己的見証，融合在神的話

中，用一種深入淺出的方法，向非基督

徒講得清楚，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流暢，

一次比一次更有能力，這是神的祝福。

同時他們也比別人更大膽的為不信者

身，心，靈的需要，及找工作禱告，神

蹟奇事隨著他們的信心不斷的發生，這

也是神在其中的一個明證。他們成長得

比一般信徒更快、更好，我想這也不稀

奇，有人說過，「禱告」像是靈裡的呼

吸，「讀經」像是靈裡的吃飯，而「傳

福音」，像是靈裡的運動，凡是常作運

動的人，都可以告訴你，他們的呼吸更

順暢，胃口特別地好，吸收力特別強，

自然會長得好。而神也應許: 「你們要

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

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

懷裡；因為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

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路 6:38) 我

相信他們還有另一種別人所沒有的靈

糧，是只有傳福音的人才吃得到的。

「…門徒對耶穌說：「拉比，請吃。」

耶穌說：「我有食物吃，是你們不知道

的。」門徒就彼此對問說：「莫非有人

拿甚麼給他吃嗎？」耶穌說：「我的食

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做成他的

工。」(約 4:31~34) 耶穌剛作過的工，

就是向撒瑪利亞的婦人傳福音，可見連

耶穌都肯定這是特別的食物。

我心中想到: 中國城 –––  一個生命

成長之地，姊妹們，願神大大的使用並

祝福你們。

徐永宙＆陳德玉牧師

徐永宙牧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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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想到，神把帶領岳父信

主這樣的恩典，讓我來做成。

2008年許多先知們都題到，這一年將是

恩典臨到未信主的家人的時候，要為未

信主的家人迫切地禱告，求主憐憫他

們，賜下得救的智慧，接受耶穌作為他

們的救主。… 信耶和華─你們的　神

就必立穩；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代

下 20:20b )

的確，從2008年初起，我就不斷地聽

到，好幾位姊妹她們回國向家人，或

在美國向家人傳福

音，家人多有信主

的。因此，我相當

地盼望，在五月底

回台灣，參加「全

球靈糧代表大會」

時，有機會向岳父

傳福音。在回去之

前，也請弟兄姊妹們為此禱告，因為我

們知道，惟藉禱告，才能成就這事。在

我和德玉結婚時，她就告訴我，當她信

主後，她為父母禱告，神告訴她：並且

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

受應許的人。(來 6:12) 她知道神應許了

她全家會得救，但不會是一件短期且容

易的事。這些年來，我看見也聽見，她

不斷地為父母的信主禱告，從沒有間斷

過。難道，這就是神要成全這禱告的時

候了嗎? 我帶著一些以前回台灣時沒有

的信心回去。

回台灣的時間很短暫，第二天，小舅子

請我們去烏來玩，我們在那裡與德玉的

妹妹、妹夫、弟弟、弟媳們一同為岳父

岳父信主

母禱告。第三天是主日，上午去主日崇

拜，晚上去看望我哥哥、嫂嫂。睡前禱

告，求主能給我們機會。因為隔天下

午，就要去劍潭活動中心報到，參加「

全球靈糧代表大會」，直到下星期天，

才會再有時間與岳父母見面，接著的星

期二，就要回美國了。算算，幾乎沒有

什麼時間，心裡真有點著急。我深知

道，除非神動工，誰能信主呢? 這些年

來，德玉，德文姊妹，不知已經為他們

的父母禱告了多少次，也傳過了多少次

的福音，講過了多少的見證。她們兩姊

妹，加上妹夫，三個資深牧師 (比起我

來，都資深的多，且口才都比我好)，

我實在覺得輪不到我講什麼。所以我禱

告，雖是求主給「我們」機會，而我心

中想的，其實是給「他們三人」機會。

星期一早上，到岳父家中，兩姊妹陪媽

媽在廚房，妹夫在讀一些資料，看來只

剩我有機會跟爸爸講話了。我一邊開

始，一邊禱告神，讓我能有一個「切入

點」，跟爸爸談到福音，並且他能聽進

去。我們從當時的熱門話題「四川地

震」開始，…談到了爸爸的擔心，心中

有不安…，談到了只有耶穌能給人真正

的平安，「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

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

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

怯。」(約 14:27)。但是這似乎並不能真

正消除爸爸的不安…後來再談到，真正

的安息(不論外在環境如何)，就是當一

個人知道他自己是走在真神的旨意當中

時，他就會有安息。「但我們已經相信

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來 4:3) 這句

話進入了爸爸的心中，原來只有「已經

相信」的人，才得以進入那安息。一直

在門外排徊的他，終於願意接受耶穌作

他個人的救主。

我完全沒想到，神把帶領岳父信主這樣

的恩典，讓我來做成。我知道，這是大

家禱告的結果，我

只是做了那位收割

的快樂者而已。哈

利路亞!

回到美國後，一方

面 心 中 充 滿 了 感

激 ， 另 一 面 也 懊

惱，為什麼沒有信心也帶岳母一起信

主。原來在我的心中，總認為要岳母信

主會比岳父更難，因此每次禱告，總是

為岳父禱告的多，沒有信心的結果，就

是沒有向岳母採取真正的行動。但岳父

信主，讓我看見，禱告仍是有功效的，

事情是按著我們的禱告，我們的信心成

就，當禱告滿了時，神就動工了。

今年二月，當妹夫們再次回台灣時，親

自為岳父施洗。我相信神的恩典也要快

快的臨到岳母身上了。因為「當信主耶

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 

現在是專心為岳母禱告的時候了。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 約 14:27

徐永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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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的草長得好長，一個星

期一的下午，我決定來割

草。由於草長，在草地上才來回推了三

趟，收集袋就滿了，將割草機熄了火，

停在草地上，我走到車庫中去拿一個大

紙袋來裝草。等我走回到割草機旁，將

紙袋打開，按照我平常的習慣，因為是

第一袋草，大紙袋還沒法站立得住，我

會將收集袋口打開後，用手先抓幾把

草，塞到大紙袋中，等到大紙袋能站立

住了，最後再將收集袋拿起來，將剩下

的草倒進大紙袋中。那天就在我要這樣

做的時候，突然有一個「黑影」在我心

中閃過，有蛇！不會吧，我往四周圍看

了一下，雖然草有點長，但還是一眼就

看清楚了，沒有。可是那個感覺還在，

難道是在收集袋中？不太可能吧！那不

被割草機絞爛了才怪。我打開了收集袋

口，正要用手去抓草時，那個不安的感

覺又更清晰了。我決定小心行事，就走

回車庫去拿了一副工作用的厚手套，戴

上了之後，再很小心的抓了一把草，放

入了大紙袋中。噓！沒事！正要抓第二

把時，猶豫了一下，最後決定，將大紙

袋靠在Deck的柱子上 (因為已經有了一

把草在裡面，加上柱子，就可以站住

了)，然後將收集袋拿起來，將草整個

倒進大紙袋中。突然，一條蛇，出現在

大紙袋中，扭來扭去的。即使我心中已

有了一些準備，還是嚇了一大跳！真的

有蛇！ 我心中立刻出現這幾句話，「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

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

你。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

必不害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

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

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

蛇影

遠。」（詩 121:4~8）

當時怎麼也想不通，那條蛇怎麼可能沒

被割草機絞爛呢？後來想一想，一定是

在我去拿大紙袋時，才鑽進割草機的收

集袋中。而且當時，我為什麼有那麼鮮

明的感覺，有蛇！更重要的是，我居然

沒有忽略掉那感覺。真希望每次對聖靈

的題醒都有這麼敏銳及確信。雖然後

來，我在打死了蛇之後，知道牠是無毒

的一類，但我感謝神，祂讓我確信，祂

是又真又活的神，並且隨時保護著我。

後記: 2008年六月到San Jose 生命河靈糧

堂，參加「北美靈糧特會」，聽到王亞

辰牧師新作的這首歌，大有深淵與深淵

響應的感動。

主 祢何等愛我

祢強壯的膀臂 圍繞著我

慈愛的雙手托住我

祢溫柔的雙眼 看顧著我

主祢何等愛我

祢是我的神 我的山寨

祢保護著我

祢是我的神 我的避難所

祢何等愛我

徐永宙牧師

院 同工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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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訴你一件奇妙的事。我家後院有一棵三層樓高的樹

枯死了，我從台北回來之後，永宙打電話給我 (他從

台北回來，順便去

LA看我的公公婆

婆，住兩天。 ) 叫

我不要去後院，免

得樹倒下壓到我。

後來一忙我們都忘

了這事。

     

上週六早上，我看

到 梔 子 花 開 了 幾

朵，就到後院去剪

進來插。那天下午

一場大雷雨，我們

社區不但停電，還

有一戶房子被電擊

起 火 呢 ！ 哪 曉 得

陳德玉牧師

些日子突然喜歡喝西瓜汁，到超市就順便買了兩個

西瓜回來。由於當時家中正接待講員，沒時間處理,

就順手把一個西瓜放在地板上，另一個放在桌子的空處。

等到三天特會結束，送走講員，想起了我的西瓜汁。就到餐

廳，把放在地板上的西瓜拿起來。這一拿，發現大勢不妙。

不知何故，好好的一個西瓜，才買來幾天，竟然已經爛透

了，還流了一地的西瓜汁。餐桌下的地毯，更是首當其衝，

大半片都溼透了。望著又濕又重的地毯，心中竟然響起了一

首歌: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day, because You care 

for me in such a special way, Yes, I praise You, I lift You up and mag-

nify Your name, that’s why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praise.” 我只覺

心中的聖靈甚是幽默，什麼時候不唱歌，竟在這時唱這首歌!

不過，我也就喜樂的與外子一起搬桌搬椅，把又厚又重的地

毯抬到陽台上去，用強力噴水槍清洗地毯上的西瓜汁。 

這塊地毯自從八年前買來，放在餐桌下面，就再也沒拿起來

過。趁著外子在陽台上清洗，我就拿起掃帚順便掃一下地毯

下面塑膠墊久用之後製造出來的粉末。掃著掃著，我看到三

四個小黑點，但掃不起來，就蹲下用手摳，一摳才發現這哪

是髒呀，原來是被蟲蛀的，而且有一處已蛀空了一條0.5公分

的線。這一驚非同小可，外子立刻到地下室去檢查是何種蛀

蟲。感謝主，給他抓到了幾隻現行犯，立刻裝在塑膠袋裡拎

到 Home Depot 請人鑑定。店員說是飛蟻，買了殺蟲劑回來，

循著飛蟻的來路，找到了巢穴。原來是不久前買來換盆栽的

土帶來的飛蟻卵孵化之後惹出來的禍患，既然搞清楚了前因

後果，當然就立刻用殺蟲劑解決乾淨了。

等到傍晚把洗淨曬乾的地毯抬回餐廳，將桌椅歸位時，外子

與我真是充滿感恩。除了全知的神，誰會知道餐桌的地毯下

面已有飛蟻在啃蝕地板呢? 除了全能的神, 誰又能使好好的一

個西瓜，在靠地毯的那邊爛到透，使西瓜汁流濕了一大塊地

毯，逼得我不得不處理爛西瓜造成的麻煩，以致發現禍患正

在家中形成呢? 誠然是聖靈所唱的歌 “I love You today, because 

You care for me in such a special way.”!

告

一個爛西瓜

一棵倒下的樹  

前
陳德玉牧師

暗無天日的雷雨過後，我們才發現那棵枯樹倒了。而它倒的

角度真是好到不能再好了。因為如果樹是往前直倒，一定會

被前面的大樹卡住，不能好好的倒下來，那樣的話我們恐怕

要請專門砍樹的公司才能處理了。如果樹是往後倒下，以這

樣一棵大樹的重量，必會壓垮我們後院的籬笆，那麼處理起

來一定也是麻煩多多。那天下午這棵枯樹是從樹林裡斜倒出

來，不偏不倚正好斜過我種的兩棵梔子花中間，既沒壓傷左

邊的花，也沒壓到右邊的花，真是倒得恰到好處。

當我觀看眼前的一切，我知道神再次藉著這景象對我說話，

放心吧，連梔子花，鐵籬笆祂都看顧，有什麼祂不知道?祂若

不許一件事也不能臨到，凡臨到的也在祂精準的掌控之中，

那麼何必憂慮呢?！

今天早上我倆花了幾小時把枯樹鋸成小段，堆在後院，等曬

乾後收好，以後可當柴火燒。感謝耶穌，生命有主，一切都

是好的。
徐永宙＆陳德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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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一段日子，我心中為祖先拜偶像，所導致在家族中

的咒詛十分的困惑。我不明白到底要怎樣認罪悔改

才能完全得釋放，又到底該做些什麼，才能使自己及兒女免

於歷代祖先拜偶像所帶來的損傷？坦白說，當我收集好些“

內在醫治”專家的言論之後，內心仍有許多解不開的疑惑。

有一天，當我坐在客廳裡，正為兩個兒女禱告時，突然有一

個思想以問話的方式進入我的腦中：如果人把兒女獻給偶

诞节的早上我醒来后作了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

谢谢祢的诞生所带给世人的平安和得救的盼望.我

将这一天分别为圣，完全交给祢，我想利用这难得休息的一

天，单单亲近祢，愿祢引领我。”那天是冬天里少有的好天

气，蓝蓝的天，太阳毫无遮拦地洒下温和的阳光。我决定去

家附近的退休营地---Simpson Wood 。

去的路上，我祷告说: “主，我想反省一下我在2008年走天路

的情况，请祢光照我，对于我所知道的过犯与挣扎，我向主

悔改，恳求主宝血再次洗净我，在我生命中还没有靠主得胜

的地方，我在主面前立定心志，我不要在这些荒漠里绕行，

恳求主帮助我09年在这些方面做一个得胜者。”我这样祷告

着，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过犯不少，但似乎此刻比以前任何时

候主更靠近我。

      

当我到 Simpson Wood入口处时，我再次祷告:”主，Simpson 

Wood挺大的，请祢指引我停车的地方，我就下车步行。”我

开车来到一幢高楼前，周围的景色很美，我下了车，清新的

空气迎面扑来，温暖的阳光照下来，哇! 真舒服，我沿着一条

小路走下去，看到一个醒目的牌子上写着:Davis Prayer Path(即

大衛祷告之径)，大概是叫Davis的圣人曾经祷告的地方吧，我

想去看一看。 

那是用砖铺的一条小路，砖面上刻有一个个捐款筑路人的名

字，路旁有两三把铁椅，抬头一看一片林立的大树，果然是

一个很好祷告的地方，路的尽头有一个用树枝搭成的小亭

子，穿过这个小亭子，是一片很特别的空地，说它特别是因

为它是由一块块砖摆成迷宫的形状镶嵌在地里， 我兴致勃勃

2008年圣诞节的启示   

地由入口沿着弯弯曲

曲的路径走，大约2-3

分钟走到了迷宫的中

心，我又从中心返回

入口，这真是好奇特

的历程，就这样，我

往返走了三趟，在这

当中，忽然有个想法

进来，“孩子，人生

的道路就像这迷宫的

路径一样曲折，但是

你看，当你沿着路径

走就会到达终点，看

是目标很近，其实还

有一段曲折绕行的路要走;有时从表面上看离你所要达到的

目标还远，但只要你能按着路标的指示每前进一步，离终点

就近一步，就像这砖块所铺成的路能引导你走到终点一样不

迷路，我在你生命中赐下的圣灵，保惠师，是你人生中的老

师，祂会轻声指引你直行或转弯，要全心倚靠圣灵的指引，

凭着信心，不凭眼见，即使你在这过程中会犯错，只要你愿

意改正，继续顺服地往前走，你每走一步，就靠近目标一

步，所以中途不论遇到多少曲折，不要灰心，继续往前走， 

你最终会达到终点的。”哇!我好感动，我知道是爱我的神在

这特别的日子把我领到这美丽安静的地方，用这样一段路径

让我明白祂对我走天路的富有智慧的激励，让我更加体会祂

那长阔高深的爱，我心里回应说:”圣灵，请开启我心灵的眼

睛，让我看到祢的引领，就如这用砖块铺的路一样清晰，使

我不致迷路，我愿紧紧的跟随祢走人生的每一步。“

圣

有

郭靖姊妹

郭靖

像，你們尚且覺得偶像在他們身上大有權柄，何況人把兒女

奉獻給我呢？伴隨這句話而來的，先是非常的平安，然後是

不尋常的喜樂。

 

從此以後，我那顆因憂慮屈而不伸的心，再也不曾為這事而

煩惱過。是的，“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

離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

的。”(加 3:13) ，是的 ，在基督裏我們早就自由了 。

陳德玉牧師

一句良言使心歡樂    

6



感恩見證集

向，只要把它贴在感应器上门就可以打

开，是我把两者混淆了，再加上我也没

认真看一下，就下结论说它坏掉了，我

很不好意思，连忙向

管理的人道歉，並谢

谢他给我的指点。

在我开车去上班的路

上，由这件事情，使

我联想到自己属灵生

命的光景，我有神所

赐 的 丰 盛 生 命 的 应

许，可是在现实生活

中，我会被这世界的

风俗潮流而影响，被自己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及今生的骄傲牵引，渐渐地

离开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些原则和真理，

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我常常会先抱怨

别人或环境，却很少反省自己是否将神

放在生命中的首位，也没有耐心和智慧

观察神的作为，并等候神的时间，更没

有积极地求问神应如何调整、顺从并跟

随神的心意，感谢主用这样的方式来教

导我，最让我感谢的是:即使在我彷徨

寻求，不断犯错又不断被纠正被调整的

过程中，神的慈爱和恩惠仍是够我用

的，不断地差遣祂的使者引领我、帮助

我，使我可以走入那命定之地，正象卡

的方向摆对时公寓的大门立即打开，我

相信当我的生命不断被神纠正洁净时，

神所赐给我的许多应许之门，会在神的

时间和神的帮助下向我一个个地打开。

感谢主!

在这里记述的是2008年发生在

我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从中我

知道神离我们不远，他用平常的生活来

教导我深刻的属灵功

课。

我住这个公寓已有一

年多了，公寓有安全

大门，每个住户有一

张卡，放在大门口的

感应器上，门就会自

动开了，这张卡我已

经用了一年多了，最

近我发现这张卡不能

用了，试几次就是不管用，leasing office 

早上9:00开门，下午5:00关门，正好那

两天公司早上有会议，我没有机会去换

卡，这样就耽误了几天，下班回家总要

等着别的车开门我赶紧跟进去，还好下

班时间总是有人在我前面进去，倒也不

成问题，终于那天我可以晚一点上班，

我就先到leasing office 说:”我的卡不能

用，需要换一张卡。”管事的人没说二

话，就给我换了一张新卡，我想这下可

稳当了，也没有试一下就去上班了，那

天晚上有祷告会，等我回家时已经是晚

上11:00。到了大门口，把卡放在感应

器上，发现这张卡竟不能用，我心里紧

张与抱怨的情绪马上一起涌上来，时间

已经很晚了，几乎没有车出入，当时气

温又很低，我只好将车子泊在一边，

在车里祷告说:”求主赐下天使来帮助

我。”祷告完一两分钟，我便不耐烦地

走到大门口，想看一下大门另一边的感

应器是否可以用，我刚走到大门口，就

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带来的启示  

有一辆白色的小型巴士从我身后开来，

车上的司机就用他的卡将门打开，我也

不知司机是谁，赶紧回到车里开我的

车，因为大门开的时间很短，一辆车过

去很快就会关上，谁知那位好心的司机

竟将自己的车停在大门入口的一半等

我，确保大门不会关上，直到我把车从

旁边的停车处调转出来开到大门入口，

那辆巴士才开进公寓大门，我心里真是

非常感谢那位司机，也感谢神听我的祷

告，差这样一位天使来帮助我。

第二天，我一肚子气来到leasing office我

埋怨说:刚换的卡也不能用，这时office

的人说你一定使用得不正确并领我到大

门去，他把卡拿出来指示给我看，卡的

一面有图案，并有一个向上的箭头，另

一面是空白的，他将有图案一面对着自

己，箭头朝上对着感应器2-3秒钟大门

就开了，这时我才想起刚搬到这个公

时Leasing office的人有讲如何使用这张

卡，我也正确地用了一年多，可是现在

我却认为它不能用了，其实是我忘记了

操作的要领，因为我公司的卡不需管方

我

我相信当我的生命不断被神纠正洁净时，神所赐给我的

许多应许之门，会在神的时间和神的帮助下向我一个个

地打开。

� 郭靖姊妹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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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008－2009年是我生命中充滿期

待，等候，變化和更新的一年，

可以說是我個人生命中屈指可數的轉

折期之一，這一切的起源可以從在2004

年聖靈大大更新我的生命開始，在以

前的見證里我提過主在2004年在兩次

時隔6个月的聚會中用祂超自然的方式

遇見我的事，在第二次的相遇之後一

周內，2004年12月的一天聖靈清楚的將 

“4年的預備期”的話放在我心裡，並

用聖靈的九个果子作為學習的重點，每

年兩個，第四年三個，這過去四年來我

常常像馬利亞一樣反覆思想神到底要怎

樣成就這事。

2007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壓力已經開始出

現，在我工作的行業里衰退的苗頭開

始明朗化，到2007年11月第一波裁員臨

到，我過去的一些同事離開了，我卻

開始興奮起來，以為這是神開始動的

徵兆，2008年1月底2月初我所在的風險

管理美洲總部被整體解散，包括CEO直

屬的領導層（暫用J代指），我原來在

J的下屬兩級，這下我完全興奮起來，

以為這定是神發出的清楚信號讓我開始

走進下一个階段，但好像神還是要我等

待，過了兩个月我只能在公司提供給我

的兩个內部機會內選擇了一個，在4月

跟隨J去了公司全球總部，J本來想在我

的上面再加一層領導，但在這个領導層

選定之前，我才加入的兩週之內，J的

老闆，R，有一個緊急的任務交給我，

通過這个任務我在R和J眼前蒙了恩，在

下面的幾個月內我迅速成為他們二人的

直接助手，那原先計畫在我上面的領導

變動的一年     

 許天偉

 許天偉弟兄與周莉姊妹全家

層也順勢作罷，這樣過了4个月，J忽然

接受了另一間公司的聘請離開了，臨走

前她暗示我會在新公司給我安置一個位

置，J離開後，我被順勢提到直接下屬

於R，這樣，從2月我被通知部門解散

到9月被提為風險管理部門全球總裁的

直接下屬，7个月之內我連升了三級。

神的恩寵實在有加，對我來說，神已經

用環境來印證了第一步。

10月下半，我去了Raleigh，在J的新公

司面談，從那時起我又開始認真尋求神

這是不是到了我的時間，11月初，在通

知了牧師我的尋求之後，牧師安排我有

一次個別接受葉榮光牧師來亞特蘭大時

的服事，那天晚上，葉牧師在沒有任何

預知的情況下對我說，你面臨一個情況

有兩个選擇，有困住的感覺，鼓勵帶著

盼望走起路來，向前走就開朗‧‧‧等

等，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印證，神

用祂的先知讓我確定，但離開教會搬遷

到異地是件大事，我想要繼續尋求神。

2

“在你征戰的日子，你的人民都樂意投身；你的少年人以聖潔

為裝飾，好像清晨的甘露，到你那裡。”

� 詩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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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若是祂定意，則還會有其他的確定，公

司在面談之後並沒有很快聘用，因為全

球金融行業的危機深化，很多公司都在

大幅精簡人員，要再聘用新人是很慎重

的事，這給了我安靜在神面前等候的時

間，感謝主。 

12月底以前我的聘用合約終於來了，我

又再更多詢問和等候神的回答，我不太

就某一件事特別努力禱告，當我將事情

交托給祂後，常常就正常生活，而時時

做好祂回答的準備，這是我常年操練在

日常生活中與神溝通的習慣，我們的神

渴望與我們建立一生的關係勝於喜悅我

們在一件件單獨的事情上“聽命”。

2009年1月的一个周六的晚上，我正在

聽Mike Bickle 的一個十二系列的講道“

遇見耶穌”（Encountering Jesus Series)

，那一天我按進度聽第9堂，在我坐下

在書桌前，我感覺聖靈今天要再對我說

關於去留的事，在下半堂他講到神很早

以前對他的嚴厲教導，不要將國際禱告

之家的成員據為己有，而要讓成員們

在神的時間到了的時候去與其他的事

工“inter-marry” (“通婚”），最後他

滿有激情的說 “let my people go!”（“

讓我的子民離開！”）。我想，是了，

這就是神的回答，順便提一下，在將近

一年半到兩年之間，神常常使用一些特

定的數字對我說話，主要是一個記號，

表明在某事上祂確實在說話，這些數字

之一是“11－11”的組合，比如說，22

，121，等等，這是個人的事，我並不

想將之概括化，當我聽完這篇講道之

後，我書房的電子鐘顯示11：11，我

想，完全是了，神在確認，於是，我照

慣例當我有比較明確的神的話時就開始

記錄下來，當我打開電腦，寫下日期1

月10日時，我猛然醒悟到今天是我與太

太結婚紀念日！真是粗心到連這都忘記

了，（好在事後問太太，她也忙忘了。

我們都太忙了，感謝主）而那一天正是

我們結婚11週年紀念日，現在我已經完

全折服，神真是在說話，這就是在講道

里 “inter-marry” 一詞的聯繫，在我結

婚的11週年的那天，這樣，神再次對我

的心直接確認。

一周之後，1月19日是我們的同工會，

去的路上我與太太商量要將這事公佈請

大家禱告，一方面也算是非正式的通

告，另一方面我心裡還是希望神通過我

的弟兄姊妹來向我確定，當一有機會說

出來後，一位敬虔的弟兄立刻分享了他

很早就從神領受的一個異象：亞特蘭大

靈糧堂好像一棵麥穗，在被抽取上面一

根枝子和分出下面一部分杆子之後就成

長得更加繁茂，他認為上面那根枝子是

前段時間才離開我們回國的一個家庭，

而後面那根杆子就是我們家，聽了這个

分享我心裡很有從神而來的阿們，雖然

當時沒有說，我的心裡卻已經明白了神

再次確定。

在下一周我們正式決定向牧師告辭（雖

然真正成行要到5月份等孩子們學期結

束），在分享了這一系列的印證之後，

我對他們說我現在已經很明白神要我去

Raleigh，卻真是憑著信心去，不認識任

何人也暫時不知道去幹甚麼（屬靈上）

，就在那時牧師告訴我，Raleigh有位牧

師要創立靈糧堂卻尚無同工，幾個禮拜

之後鄭牧師來到我們當中，我也因著開

始了在Raleigh的工作而與鄭牧師逐步建

立起友誼。

神的作為真是奇妙，神真是在調度祂的

軍隊，你願意投身加入嗎？

詩 110:3 “在你征戰的日子，你的人民

都樂意投身；你的少年人以聖潔為裝

飾，好像清晨的甘露，到你那裡。”（

聖經新譯本）

神的作為真是奇妙，神真是在調度祂的軍隊，你願意

投身加入嗎？

�  許天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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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這過去的一年裏面，我覺得神

最大的恩典就是讓我認識祂真

是靠近我的主。

我信主很長時間以來，常常對神有一个

很深很深敬畏的心。雖然頭腦知道神樂

意與人同住，但說真的，我不太有這種

經歷上的認知。但在這一年裏，我真是

感覺到神很靠近，很多時候祂聼禱告回

答得很快，管教也管教得很快。祂實在

是真實的，靠近我們的主，樂於向投靠

祂的人施恩。

去年底，我為想要一个兼職的工作向神

呼求。從老二出生前我辤掉工作，到去

年夏天有三年多了，孩子大一些，也開

始每週三個上午去學校，我要做的家事

不那么多了，加上父母和公婆希望我上

班的壓力，我開始認真地考慮找一份工

真實的神，靠近我們的主  

周莉

作。記得十一月中的一个晚上，那是我

第一次真正的為想要一份兼職的工作向

神禱告。我向神說，“我真想要一份工

作，可以大部分時間在家做。可是我不

知道去哪裏找。神啊，你知道我能作些

什麽，請你幫助我。”那天禱告完，我

真知道神聼了我的禱告。第二天還是第

三天我跟師母分享了我的禱告。正巧她

知道有一个公司需要人幫忙，于是很熱

心地幫我推薦。結果是接下來的那個禮

拜一我開始上班了。正是合適我的工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

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法码、公道升斗、公道秤。”

� 利 19:35-36

在

作。神實在垂聼了我的禱告，也實在恩

待了我。

神非常的靠近，也意味著他定睛在我的

身上來管教我。我的公公婆婆過去一年

裏和我們同住到十月份。在這期間，我

裏面的情緒起起伏伏。我好希望能對他

們更恭敬一點，但由於在管教小孩這些

事情上縂有不同意見，常常忍不住，我

就會用不太好的態度講出來。然後卻又

懊悔，到神那裏求神赦免，也求神加力

量使我可以有愛心和忍耐。有一次这樣

的沖突后，我囘到自己的房間，心裏很

懊惱，心裏知道自己的態度不對。我向

自己說，我對我自己的父母絕對不會這

樣，如果神讓我今天讀經讀到有關“公

平尺碼”之類的經文，我就真知道神是

在責備我了。我一打開聖經，今天進度

的第一章就是利未記第19章。

利 19:35-36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

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

用公道天平、公道法码、公道升斗、公

道秤。

這可怎麽說呢？我雖然立刻向神悔改，

但心中卻是無比的感恩，因爲神這樣靠

近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我願自己可

以更多認識他，照他的旨意行。

兒童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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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年以前，我自己开一个美容

店，我先生与人合夥有一个

bus公司。照说我们的收入不错，但我

对每月要付的payment很头痛，因总是

这里那里出问题，钱老不够花，在一次

祷告会上有一位80多岁的老姐妹讲”十

一”奉献的见证，她讲第一次”十一”

奉献是掙扎着拿出来的，到如今已幾十

年过去，她生活一直没有缺乏，她的儿

女生活也很丰富，她特别与我们分享玛

拉基书3:10节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

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

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

处可容。”这段经文很扎我的心，因为

自己当时没有十一奉献，但要拿出收入

的十分之一，会更加重钱不够用的紧张

状况，我就没有去做。 

由于没有遵守十一奉献，我的生活各方

面常常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花费，例如

我们花了3万多元买了一辆车，当时买

的保险是双保险，一个月以后，发生了

撞车事件，是我们自己的错，本来双保

“十一”的功課  

林學娟

险是包括一切费用的，但因为在文件上

缺了一个签字，保险公司认为是单保，

不能赔偿我们，我们得花钱请侓师来处

理这件事，后来，我们又买了一辆车，

因为有上次的教训我办保险手续时特別

確定該簽的字都簽妥当了，但人算不如

天算，过了半年，车子丢了，到保险公

司要求赔偿，他们说保险期刚过几天，

保险公司不会赔偿。由於一連幾件事發

生，我渐渐感到十一奉献的必要，我跟

先生讲，但他不赞同，我就将自己美容

院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结果很奇妙，

我开始经历到从缺乏到足够，每個月钱

都够用，即便有紧张的状况出現，神都

会赐下生意，使所需用的足够。

后来，我先生出了点事情离开美国，我

就接手他的生意，真的很奇妙，当我接

手后生意变得好起来，我有感动要将收

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可心里又借口说是

我先生的生意，他又不同意收入的十一

奉献，我就没有奉献，四个月之后，公

司有一个管理員的形象到我脑海里来，

一连三天都是那样，我问神是不是祢提

醒我有人偷钱?后来我去公司查，发现

那个人每月偷我1000美金，我真是非常

感动，神竟亲自来做我的眼睛，神是如

此的看顾我，当時我有个强烈的感动，

要将一笔钱奉獻出去，但拖了两叁个

月，后来就把这事忘了，圣经上说:有

给人的必有给你的，神喜悦我们给人，

但这并不能抵当纳的十分之一，神是公

义的，可惜当时我沒认真看待这事。

不久之後，公司打来电话说:”有别人

也想来作这条线的生意，这样我们要

与他竞争，票价会从80元跌到20元，公

司每月要亏损7-8千元。”事情发展很

快，过一周后，事情已近无可挽回的地

歩，公司又打电话来，我对他说:”我

现在所能做的只是祷告了。”他说:“

你是基督徒吗?神经病。”我放下电

话，来到神面前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怎

么办好，我问神为什么会这样?生意不

但没钱赚还要亏本，这样的生意给人也

没有人要，我求神说:祢是我的父亲，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

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

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 玛拉基书3:10

几

 林學娟姊妹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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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年很感恩的是神让我回中国，

我已有16年没有见到爸爸妈

妈，好想他们，去年我拿到绿卡之后，

神对我说要回中国，我对主说我没有

钱，神告诉我，有人会给我钱，在等待

中神真的成就了这個应许。 

回到国内见到我的爸爸妈妈真的很高

兴，也享受爸妈的体贴与爱，但让我最

高兴的是我的全家人都决志信主，并把

家中拜了多年的偶像除掉，感谢主!

在中国神也使用我传福音给我的舅妈和

爱玲的公公，我回中国之前，他们都病

祢知道我根本没钱来亏，祢就打开天窗

祝福我吧，之后，我就不能集中祷告，

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到周日的早上，我

一边弹琴敬拜，一边竭力进入神的同

在，我忽然领悟到天窗是给十一奉献

的人打开的，而不是为生意亏本的人

开的，这是不是神提醒我十一奉献的

事呢?在敬拜中，我感到沉重的压力离

开，我可以进入神的同在了。 

永宙牧师那天的信息感动着我，他提到

让弟兄姐妹准备感恩节的见证，我在心

里祷告说：主祢若帮助我解决这件事，

我就在感恩节那天为祢做见证，当天晚

上，在小组长的聚会敬拜中，我有了一

种安全感，神的平安充满在我心中，我

也请同工們为这件事替我祷告。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德玉姐家，一开始

我就向她承认神启示我在十一奉献上有

亏欠，德玉姐说当她昨天为公司祷告时

也有同样的感动，我就在神的面前认

罪，神的灵开始在我里面做洁净的工

作，我一切不讨神喜欢的事好像影片一

样在我的头脑中放映，圣灵提醒我許多

隐而未显的罪，圣灵的火在我里面燃

烧，我感到灵里越來越轻松，公司的事

情不再烦擾我了，我決定當天晚上去一

位朋友家讲公司的事，这位朋友就是想

来和我先生公司竞争的人，我想说服他

看我的面子放弃做这生意与我们竞争，

他以前和我是好朋友，一年前，我们因

为钱的关系有些隔阂，已经大约一年多

没见面了。

去他家前，我祷告求主让我在态度和话

语上有主的柔和与谦卑，也求主把怜悯

的心放在他里面，当我来到他家门口

时，看到他们所拜的偶像，我更是求神

与我同行，朋友的老婆接待我，煮点心

给我吃，我跟她及他们的孩子有很友好

的谈话，这位朋友回来了，我们一起談

了一个小时，整个谈话都在神所控制的

友好和坦诚的气氛中，我发现我已经不

是以前的我，他也不是从前的他了，他

对公司的管理细节比我更清楚。最后他

说他决定不作这样的生意了，若别人想

做他也会劝人家不要做。我从他家出来

后，一路上高呼哈利路亚! 到家后，我

马上打电话给那位曾经骂我是神经病的

人，我对他说:”我的神为我摆平了这

件事。” 

通过这件事情，神让我学到了一个功

课，圣经上说神是听祷告的神，但人若

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圣经上也说: 我

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

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

的不义，当然我再也不敢在属神的财物

上自作主張了。 

得很厲害了，而他们的环境是不许传福

音的，我心裡很為他們的靈魂著急，回

國之後，我得到好機會向他們訴說神的

愛和基督的救恩，他们都信主了，现在

他们两位已被神接到天上去，我親眼看

到神如何關心人永恆的去處，實在很感

谢主。

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的妹妹有一

位朋友，我去看她并向她传福音，她拒

绝了我，但在我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

她结婚多年未能生育，我就告诉她在我

们的新生命小组有幾位姐妹也是不能生

孩子，當大家为她們祷告一段時間，神

垂听了，现在她們都生了孩子，这位朋

友说:”你也为我祷告生孩子!”我就为

她祷告，两个星期后她打电话告诉我她

怀孕了，感谢神的怜悯，后来我知道她

过去只要怀孕一个月就会流产，我就对

她说这次不会了，你每天祷告求神保

守，她真的每天都祷告，现在她已经怀

孕七个月了，一切都非常正常。 

感谢主! 把荣耀归给赐怜悯的主!

( 后記， 这位朋友在今年三月已平安生

下一名女嬰。)

去
林學娟

神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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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008年初师母分享说，“今年是救恩的門向家人打开的一

年，要祷告求神让你知道要做些什么?”于是回家后，祷

告求问神，“我当做什么?”主把一个意念放在我里面:“邀

请爸爸在电话里一起读圣经。”有一次打电话回台湾，时机

似乎很合适，我就问爸爸，“以后可不可以在电话里与你一

同读圣经?”爸爸欣然的答应，我的心里好高兴，接下来我每

次打电话回去时，就与爸爸一同读圣经，祷告! 就在头一个月

里，神就很奇妙地应允我们的祷告，使爸爸的信心增长，几

个月后，鼓励爸爸去教会，爸爸就开始去教会，在这些日子

里，看见爸爸清楚的接受救恩，也开始过教会生活，每次与

爸爸分享神时，他的心好柔软，也会不时地说，“感谢主!”

神实在在爸爸身上行了大事。

爸爸回转了

谢主!祂医治了我的手，因为我的手指全部长满了像

豆豆一样的东西已经2年了，可是都没有治好，我

用过药也祷告过，可是都没好，也问过阿姨们，她们都说好

像治不好，因此我很紧张，我急着向神说:”好吧，祢可以不

治我其它的指頭，可是請祢醫治我的无名指。”因为无名指

上的豆豆是长得最大的。

过不久，妈妈说Mia姐姐要来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多一个人陪

我玩我很开心，Mia姐姐看到我手上长着这样的东西，她说

她的手也长过。涂了一种药就好了，她把药涂在我的无名指

上，过了两天，我打开一看，全部都好了，当时我好高兴也

感谢神听我的祷告，Mia姐姐已没有这种药了，可是她告诉我

在顶好超市可以买到，然后妈妈带我去买药，只用了2.5元就

买到了药，現在我的手指全部都好了，真的真的很感谢神! 这

是我今年最感恩的事情，现在我的手长得很正常。

林安琪

感

周惠鴛

2

ne Wednesday night I was attending the prayer meeting at 
Pastor’s house. I sit back relaxed while praising the Lord. 

When my eyes were closed, I suddenly saw a picture of beautiful sunset 
and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sunset I’ve ever seen. Then I saw a man 
standing in front of me. He was wearing all-white robe with brown tip-
flops like these in ancient Israel. He reached his hands out towards me. 
He was so beautiful with the Golden Sunset behind him. I couldn’t see 
his face completely. But His magnificent eyes were looking at me as if 
He hasn’t seen me for long time. I looked at his hands and saw these 
holes from the Cross. Instantly, I knew he was Jesus. I couldn’t blink. 
I didn’t want to blink. I was afraid if I blinked the picture would have 
disappeared. The wind was blowing on his face and it was all calm and 
beautiful .

I thought how blessed I was. I thought how I had been such a bad girl but 
Jesus still loves me! I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is experience.

i saw Jesus
Shelly Lu

O

安琪 & 文文

Shelly

神 医 治 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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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年前，我清楚 神要我把孩子放在家里，选择家庭学

校(Home School)，自己亲自教他们，而不送到公立

学校去。神要我好好地把主的道教导他们，使他们从小就学

会敬畏主!还记得第一年开始时，实在恐惧战惊，生怕会把自

己的孩子毁掉，加上英语是我第二语言，怕小孩以后英语不

够好!但主的恩典是够用的!他实在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

记得有一天，我几乎跌到谷底，真的觉得无法继续教我的孩

子了，好累! 好累! 正好又与先生意见有些不合，简直快受不

了，真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去休假几天! 就在隔天，有些时间

休息，安静，好好亲近神，神又重新恢复了我! 并给我一个意

念，“放慢脚步!”我突然整个人就可以放慢下来，按着孩子

的状况，慢慢往前行，心里充满主的爱，孩子们也可以站起

来。

又有一次，那天是户外教学，带着小孩，开了一个小时又40

分钟的车程，到一个陶瓷厂参观，并且到附近去玩，为孩子

忙了一天，却不见孩子有感恩的心，次日，孩子又因一些事

惹我生气，实在是不行了。晚上跟先生请假，出去安静一

下，就到了一个安静的大房子，(这大房子的主人出国，我

们帮他们看房子。) 这房子好大，好安静! 好像博物馆，我弹

琴，唱诗，读圣经，但是仍然觉得这里太安静，有点觉得不

自在!最后受不了，就回家了!当我再次看到小孩时，心里充

满了感恩!跟他们又亲吻，又拥抱，神用这个夜晚让我看到有

小孩在身边，是多么蒙福的时刻，充满欢笑，热闹，生命! 这

段时间是极其宝贵与短暂的时间，要好好珍惜，好好感恩，

因为有一天，他们会长大，离开，家将会象博物馆那么安静

的!

三年下来了，老大 (七岁) 多次被圣灵充满，老二 (五岁) 也

越来越多的被主开启，老三 (一岁半) 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们

的功课都卓越超前，中英文也都很好。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主

有敬畏的心，对人有恩慈，关怀!他们是我服事　神最好的同

工，每次小组聚会，都是他们帮忙收拾，把家预备好，可以

接待人! 这些完全是神的恩典，也见证以耶和华为　神的，那

个家是有福的!

家庭学校 
(Home School) 的恩典

周惠鴛

三

毛應欽弟兄與周惠鴛姊妹全家

喜樂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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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007年对我来说是改变的一年，我原来是住在Townhouse

的，那时我总想换房子，但又觉得我只是在幻想罢了!

 

有一天，偶然和两位姐妹聊起这事，她们对我说可以有个突

破，于是我们6月份搬离住了四年的Townhouse，租下一个姐

妹的房子，接下来，就看见神一连串的供应，首先是我找到

一份part time的工作，刚好可以支付租金，另外，3个月后，

有位姐妹感动买下我的房子，交屋那天是10月的最后一天，

我把钱放在银行做3个月的定存。

 

2008年初，我姐姐告诉我，他们隔壁有间法拍屋要卖，于是

我和曹阳去看，我很喜欢，觉得很适合聚会，也适合小孩玩

等，于是我们祷告寻求神，买房子是大事，由于当时没有特

别的感动，也就不敢下决定，隔天我照着读经计划读到耶利

米书32章6-9节，这段经文是有关买地的，我打电话给婆婆与

她分享经文和买房子的事，婆婆祷告后回电，告诉我们要买

房子，于是我们隔天就签约了，那时银行并不喜欢把钱贷给

法拍屋主，直到第三家银行才愿意贷款给我们，1月31日交

屋，我非常惊喜，因为银行定存也是那天到期，神的带领是

007年我搬离旧家，但小孩的学籍仍留在原处，我舍不

得换学校，因那是大家公认的好学区，无论是学校的老

师，或者是课程安排都非常好，一直到我的房子卖了，我仍

然留儿子在原来的学区就读，直到我买了新房子，心里仍然

不愿把他转過来。

 

我一边见证神如何

带领我们买这栋房

子，一边又不愿意

顺服的把儿子转到

这个学区，有一天

在祷告时，我心深

受责备，一切不都

在神的手中吗？我

為何还想用自己的

小聪明来做？学期

结束后我马上办了

转学手续，接下来

一切的变化都在顺

换房记

順服與蒙福

2 那样清楚：第一，在买卖的过程中没有亏损，第二，有神的

话，第三，交屋和定存到期在同一天，第四，房价降，利息

降，以至两栋房子所付的钱是同样的，很奇妙，就这样小房

换大房。

 

装修房子期间，有一天我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风景，有苹果

树，有公园，神賜的產業坐落在佳美之地，我开始赞美神，

一直赞美，赞美中我祷告神，我想到自己的房子在装修，但

教会至今都没有自己的會堂，当时我渴望我们教会有一个屬

於自己的聚会地方，我决定奉献一笔建堂基金，希望在不久

将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地方聚会，同时，我有一个很深的

感动，过去我只能奉献我自己所经手的钱，现在我好想可以

把全家当纳的奉献给神，几个星期后我搬进新屋了，神竟然

又赐给我一份照顾小孩的工作，收入足够我奉献全家当纳给

神的。

 

我感谢神悦纳我的心，并把工作赏赐给我，这个改变不仅是

多一份收入，换房子而已，而是把我们一家带入神应许的祝

福里。

服之后。

以前我儿子在那学校，老师很爱他，但评估他智力不足，无

法跟上进度，需要到特殊教育班，那时我觉得不错啊，学校

很尽力，为他寻找合适的环境，但转回到这学区后，令我很

惊讶的是，他反而有了更多更正面的改变，功课大有进步，

对时间，空间，数学，文字，语言的概念，以及跟人的互动

一下子进步了！他不再是个落后的小孩，连教他一年的钢琴

老师都说他今年在学习上有很大的跨越，过去一年来没有办

法认识的音符，现在可以认了，另外，他也可以和小朋友玩

在一起，变得很活泼。每次家里有聚会，他会告诉我今天谁

来了，谁没来，他开始注意周遭的环境，人，和事物了！ 

 

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的聪明才智可以发挥时，我选择不依靠

神，我也不得不承认当神光照我，让祂介入并掌权时，我最

好的決定就是顺服，同时神也让我明白，祂了解我的儿子胜

过我自己，祂为我儿子预备的是一个适合他的学校与老师。 

感谢主，當我終於順服時，就看見神的智慧是完全的。

2

陳盈妃

Karren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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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們在2005年6月領養了兩隻狗，其中有一隻是巨型

犬，我們叫它Cosmo，是我女兒所心愛的。在2006

年底的一天，它突然站不起來，我們以為它扭傷了腳，而且

好像天氣暖和一些就有一點進步，因此我們就沒有再多擔心

了。

到了2007年的夏天，Cosmo的情況越來越不對了，經過獸醫的

診斷，它得了嚴重的風濕症，而且後段的脊椎上長了六吋多

長的脊椎增生，股盤的磨損也非常大，經過醫師的考量，沒

有任何辦法可以改善這種狀況，絕大多數的人大概會考慮安

樂死這個選擇，醫生為Cosmo開了止痛劑和消炎藥，但是這

種藥有很多副作用，其中最大的副作用是腎衰竭，因此一般

來說，很少能活超過一年半的，我們把Cosmo帶回家後，非

常的難過，就開始為它禱告求神的醫治，同時也開始吃這種

昂貴的藥劑，神愛我們，祂也同時照顧我們的動物，Cosmo

得到了醫治，不但站得起來也可以玩了，感謝主。

2008年11月，Circuit City宣告破產，我們一直沒有時間去逛減

價物品。直到一個星期一早上，我的太太說要去Circuit City，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Circuit City前一天才把所有的貨品賣完，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去呢？但是我們還是去到店裏，當然所有

的貨品都已經賣完了，只剩下貨品展示架在拍賣。我們實在

不需要任何架子之類的東西，看來看去只有一大疊的平面電

視的包裝海棉，這些海棉有三尺長、一尺寬、六吋厚，材質

非常的好。我們就傻傻的搬了一大疊回來，不知道要用來做

什麼，還沒有回到家，我就已經開始抱怨了，家裏東西已經

夠多了，竟然還要搬更多進去，我親愛的太太説，“可能有

參加過很多的醫治特會，也經歷過神的醫治，可是

常常有一個錯覺就是，神聽某些人的禱告，但是可

能不是我的禱告。有時開口為人禱告的時候，也不知道事情

會不會發生，總是膽戰心驚，怕怕的，要是別人不被醫治怎

麼辦，會不會很難堪，會不會丟人丟到家了，心裡有很多很

多的問題，無從回答，也不知從何問起。

在今年一月樊牧師的醫治特會裏，我才真正的學到，什麼

是“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麼事，我

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

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馬太福音18章18-20

節。當我真正的領會到“同心合意”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我

神的供應足夠  
Hayward Faulk

醫治特會  
丘紀恆

我

我 人搬家需要用”，

我心想“需要這麼

多嗎？” 

兩周後天氣開始冷

了，Cosmo又不能

走了，我們又繼續

為 它 禱 告 ， 神 就

給我一個啟示，那

一大疊的包裝海棉

就 是 用 來 做 狗 的

床 墊 ， 因 為 海 棉

的品質很好，所以弄髒時可以放在洗衣機裏洗，海棉上面還

可以加墊尿布既便於清洗，也比較不容易得褥瘡，這麼好的

海棉，還不是隨處可以買到的，隨著Cosmo的情況越來越不

好，神繼續啟示我，如何使用已有的材料，做出各式各樣的

改良器具給它使用，但是無論做出什麼東西都必須用到這些

海棉。

在這段時間內，Cosmo有得過很嚴重的褥瘡，我們都以為它

沒命了，可是當我們為它禱告能早去見上帝時，它所有的褥

瘡神奇的完全好了，外加毛還長回來，這些都是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的事。

神真是奇妙，所有我們想到或沒想到的事，需要或不需要的

東西，樣樣都準備完全，而且祂供應的永遠是最好的。感謝

主！

才真正的知道，禱告醫治不是單單的倚靠某些人，而是靠著

同心合意的禱告來達成的。當我和其他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為

有需要的人禱告時，親眼看見病得醫治，真是一件歡樂無比

的事。感謝神的應許“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

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以賽亞書53章4-6節。

我不再怕別人不被醫治而難堪了，因為醫治在於神，不在於

我。不管我禱告得好不好，父神都看見了，也聽到了。祂

說“失喪的，我必尋找；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

纏裹；有病的，我必醫治”以西結書34章16節 。

榮耀歸給憐憫人的父神。 

Hayward &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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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年除夕之夜，当我和妹妹两家及妈妈共十口在一起

享用团圆饭时，我心中真是充满感恩，我和妹妹分

开近十年竟然能团圆，并且还住得很近，在生活上可以彼此

照应，都是因着神的恩典。

我只有一个双胞胎妹妹，我们从小感情就很好，有福同享有

难同担，在一起读书，一起玩，一起睡觉的日子中，度过了

我们的童年，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十几年前，她婚后随夫婿

来美国定居，我和先生则留在马来西亚工作，从那时起我们

就只有靠电话联络了，我那时真希望我们有相聚的机会，她

回来或是我们去美国都好，但申请美国的工作不是容易的

事，况且妈妈还在马来西亚，全家一起去美国的想法只有暂

时搁下，我却把这件事常常放在祷告中。

我 先 生 一 直 都 想 移 民 到 外 国 去 ， 于 是 我 们 办 了 澳 洲 移

民，2004年底，他在澳洲找到一份工作，待他稳定下来后，

隔年三月，我放下工作带着七个月大的女儿与他团聚在澳

洲，起初我面对新的环境非常不适应，后来渐渐的喜欢上澳

洲的生活，生活的素质很不错，也有很好的教会，那时我和

妈妈、妹妹是各分三地，一个南半球，一个北半球，一个在

中间，和他们团圆的梦似乎更遥远了，但我仍然向神祈求团

圆。在澳洲一年后，也就是2006年，先生的工作不顺利，找

不到合适的工作，必须打散工维持生活，我们就一起为前面

的去向寻求神，同时他开始在不同国家申请工作，包括美

国。发出许多工作申请书后，终于美国Virginia州的一家电脑

公司愿意帮我们申请工作准证，之后我们也顺利的拿到美国

签证，虽然想到要搬迁是非常累的事，加上又带着两个年幼

的孩子，但我想起这不就是我多年向神求和妹妹相聚的祷告

吗?就算工作不是在亚特兰大，至少是在美国本土，总比在南

半球来的近了，于是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准备搬迁。 

2007年四月，我们一家终于登上美国土地，想先在亚特兰大

度一个假再上Virginia 州开工，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家公司既

没有项目让我先生可以上班，同时也不發薪，我们在亚特兰

一家团圆

陈佳唯

今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 诗篇103:2

大待了几个月，觉得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决定留在亚

特兰大找其他美国境内的工作，感谢神有妹妹在这里，我们

可以暂时住下，让我们有个落脚的地方，经过许多波折，我

先生终于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更令我们惊喜的是这份工作

使我们得以在亚特兰大定居下来，不久后我们也买了一个离

我妹妹家很近的房子。我妈妈也在同年年底正式退休，搬来

和我们一起住。

神的恩典真的很大，回忆起当初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前面的方

向，求主只开一条路，结果神为我们开了美国的路，我也祷

告希望一家人可以团聚，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不是偶

然的，我们确信是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也非常感谢妹妹

和妹夫的接待，让我们可以在他们家住了七个月，那时我们

两家人共九口挤在一间房子里，包括五个年龄介于1-6岁的孩

子，非常热闹，但也真是太麻烦他们了，现在想起来觉得是

非常值得回忆的一段日子，因着他们的接待，我们留在亚特

兰大，也找到了我们属灵的家--灵粮堂，在灵里得到许多餵

养。

诗篇103:2 常常提醒我:”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

记他的一切恩惠!”主啊，谢谢你，是的，这一切都是你的恩

典。

江大強弟兄 & 陈佳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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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谢主让我能够用琴声来赞美敬

拜祂，服事祂，几年前，若不

是神为我打开彈钢琴的门，不断地将对

钢琴的热爱赏赐给我，或许我今天一首

歌都弹不出来，更不用说用琴声来敬拜

祂，我清楚知道是祂将我摆在这位子

上。

 

不久前，有一姐妹问我妈妈说:“哇，

你两个女儿的琴都弹得很好，你是否花

了很多钱来栽培她们?”我和妈妈听了

都笑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她在我和妹妹

小的时候确实花了不少钱让我们学琴，

但却换来我对钢琴的讨厌和恐惧。这都

拜我的钢琴老师所赐，严格的老师不时

挥着她的尺，我的手稍微放不对位置就

免不了挨打，所以我见钢琴就发抖，当

时我根本不懂得欣赏音乐，学琴对我来

说就只是为了应付妈妈和考试，学了

好多年后，终于因初中大考有借口可以

停了，当时我妈妈好伤心，我却开心得

要命，更发誓说我从此与钢琴绝缘，决

不后悔。从那时起，我真的守着我的承

诺，完全不碰钢琴。

 

后来我信主了，喜欢唱诗歌，觉得圣诗都很好听，很多人知

道我曾经学过钢琴，都鼓励我再来弹，我却因着过去的恐惧

及曾经許过的诺言而拒绝了，心里也很剛硬，认为自己是不

可能再回复学琴，我有一个祷告，除非神感动我，要不然我

绝对不碰，有一次，当一个弟兄在教会弹琴时，我忽然觉得

琴声多么悦耳，是我从来没有体会到的，有一股力量将我的

心吸引到钢琴前面，我兴奋极了，马上请教他，他也很乐意

的开始教我。

 

就这样，又开始了我的学琴生涯，停了十多年要重新开始真

不简单，几乎是从头学，我花了好长的时间学和絃，从中我

领悟到真正的音乐是欣赏，创作，和编曲，不是为了考试，

也不是好像是一个钢琴打字员一样，看五线谱才会弹的，因

此，我求神给我一对敏锐的耳朵，常播放卡带来听人家怎么

钢琴与我  

陈佳唯

“要用角声赞美祂，鼓瑟、弹琴赞美祂”。

� 诗篇150:3

弹，然后尝试用不同的弹法和感受来弹一首歌，开始时，觉

得自己手弹出来的东西很刺耳，反应也很慢，总之就是很

笨，好挫折！渐渐的在许多弟兄姐妹的鼓励下，加上他们对

我的忍耐及不断地给我机会把歌弹好，使我能在钢琴的技巧

上不断的长进。 

 

回顾这些年来，使我能坚持到现在的，我想，就是神将这份

对钢琴的热爱赐给我。凭着这份热爱，加上神赐下的许多耐

心和毅力，使我能不断的进步。近年来，神垂听了我的祷

告，给我恩典能够play by ear,就是听到一首歌就能将它弹出

来。

 

诗篇150：3 说：“要用角声赞美祂，鼓瑟、弹琴赞美祂”。

音乐的路是无止境的，愿我继续前进，也愿我能一生用音乐

来敬拜神。

感 敬拜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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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年我经历了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其中，买房子是神

极大的祝福之一。

3月，我带女儿来到美国，一边陪女儿适应这里的学习生活，

一边想换个学区，因为我住的地方有邻居时常大声地放音乐

和文文分开10年，她两岁离开我.直到去年底我才回

国接她与我同住，之间经历很多艰难，很多分别的

痛苦.神非常怜悯这个家，怜悯我这个不太合格的，没有心

计的却敬畏神的妈妈，回国前，我领受了牧师，师母及一些

姐妹的祝福祷告，我也听出大家为我捏一把汗，因为分别容

易相聚难，文文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住也确实被他们娇惯

了，现在又是青春期，反叛的现象是常会有的，当我回到国

内，元旦前一天，我在哥哥的陪同下去文文的学校门口等候

她下课.随着学生一个一个从教室里出来，文文也跟着出来.看

到我第一眼她说:”你怎么烫头发了?”我说:”你觉得不好

么?”她说:”可以去拉直!”然后我们边说边手挽手地走在一

起，我和文文曾经在电脑上见过面，近几年通过电话交流，

没想到她对我全然不陌生.这是神的恩典! 

当我和哥哥带着文文一路坐车去苏州，她很愉快地讲刚才她

班里的文娱活动会。她的同学和老师等，过一会儿，又将她

的mp3打开，拿一个耳机塞到我的耳朵里，我们一起欣赏着

她所喜欢的歌，这又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停靠在路旁的一个

快餐厅，买了各样的菜坐下来吃饭时，文文主动地将一块小

排骨夹到我的碗里，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哥哥笑咪咪地看

我，我知道这也是神的恩典。嘴里只能用哥哥能明白的方式

说:’这真是亲生的女儿，这么贴心。”当我们在一起的时

候，真是象大家祷告的那样，似乎我们从未分开过，这是极

团圆於恩典中  

王敏

王敏姊妹

买房中经历神
王敏

大的恩典和祝福！

回到美国，刚开始文文随

我去了两次教会，(一次是

灵粮堂，一次是美国教会)

都跟我一起听讲道，第三

个周日她无论如何都不原

意去教会，说太无聊，并

说了很多攻击的话，联想

到文文的爷爷曾对我说:在

信仰上，不要对文文施加

影响，让她自己选择。”

我 知 道 仇 敌 非 常 生 气 文

文 去 教 会 ， 我 将 这 事 交

给神，我单独去教会大約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小组聚会，

我带文文一起，应她的要求我没参加聚会，而是陪她一起看

电脑上的电影，那天晚上她认识了教会的女孩，并被學娟邀

请去教会，神的恩门再次被打开，自从那时起到如今，文文

每个礼拜天都愿意来教会。连续来4，5次后，一次主日学课

上，老师讲了属灵的事，并问大家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决志信

主，文文和另一个同学举手，哈利路亚！神的恩典非常真

实，值得称颂赞美。 

我

到半夜，或喝酒斗殴，或大声在我家门前聊天，恰好去年是

买房子的好时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去看了几次房子。

原本想买5至10年的townhouse，15万以下，但根据我花很有限

的时间所看到的房子，都不合適，最后看的房子虽然价格高

些，但却是新造的独立房，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地点也比

较理想，在谈价格的过程中，虽然房子早已降

下了1万，之后又降了6千左右，当我与贷款公

司联系时，那位职员替我锁定了贷款的利率，

只等我最后的决定，假如不锁定，第2天的利率

就提高了，在筹款的过程中得到我哥哥的大力

支持，和好朋友的帮助，在天时，地利，人和

之中我买了房子，房子成交后，不仅贷款的利

率涨高了，贷款的条件也更严格。

去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

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

业实在美好! ”

� 诗篇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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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我悲痛难捱的时候，当我寂寞孤独的时候，当我需

要帮助的时候，亲爱的神都是用各种不同的人，不

同的方式来安慰我，帮助我，与我同在，我深深地享受着他

的恩典和慈爱，感谢神!

在2008年12月15日，我与刘侓师约定见面，时间是上午10:00

，因为我不会开车，要请求别人的帮助.......我计划好了从學

娟家出发，然后去侓师楼，而实际是她的家离那儿很远，那

么我的计划是出错了而需重新来，我的心一下子就乱了，那

种感觉就像一片叶子浮在水面而不能自

己，所有的悲哀，凄凉全部袭来浮想联

翩......... 这时天伟周莉夫妇，维佳，郎

老师都要带我去，可是这一天是周一，

大家都忙，而且距离他们的住处好远，

突然間我沒了主意，坐在教会大廳的沙

发里掉泪祷告，郭靖走过来询问我:”

阿姨，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

我就对她讲了，她立即说:”我周一休

息，我可以送你去，你看看阿姨，我们

的神是随时的帮助，当你有困难的时

候，他就会知道你的心，不会让你难过

的。”我一听这是最好的安排，感谢天

父的爱，以这种方式，这样的姐妹，来

帮助我解决我的难题，我在郭靖的家里

住下来，因为我睡眠一直不好，郭靖就

神的爱围绕着我  

鄭耀華

当 為我祷告，那天晚上我睡得非常好，感谢主!第二天上午她和

我同去了侓师楼，从她的家到哪儿只是几分钟路程，不但事

情办好，当天晚上她还带我去参加了她朋友的聚会，由于像

天使一样的姐妹使我渡过了一段很美好，丰富的时光，我深

知这是神的恩典慈爱。

从这经历中我学会了一门功课:”神是我随时的帮助。”藉着

祷告將需要告訴神，神不但垂听而且安排奇妙，我要坚定信

心跟随他直到永远!

与其说天时，地利，人和，我更相信是天父的爱和恩典，搬

家前有一天，我去Walmart买东西，当我拎着货物出来找车子

时，竟然忘了车停在哪里，东张西望凭着感觉走向一辆很像

我的车，快走近时，看到车尾的牌照上4个数字8857，心里一

顿，那号码不就是我新房子的号码吗?原来房子建筑商品号与

门牌号，合在一起正是我的车牌号，我从来对数字不敏感，

买房子也从没想到挑号，但这次的经历让我知道这一切不是

巧合，乃是真真切切的恩典，从上头而来，从众善之父而

来。

买房后有两位姐妹搬到我家，帮我分担房子的费用，我觉

得非常温馨热闹，我们一同在神国里，是个大家庭。诗篇

92:1�4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早晨传扬你的慈

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

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诗16:5�6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

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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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晚饭后，我的大儿子说他的牙痛，我以为可能是

食物落在牙缝里让他觉得不舒服，就叫他去刷牙，

可是没多久，他又过来对我说:”牙真得好痛，要去看医

生。”但这么晚了，去哪里找医生?我对他说:”我们来祷告

吧!请耶稣来医治你的牙痛。”祷告完之后，我问他感觉好些

没有?他说:”还是很痛。”並哭得更厉害了，怎么办?我的信

心也动摇，这時想起我妈曾经告诉我，牙痛时用正露丸涂在

牙痛的地方就可以止痛，心想就试一试吧!当我正准备做的

时候，我的亲戚告诉我，他也曾经用过正露丸治牙痛，效果

不是很好，口里還象火烧一样很难受，他这么说吓我一跳，

同时我也很感恩，感谢主差遣我的亲戚今晚刚好在我家，他

却那么巧有这样的经历，也让我看到我自己对神的信心是那

么低。我就对儿子说:”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能靠耶

稣，我们继续来祷告吧!”我本来还想说:”如果明天早上还

痛，我们就去看医生。”我心想这句话不能说，一说出来不

神医治我儿子的牙痛

柯雅仙

柯雅仙姊妹

已經信主很多年了，但一直都在外面迷失，最近才

被主帶回來。在與教會的姊妹們一起讀「事奉學

校」的一個課程中，我們學習什麼是「方言」，其中提到說

方言是被聖靈充滿的一個印證。課後，師母問我們大家誰還

沒有領受方言，我與另外一位姊妹一起舉手。然後師母說她

們要為我們按手禱告，向主求聖靈充滿我們。她們禱告得很

迫切，但我覺得體內有一個阻礙，使得我全身緊繃，無法放

鬆，因此最後沒有成功。

當天晚上我和學娟姊

在談話中，提到一個

曾經傷害過我，後來

我 已 宣 告 原 諒 了 的

人。在談話中仍有一

股 怒 氣 從 我 口 發 出

來，我提到他時，就是說他如何的不堪，如何如何的壞，他

一定會受到如何的懲罰…。在我發怒的時候，學娟姊只說了

一句，“你口上雖然已經饒恕了他，但你心裡還是很恨他，

你應向神禱告，求神釋放你的心。”後來我捫心自問，才發

饒恕
林美 

但表明我自己没有信心也

会压低孩子的信心，我在

心里求神赦免我的软弱，

也把这句话吞回去没讲出

来，我再按手在儿子牙痛

的地方为他祷告，祷告完

之后，我没有问他感觉如

何因他已经不哭了，我心

里 有 个 意 念 要 让 他 去 看

书，转移他的注意力，我

就这样吩咐他，差不多20

分钟左右，他对我说:”我

想睡觉了,牙齿已经好了很

多。”感谢主!那天晚上，

他睡得很好，牙痛也完全

好了。

吃

現原來自己口口聲聲說饒恕他都是假的，都是表面的。那股

怒氣還一直藏在心底，隨時找機會發作。 

第二天早上，在開車去上班的路上，我誠心的向神禱告“我

不知道我無法領受聖靈充滿是否因為我心中無法真正饒恕

的緣故，神啊，雖然我覺得委屈，但因你的緣故，我願意，

我願意饒恕那個人，求神你賜給我饒恕的恩典和力量。”頓

時，我心中有一股熱流由腹部升起，方言開始不停地從口中

躥出來，我感覺神就

在我的面前，我向祂

訴說我心中的委屈，

眼淚不停地也無法控

制地流下來。就在那

時，神奇妙地釋放了

我。感謝神，那時我

才明白，原來神要我們饒恕別人，其實是要釋放我們的心，

因為因著不饒恕，使我們的心無法得到安息。我真感謝祂是

一位聽禱告的神，只要我們誠心地向祂呼求，祂時刻都在垂

聽，並且永不打盹。

我

原來神要我們饒恕別人，其實是要釋放我們的心，因為因著

不饒恕，使我們的心無法得到安息。

� 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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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leen和Katie也能在敬拜或小组聚會中被神看顾，教导，希

望他们无须象我们夫妻，年过40才真正看到，追求神当是我

们生命中的最优先，求主也光照我们在台湾的家人，让他们

也能经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奇妙。愿从主来的

刚强，消灭我们的软弱；愿主丰富的爱让我们在尝到甜美之

后，也能为主作见证，带领他人信主， 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

现在及将来一路的带领。

主啊!我们这样的微不足道，祢却应许“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

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感

谢祢直到永远! 阿门。

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

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16)我和妻子倖生虽然都

是受洗的基督徒，但对信仰多年来却停留在仅仅承认接受主

的浅薄层次上。对圣经只有浅薄的了解，更不用提每日的灵

修生活及与神的亲近。前几年住在New Jersey的时候， 神的恩

典让我们认识一些主内的朋友，使我们还生活在基督徒的圈

子里，然而当时主站在门外叩门，我们却未把心门打开。

2008年夏天，因Karen的邀请第一次走进灵粮堂，感谢神，在

圣灵的动工下我们开始被恢复了，经过几次的主日站立敬拜

赞美，主在门外叩门的声音突然变得那么明显，伴随着那声

音而來的是主不可抗拒的爱，非常奇妙，那么多年硬着我们

心的阻碍一下子被挪开，当我们把心门

打开，主就丰富的进驻，自那时起我们

从观念上 “神是活着的” 转变成经历

上 “神是活着的”。

去年8月我们参加了”遇见神營会”，

藉着圣灵的带领，我与倖生的心经历了

从未有过的由主来的洗涤，主把我们一

生的过错指明出来，并引领我们再次悔

改，主让我们自然的把忧愁重担都交给

祂， ( 在此之前， 我有来自工作上几乎

已不可承受的压力！) 主扭转了我们此

生中的优先顺序，主的光照亮我们心中

每一个黑暗的角落，自那以后到今天，

我们每次向主真心的呼求祷告，都能感

受到主爱的触摸。

几个月前，倖生奇妙的有了说方言的恩

赐，我也突然在每句圣经的话中，体会

到神的教导，对于神自创世以来对人的

救赎计划:耶稣基督如何是太初以来的

道，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途径.......等等，

心中有了确实的了解，感谢神! 让我们

进入祂的丰富之中。每天的读经祷告

成了我们心灵上的享受，我们的小孩

不再不冷不热

王惠国 & 陈倖生

”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

去.”

� 启示录3:16

主

樊鴻台牧師團隊醫治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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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我觉得每天这样的上班下班，一天一天的

过日子没什么意义，心中开始有很多想法，可好象

又都行不通，我向神祷告，求神为我安排一个工作是至少可

以作礼拜和参加小组聚会，多一点时间亲近神的。

这樣祷告了一些日子后，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和一个女孩

一起跑，边跑边拿东西，好象有很多东西要拿，都舍不得放

下，覺得好累，而且一直跑卻好象找不着那条路的出口，當

我們停下来休息時，突然有一个妇人说:”你从这条路出去”

，我听了她的话，顺着那条路跑，很快就看到一扇门，推开

门我看到一条大马路，一抬头，看见天使向我飞来，我知道

神来了，真的看见天的右边上帝抱着全身是血的耶稣向我飞

来，和我一起跑的那位女孩抓住了耶稣的衣裳，我就赶紧抓

住那个女孩的脚，然后就一起飞走了，我正在想为什么我不

先抓住耶稣的衣裳呢?然后我就醒来，我知道这梦是神给我

的，但我不明白这个梦的意思，就祷告求神让我明白神所要

给我的启示，但一直也没有什么回应，後來工作实在太累，

自己又很想去做礼拜，並有一点时间亲近神，所以就把工作

辞掉了。

8年9月3日，那天小组聚会回来，我继续在家敬拜祷告，

之后就睡了，大约凌晨5点左右我因牙痛而醒来，家里

没有止痛药，痛得我无法忍受，只好用牙膏涂在牙齿上，可

是一点用也没有，后來痛得我在床上打滚，把我先生吵醒了, 

我就请他帮我买药。

当他出去后我开始祷告，求神医治我的牙齿，我就不用吃

药，也让我先生看到神真实的作为( 因他还不相信主 ) 我一边

祷告一边按手在牙痛的地方，慢慢地我的疼痛真的消失了，

我感谢神听我的祷告，医治我的牙齿，开心的赞美祂的作为

奇妙。

当我先生回来时，我对他说:〝神已经医治我了，不用吃药

了。〞他不大相信的对我说:”你刚才不是痛得死去活来吗? 

赶紧吃药吧，要不然又要痛了。”我对他说:“神已经完全医

两条路

陈协芳

陈协芳

神医治我的牙齿  

08年11月30日是辞工後的第一個星期天，我一走进教会就觉

得心情很好，在敬拜赞美时，有一首歌的歌词说有两条路你

要选择，你要选哪一条路由你自己决定，我的脑海里浮现出

之前所做的梦，我就明白了神说“你要选那个路”接着又有

一首诗歌唱到:耶稣流血为了你的罪，钉十架把你赎回，永不

放弃你，我的脑海里又浮现满身是血的耶稣，我的眼泪忍不

住地掉下来，我心里好感恩，神藉着诗歌把那个梦向我启示

明白了，我就对神说:”主啊!我知道要放下世界的事，先求祢

的国和祢的义，其他的东西祢都会加给我。”接下来牧师的

信息說到“神会跟你说话，会藉着很多的环境跟你说话”，

真的那天我就听到了神要跟我说的话。

感谢主!辞工以來，这几個月我有很多時間讀聖經禱告親近

神，不但能上事奉學校的課，也有机会跟著我的小組長學習

传福音，除偶像，我再也不覺得生活沒意义了，事实上每天

一早起床我都很兴奮，因為期待新的一天，我能更认识神!

治了我。”我就开始向他分享小组中弟兄姐妹的见证，很奇

妙这次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以前只要提到教會的事，他都

会和我辩论，讲完后我们又都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中风很大，我知道是主耶稣来了，我的牙

齿开始振动得很厉害，好像神在给我治牙齿，我就把口张得

很大，享受大醫生的治療，突然又一个画面出现，有很多人

在跑，房子、树木、世界上的东西象被龙卷风卷起一样，我

看见主耶稣的手向我伸来，我赶紧抓住主的手，也把身边我

先生的手抓过来放在主耶稣的手上，我听到主耶稣说:”我已

经把你的牙齿完全医治了。” 直到现在我的牙齿没再痛过。

感谢神给我这个梦，祂知道我的心思意念，知道我对我先生

尚未信主的担心，感谢神让我紧紧抓住祂，神爱我也爱我先

生。

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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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让我在遇见神营会中讲一个见证，我好紧张，因

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的人面前讲过见证，我觉得

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好，害怕我说了半天别人听不明白我在讲

什么，作见证的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就祷告求神让我

明早起来打开圣经就看到神要对我说的话。 

当天很早我就醒来，我跟神说:”我不吃早餐要禁食祷告，

一定要听到祢对我说的话。”祷告后，我打开圣经是以赛

亚书55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你们为什么

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力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

呢?....”我真的好感动，神真知道我的一切，曾有好长一段

时间，每週唯一的休息日，我總是跟不信主的朋友逛街买东

西，不去聚会，我感谢神给我话，让我知道不应该被不信主

的朋友拉走，反而要让她们跟我一起聚会，要向她们传福

音，使她们可以接受主的救恩。

当我上台讲见证时，还是好紧张，我就闭著眼睛说，慢慢地

就放松了，作完了见证，神的灵感动我要我把早上所看到的

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之后有一位弟兄說他听到那段經文非

第一次见证主的经验

通常都是有事的时候就找神，没事的时候就把神晾

在一边，我呢也是这样子，到神的面前真是很惭

愧，可是感谢主，神还是一路保守着我，祂的宝血洗净我的

罪，祂的大爱融化我的心，使我在神的面前流下感恩的泪......

，我是2007年受洗的，到现在快有两年了，在这两年里，神

在我身上做了不少奇妙的事。

今年一月，我本来是满心欢喜從餐館回家过年的，那天刚要

出去买东西办年貨，突然肚子剧痛，痛得我都站不起来，我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起先还以为过一会儿就会没事，可是疼

痛不但没有减輕，而且越来越严重，圣灵感动我起来祷告，

我当下就拨了电話给教会的一位弟兄跟他一起祷告，过后我

感覺好了点，可是在短暂好转后，那疼痛又回来，我们只好

去医院，当时我还想靠人的力量去解决，以为看医生就可以

了，到了医院检查了好久也查不出原因，这时美钦就打电话

陈协芳

靠神得胜  
蓝尔平

學

到亞特蘭大给学娟，我们在电话里不住的祷告，后来学娟去

参加禱告會，把我的情況告訴大家，大家凭着信心，透過电

话同心一起为我祷告，求神来医治，神奇妙的垂听了眾人的

呼求，从开始有一点点的好转，到后来当大家要我察驗时，

就在剎那之間疼痛完全離開了我，我被神完全医治了。哈利

路亚!那时我人还在醫院，所有的检查报告都还没出来，但我

已经好了，感谢主，神行了一件明顯的神蹟在我身上，建立

我对祂更多的信心! 

 

从那事之后，让我清楚的知道，作人不要单单靠自己，人的

力量是很有限，唯独来倚靠神，我们才能得胜!現在我天天禱

告親近神，我再也不要把神晾在一边了。

人

常感动，我好惊讶，雖然我那麼紧张神仍然可以感动人，接

下來牧师讲道说:”神给你多少，你就要用多少，这样神就会

越给越多。”感谢主!祂这么爱我，藉着弟兄的回应，藉着牧

师的信息，一再鼔励我，以后我要多多为主做见证。

新生命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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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异国婚姻，结婚五年来，因为我俩的文化、

教育背景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差异，再加上我的英

语程度不高，这样一来在沟通上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经常

吵架，每次都是靠着神的话，忍耐顺服，每次也都是借着祷

告，靠從神得来的能力解决问题。 

其中一次是发生在去年底，我丈夫做了心脏血管支架手术，

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有幾星期我休假在家，陪他做些运动家

务，记得有一天我在院子里搞卫生时，我说:”我们先收这里

的垃圾，然后去那边烧树枝。”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总是

要做老板来指挥我，你要知道在这个家里我是老板，圣经上

说：妻子要服从丈夫，如果你不听我的，你就走吧。”我也

很生气就说:”你以为我不想走吗?走出去我很轻松，因为我

很年轻还可以照顾自己，等我老了，我的女儿可以照顾我，

可是有谁来照顾你呢?.....等等，这一天我们两人都不开心，

到了晚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在神面前祷告，想起”我要谦

卑”这首诗歌，就在心里默默地唱啊唱，一会兒我的眼泪流

下来，我开始向神呼求，求主给我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从心

里明白怎样忍耐、顺服，怎样体恤我的丈夫，同时我又想起

白天我们争吵时，当我说到:”我走了很轻松”的时候,，我

看到他的眼圈都红了，于是我向神认罪，悔改，求神拿走我

的骄傲、自大、发号施令的坏毛病，谦卑下来，求神赐我恒

祷告的力量

李芬Anna

我 久的忍耐，有恩

慈的爱来对我的

丈夫，接着又为

他的身体祷告，

慢慢地静静地睡

着了。  

第二天我起床就

说:”亲爱的，早

上好!”他也笑咪

咪地说:”老板，

早上好!我说:”在

家里你是老板，

我服从你，经上

说:妻子要服从丈

夫，丈夫也要爱

妻 子 ， 对 吗 ? ”

他说:“对，对，

对!”就哈哈大笑起来，一片阴霾在笑语中就云消雾散了，想

想一覺醒來，何以我俩的關係能迥然不同呢？只能說这就是

祷告的力量。

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患有甲状腺亢進，服用药物已超

過两年，我信主就是因為在服用药物期间，全身性

的抽筋得到主神奇的医治，感谢主，我是有福的人，可以先

领受主恩，因而對主產生信心，知道只有上帝才是万王之

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

在今年的正月，主耶稣又再一次让我蒙恩，大家知道吗，就

在上次禱告会大家透過电话为我祷告，我肚子疼得医治的同

时，就连我的甲状腺都好了。

兰尔平

认 原來在我得医治的前两个星期，我的抽血报告出来，家庭医

生还曾对我说，我得的是典型的甲亢，比较麻烦，我和我

太太还一直为此躭心，可大家为我祷告我驗血后再去见医生

时，他说:兄弟，就因你的信心够大，你的上帝救了你！你已

经好了，我当时傻了，还说：好了？这么快？你没弄错？  

感谢主！这次主耶稣不只让我蒙恩，而且祂还让我学会，凡

事投靠我们的主耶稣，就必得救！

恩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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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个活泼的女孩，每天什么也不想就是玩，我

和老公结婚6年了，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温馨，也很幸

福，我们拥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

自从做了母亲之后承担着做母亲的责任，先是担心宝宝的健

康，后来又担心我老公的健康和安全，我的活泼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惊慌和恐惧，久而久之我得了抑郁

症，晚上不能睡觉，眼前总是出现一些让我担忧的场面，我

每天靠着一杯红酒才能入睡，老公的工作很辛苦，我怕他为

我操心，也以为自己的情况只是短暂的，就忍着不让他知

道，可是我的病情时好时坏，不好的时候自己承担觉得内心

十分无助，当焦虑低沉的感觉袭来的时候，真觉得生不如

死，有时老公和孩子叫我，和我说话，我都没有太大的反

应，头脑里一直是那些不好的画面和思想，常常发呆，虽然

眼睛看着他们父子开心地玩在一起，我就是快乐不起来。

不知从何时起我的胸口开始发闷，严重时喘不上气，一天发

作好几次，后来变成

习惯性的胸痛，有一

天我觉得自己吸不到

氧气，我的心好像被

什么抓紧了，非常难

受，很紧张痛苦我終

於崩潰了，被送到急

诊室，我以为自己的

生命就要结束了，我很害怕，想哭可我哭不出来。

从医院回来之後，我就靠药物来维持自己的平衡，老公知道

了情况后，一直照顾我，开导我，但我一天好一天坏，很不

稳定，我真的好害怕失去我的家庭，但有时又想得解脱，想

放弃自己。

李芬 Ivy

在基督里的盼望

我 直到有一天林學娟姐妹向我讲”主的恩典和大爱”，我表姐

也告诉我主的宝贵，还有一位很要好的美国朋友，也向我诉

说神的大爱和大能，這些深深的触动我的心，學娟姐邀请我

來教堂，在這裡我认识了神。

认识主之后的点点滴滴，实在奇妙，我心中竟然有了幸福甜

美的感覺，我只能感谢主!在圣经里我读到上帝是创造一切的

神，我才知道天父是爱我的，突然間我不再害怕死亡，我知

道我的生命不是自己的，是天父赐给我的，连同我的家庭和

我所拥有的一切幸福，这些都是天父给我的，他是那样地爱

我，甚至他让他的儿子上十字架来洗净我的罪，我还有什么

不满足的呢?就这样我走进主的光明道路，享受主的爱。

渐渐地我的病好转了，也不用吃药了，我又可以把注意力放

到我老公和孩子身上了，因為懂得了人生的真理和生命的意

义，整个人充实起来了，不再为生命的短暂而惆悵，因为我

知道接受了耶稣就得到了永生。

过去天一黑，我就不

敢自己带着孩子呆在

家里，现在不一样了, 

我可以独自带孩子在

家里过夜而不害怕，

我已经行走在主的光

明 里 ， 不 再 害 怕 黑

暗，我知道惟有主是万王之王，有他住在我心里何必害怕呢? 

认识主耶稣是我生命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真希望每一位和我

过去一样生活在痛苦、紧张与空虚中的朋友们，都能在耶稣

基督里面找到释放和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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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主是万王之王，有他住在我心里何必害怕呢? ”

� 李芬 I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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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生Tom是个美国人，我妈妈和我一家人住在一

起，家里时常有些磕磕碰碰的事情发生，尤其是

Tom对我妈妈在厨房做事的方式有意见，我夹在中间，有时

真的很难。又因为语言的关系， 妈妈和他不能沟通，这样事

情就变得更麻烦了。

去年11月的一天早上，打发两个孩子上学后，Tom忽然气冲

冲地上楼来对我说妈妈在厨房又怎样怎样，我一听就来火

了，好好的一个早上，怎么这么挑剔呢?我衝下楼去看个究

竟，我妈妈也没做

错什么，我一声不

响 地 做 完 厨 房 的

事，心里的怒火难

消，类似的事情时

有发生，不是一次

两次了。同时我也

不住的祷告，请求

上 帝 帮 助 我 ， 我

准备上楼面对Tom

了，就这么十几阶

祷告的力量   
邹新红

年的10月9日星期日，是我的公民面试的前一个主

日。我和姐妹同去教会参加敬拜，我们很早到了，

教堂里只有两个姐妹和一个弟兄在那儿练歌，我心想来这么

早真无聊，不如在家里背一会考试题呢！我很担心这件事，

每天吃不好睡不好，当我坐在那里发呆，忽然有个念头：”

不如看看圣经。”我漫不经心地打开圣经，那神奇的话语映

入我的眼帘：”耶和华我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反复地默读了几遍，

我的心豁然开朗，好像一块大石头从心里落到地上，接下去

就开始敬拜，赞美，唱诗歌。我边唱边流泪，把我心中的恐

惧和担忧都流掉了，哈利路亚！感谢神！

13日10点要面谈，一大早我和老公去移民局排队，人很多，

我看到许多人边排队边背题，老公问我：”你带考试题了

吗？”我说：”不用担心，耶稣会帮我。”因为参加面试的

人多，很多人需要更换时间。我就默默地祷告:不要让我换

时间，因为老公远道来陪我考试，求你怜悯他，也求你恩待

主的作为奇妙   
李芬Anna

去 我，我相信你选的时间是最好的，我顺服你。这时诗篇23篇

的话再次跳到我的脑海里，我一遍一遍地默诵。不觉2个小时

过去了，在我后面的人都已经结束考试，而我还在等，事后

我想按我的个性当时一定会去问怎老不叫我，可我为什么没

有去问呢? 这就是奇妙的神，用话语安慰我，知道他会安排最

好的时間。

3个小时过去了，听到叫我的名字，让我上3楼继续等，我祷

告:”感谢主!你成就的时候到了，我赞美你!”我一点也不紧

张，好像一定成功似的，神的安慰何其美！这时有一位女移

民官叫我，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对不起，我把你忘掉了，耽

误你的时间，很抱歉。我们抓紧时间考试，尽快结束，因为

你的丈夫还等你呢!”我说:”不用担心，没问题。”进去后，

让我举手宣誓，简单的问几个题，又写了几个题，让我签了

名。接著她祝贺我:”你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一共只用了15

分钟。我出来后见到老公就喊:”感谢上帝!”同时感激的泪水

不住地流下来，上帝的作为就是这么奇妙，就是这么真实！

台级，想到上楼面对Tom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Tom不愿意我

为这些事情生气，他也时常为自己的态度内疚，但每个人的

生活习惯，又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我的先生是一位心地

善良的人，他愿意妈妈和我们同住照应我妈妈，其实我是心

存感激的，唉，我又不想发作，又真生气，没有办法，只有

祷告，祈求神的帮助。

回到了楼上的书房，我坐在Tom旁边的桌子边，准备開始一

天的工作，他紧张地看着我问:”Are you OK？”我抬起头

来，正要像往常一样发作，可是口里说出的话连我自己都大

吃一惊:” Tom，you are better then last month，you are better then 

last year.”(你比上个月表现得好，你比去年表现得好。)他如

释重负地笑了，接着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清楚地知

道这么智慧的话语是从上帝来的，祂帮助了我，在这十几二

十分钟内我不停地祷告，結果上帝赐给我说话的智慧，平息

了一场风波，也教育了我和我的丈夫。

这雖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当我依靠神仰赖祂的帮助

时，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感謝讚美主！

我

邹新红姊妹 &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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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呆久了，就想在这儿安居乐业，买一间属于自

己的房子，买什么样的呢?这下可把我难住了，对于

没有经验的我来说，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于是我就求神给

我一个房子。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打了经纪人的电话，我告诉他想买一处

学区好，价格低，貭料好------的房子。

他第一次带我看房后，当天晚上我就作了個梦，清楚梦到了

一间房子，梦里车库门与我白天看到的不一样。于是我往

town house找，找到一间，价格便宜学区又好，交通也方便的

房子，我很喜欢，可我的先生不喜欢，他喜欢house。但是我

看到的车库门和我异象中的一样，到了晚上，我又祷告神，

神又让我在梦里看到房子旁边的场地，还看到我的孩子6，7

岁的样子，与他老外的朋友在草地上玩耍。就是今天看的房

子的样子，草地也差不多，我以为这就是神给我的房子，我

以为经纪人能帮我拿下来，过了几天，她打电话跟我说，房

子拿不下来被别人买走了，我心里有点急，算了，安慰自己

这不是神要给我的房子，如果是他给我的一定可以买下来。

过了一周，我看了一间独立的房子，是全新的，学区也很

从我听到小组姐妹們见证神怎样透过圣経对她们说

话，我就开始读圣经因為我真是羡慕听到神對我說

话。果然，神真的透过圣経多次对我说话，我要分享其中的

一次經驗。      

我因为很想参加感恩节的聚会，所以需要跟一个同事调整休

息的时间。就在商量中我们两个人吵起来，之后我很后悔，

我知道做一个神的儿女不应该和别人吵架，尽管对方讲了很

多不该讲的话，我都不应该和她吵，我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

呢? 回家后我心里很难受，就向神认罪悔改，當我正向神认

罪時，心中有個極大的確据，不管我受多大的委屈神都知

道，突然好像圣灵大做工，我不断地流泪，心中充滿神靠近

的溫暖，这时我强烈的盼望能听到神跟我说话，我随手翻开

异象中的房子   
林芝霞

林芝霞

神教训了我

好，只是还没有装修，我先生很喜欢，我不是很喜欢。晚上

睡覺突然我在异梦中看到了阳台下还有红色的标記，我不知

道为什么有这个标記，是草底下不干净？还是-------.我也不想

那么多了，就叫经纪人帮我买，过了几天，经纪人打电话说

又被别人买走了，这下我先生可急了，怎麼我们喜欢的都被

别人买走呢？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

我天天祷告，都会在异梦中看到有關那房子不同的細節，我

有点着急，对神说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门牌号------不要我们

找得好辛苦。

几天后，经纪人又帮我们找了几间， 看到剩下最后一间了， 

我没报太大的希望，就去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先到厨房，卧室，洗手间看看，都很满意，到后面的草

地，我侧面一看，这不就是我异梦中看到的阳台吗?我现在才

知道为什么那里有个红色标記，原来是房子还没有造楼梯，

只有4个柱子，这是個警告，我再跑到草地一看，真的一模

一样，还有前面的车库门，真的是两扇小车库门，当初我还

因此误会是town house，现在所有的疑点都解开了，我们最后

买到了异梦中神所啟示的房子，原来神就是这么奇妙! 

在

”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 你自己

的嘴见证你的不是。”

� 伯:15.16

圣经，看到一行很刺眼的字:”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

我; 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伯:15.16) 我本来以为会看

到神讲一些鼓励和安慰的话，没想到祂教训了我一顿，当时

我觉得神教训的真是一点不错，我愿意接受祂的话，以后我

要谨慎自己的口舌与态度。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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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年4月，在我的工作环境中发生了可怕的事，在与我

不同地点的另一间介绍所的老板被抓并勒令关门，那

时我的心情极其恐惧，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深怕会失去

这份工作，当时我只能

来到神的面前哭泣、祷

告，神就用祂的话来安

慰我的心。

就在最紧张的那几天，

灵粮堂请了一位埃及牧

师Imiel来，他分享神的

话之后開始服事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时他把我从会眾中

叫起來，神藉由这牧师的口再次告诉我，我不会失去这份工

作，奇妙的真神祂在高天之上，眼目遍察全地，祂怜悯信靠

001年元旦我蒙主带领来到美国，与分开8年的丈夫团

聚，当时我为了办身份以便申请在大陆的儿子来美，侓

师要我再怀第二胎，可是我流产一次后再也没有怀孕，我灰

心过，失望过，也怨叹过神，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来到神

的面前哭泣，祷告，交托，一天晚上，我跪着祷告:”神啊!

你知道侓师要我怀孕上庭勝算比较大，但我怀不上，我该怎

么办?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主，因为儿女是你赐的产业，如果

真的需要怀孕，你就赐给我一个小孩，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

帮助我，就不要让我为怀孕的事难过，感谢神!祷告后我的重

担完全脱落，我再也没有因怀孕的事情而难过，我等待了5年

之久，都没有怀孕，但是我的身份倒是通过了，同时新的法

案通過，不用排期马上可以申请家人，這是主奇妙的恩典。

2008年4月我得到了绿卡，更奇妙的是5月我竟然怀孕了，神

给我夫妻俩意想不到的惊喜，神成就了我夫妻俩的祷告，今

信实的神  

付爱琳

神成就关乎我的事 付爱琳

2 祂和仰望祂慈爱的人，这位埃及牧师怎么知道当时我正为工

作担忧难过呢？是神憐憫我，借祂仆人的口来告诉我:祂是

时刻都在看顾我的神，神对我说:如果我信，祂就会尊荣我

的信心，因着神的话，

我就回去上班了，虽然

有时我心里还是会紧张

害怕，但我就勉勵自己

要有信心，要相信神的

话，想到神的应许，惧

怕就没有了。

事隔一年，我不但沒有失去这份工作，而且一切都平安，神

的话真是安定在天，神的话永不改变，信靠祂的人真是有

福，感谢主！

年的元月神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女兒，實在感谢神！

在生产和因并发症住院时，我感谢牧师，师母到醫院来看

我，並为我早產的女兒祷告、祝福，我好感恩，學娟和弟兄

姐妹也同心为我祷告，我深深体会到神的爱透過肢体的關心

流向我，后來克真姐更在我因并发症十分危急時和我的丈夫

一起把我送到医院，当时我整個人非常地难受，克真姐坐在

我的旁边为我祷告，还为我擦汗，我真的感谢主，在病痛中

为我预备这么好的姐妹幫助我，我再次感受到在神家中的温

暖。

我赞美神已成就关乎我的事, 也感谢神在過程中對我的怜悯和

看顾。

2

“奇妙的真神祂在高天之上，眼目遍察全地，祂怜

悯信靠祂和仰望祂慈爱的人。”

� 付爱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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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7年，当我们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神应许我无论我们

走到哪里，神都与我们同在，感谢主! 其实说真的，那

时当我看到神给我的这句经文，我还曾经怀疑过，以为只是

自己一厢情愿吧，然而神是信实，凡祂所应许的事，祂就留

意成全。

2008年3月18日，因我即将分娩，到达医院的时候，我老公尔

平就打电话回亚特兰大给牧师师母，还有学娟，請他们为我

在生产中求主保守一路平安。(我夫婦

已习惯一有事都会跟牧师他们分享，

因为我和尔平把在亚特兰大的教会当

成我们在美国的家，牧师师母就像我

们的父母)在電話中大家一起祷告时，

神启示牧师一句经文:“我虽然行过死

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

在。”(诗篇23:4 ) 當时我们都觉得很奇

怪，为什么会有这句经文？什么又是死阴的幽谷?我不是好端

端的吗?！可是，你知道吗?当大家還在疑惑时，事情就发生

了。

我顺利生下小女儿Esther后，体内大量出血，但因為这些血

是往里面流，所以雖然我一直叫痛，護士只当我無病呻吟，

拒絕给我任何帮助，后來更不准我按鈴叫她，幾小时之后，

我已痛得生不如死，感谢主，還好当医生再来檢查的时候，

这些血已经渗到外面，也就是我的臀部外层(皮下层)，医生

終於發現出了大問題，立刻要把我送進手術室開始急救。当

时疼得我嘴里只会喊:“主啊，救我，主啊，求你赦免我的

救命之恩  

陈美钦  

罪。”我记得那时整個头脑里就只有我的救主耶稣，我知道

惟有主耶稣了解我当时的痛苦，也只有祂可以救我，尔平和

牧师、师母、學娟就在电话里祷告，不住的祷告。雖然情況

危急，但是神先前說过的話“不怕遭害”成了大家的定心

丸，牧師師母和學娟不断宣告神先前說过的話。

哈利路亚!靠着信心爭戰我们終於得胜了。上帝听到了他们的

呼求，并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我動了将近4个小时的手术，

血總算止住了，在医院住了5天之后，我平安回家了。

后来当我回醫院复检时，医生说:“你命真大，还好这些血没

有暴在体内，如果再晚一会儿，就難了。”命大？再大的命

恐怕也経不起这樣搞吧！我知道不是命大，是主的恩典，因

祂早就应許“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祂

与我同在。”我要感谢我的主。

人生在世難免有苦难，但在主里有平安! 哈利路亚感谢我主

的救命之恩!

“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 诗篇23:4

人生在世難免有苦难，但在主里有平安! 

哈利路亚感谢我主的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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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恩典   

刘静

着对美国的幢景，及与家人

团聚的喜悦和自己满腔的抱

负，我在2007年9月移民到美国，当安

顿下来后不久，我发现租住地区所属的

学区竟是亚特兰大排名最后的，这让我

很吃惊，在国内时，我女儿从幼儿园到

高中，她都去最好的学校，接受了最好

的教育，到了美国竟让她入这样的学

校，看到孩子放学回家没有一点学习的

状态，我很焦急。

兩个月后，我决定不让这种状况持续下

去，必须找到一个好学区然后搬家，然

而往哪里搬呢?我刚来到异国他乡人生

地不熟，真是一筹莫展，这时我的同乡

给我推荐了一栋房子，我们看了看还真

不错，方便先生上班，离中国城也近，

最重要的是学区较好，这正是我买房的

三个基本要求，几乎没有过多的考虑，

我们就准备买下它，当时房主还住在里

面，他们已经买下一块地准备盖房子，

需要8个月才能完工搬迁，因为房市不

看好，他们又担心如果等新房盖好再卖

旧房的话，不能及时出售也是个问题，

所以就早早挂牌出售，但价格开的很

高，我们的经济能力有限，希望压低价

格，几经商谈对方不肯让步，我们只好

另外找房，这期间我不断地祷告，求主

赐给我理想的房子。

 

又过了2个多月，经纪人带我们看了很

多房子，都不理想，不能满足我们的那

三个条件，每一次看房我们都会和第一

次的作比较，觉得还是第一幢房子好，

我仰天问主:主啊，难道你赐给我们的

房子仍然是那幢吗?这时经纪人却告诉

我，那房子已经出售了，还有15天就会

过户，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沮丧，深夜

的时候，我和先生又开车悄悄地到了那

里，在那房子的周围看了又看，很遗憾

地感叹道:就几千块钱的差异，而没买

成，让别人成交了，突然我看到这门牌

上的号码竟是我的生日号码，我以为只

是巧合没有细想，我们两人握一握手

说:“明天起，从新开始找房。”想到

时间不等人，迟一天买房女儿的学习环

境就耽误一天，我们真是心急如焚，晚

上睡觉前我让自己平静下来求助於主: 

“主啊，请不要按照我的心意，就按着

你的意愿赐给我一幢房子吧。”祷告以

后，心中出乎意外的平静,那夜我睡了

一个好觉。

第二天刚下班回来就接到我老乡的电

话，他兴奋地告诉我:“那所房子因买

家钱不够, 没能贷到款, 房子又重新挂牌

回到了市场上。”听到这个消息，突然

有一种感动在我心里涌动着:“主啊! 我

的祈求你都听到，你的能力真是无與伦

比。”

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买下了这幢喜爱的

房子，不但如此，在整个过程中，我从

主领受的恩惠，由于是第一手的资料，

所以胜过以前阅读别人的见证而得到的

信心与鼓励，感谢主!

怀

“主啊!我的祈求你都听

到，你的能力真是无與

伦比。”

�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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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里有一句话:”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

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申冤

我，我必报应。’作为神的儿女，我们

是有福的，因为他爱我们，保护我们。

在我们受委屈和被误解时，神自己会为

我们申冤。

去年的6月，我和我的经理被调到一个

中国人的手下工作，按理说在中国老板

手下工作应该更得心应手，因为大家都

是中国人可以用中文交流，何况只有我

们两个是中国人，想一想他也会照顾我

吧! 但并不是这样的。我的经理是一个

独立自主的美国女人，她喜欢以自己的

方式做事，不太听老板的指示，那位

中国老板希望他的员工服从他，这样

他们之间就有了问题，而我夹在中间

成了不幸的牺牲品，第一次和这位老

板谈话时他就问我:”你能管理一些小

项目吗? 像皮带，帽子，鞋之类的。”

我诚实的回答:”我没有管理的经验，

一直是协助我的经理而已，如果你让

我管理，我可以试着做，需要有人培

训我。”他说:”你真是一个地道的中

国人”接着他又问:”你是哪个大学毕

业的?”我回答:”我没有上过大学。” 

他说:’ok, 我考虑一下再告诉你，不过

我这个部门不需要这么多人，年底或年

初会有人被lay off。”我回到工作室，

心里很难过，这时我的经理看到我不开

心的样子，就问我何事不开心? 我就把

事情的经过告诉她，讲着讲着我就伤心

地哭起来，结果她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

到大老板那儿告小老板的状，大老板把

申冤在神不在人

黄友琴

我的小老板训了一顿，我的日子就不好

过了，他開始处处难为我，尤其是时

间方面，以前我可以7:00上班下午3:00

下班，现在不行，他要我8:00上班下午

5:00下班，我跟他解释是因为我女儿的

缘故，這样的时间，我不需要请保姆照

看女儿，他就是不同意，并到大老板面

前去说，其实不需要让大老板知道，通

常经理就可以处理，但是这位中国老板

就是为难我，他居然对我说:”你到大

老板那儿哭一哭，也许会让你早点下

班。”我说:”我在这儿工作已经5年了, 

从未和他交谈过。”然后他说:”是吗? 

你从未和他交谈过，那他怎么会知道我

对你说过会有人被lay off 呢?”忽然间

我明白了，原來他因誤会而对付我。感

谢神！我并没有生气，而心平气和地对

他讲：”噢!你误会了，那天我们谈话

后，我的心情很糟糕，我的经理问我为

何这么不开心？我就告诉了她，可我没

想到她会跟大老板去说，我本来想和你

解释一下，但一想已经发生的事解释也

晚了，我并不希望是这样的。”结果，

他说：”噢，是这样啊！好，没事了你

去吧！” 

我离开后就跑到卫生间大哭起来，不是

因为伤心而是因为误会被解除，我终于

可以松一口气了，感谢神！他这么奇妙

地把事情在别人想报复我的时候解决

了，误会被解除，我的心里好轻松，真

是申冤在神不在人。

此后，小老板对我的态度就变了，他会

经常问起我女儿的情况，当我有事需提

前下班，他总说没问题-------。

圣

光鹽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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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永生结婚之前，我并不认识

主，但当我认识主以后，才恍

然觉得自己是头迷失的羊，主通过永生

而让我回到了家，我和永生也一直坚信

彼此可以同负一轭！

 

每当我和永生周末去教会的时候，家里

的人常常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们理

解他们在国内的那种气氛之下，不是每

个人都像我们能够及时信主，有一天，

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读到了哥林多后

书6：14：“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

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读完

以后我很欣喜地看着永生，因为他一开

们家只有一辆手排车，这一直

都成为我学车的阻碍，我便向

神祷告，让我能够更顺利一些。主便把

Karen派到我的身边，让我有机动车可

以学习和考试！

 

神早已拣选我们
郭慧

祷告的力量     
郭慧

始就知道我们能同负一轭，虽然我们的

福音还传得不够，但是夫妇能够彼此同

心同力是多么美妙！

 

在一次来教会的路上，（因为出门的时

候我们才被家人数落一通），我就问永

生，你结婚前怎么就那么肯定我能和你

同负一轭呢？永生很认真地说，因为祷

我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

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 哥林多后书6：14

事情是这樣的，记得第一次开手排车上

路，当红绿灯的时候，在我后面的一位

美国老妇人，居然下车敲着我的窗户，

并很焦急地说：“如果你喝了酒，就在

警察发现之前赶紧靠边。”可想而知当

时我开车的情况有多糟糕，永生并没

有换下我，而鼓励我继

续开，给我勇气开完那

段路，让我渐渐地有了

开车的勇气和胆量，因

为主的眷顾，我后来也

能开手排车了，但是偶

尔还是会熄火，所以我

不想开手排车去考试，

我 便 向 神 祷 告 ， 主 让

Karen来帮助我，并且

非常辛苦和热心的教我

开她的车，并且用她的

我

告，因为在我想要娶你那一刻，我就知

道你能！

 

以前我不理解，也不懂。现在开始渐渐

的明白，一切都在神的安排之中，一切

都在神的眷顾中！

车去考试，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恩惠，

感谢主听到我的祷告，并且应允了我的

祷告！

 

虽然练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考试的

前一天晚上我还是有些不安，临睡前，

我实在是忍不住，便要求永生为我祷

告，永生说他一直都在为我祷告，从来

没有停止过，我说，我想我俩一起祷

告，并且要祷告出声来，于是我们俩便

一起拉着手向神祷告，这是我们夫妇第

一次这样祷告，我们俩同声齐心的祷告

被神听见了，并且赋予了我神奇的力

量。

 

第二天在去之前，我仍很混乱，Karen

也因为准备“遇见神营会”的事情更忙

更乱，可是当我到了考场，一切都平静永生弟兄與郭慧姊妹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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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3年前，我的关节有脱臼酸

痛的感觉，经医生诊断为退化

性关节炎。去年6月份回台湾看医生的

时候，诊断为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需要进一步检查确定，回美国后，我的

医生做了抽血化验，等候报告。

在这等候的时间里，软弱和惧怕吞噬着

我，无力的感觉排山倒海袭来，我记得

有一次我正在超市里，突然觉得力不可

支，从来没有的感觉，人越害怕越想多

了解，我就上网查，也问人家，想到未

来不能走路，关节变形，需要别人伺

候，拖累家人 ，………更觉得悲观。

感谢主，他的恩典够我用，在我软弱的

时候安慰我，扶持我，当我亲近神，读

神的话语时，我可以感受到神不断地对

我说:”女儿，不要害怕!”透过聚会，

弟兄姐妹的见证，很多从神来的话语使

我的心渐渐有平安，我才发现; 让神的

话充满我的心，就有平安喜乐，若被那

些疾病的资料充满时，是愈加的恐惧和

担心，所以我学会了在这段时间里更多

荣耀归与神

 阮梨香 

大

的学习主的话语，唱赞美诗，从主来的

平安，喜乐倾倒下来，这就是主赐给我

的恩典! 有主的平安喜乐整个人就有力

量! 

当报告出来的时候，确定是类风湿关节

炎，但这已经不能影响我了，因为主的

喜乐是我的力量，就像诗歌所描述的: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祢的救恩是我的盼

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

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欣快乐!  

了下来，一切都好像变得很顺利了，那

天刚进P车场地的考场，我本以为会先

考加速前进再急刹，所以车进去以后停

得比较靠外，没想到考官却让我先平行

停车再倒车入庫，当时的位置不适合平

行停车，我心里知道，但是还是硬着头

皮试了一下，刚转一点我觉得完全不

行，这个时候我听见了神智慧的声音，

便问考官可不可以重来？他居然说可

以，我当时很激动也很平静，便慢慢地

出来调整一个适合的位置，成功完成平

行停车，后来的各项也很顺利。当考官

说我pass的时候，我的兴奋和意外不亚

于当永生和Karen知道的时候！ 

 

感谢主！荣耀归于神！神真的在听我

们每一次的祷告，他一直都在看顾着我

们！哈里路亚！ 

 感恩節

34



感恩見證集

005年我在迪拜的时候，就已经有汽车驾照了，当初为

了考试，我还专门花了一千多美金上驾驶学校，考是考

过了，但无法正常开车，每次一开车，手心脚心全是汗，无

名的紧张就紧紧的将我全部笼罩其中，所以只要有可能，我

是决对不开车的，那时我最讨厌的一件事，莫过于开车了。

2006年底我到了美国，有很多人告诉我开车有多重要，如果

没车就像没脚一样，那时我还不屑一顾，心想二十多年来我

没开车，过得也很好，而且我还有老公，我想去那里，他不

就可以载我去，哪有那么恐怖，于是足足有一年半的时间，

我每天自己待在家里，闷的时候会想:会开车真好，有车真

好，可以自由的到处逛……想找人教我开车嘛，也不好意思

说，因为我之前信誓旦旦的对每个人说，不开车也没什么了

不起，最后，我在家里实在闷得不行了，又不好意思求老

公，就求助于教会的Karen姐妹，没想到她立刻就答应说:”

没问题，只要你想学，我保证教会你，而且你也不是不会

开，只要你释放心中的恐惧，肯定没问题。”于是我们就每

天早上去练车。

刚开始，我一上车就紧张，手汗脚汗流个不停，经常要备有

餐巾纸，边开边擦手汗，一早晨下来，餐巾纸要湿很多张，

于是Karen就带领我向神祷告，求他释放我，不要让这紧张恐

惧的灵再来控制我，就这样，我们坚持的练了将近两个月，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恐惧紧张了，就算我一个人

开车，也不再害怕，最令我高兴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已经不再需要准备餐巾纸来擦汗了，这时我觉得时候已经

成熟，就去考试，经过两次考试，我终于顺利的拿到了驾

照，感谢主!我知道是主医治我内心的恐惧，他不但保守我顺

利拿到驾照，还可以正常开车。

驾照拿到接下来的问题是我没有车可以开，买新车对我来说

太冒险，买二手车，要花许多时间找，车况怎样，喜欢不喜

欢等，总之问题很多，于是我再一次来求问神，每天祷告求

神为我预备一辆我喜欢的，便宜的，车况好的，颜色好看

祷告得来的恩典

张倩

张倩姊妹

的，实用的……总之一切想到的，我都向神求。(人有时就

是太贪心，我越求越多)有一天我和一个姐妹在从教会回家

的路上，看见楊毅开着他的车从我们身边过去，于是我们就

聊起，说他这辆车很好，颜色好，车况好，又实用，就是买

新车太贵了，要三万多块，要是可以买到这样的二手车就太

好了，后来听说弟兄一家因为工作要暂时离开美国，我就想

要是可以买他的车就好了，可是主动打电话又不太好，万一

人家没有要卖车就不好意思了，当时我就向神祷告，若神要

把这辆车赐给我，最好让他先给我打电话，并且给我一个适

中的价格，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楊毅真的打电话来问要不

要买他的车，价格就照卖给二手车商的价格，我当时兴奋极

了，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的车子，完全按着我的所求所想赐

给我。

现在回想这一切，从决定考驾照，到拿到驾照，再到买车，

前前后后总共不到半年的时间，藉著祷告神为我安排了只有

他才可以做到的一切。感谢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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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numerous testimonies 
from my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through 

which, my thoughts have resonated with the saying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When my Bible Study Group leader asked me to write 
my own testimony, I hesitated at first but decided to give it a try as it is a 
process of self-reflection and seeking God in the task itself.
    
It has been two weeks and every time I start to write my testimony, my 
fingers come to a freeze on the empty page and my mind draws a blank. 
I wish I could write about a personal experience many others have done, 
such as finding my lovely little townhouse near the church or how lucky I 
am to have a wonderful boss and a secure job in this turbulent economy. 
Regardless, I have a story of my own. The Bible studies taught me life is 
more than having a job, buying a house or finding a lover, instead, it is all 
about praising the Lord and living for God. John 6:29, “The work of God 
is this: to believe in the one he has sent.” That’s all God is asking us to do 
for Jesus declared, “I am the bread of life. He who comes to me will never 
go hungry, and h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never be thirsty.” (John 6:35).
    
Have you ever asked yourself, “What has God done to my life?” Close 
your eyes and try to imagine the days of our lives without God. Were 
you lost? alone? Scared? Heart-broken? Devastated? Hopelessly hopeles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what life would be like without God? Well, if 
you felt any of the above, then you need God.

My Testimony
Luna YangI

    
I ask myself all the time, what has God done in my life. My answer is 
simple: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God has shown me what I could do for 
the others, and what I am capable of doing.  I was able to touch some 
lonely hearts and give the lost souls some level of comfort. God has made 
me to appreciate each and every person in my life and forgive their mis-
doing, to remember the moments that we gathered, value the people that 
we met, enjoy the stories that we hear, and be grateful for the love that we 
are giving and receiving ... All in all, I could have never done these things 
I have done without God. Praise the Lord, the almighty King. He is my 
heavenly father and my savior.

n Feb 20 I was babysitting a bible study group’s kids when 
Elaine told me she saw a bug in the basement. The basement 

was the children’s play area. All the children were down there watching a 
VeggieTales movie that I had brought. The kids were having a lot of fun. 
But when Elaine told me she saw a bug I was thinking, “Well don’t just 
stand there kill it.” But you know being the baby sitter and all you need to 
go check to see what it is. I looked and I saw a wasp. I killed the wasp and 
threw it away. God protected everybody that was inside the basement. 
That wasp was very active and was on the floor. If a kid step on it they 
could have been stung and might have been swollen if they are allergic. I 
want everyone reading this testimony to know that even if you know or 
don’t know the dangers around you God will protect you.

Fact: A wasp can sting somebody more than once. Each time it stings 
somebody it lets out a scent that attracts its friends.

The Lord’s Protection

O
 Brenda Faulk

Luna 姊妹

Br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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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walking in my neighborhood. It 
was night time. It was just my mom and 

I-pod, me, and the dark yet soothing atmo-
sphere. I walked down the street listening to 
my I-pod. It was playing a song titled “My Life 
is in Your Hand”. Its lyric is 

In front of you, o Lord
Counting one by one, your grace
I finally realized 
Your miraculous guidance… 

As I began to dwell into the river of melody, 
snapshots of my old sinister life began to ap-
pear to me.
   
Although I was born into a Christian family, 
my family was not a strong Christian family 
but lukewarm. We went to church; however, 
we would move from one church to another. 
I was very far away from God. I hated going 
to church. It was boring listening to some guy 
talking for hours. I stopped going to church. 
I even doubted the existence of God. I was 
so blinded to the point where I thought that 
I could argue with any Christians and cause 
them to be shaken in their faith. Yet, I still 
called myself a Christian. Jesus to me meant 
almost nothing. I could say I’ve forgotten God. 

He had no part or what-so-ever in my life. I did 
not want Jesus. Thank G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What I did not know was that God 
was calling the lost sheep to come back to him. 
God was leading me slowly step by step back 

Personal Narrative
 John Yen

to Him like the Parable of the Lost Son told by 
Jesus.  
 
I was known as the “nice” boy in school. I 
treated everyone with respect and fairness; at 
least that was who I thought I was until the 
day I came to know Christ. I realized then that 
I was the wicked, vile backstabbing, liar who 
deserved nothing else except hell. I’ve broken 
every single commandment. I was bad; I was a 
sinner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God.
 
I remember clearly it was during my seventh 
grade summer. I went to an academic pro-
gram at a renowned private high school, the 
Exeter High School. It was said that a lot of 
the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the high school 
go on to Ivy League colleges like MIT, Har-
vard, Yale, etc. The summer program was five 
weeks long in New York. People who went to 
the summer programs are either rich or very 
smart (Ironically, I do not belong to any of the 
categories, yet I still was accepted. I believe it 
was all planned out by God). The roommate 
I lived with was from Dubai. I still could re-
call just the amount of things he brought with 
him. He brought with him a PSP, high-end lap 
top, and many other things. He had multiple 
pairs of shoes and tons of clothes.  There were 

a lot of expensive commodities entrusted into 
the hands of a seventh grader. He claimed him-
self as the “poorest boy in Dubai”. This alone 
showed the amount of wealth these students 
had. I remember his mom bought a huge fan 

which might cost around 20-40 dollars just for 
the room (which was very hot during the sum-
mer). He was planning to leave it in the school. 
Another student named Young Duck Choi 
surprised me even more. He owned a private 
plane.  

Young Duck Choi was the first friend I made 
during the summer program. He seemed very 
nice.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be the only 
friend I would make.  We sat together during 
lunch. We went to the same classes. It was going 
very well until I lied to my only friend. Slowly, 
I began to feel the hostility from my friend. 
Still, I thought he was still my friend. One day, 
he just bashed into my room and sat on my bed 
like a ruthless person. I asked him politely to 
leave. He refused. I had enough and then said 
to him “I thought we were friends.” He replied 
coldly, “We never were friends.”  Tears began to 
fill my eyes. I tried to hold it. He finally left. I 
called my parents and just poured out in front 
of them. I said to them that I was wronged 
greatly by him. Young Duck Choi was the bad 
guy. Consciously, I knew I was the problem. I 
lied to him; however, I managed to convince 
myself that I was the innocent one. 

In front of you, o Lord
Counting one by one, your grace
I finally realized 
Your miraculous guidance… 

 � My Life is in Your Hand

I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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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 Only people who experienced the deep mercy and grace of God can truly 
know about his abundant love. I know He is calling everyone to come 
home with his arms stretch wide open and welcoming them home every-

day like the father waiting everyday for the son to come home.

 � John Yen

I began a revenge scheme. I would try to talk 
behind Choi’s back to his friends so that his 
friends turn away from him. When he wanted 
things from me, I would find excuses (lies) not 
to let him have it. For example, he asked me to 
let him use my basketball. I said to him that 
I did not have it; my brother had it. I lied. It 
was underneath my bed. From time to time, I 
even dreamed about: one day Choi would bow 
before me pleading me for mercy. He would 
be crying in front of me with both knees down 
just pleading me. These were the deep thoughts 
in my head. This was me: the “nice” boy in 
school.    
 
After the summer program, I continued to live 
the same way as before. I began to be even more 
rebellious, and my thoughts became dirtier and 
wilder than before. I lied even more. I began 
to utter inappropriate words. My mind became 
more perverted. I began to think wrongly, and 
I did not realize it. During a lunch period, I did 
something perverted. I remember clearly the 
words from one of my friends. He said, “You 
have a sick mind.” 
 
Would you sacrifice your life for me- a person 
who rejected you completely and did every-
thing that was against your will? This is what 
Jesus did for me. He went up the road of pain 
and suffering to the cross for me- a person who 
broke his heart by rejecting him and doing 
things that he made him sad. I’ve made Jesus 
very sad. Even though he knows about every 
single thing I did; every thought I had, he still 
decided to choose the road that was supposed 
to be for me because he LOVES me. I was 
supposed to be the one hanging on the cross. 
Nothing did Jesus ever do that he should die. 
He died for me. He sacrificed his life for me. 
Not one thing did I do that would deserve his 
love. Yet, Jesus chose to give his life so that I 
may have eternal life.
 
God is beyond anyone’s imagination.  His love 

has no boundaries.  How deep is the love of 
God? The God I serve is so awesome that words 
are simply incapable of describing. Thank God, 
he is willing to send down his begotten Son to 
save a wretched man like me. God’s wisdom 
just amazed me. He planned my life so meticu-
lously from the day I was born to where I am 
today. What is the possibility of me going to 
the right school, the right church, and at the 
right time so that I can know God? Except for 
God’s planning,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be 

where I am today, a whole new creation and an 
exciting life walking with God for the remain-
ing of my life. Only people who experienced 
the deep mercy and grace of God can truly 
know about his abundant love. I know He is 
calling everyone to come home with his arms 
stretch wide open and welcoming them home 
everyday like the father waiting everyday for 
the son to come home. I just cannot imagine a 
life without Jesus again. I never ever want to go 
back to my old life.

Touch Our Generation 青少年小組

38

Touch Our Generation 青少年小組



感恩見證集

hen I was 6 or 7 years old, I had an interest in several things. 
I wanted to learn quite a bit sports but never found anyone 

who knew them. So I prayed someone could teach me those things. 

Now I am 14 in a great church with a lot of friends. I have now realized 
that God has given me almost everything that I wanted. The teenager 
boys show me how to play Basketball. John and Michael show me how to 

Jesus, My Provider

 Brenda FaulkW play Football. Uncle Ming teaches me how to play Volleyball. Uncle Feng 
could teach me how to play Soccer. And Uncle Calvin teaches me how to 
play the Drum. All these things I wanted for the longest but never had till 
now. And the Lord provides all for me. 

Thank you Jesus!

became a Christian in 2002. I can not memorize the reason I 

was baptized. The only thing I still remember is that my room-

mate, who is a faithful Christian, brought me to God. The reason I 

attended church activities was to learn English.

   

After I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and worked in different com-

panies, I stopped going to church. As a Chinese who was born in 

China without any religious background, it was very hard for me to 

believe God’s existence and 

glory. How could I submit 

myself to a God that nobody 

can see and talk to directly? 

At that time I believe God 

was created by human beings 

through their imagina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m feel bet-

ter when they are in a helpless situation.

   

But for some reason, I always thought I needed to go back to church 

if I had time. From last year, I was working for the CDC as a con-

tractor. Since the work was not busy, I started thinking of visiting 

church again. But I was nervous of staying with Americans alone.

   

When I talked to my neighbor about my thoughts, he introduced me 

to his church. He told me there is a specific Bible class for Chinese 

and a lot of Chinese are there. I followed him to the church and 

met the teachers and the classm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eachers 

are an American couple and all of the students are Chinese. Some 

of them are students and some of them are employees just like me. 

Over there, I started to know God.

   

After sometime, I realized I need to know God more besides Sunday 

class and sermon. One Bible classmate introduced me to Mike and 

Testimony
Jack Tie

Joy’s Bible study group. Their amity made me feel comfortable 

even at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From them, I saw how a faithful 

couple live under God’s glory as servants.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I made a Bible reading plan as the part 

of the resolution for this year. The other three classmates from my 

church also wanted to share the plan with me. We have a Bible 

reading discussion every Sunday after church sermon. Because I 

had more free time, I became 

the one of the guys who pre-

pared the discussion topic. 

Now there are seven members 

who attend our Bible reading 

discussion regularly. 

    

This is my brief Christian ex-

perience. I did not see any obvious miraculous sign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I did not experience the process that the filled my spirit. 

But I still believe God did not abandon me and watched me all the 

time even during the period I did not go to church. Maybe that was 

the reasons why I always feel a calling to ask me back to church. I 

realize maybe it is God’s plan to give me this CDC position, where 

I have enough free time to close him and learn his words. Maybe 

that was also the reason God made me to know a lot of Christian 

including Mike and Joy who helped me to strength my faith.

    When I read Ruth, the book of the Bible, God did not show up 

directly in that book. But we still know how God blessed Ruth who 

was faithful to God. In our daily life, we may not be able to see God 

and hear from him face to face, but we can feel our heart touched by 

God, we can see the change he did to us. Even though my faith be-

come weak sometimes, I always remember God’s promise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see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it 

will be opened to you.”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see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it will be opened to yo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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