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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感恩見證集》



Thanksgiving Conference  感恩節特會

Sun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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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chool 青少年主日學

儿 童 主 日 學
師 資 訓 練



16th, 17th Baptism
第十六、十七届浸禮



                   序言              
徐永宙牧師

十年對一個新成立的教會而言，真是轉眼
一瞬間，充滿著令人驚異的旅程。十年

當然有艱辛，但這一切被所有的會眾的淚水、
甦醒、更新、喜樂、歡笑、溫暖、相愛、感恩
所取代充滿，在寫十週年見證集序言的時刻，
心中所充滿的，除了對神的感恩，還有就是對
所有參與過亞特蘭大靈糧堂的弟兄姊妹們的感
恩，教會由第一次聚會的19 個大人，5 個孩
童，到今天，平均90個大人，80個孩童，變
化非常大，(單看最早的大人，現在只剩8 人，
就可以想像)，當人們來來往往時，我們能做
的，就是盡可能把握住大家在一起的時間，共
同分享由神而來的一切美善，而每年一本的見
證集，就是訴說這些故事。當每個讀者，在看
這些見證時，願神的恩慈也臨到你的身上，讓
你得到同樣的恩典。

教會成立時，秉承母堂──台北靈糧堂的異象
「建立榮耀的教會」，我們決定要在四個方向
努力，「跟隨聖靈、宣講聖經、活出聖潔、開
展聖工」，經過這些年的耕耘，多數的會眾，
都有聖靈充滿的經歷， 
(在見證集中，多處可見)，但我們同時也注
重，聖經的教導與真理的傳遞，再再地題醒這
兩方面同樣的重要，一定要取得平衡。每年我
們的感恩節退修會，是靈裡豐收的日子，而每
年也鼓勵大家至少要讀完聖經一遍。今年，為
要慶祝十週年，我們在每年的四十天連鎖禁食
禱告中，還加入了四十天連鎖朗讀全本聖經一

遍的活動，此刻已經進行了三星期，有許多很
棒的回應是，站在講台上，用麥克風朗讀，聽
見自己的聲音，會有著很大的不同的感受。當
同工們陸續成熟時，也邀请他們站上講台宣講
聖經，從信息中可以聽到他們在硏讀及實踐真
理中的收獲，使得會友同得益處。

今年的見證集中，有多篇可以看出聖靈幫助我
們活出聖潔的生命，這正是神所期待的。感恩
節特會時李月華牧師傳講祭壇，教會開始推動
「家庭祭壇」，期望因著家庭祭壇的建立，個
人及家庭的靈命被更堅固的建立。今年教會使
用「活潑的生命」作為個人與小組的靈修材
料，因著科技進步，每個小組設立「群組」，
每日都有數位組員發表他們靈修與即時的感
受，讓小組更加的緊密連合起來。此外，值得
欣慰的是，今年多篇是傳福音、行道的見證，
看見會眾在聖靈、聖經、聖潔的基礎上，已經
逐漸地展開他們的聖工，真的感謝主。

去年八月底時，有感於教會建立自己會堂的時
候到了，故而展開「建堂基金」的認獻，感謝
弟兄姊妹們的踴躍奉獻，我們已能開始尋找新
的場地，相信神會帶領我們進入一個美地。

過去十年，教會在神的恩典中成長，在我們要
邁向下一個十年時，我們的冀盼是，廣傳福
音、認真行道、活出聖潔，繼續不斷地成長，
建立榮耀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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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主日学服事，常常可以亲眼
看见神的爱和作为在孩子们中间彰

显，我实在是非常有福。我所服事的孩
子，年龄在4到6岁，一般孩子在这个班
上会待两年，最多三年。在这2-3年中，
我不但看见每个孩子的个子长高了，更
重要的是看见他们常常被神的爱触摸，
生命被改变！

有一个女孩子刚到这个班上，非常内
向、害羞，没有笑容，她不懂怎样与其
他孩子一起玩，几乎不会参与班上的活
动。当大家在唱诗跳舞敬拜、或听故事
时，她常常躲在角落里。我和其他老师
每周在电话祷告中，就提名为她祷告。
每主日，我们都会多给她一些关心、问
候和爱的拥抱，并且鼓励班上每个孩子
都去拥抱她，并告诉她：耶稣爱你，我
也爱你。渐渐地，这个女孩子开始有些
笑容，开始同一两个女孩子熟悉起来，
并且可以加入活动，只是还不太主动，
在敬拜中还不能自由地跳舞举手。現在
一年两年过去，这孩子可以自由地与小
朋友一起玩，有时会主动与老师拥抱，
还告诉老师她会为爸爸妈妈祷告，她脸
上常常会露出灿烂的笑容。这实在是神
的爱触摸、帮助、改变了她。

有一个男孩子刚进班里时是年龄最小的
一个，所以每项活动他明显比其他孩子
差一些。敬拜时他几乎只能看着，不会
跟着做动作，老师帮他带他，也是很

 看見神的爱
勉强。他进班半年多，有一天在敬拜
时，老师看见他和其他孩子一样，终
于可以跟上做动作，非常棒。他越来
越认识耶稣，越来越爱耶稣。外婆告
诉我，有一天他在玩电子游戏，外婆
问他要不要看耶稣的十字架电影，他
立刻放下手里的游戏，愿意看，并且
边看边流泪，外婆问他：你哭了？他
说：我哭得好伤心。他问外婆：耶稣
复活了吗？外婆回答：是的。他说：
耶稣很爱我。外婆非常羡慕外孙，那
单纯爱耶稣的小小生命。这孩子有
时会发脾气，而且脾气很大，很难帮
他平息。有一次外婆开车，他又发脾
气，但很快就止住。外婆很讶异，问
他：今天你怎么那么乖？他回答：耶
稣不喜欢发脾气的小孩，我怕耶稣不
爱我了。然后又说：外婆别说话，我
要祷告了。然后他自己向主祷告。外
婆因为这个宝贝外孙，生命都被大大
激励了 。 

另外有两个女孩子，比较成熟懂事，
她们不但每次上课专心听讲，可以很
好地回答问题，并且有祷告的恩赐。
有一个女孩，每天晚上都会祷告耶
稣，不但为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
舅舅等祷告，还会为周围生病的小朋
友祷告。另一个女孩每天晚上祷告耶
稣，还帮她的小伙伴祷告。她妈妈第
一次听见女儿祷告，是在路上开车，
她边听边流泪，因为那么小的孩子竟
然会自己主动为妈妈祈祷祝福。当她
妈妈向我描述这件事时，边讲又一次

泪如泉涌，我看见妈妈都被女儿大
大感动了。这两个女孩在敬拜时常
常被神的爱触摸，常常都安静的在
那里流泪，神真的非常爱她们。

我想到这些孩子生命的改变，就大
大赞叹神的奇妙。不但孩子们被改
变，我也从中学到很多。表面上，
我是个服事孩子的老师，实际上，
我也被孩子们服事了。我常常祷告
神把我改变成像孩子一样，可以单
纯依靠主，与孩子们相处，好像已
潜移默化地被他们感染、影响了。

神的爱真是可以看见的，哈利路亚！

三月八號已經是星期六下午了，
主日的信息預備得差不多時，

神突然對我說: 告訴他們我愛他們。

我很怕那種臨時要改信息的壓力，就
對主說: 他們知道祢愛他們啦！主又
說: 告訴他們我愛他們。

唉，既然老闆堅持，我就開始預備那
篇名為「神愛我」的信息。同時發郵
件請同工們預備自己，明天要把我們
的手臂和我們的肩膀借給神用。

三月九日分享之後，我邀請需要神擁
抱的人到台前來，今天神會擁抱有需
要的人，一些人陸續地走向前來接

 恩典的記號 陳德玉師母

受擁抱。服事者無須多言，我看到擁
抱在一起的人，都十分感動，不少人
流著淚。有一位年長的姊妹是來旅行
的，雖然她沒走出來，當我服事時眼
光掃到她，神感動我要去擁抱她。但
等到我再想起要過去時，正好看到她
往後門走出去， 我就想也許感動不是
從神來的。等到在台前幾乎都服事完
了，突然一抬眼看到不知什麼時候，

她又坐回她的位子。這時我立刻朝
她走去，問她我可不可以抱抱她? 
她眼淚汪汪的說: 「師母這篇信息是
神給我的，我就是帶著傷以致老覺
得別人總是傷害我。」我緊緊地抱
著她，神的愛汩汩地流向那顆受了
傷的心，以及受了傷的自我形象。
當時我深信無論是什麼傷，神都知
道，神都醫治!

兩個禮拜以後，我聽見一位姊妹轉
述另一位姊妹的話：「那天早上開
車往教會的路上我還在問神: 我都這
樣了，祢還愛我嗎? 沒想到神竟然
在前一天叫師母改變信息，告訴我
祂愛我，怎麼會這樣?！」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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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中经历 《活泼的生命》

从今年开始，教会使用活泼的生 
命作为个人灵修和小组的查经

资料，我很期待神借着这本书对我 
讲话。当我按照进度1/5/2015读到 
【约翰福音1: 48】“拿但业对耶稣
说：「你从哪知道我呢？」耶稣回
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
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我被这句经文深深触动，仿佛是主
对我说，我从小到现在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祂都看见了。我就一直哭一直
哭，好象放映电影似的，我的思绪被
带回到了小时候。
 
因爸爸向别人借了好多钱，却被骗
了，爸妈只好远走他乡躲债，就把我
和弟弟留给奶奶照顾。因不知道什么
时候人会来讨债，我和弟弟縂是过着
怕怕的日子。有一次我跟弟弟放学回
家，有好几个人说要抓我们去卖，吓
死我们了，我跟弟弟一直跑，他们还
用石头扔我们，直到我跟弟弟跑到山
上去，他们才没有追来。我们当时就
是害怕不敢回家，过了很久才回家， 
发现我家的门被砸坏了，破了好大
的洞。回想这一幕时，我仿佛听见主
说，祂都看见了，当我们被追赶又害
怕的时候，是主保护了我们。  

我的思绪又被带到当我被一个亲戚性侵
犯时，我的伤心、恐惧和羞辱，主都知
道，祂也心痛，祂没有让这样的事继续
发生。后来那个亲戚去了外地上班，我
和弟弟跟着奶奶也搬到别的地方住了。 
 
我又回忆到我们小学有一个教堂，十字
架高高挂着，我看见好多人进去。但
因为我很自卑，觉得我这样的人不配进
去，只好望门兴叹。这一幕，主也看见
了，在我不知道时，祂在带领我走认识
祂的道路。 
 
后来，爸爸来接我们去福州生活。和爸
爸妈妈一起真的很幸福，他们很爱我
们。虽然家很穷，妈妈只能给我买坏的
苹果，切掉一半，但另一半很甜，很好
吃，只要跟他们在一起就开心。我看见
爸爸妈妈是做苦力活，两箱60斤放在肩
上扛，膀子都出血了。这样我想来美国
赚钱，可以让他们不要那么辛苦。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在日常工作中，我经历 
了《活泼的生命》中主的话对我的劝勉。

12/20/2014《活泼的生命》中，有【歌罗西书2: 19】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
络，就因神大得长进”的经文。不持定元首的英文
是：They have lost connection with the head，直译是
失去与头的连接。那周是我的值班周，需要让我的
工作手提整夜开着，以便遇到情况及时处理。就在
12/19日晚，我发现虽然这个手提是插在电源上，但
因接触不好，实际上是在耗电而不是充电，幸好发现
得早。藉着这件小事和歌罗西书的经文，主启发我： 
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一样，要常常察验我是否与神有真
正生命的连接。我还觉得神很幽默，借着手提电脑充
电的例子，给我电子版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

12/25/2014圣诞节晚上大约8: 30pm左右，先是接到
我的父母询问我要如何处理这次车祸的微信，我可以
理解他们焦急的心情，准备打电话去解释安慰他们。
几乎与此同时，接到公司值班电话的呼叫，我觉得好
纳闷，因为这周不是我值班，而是公司团队的队长值
班，为什么我会收到这个呼叫? 在抉择之下，我还是

先回应这个呼
叫。一问才知
我们有一个紧
急警告，而队
长被呼叫了半
个小时都没有

主看见了我

Cherry Chen

 我刚来美国就病了，每天都在想，
我活不到25岁，而且我也不想活那
么久。因为那次被侵犯后，我就想
只要父母过得好就可以了。上班的
同事是基督徒，就带我去教会，后
来我也接受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
那时每天过得挺开心的，只是对耶
稣不是很认识。没多久我又过回以
前的生活，没有常常去教会。在日
常的生活中，我喜欢扮小丑，嘻嘻
哈哈疯疯颠颠的。以为这样可以遮
住自己，以为这样才能满足自己。
这一幕浮现的时候，我感受到主
说，祂看见了这些伪装的背后真正
的我：羞辱、痛苦和挣扎。但祂深
深地爱我，照我的本相接纳我，祂
的宝血洗净我一切污秽、羞耻和罪
孽，让我在祂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
人，找到生命的意义，为主活出真
正的自己，因为惟有祂才能真正满
足我内心的饥渴。我还领悟到原来
是主一直在寻找我，祂量给我所有
的环境都是为了要得着我。  

哈利路亚！神简单的一句话所释放
的大能是如此的奇妙！ 

回应，所以我才被呼叫。因我的队长平时是一个认真负责的
人，我回应那呼叫我的人说：队长应该会处理的，本想回絕
了事，因我还有自己车子的事要处理，但我的良心过不去，
我有点不情愿地说，我可以到公司系统上看一看。我看后发
现，这是一个挺严重的警告，它带来的问题在一个月前曾经
造成整个系统的停頓，所以这个警告才被加上。我查看的当
时，这个警告还不断地出来，队长确实没有处理。我赶紧着
手处理，直到警告消失。之后我才给我的父母打电话，打完
电话后，发现我的队长在公司系统上，我就把我处理的情况
告诉他。他先是谢谢我，然后他很抱歉地说，不知为什么他
根本没有听到呼叫的声音，而且他向我保证这样的事以后再
也不会发生了。到第二天12/26读《活泼的生命》【歌罗西
书3: 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好像一道亮光，让我知道我勉强地通过了
神给我的一个小考。这件事提醒我：要心甘情愿地为主而
做，为主而活。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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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身體不好的緣故，我換到一個輕鬆的工作 
--- 老人日托中心，輕鬆時可以跟老人聊天。

聽他們的故事常會覺得不可思議，尤其是戰亂逃
難的，怎麼生存怎麼把孩子養大的，覺得他們真
了不起。 可是有些老人家因為性格的不同，對待
生老病死的想法也不一樣，有些血壓一高就緊張；有些
人每天都在煩惱子女而睡不著覺；有些人是身體不適造
成情緒也不太好，通常我是蠻有耐心的安慰他們。

有一天特別忙，因為有三個新會員的紀錄要完成。先是
一個老太太說她胃不好，我說我有胃潰瘍跟胃酸逆流。
她又說我的腰不好，我說我的背部有骨刺。她說膝蓋也
不好，我說我也有退化性關節炎。後來我問她幾歲了，
她說80歲，我跟她說：我只有40歲，妳比我幸福，搞不
好我活不到 80歲，就算到了80歲可能也沒辦法像妳還能
走路。妳要感謝神，趕快去跟其他老人家打麻將去吧!

之後又來一個老太太跟之前的老太太講的話一模一樣，
我也一樣的回答她。可是她又說焦慮的睡不著覺，又說
有憂鬱症，我問：妳要帶孫子嗎? 妳要養家嗎? 妳要照顧
老人家嗎? 妳有很多事要做嗎? 妳缺錢嗎? 她都說沒有。
我說：我有三個孩子要養，有老人家要照顧， 我才睡不 
著有焦慮症。她又告訴我說：可是妳看起來很快樂，講
話又好好笑啊，看不出來有問題。我說我有比憂鬱症更
加嚴重的問題，叫做躁鬱症。我就跟她說：生命很短暫 
，好好享受妳接下來的日子，不要想東想西的，要感謝
神讓妳來這邊，好吃好玩還免費，又可做運動交朋友。

 有神真好

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我们车子的后
车厢被撞了一个小小的凹痕。怎么

被撞的？自己也不晓得，心里很纳闷。

当天有一位诚实的主内弟兄打电话给我
留言，承认说他前一晚上不小心在倒车
时， 撞了我们的车，也把他保险公司的
资料全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向他的保险
公司索赔。这位诚实的弟兄正面临人生
极大的困难，身心灵都极为艰难。在这
个时刻跟他追究汽车索赔的事，有点雪
上加霜。先生和我于心不忍，于是决定
以恩慈相待，不追究这件事。

神好喜悦这恩慈的动作，而且大大的祝
福了我们。 第二个礼拜当我们开车外

 选择恩慈

出，因前面的红灯停在一个十字路口时，车
子被后面的汽车重重的撞了一下。原来是一
位开车急躁的年轻男士忘了刹车，飞快地撞
了上来。感谢神！人都没有受伤，但我们的
后车厢却被深深的凹了一大块，而且被撞的
地方恰巧是上周被撞的位置，只不过是严重
了许多倍。这位急躁的男士不诚实在我们报

警时开车逃跑了。感谢
主，我的先生很有智慧，
他早已把对方的汽车牌照
拍了照。警察来作了一切
的记录，也查到了对方车
子的主人。最后对方的保
险公司赔我们一大笔钱用
来修理我们的车子。上帝
用此事来管教那位急躁的
男士， 也用此事大大地恩
待我们！

【诗篇18: 25】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待他 。

感谢主，当我们选择恩
慈，神也以恩慈待我们！

李英美

Joy Mao

再來一個老先生量血壓，他每次量血壓都很高，但就是
不肯乖乖吃藥。我就說：那你幹嘛找我麻煩，不吃藥血
壓就是會高嘛！還要量！我還有很多事要做耶！他回答
說：我就喜歡來被妳罵。他是我每次上班一定要來找我
說一樣劇情的人，老人家真是老小老小，要別人來哄一 
哄罵一罵，才感覺有被關心到。

還有一位老人家，也是每次都來驗血糖。血糖今天降低 
了一點，他很高興地說：可以多吃一個包子了。我很無
奈的跟他說：你高興就好。反正花那麼多時間對他教育
都沒有用，我忙得也沒時間總跟他好好講。

之後，又來一個老太太告訴我全身的問題，我也跟她講
一遍我的問題，後來她又跟我說她有情緒的問題，我也
說我的情緒問題，還加上小孩心臟要開刀的問題，她跟
我說要禱告，我請她幫忙禱告，她很認真寫下我女兒的
名字，並且保證三餐會幫我女兒禱告，她認真的態度好
像找到了人生的目標，會讓你覺得她好可愛。

有一位身體殘障的老人家，沒有結婚，可是她常常去教
會幫忙做義工，她跟我說她不能常常來老人日托中心，
因為她有好多事要做，總是充滿喜樂而且不大抱怨。我
看見老人家有信仰，有事情做，真的比較快樂，他們也
跟年輕人一樣尋求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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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主同行真美好
 

去年外子和我被邀請出國服事，
行前實在忐忑，想到不熟悉的

國家和完全不認識的教會，我們真的
能做什麼嗎? 沒想到兩周短宣下來神
讓我大開眼界，與主同行真美好!

我們被帶到一間堆著兒童髮飾的房
子，到處散著一袋袋待運的貨，接待
我們的是老闆娘，稍微寒喧之後就一
起禱告，在禱告中聖靈放了一首歌在
我心中，我衝口就唱了出來：“祂扶
我起來，祂扶我起來，祂扶我起來我
主，祂愛情吸引我祂寶血救贖我，所
以我永遠讃美祂。我越來越愛祂，我
越來越愛祂，祂扶我起來，主以慈愛
扶起我，以溫柔彰顯愛！”看著眼淚
汩汨流出的老闆娘，嘴角卻笑開了。

原來不到30歲的小倆口，多年打拼
下來最近生意虧損了十多萬元，正打
算收起兒童髮飾開始做別的生意，就
在她感覺壓力沉重前途茫茫之時，陌
生的我們被帶到她面前，神用這首簡
單的歌告訴她：神看到了他們的情況
並且會把他們扶起來。她的心好像久
旱逢甘霖，大受鼓勵。聽著她的訴說
我內心澎湃著感恩，在我腦子儲存的
歌庫裡，聖靈如此精確地選了一首最
適合她的歌，我的貢獻就是開口唱而
已，卻有幸能眼見在20分鐘之內，一
顆下沉的心再次充滿盼望。

原本以為那天晚上只是被指派去參加
一個禱告會，沒想到到了門口接待我
的牧師對我說：師母，等一下請妳分
享信息。我立刻全人武裝起來，不斷
地在腦中搜索我曾經講過的信息，主
呀，快救我阿，有合用的嗎? 一緊張

腦子更不好使，我知道神遲早會要我
學習單單依靠祂，不靠我預備好的講
章，只是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
當我意識到自己一篇道都想不起來
時，看著一屋子來參加禱告會的人，
我對主説：現在求祢教我吧!

在與會眾一起敬拜時，突然一節經文
從我心中冒出來：“他将深奥的事从
黑暗中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  
【约伯记12: 22】我知道這經文在約
伯記，立刻用手機中的聖經輭體找到
了這節經文，存著敬畏的心反覆琢
磨：神想向這些祂寶愛的人說什麼
呢? 就這樣邊敬拜邊禱告，好多節經
文依序進入我的腦中。敬拜結束就開
始講道，我將神給我的經文解釋給他
們聽，每一個人都聽得非常專心，之
後大家有一段火熱的禱告。

聚會結束，教會的牧師開車一個多小
時把我送回投宿的旅店，在車上他告
訴我幾個月以前他敬虔愛主的妹妹過
世，他一向與妹妹的感情很好所以非
常傷心，在妹妹過世的那天晚上他一
夜沒睡，不停的禱告，問神為什麼會
發生這事。天亮的時候神叫他去讀約
伯記，這幾個月他來來回回讀了好
多遍，但是並沒有把握真的明白神想
藉約伯記告訴他什麼。 沒想到今天
神竟然從外國差遣一個人，來告訴他
宇宙中最大的死蔭就是救主被掛在
十字架上，但是看看那死蔭給全人類
帶來了多大的光明，神能使死蔭顯為
光明。

當我在暗夜的車上一路聽著他的故
事，心中被神對人的憐憫深深地感
動! 想到那節經文何等真實:【马太
福音5: 4】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得安慰。

這天的聚會是在一個工廠裡舉行的，
看得出來老闆夫婦非常熱心傳福音，
聚會開始之前就看到他們前前後後的
招呼著才下班來聚會的員工，整個氣
氛是和樂的。在大家一起敬拜時，神
對我說了一句話：這裡有愛我的人。
我整個人立刻興奮起來，因為上帝對

我一生的呼召就是要我愛祂，我想知
道別人是怎麼愛祂的?

那天信息是講到作主門徒的條件與代
價，我在分享時不斷看到有人流淚，
信息結束之後我們唱：深深愛祢。大
家湧到台前回應信息，在接受禱告之
後弟兄姐妹三三兩兩相擁而泣，在對
主的愛中，這教會再次堅定心志願意
付代價作主門徒。看到這些人單純的
回應主，我想到一句話: 【歌林多前
书8: 3】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
知道的。

聚會之後被邀參加他們的同工會，在
年輕同工的提問中得知，原來老闆夫
婦的獨生兒子九年前在才七歲的年
紀，檢查出患了不治之症，驚惶中他
們夫婦聽見福音信了耶穌。九年來他
們一家倚靠主走過許多艱難的道路，
即使經過長時間的禱告與等待，兒子
目前還沒有得到醫治，但是他們仍然
專心愛主，而且陸陸續續帶領了幾百
個員工信主一起愛主。好多年全教會
都熱切地為老闆的兒子求醫治，難怪
當他們聽到作主門徒不會因主跌倒
時，相擁而泣。 

他們是愛神的好榜樣也是主的真門
徒，何其有幸，我們傳講的信息鼓勵
了他們的心，他們愛主的榜樣也激勵
了我們!

陳德玉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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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退修會講員提到家庭需
要築壇獻祭，之後的主日師

母也說神要一個安息之地，所以我
們要在家裏建立祭壇，並教導會眾
如何實際的開始家庭祭壇。第一就
是和你的家人找出一個彼此合適的
時間，其次我們要獻怎樣的祭呢？
就是要以感謝為祭獻給神，因為凡
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神【诗
篇50: 14、23】，同時也要彼此說
感謝的話。第三要以頌讚為祭獻給
神，頌讚可以改變家庭氣氛，因為
神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 的讚美
為寶座的【诗篇22: 3】，當神的寶
座設立，黑暗國度在家中的勢力就
會被破除。師母又說家庭築壇的目
的是：1. 吸引神的同在  2. 把黑暗
推出去  3. 代求。 

家庭祭壇讓我經歷到神的保守。
 

聽完道後的星期一，十二月八日，
我和女兒Melody就開始了家庭祭
壇，我們以感謝進入神的門，以讚
美進入祂的院【诗篇100: 4】。我
舉起Melody的手一邊搖晃，一邊
唱歌來讚美敬拜主，之後我們就開
始禱告，為先生立綱禱告，求神看
護保守他。星期三，十二月十日下
午二點鐘，我在公司開完會回到座
位，發現電話有人留言，一聽是先
生留話說他被大卡車撞到，車子全
毁，他人在亞特蘭大城市旁的高速
公路上，路被封鎖，警察在調查。
我趕緊打電話給他，他說他人沒
事，但不能和我多説話，因警察在

 家庭祭壇

問話，我不知如何是好，趕緊收拾東西後
就回家交待保母照顧Melody，準備到現 
場去看立綱。等到和立綱再通電話，他叫
我不要去找他，因為車禍路被封，我到不
了高速公路上，他要我到修車廠去等他，
兩個鐘頭後到修車廠看到他的車，真是恐
怖。立綱的車被大卡車踫撞後，車子轉向
旁邊的車道，又被旁邊車道後面的來車撞
上，車子是四角全被撞懷，但立綱看起來 
還好，沒有受傷也沒有瘀血，只是有些驚
嚇。我心想一兩天後他一定會肌肉酸痛，
因為幾年前我出了一個小車禍，兩天以後
脖子都不能動，要靠復健才能恢復。何況 
他是被大卡車撞上，所以我認為兩三天以
後立綱一定會有些不舒服。我每天都在觀
察，看他是否有不舒服，結果他一點都沒
有不舒服或疼痛，我好驚訝，這真是一個 
神蹟，也非常非常的感謝神，祂實在是聽 
了我們的禱告。當我和女兒在家築壇獻祭 
，神就厚待保守我們的家以及每位家人。 

家庭祭壇讓我經歷到神的教導。 
 

在工作上，我經過短短三個多月的自學，
就挑起一項重大的項目，是要計算超過十 
三萬員工的工作假期。因為工作很繁重，
我跟老闆提過需要加人，老闆也加了一
個新人，但要我來教這位同事，本來我

很開心的教他，但發現這位同事像
一隻嗷嗷待哺的小鳥，一直等著我
一步步教他，並不主動自己學習，
去年七月到公司，到如今已半年了
知道的還是不多，我不僅自己事情
多，加上教他，有時甚至還要幫他
做他的那份，我就開始厭煩了，不
想教他，且想憑什麼要我這樣做，
人也就變得不友善。在一次會議
上，我的態度非常不好，且因意見
不同而小有爭執，之後我為自己的
行為很懊惱，晚間無法入睡，感覺
自己是個假冒為善的人，想到隔
天還要帶小組，我真不知如何來面
對組員，那晚我向神禱告求原諒。
一早起來還蠻作難的來到家庭的祭
壇，剛握起女兒的手，在意念裏，
神問我：妳抓着那些破銅爛鐵做什
麽？這時「十架的愛」那首歌就在
我腦海縈繞，“謙卑的君王，榮耀
的君王，祢甘心卑微順服，捨命在
十架上…”想到祂甘心卑微順服，
捨命在十架上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是啊！我幹嘛抓著那些破銅爛鐵不
放，愛我的耶穌，甘心卑微順服，
為我死在十架上，給我新的生命，
一時我所有的不愉快，如千斤重的
擔子就脫落，懷著無比的感恩繼續
流淚，因為我感謝神祂仍愛我這樣
的罪人，並教導我走義路。下午我
就有個自由的心情能帶小組，且見
證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件美事。 

家庭祭壇實在是我家蒙福的管道， 
也歡迎主耶穌能在我們家找到一 
處安息之地。

2014年10月23日我们夫妻趁回 
中国大陆探亲， 去四川九寨沟 

旅遊。本应11月10 日从福州飞至
重庆，我错买机票飞到成都，后来
只好从成都搭动车到重庆。第二天 
早上7点从重庆搭旅遊车去九寨沟 
，车行到傍晚6点左右，有信息传
来说前方道路已经坍塌，今晚不能

 奇妙的神

开进九寨沟，我们这辆遊览车当时正好
开到长县宾馆门口，就入住宾馆两天。
后来我才知道有不少旅遊车找不到旅店
住宿，在气温很低的情况下，足有两天
遊客只能睡在车里。由于路况的耽延，
本来八天的行程，只剩下六天时间，导
遊决定只玩九寨沟和重庆熊猫基地，这

陳俊平

李一菲

趟旅遊本来还有两天是安排去峨嵋
山参观佛寺，我们并不喜欢 ，现
在被迫取消掉正合我们心意。

这趟旅遊虽然历经波折，但神使我
灵魂苏醒，知道祂会为自己的名引
导我走义路，我一生道路都是神来
安排，哈利路亚，我就挺身昂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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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主的爱，我学会了爱别人和爱自己 【約翰福音 15: 12】
因为主说他就是爱，并要我们彼此相爱，象他爱我们一样。

因为主的爱，我学会了感恩 【提摩太前書 4: 4】
因为主说凡是他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因为主的爱， 我懂得了真理 【約翰福音 14: 6】
因为主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因为主的爱，我得到了平安 【詩篇 46: 1】
因为主说他就是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因为主的爱，我学会了宽容 【馬太福音 6: 14】
因为主说我们饶恕人的过犯，主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

因为主的爱，我学会了忍耐 【以弗所書 4: 2】
因为主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因为主的爱，我学会了顺服 【路加福音 11: 28】
因为主说遵守神的道的人有福。

因为主的爱，我学会了交托 【詩篇 55: 22】
因为主说要我们把重担缷给耶和华，他必抚养我们，他永不叫义人动摇。

因为主的爱，我学会了勇敢 【申命記 31: 6】
因为主说我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因耶和华和我同去，他必不撇下我， 
也不丢弃我。

因为主的爱，我学会了祝福别人和祝福自己 【腓立比書 4: 19】
因为主说他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因为主的爱

感谢主这几年与我同在，因为他，我的生活中 
添加了很多东西，也减少了很多东西。

对环境，多了些从容，少了些不安。 
对爱人，对了份体贴，少了些责备。
对孩子，多了些豉励，少了些训斥。
对父母，多了些关心，少了些索取。
对老板，多了些责任，少了些不专。
对同事，多了些忍让，少了些纷争。
对朋友，多了些关爱，少了些报怨。

谢谢天父对我教导，只有在你面前我才认识到我
是多么的不完美，我才可以谦卑下来。谢谢你对
我的爱，就像那结婚誓言一样，You will love me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from this day and forever.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借着圣灵作工在我们的
身上，使我们的生命長大成熟。

让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美意 【羅馬書 8: 28】
因为主说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有一種愛
是無法衡量的
比天還要高，比海還要深

有一種愛
是沒有止息的
它不會枯乾，也不會改變

有一種愛
是沒有條件的
不會因為你是什麼才愛你
也不會因為你不是什麼就不愛你

這就是神的愛
永遠的愛、
不改變的愛、
犧牲的愛、
超越人所能明瞭的愛！

有一种爱

王立芬

劉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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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被著名犹太籍小提
琴手Maurice Sklar的音乐深深

吸引，他所演奏出来的曲子非常有
恩膏，带进神的同在。

两年半以前，也就是儿子一年级的
时候，我想让他开始学第二个乐器 
，能带着走，又能用来事奉神的乐
器，我想都没想就为他选了小提琴 
，征求他同意时，他也开心的答应
了。于是我马上开始为他租琴找老
师。学习的过程很不简单，从站的
姿势到拿乐器、到拉到音准、到识
谱，没有一样是一朝一夕能掌握好
的。特别是像他这样好动的孩子，
加上我对他的要求高，更是难上加
难。他好几次想放弃但我都让他坚
持下去。其实他不是不喜欢乐器，
只是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太难了。 

一年半以前，一个朋友送了两张交
响乐团演奏的门票，我对这个乐团
不熟悉，但既然领了免费的票，我
和我妹就相约去看。我惊讶于每首
曲子的难度和水平，非常动听，指 
挥也很尽力。后来我从一些朋友的
口中知道这位乐团的创办人兼指挥 
，是一位小提琴老师，许多人都形
容他非常有启发、幽默，而且很懂
得应付小孩。我真希望他能成为我
儿子的老师，唯一的考量是上课的
时间是一个小时，我担心儿子受不 
了这么长的课。但经过祷告，我心
里有平安，还是决定试试看。经由 
朋友的介绍，我儿子开始向他学琴 
，那时他已经学了一年的小提琴，
这老师成了儿子的第三位老师。  

 儿子与小提琴

他很专心。第一次练习结束后，老师
让他下个星期再来试。回家后他好开
心，自动练习，不需要我催促。经过
了三个星期的观察，老师正式接受他
加入。我们全家都非常的高兴，儿子
更是兴奋，他喜欢每一首曲子，期待
每星期一次的集体练习。这些乐团的
曲子都超过了他的程度，但他每天都
很用心的练习，并且很乐意让我纠正
他，陪他一起练。

上帝在儿子身上行了奇妙的事情，让
原本一直想放弃的他，能开始爱上小
提琴，欣赏不同的音乐。我祷告上
帝：使用他，成为祢手中的器皿，能
被祢塑造。在塑造的过程中，让我成
为上帝的帮手，用智慧、爱心正确的
启发他，建立他而不是拆毁他。感谢
主，这两年多的学习过程我也看见了
自己许多的软弱、骄傲，求主帮助我
放慢脚步，不要拿他跟别人比较，不
要期待他成为某人，能欣赏他是独特
的，因他的受造奇妙可畏。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儿子，我们一起
加油吧！

陳佳唯

这老师用轻松幽默的方式逗孩子，他
和儿子分享不同的音乐，教他欣赏不
同的古典音乐，也跟他一起合奏。因
着合奏，一首简单的曲子变得非常的
动听。除了注重技巧、音准，他更注
重音乐的流露与表达。老师还有厉害
的一招，他总有办法让儿子再继续撑
一会，儿子之前拉五分钟就已经受不
了喊累了，但老师就有法使他觉得一
小时其实不长。 

我为了增加他对音乐的兴趣和感觉，
常常让他上网去听不同的演奏，带他
去看现场的交响乐团演出，也录下他
自己拉的歌。若他在课堂上专心，
我也会在课后用一些小点心奖励他。
在老师细心的指点下，儿子不断地被
他改进。但小孩毕竟还是小孩，他好
动的性格让他往往没有办法把曲子拉
得好，偏偏我这个懂音乐的妈妈要求
快，要求准，常因受不了“噪音”而
批评他，增加了他的挫折感，好几次
他都告诉我小提琴太难了，他不想学
了。我常祷告求神帮助，建立我的耐
心，用适当的鼓励和赞美代替口中的
批评。
 
今年初老师的初级乐团开始招生，他
问我要不要让儿子去试一试。老师教
了他一年，也知道我儿子的特点：很
好动，有时不听话。我想就试试吧，
儿子也答应了。第一次，他和一群大
哥哥大姐姐们一起练习，里面他是年
龄最小的，其他的都是初中或以上的
学生，这也难怪老师不敢马上收他。
我有些担心他会在里面捣蛋，还好

見
遇
见
神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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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信上帝大概有4 、5年了，当时我在北
卡，常去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堂，回家也有看圣

经，但是我一直没有受洗，原因是我一直觉得自己
还不够资格做基督徒，而且潜意识里一直疑惑自己
是否是在正确的教会。 
 
后来，我搬到了亚特兰大，认识了学娟，在她的邀
请下，我来到了灵粮堂。其实在这之前，我有一直
祷告祈求上帝领我去正确的教会，能够正确的崇拜
上帝，我想是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让学娟带我到
灵粮堂，让我可以更靠近神，经历神，更认识神。

自从三年前我们全家第一次到灵粮
堂，当时只是抱着串门子的心态

进来看一看，到如今错过一次聚会就
坐立不安；从印象中的主耶稣只是一
位和我毫不相干的人物，到如今每
天都能体会到这位万有真神的同在；
从以前看圣经感觉只是一些乏味的故
事，到如今能感到每个人物及道理都
如此鲜活，使我能真真切切的体会到
神的心意；以前总为五斗米而來往奔
波，到如今每天生活都有神丰丰富富
的供给。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大卫在【诗篇34:8】中写道“你们要
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三年来我
们全家真是尝到了主的美善，恩典
陪伴着每一天。

想起2014年，主的所作所为，真是
值得回味和分享，我们要來感謝主
的怜悯和慈爱。从2013年二月妻子
怀孕后期到2014年八月这十八个月
的时间，我们全家确实経历了主的

 有主的生活丰丰富富 程為偉

剛到灵粮堂我参加了三天的「遇见神營会」，我真正
的感受到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在營会里上帝让我记
起了一件平常我不会去想也不会觉得心痛的事，但是
那天我突然想起来了，而且非常伤痛非常内疚，我哭
得很伤心，求神原谅我的过犯，之后，神也让我经历
到被赦免的喜乐，我很感谢上帝。
 
我知道上帝爱我这个罪人，非常的爱，也相信耶稣是
来救我，我也知道祂一直在帮助我，所以我也要来爱
祂、跟随祂、受洗归入祂的名下。感谢赞美主。

保守和供给。这段时间老婆要被照
顾，James从娘胎落地，女儿要接送
上下学，还有不少课后活动要参加，
正是需要我这个当爹的挺身而出的时
候，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家里照
顾家人，还要挣钱来养家，对我这工
作要常常出差的人来讲，的确是个挑
战，該怎样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呢? 每
天待在家陪老婆孩子就会有收入吗? 
还是每天守在家里等天上掉下吗哪供
养呢？当年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
没有靠种地吃饭，也不靠做工吃饭，
全靠着吗哪来养活他们，难道我也要
待在家里，等着天上降下吗哪吗？但
我真的相信神看到我对老婆孩子的用
心，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安排，所以我
就安心一直尽我全力照顾家庭。圣经
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 马太
福音 6:25 】，我们全家也为此祷告，
求神供给。神的眷顧奇妙地再次降
临，我做的塑料生意市场突然好转，
以前我认为没有可能获利的东西也开
始有盈利，我也创下了十八个月都待
在家里不用出差拜访客户的记录！我
们的神就是这样信实的神，只要我们
全心信靠祂，祂会安排一切来照顾祂
活在地上的儿女们。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真真切切的体会
到来自神的呵护。去年夏天开始，我
早上四点钟就会突然惊醒，再也难以
入睡，虽然不是什麼大毛病，但總令
我感觉困惑。我家庭及工作各方面都
不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於是我
在祷告中求问神。起初沒有答案，有

一天我在圣经上读到一句话【提摩
太前6:10】“贪财是万恶之根，有
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已剌透了。” 我的
心忽然被这句话给刺了一下。合上
圣经，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只是想着
多做生意，多赚些银钱回来，哦，
原来这颗贪财的心，使我远离了神
的真道，圣灵也远离了我，譲撒但
乘虚而入。我就来到神面前悔改，
承认我的罪，求神以恩典再次潔淨
我这颗贪婪的心。在生意方面我也
以顺服的心开始减少交易，减少自
已的库存量。直到2014年十一月，
我手上的库存量变为零，是我做塑
料生意十年来头一次退出。大家知
道，塑料是原油的衍生物，价格随
原油波动，国际原油价格从2014年
九月份110美元一桶跌到十二月份
的45美元一桶，塑料价格随之也跌
得一塌糊涂，2014年十二月更掉入
谷底。当好多同行的朋友在市场上
呼天抢地損失慘重的时候，我依然
安然入睡，每早晨醒来，看到阳光
已洒满了我的整个房间。神呀！祢
的话才是真道呀!

“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 
    明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 
    够了。” 【 马太福音 6:34 】
 

神啊，我知道我们作祢的儿女是
最快乐的。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
儿，祢都照顾的那么周全，何况是
我们呢？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祢
总是会顾念、保护又供应我们，让
我们生活的丰丰富富。

林
美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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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化妆的祝福

我当向我的神怎样称谢呢？祂真
是顾念我们，主耶稣说，我们

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我们所需
用的祂必加添给我们！
 

最近我家的水管爆了，表面看起来
很糟糕，水淹的到處都是，其实却
有很多主的恩典：

張瑩

我是一个刚刚信主还没有受洗
的人，最初对主的认识，是

接触了一些基督徒的同事，他们向
我介绍耶稣，我心里不抵触，可是 
没有更深的认识，也没有去过教
会！后来朋友再一次和我分享耶
稣，我開始渴慕去教会，但每次都
有事被阻拦，再加上忙着工作就忽
略了。不過我心裏开始相信神，有 
时候也会自己向主祷告。在工作
中，有时候觉得很累，不能胜任，
我就向主祷告，主赐了我力量，即
使是这么小的事情，主都顾念我。

我也开始帮弟弟祷告，因为生活的
压力，弟弟的性格变得很暴躁，情
绪变得很负面，我很担心，可是
我知道单凭着自己是没有能力帮他
的，我就替弟弟向主祷告，过了一
段时间，约弟弟和弟媳出来吃饭，

弟媳偷偷告诉我说不知道什么原因
弟弟情况好转，情绪变好了很多。
当下我就知道是主垂听了我的祷
告，真的感谢主，赞美主！

这样一点点经历祷告被应允，我开
始想更认识主，但一直没有去成教
会，每次都說好了，奇怪到时候就
是有阻拦去不成。我想主真的很爱
我，很怜悯我。祂知道我内心渴
慕，也知道我靠着自己没办法找到
祂，於是祂允許一件事临到我，使
我看到自己有多需要教会。

有一天家庭医生打电话來告訴我，
这次的验血报告有问题，我一时
惊慌失措，是不是我的癌症复发
了？一瞬间我想到：我還沒去成教
会呢，怎麼会有這事？我给向我传
福音的张莹姐妹打电话，請她帮我
祷告， 教会中其他姐妹们也帮我

我信主的经过 林梅

祷告。这时我才知道当我无能为力的时
候，神和教会真是我的依靠，當时我就
想不管我到紐約检查的結果是如何，回
亞特蘭大之後，排除萬难我一定要去教
会，即使病情不乐观，我也要全心倚靠
神。

我特地到紐約進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報
告出来都正常，大问题变成小问题，感
谢主保守看顾我。回来之后我很高興的
来到灵粮堂，每一次来教会我都不自觉
的流泪，心裡也被安慰，大家为我祷告
时我就很释放。奇怪的是即使我是如此
的渴慕主，但是心中也会有否定主的声
音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还是坚持
着来教会，来小组，靠着教会的姐妹們
一直带着我，让我可以一点点的成长。
虽然信主不是很长的时间，虽然还没受
洗，可是主是多么的怜悯我，多么的爱
我，在一次小组聚会圣灵来充满我，让
我能用方言祷告，让我与祂更亲近，让
我的信心更多，唯有祂知道我的需要。

感谢主，赞美主！虽然信主时间不长，
可是主给我的恩典很多很多，是超出所
想所求的。主啊，我一生都要跟随祢！

1. 我英文不好，不知道怎么和有关單
位沟通，感谢主，朋友小敏住在我
家，都是她打电话联系各方面。本来
修理公司、保险公司、仲裁机构都约
在不同时间、不同日期，我还不知道
他們來时要怎么沟通，可是因为天气
的原因（预警说有龙卷风）他们都一
同早早的来了我家，小敏也因为天气
没有上课，正好可以翻譯！
 
2. 本来还担心因为我家水管坏了，影
响隔壁，既破坏了关系，又要赔偿他
们，为此还向主祷告，安慰他们的
心！沒想到邻居的水管也爆了，所以
他们用自己的保险，不用我们赔偿。
因为同时爆水管，邻居是美国人，知
道的比我們多，還把好的东西推荐给
我们。 我本来什么都不懂，只有祷告
依靠主，结果主把各样的人和信息都
带给我，一切都处理的很好。

3. 我家水管，地板，厨房柜子，墙面

本来就有一些问题，这些都是我想重
新装修的，刚和先生搬过来时，心里
就想着换地板，换厨柜，弄墙面，可
是因为没有钱，也曾心里抱怨自己的
先生没有给自己好的物质，买了房子
都没有好好装修，心里有点痛就向主
祷告，被主释放了，就愿意顺服！这
次因为淹水一下全都换了，而且用的
還是房屋保险的理賠。
 
4. 我發現要顺服主给我的每一个环
境，因这是祂对我生命化妆的祝福。
当祂让我学习功课时，我必须无条
件的顺服，这样我的生命才会长大。
而当我软弱做不到时，祂也必会顾念
我的软弱，藉着各样的人、事来扶持
我，只要我依靠祂！ 
 
谢谢主赐给我平安，在看起来很糟糕
的环境中仍然有祂的喜乐和同在，感
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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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

2010年对我们全家来讲是喜悦
之年，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产

业，我的小外孙出生了，我们给他
取名为Nathaniel，意为上帝的礼
物。小家伙的来到给我们带来欢喜
的同时也带来困扰，在美国毎个人
都忙忙碌碌为生存而奋斗，我女儿
还继续在上学，无人照顾孩子。在
不得已的情况下，孩子才七个月大
我们就把他送到福州乡下一户人家
寄养。那是个朴实的农家，没有多
少文化，管好孩子吃饱穿暖就行，
什么事都依着孩子，也没有给过他
思想品格方面的教育，一直到2014
年夏天Nathaniel才从中国被接回。

这时小Nate快四岁了，正是调皮捣
蛋的年龄，让我们全家头痛的是他
那桀骜不驯的个性，一开始接触他
就把我们全家打了个落花流水，当
他发起脾气时，我们都束手无策。

劉靜

相当自私，任何东西都不能与人分
享，且性格孤僻，不大喜欢与他人
相处。在这困难的时候，我来到神
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怎样管教
这个孩子，因为觉得对付他特别没
办法，他使起性子来可以持续几
个小时不收场，让我觉得好像是一
块豆腐掉在灰堆里，拍不得也打不

得。那时我正随着敎会进行两年读完圣
经的计划，有一天我读到【箴言22章6 
节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读到这我眼睛
一亮，神给了我多好的答案，我必须尽
早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与神建立亲
密的关系，只有神才能给孩子一生的平
安，神在提醒我把孩子交给祂，由祂来
决定孩子当行的道。

感谢主，没有让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困在
这上面。在Nate回来的第三个主日，那
天早上他又无缘无故无理取闹，我们只
好强行把他塞到车上，锁定车门，因为
他在发脾气时坐车，会解开安全带去撞
击车门，并扬言要跳车。就这样子带他
来到了教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们把车刚泊好，为他开了门，刚才
一路上还大喊大叫又哭又闹的他，居然
笑容满面的下车来，问道：这是哪裡？
我告诉他：这里是教会。他就高兴得又

蹦又跳的，那一刻我明白，我们的神
垂听了我的祷告，已经在Nate心里做
工了，以前从来没有人在他面前提过
教会，圣经、耶稣等名词对他来说都
是第一次听到，然而他竟如此欢喜！

从那以后，每周日来教会成了他最期
盼的事，当他不乖的时候，我就会威
胁他不带他来教会，他马上变得很乖
很乖，我知道神也透过Nate来督促
我，使得我不可再以什麽理由而不来
敬拜主。感谢主，Nate在教会学了
很多东西，学会了与人相处，学会了
分享，学会了遇到难事向主求，比如
我生病时，他会第一个为我祷告，每
天晩上睡觉前的一个功课是必须要听
一个圣经故事。小Nate知道耶稣很
爱他，也学会了向耶稣献上感谢的祷
告，他也会每天唱着「主耶稣爱我」
的圣歌。有一次在看一个耶稣被钉十
字架的视频，他看得泪流满面。

尽管Nathaniel有时候还是会仼性顽
皮，但我们知道要按圣经的真理去 
教导他，正如神的教训【箴29: 17】 
“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赞美神，祂真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

过去一年里，老公在外辛苦
工作，周间不能回家，所

以晚上只有我和女儿在家。

有一天夜里，我被什么声音吵
醒，醒来后我立刻从床上坐了
起来，并且竖起耳朵，屛住呼
吸，想听出声音是从哪里来
的，是楼下还是楼上？ 接着，
有一种恐惧油然而起，担心是
否有人进到家里。在没有听到
任何声音后，我便从床上起来
走到窗户边向外看，看看后院
是否有人，确定后院没人我才
回到床上。

 耶穌是真平安 黃友琴

躺下来后我
便开始想
着：如果有
人进来了我
该怎样去对
付？若是对
方手里拿
着刀，我们
的睡房里能
有什么东西

可以用来防卫呢？若是对方手里拿着
枪，我又能用什么来防卫呢？可是，
子弹飞起来多快啊，我恐怕找不到任
何东西来挡子弹的。想到这里时我突
然觉得自己可笑，我问自己：你是一
个基督徒吗？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和恐

惧呢？若是有人进来了无非就是为了
偷窃钱财或是杀害身体。钱财乃身外
之物，既然他这么需要，可以给他。
要是身体被杀害了，灵魂可以去到天
父那里， 那不是好得无比吗？当我如
此想的时候主耶稣的平安就开始进入
我里面，我不再害怕了，恐惧也随之
而去，很快我就睡着了。

正如【约翰福音14: 27】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
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
怯”。感谢主耶稣，主所赐的平安真
是可以胜过忧愁、胆怯和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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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数来，受洗归主已十年有
余，但真正愿意跟随主的脚步

还是最近两年迁居亚特兰大以后。藉
着每周的小组聚会，主日崇拜，以及
与主内弟兄姊妹的交通，我已经感觉
到自身的变化和生命的改变，虽离活
出基督的样式――荣耀的基督徒的标
准还相距甚远，但我愿意谦卑自己，
努力效法，在我力不能胜时，求主赐
我力量，将我从泥沼中扶起。在此分
享我在信主过程所经历的一些思想波
澜，愿神也帮助引导，在信主的道路
上有类似疑问的朋友。

逻辑的局限 

对于许多现代人，特别是受过高等
教育的朋友，逻辑推理似乎成为判断
真理最高的准则――只有被证明了
的东西才可以被称为真理。这种将逻
辑顶礼膜拜的态度，有时恰恰是认
识真理的障碍。现代科学特别是现
代物理科学中，往往都有一些所谓的
公理(Axiom)，如“在狭义相对论中
的真空中光速不变”，而公理的定
义是不证自明的。所以证明并不代表
一切， 它只能证明在一组公理和推

 信主思行录
导规则之下产生的定理(Theorem)。其
实正如德国伟大数学家哥德尔的不完全
定理所揭示的：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
统中，永远存在不可证明的定理。也就
是说，所有的“好”的推理系统都必定
是“不完全”的。其实上帝的存在原本
不需要、也无法用“不完全”的科学方
法来证明，如果我们愿意静下心来，观
察我们周围的自然界， 我们就不得不赞
叹它的美妙神奇，这岂能是无序运动的
产物？ 在我看来，这只能是造物主的非
凡创造。（试想一下，如果水的密度不
是液态时比固态时高，地球上会是一个
什么景象？ 亦或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水
星到太阳的距离，地球又会是一个什么
景象？！）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
罗马书1: 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
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
无可推诿。”当然，在此我不是企图全
盘否认上帝赐给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而是不希望我们局限于有限的思辨能
力，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绊倒自己。另
外，圣经的真理所揭示的是生命之道，
是需要用心和大脑共同感知才能认知
的，心刚硬了，认识生命之道的管道也
就堵塞了。

神迹的迷思
最近在读圣经的英文版，发现中文翻 
译的神迹在英文中是“sign”而不是 
“wonder”，如此看来，神迹不是奇
迹的意思。主耶稣在新约中所行的变水
为酒，五饼二鱼，海面行走等神迹的目

的，并非是要施行一些人做不到的
奇迹，使人因此可以信祂，而是为
了给我们一个“迹象”指引我们寻
求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衪能成就
我们认为绝无可能的事，使我们这
必死的人有了永生的盼望。这也可
以解决我们基督徒，有时对祷告祈
求不得应允的困惑，因为祂来了，
首要的并非是为了我们在今生现世
得益处，而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
使我们最终能与祂建立永恒的爱的
关系。

前年，我至爱的亲弟弟英年早逝（
他因病去世时，只有45岁），我为
他得医治曾恳切求神，可惜未得成
就。 我凭信心相信不管弟弟曾有过
什么样的过犯，因他在世时曾信靠
主耶稣为救主，我们的神既是创造
天地的主，祂就一定能为我弟弟在
天上安排一个完美的居所，我的伤
痛因此得医治。

坚定跟随
这一年来， 跟随主的脚步， 我感
到自己内心的嫉妒、骄傲、邪情私
欲等许多不能曝光的罪性减少很
多，也慢慢感觉到主耶稣在我余生
中所要成就的旨意，是在能够接触
的人群中，大力宣讲天国的福音。

唯有祂才是道路，真理，生命。这
是我的信仰，也是我一生的选择。

Jeff Yan

年初我的父母表達想從明尼蘇達
州來亞特蘭大拜訪我們，一來

看看孫女，二則一家團聚過中國新
年。我很快請了假準備帶全家去佛羅
里達州旅遊十天，爸爸媽媽也訂好了
一月底來亞特蘭大的機票。 但是突
然公司指派我二月初去印度出差。

這幾年與父母分隔兩地，難得有機會
可以聚在一起，少一天都覺得可惜。
很感恩的是，後來我出差的日期訂在
二月十三日，比原訂的延後了幾天，

 蒙福的新年 魏大為

這樣至少就不會影響去佛羅里達旅遊
的行程。我們全家在那裡有一個很美
好的假期。

但我心裡還是很想與父母一同過農曆
年，於是禱告求神來掌管這事。沒想
到印度的客戶臨時發生了一些狀況，
要求我延期，改到二十日年初一再出
發。所以我在家吃了年夜飯，與全家
人一起過了新年才出國工作。

很圓滿的團聚，父母也很歡喜，感謝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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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小组长請我在下周小組聚
会时帶领敬拜，我自認是個五

音不全的人，覺得實在無法勝任，所
以婉拒了。不過小组长不放弃一直鼓
勵我試試看，我只好硬著頭皮答應。
那个礼拜我在家裏不斷的聽詩歌敬
拜，跟神禱告，一點也不敢輕忽。到
了星期五小組聚會时，我心中還是忐
忑不安。但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當我
帶著小組開始敬拜時，聖靈的同在馬
上挪去了我的不安與不自由，并且同
时也臨到了其他的姊妹。这时我才體
會到神的话语【撒迦利亚 4: 6】“不
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
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另有一個主日，師母講完道后呼召人
上前去回应。我心裏想去，可是礙於
個性的関係又怕尶尬，就站在自己的
坐位上掙扎。直到師母説有時候我們
需要離開自己的Comfort Zone，我
就勇敢的走到前面，等我站定位置時
馬上感受到神的同在，滿有聖靈中的
喜樂。這讓我學到，不要因為在乎他
人的眼光而失去經歷神的機會。

某星期五小組聚會時我帶了一首英
文詩歌，歌詞非常簡單“我愛祢，我

 進入神的同在 陳倖生

愛祢，我主。我們感謝
祢，我們讚美祢，祢是
配得的，我主。” 但唱
了好幾遍都無法進入，
本想就結束，這時進來
了一位下班後匆忙趕來
聚會的姊妹，神感動我
再為這姊妹多花一些時
間敬拜。當我們繼續敬
拜時我馬上感受到屬靈空氣改變了，
這時有幾處經文進入我腦海裏，【
马太福音 25: 35-40】“‘因为我饿
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
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
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
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
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麽时候
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什
麽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
露体给你穿？ 又什麽时候见你病了
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
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體會到當
我說我愛神，感謝神，讚美祂是配得
時，神喜悦我們先用愛做在自己的弟
兄姊妹身上。    

有一次在白天的婦女小組查經班，
一開始本來只想分享信主和重生的見
證，說著説著把好些較不為人所知的
人生經歷也分享出來，當下就感受到
神的靈與我同在，滿心歡喜。這也讓
我想起在Advent Taiwan做類似見證
時所分享的，這些都是我藏在心裏很
少向人提起的，總有很深的羞愧感 (
如父母離婚；又如年輕時對人生沒
有盼望，曾經想自殺）。這些年來，
神像光一樣， 藉著一次次作見證，
神每次都更深地醫治我，我感受到身
上的枷鎖脫落。正如【约韩福音 15: 
26-27】耶穌所説“但我要从父那里
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
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你们
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
同在。”遵行命令為主作見證，真是
蒙福的。 

今年一月18日主日結束後，下午
就飛往加州矽谷參加牧者聯禱

會，上了飛 機，我跟德玉說，等下
最好不要有個胖子坐在我旁邊，不要
被擠壓，我才能好好的休息一下，因
為我的頭痛還沒有好。等了好久，旁
邊一直沒有人來坐，我想是否今天有
特別的恩典，旁邊不會有人呢?  正想
著，一個胖媽媽，帶著一個大約一歲
半大的小孩就坐了下來，我自然就被
擠向旁邊因服事太累已經睡著的太太
了。心想：哦，上帝，祢真幽默。 

就在那一瞬間，我想到了自己去年底 
講的道，「不要抱怨」，我的心立刻
儆醒，並且180 度改變我的想法，我
跟神說：謝謝祢把這對母子擺在我旁
邊，因為祢看得起我，知道我一定能
不讓祢失望，現在全飛機上忍耐力最

強的，一定是我，可以好好的待他
們。

飛機一起飛，孩子就開始大哭，我
就一直逗他，直到他睡著，我也很
快的睡著了。等我被吵醒來，由於
空間實在很小，這個孩子的個頭又
大，其實他才剛一歲，還不懂事，
所以吵得很厲害，我又開始幫這個

媽照顧他，並且把他們的可樂、水，
都放在我的餐盤上，繼續逗孩子玩。
等孩子又睡著了，我們聊了一下，她
問我是做什麼的，我想，好險，現在
我可以很坦然的告訴她，我是牧師，
還可以問她信不信耶穌，結果她也是
基督徒，但生了孩子之後，就沒有去
教會了，我好言勸她要再回到教會。

後來她的孩子醒來，一腳把整杯水給
踢翻了，全灑在我的褲子上，作媽的
很不好意思，但我感謝神不是可樂被
打翻，只是白水而已，下飛機時也差
不多乾了，而且，我發現，我的頭痛
也全好了。

順著上帝的旨意行，生活中還是可以
充滿了愉悅!

徐永宙牧師

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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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底，六月初，媽媽去台灣，哥
哥和我留在亞特蘭大。因為媽媽

在學校的工作還沒有告一段落，所以她
向校長推薦我去代課。之前，我常常去
學校幫媽媽的忙，校長認識我，知道我
的能力，現在臨時找不到人，就允許我
代媽媽的課。哥哥跟我說這是一個好機
會，叫我不要放棄，要我認真工作。他
提醒我說:「在小事上忠心，別人才會
把大事交給你。」

代課時我很緊張，我跟神禱告，求祂與
我同在，並賜我教書的智慧。我先帶學

生做一個禱告，再寫一句聖經的
話，然後開始上課。我一開始很
緊張，也不太會帶小班，我常常
求神幫助我。終於，兩個星期的
代課結束了。

秋季的學期即將開學，我回到學
校才知道這學期只拿到一堂課，
跟家人討論後，決定讓我去找工
作，不要浪費時間。可是，我打
工的經驗少之又少，要找一個 

記得2007年我还在洛杉矶的时
候，为了申请身份而第一次接

触基督教。雖然对于牧师在讲什么
我根本就听不懂，我仍祷告 “主，
祢让我身份过了，我就信祢！” 结
果我身份过了，但我卻没有信。 

2011年的夏天，我为了追求当时只
是同事关系的现任妻子，而第一次
来到了亚特兰大灵粮堂。中間经历
了很多波折，她说：“只有主同意
了，我们才能结婚。” 你能了解对
于不信主的我来说是什麼滋味嗎? 
简直要疯了！但也没别的办法了，
就祷告吧。最后主透过学娟姐的嘴
祝福了我们在一起。YES！目的达
到，我毅然的离开了教会，又回到
了自己的游戏世界。 

从来就一直有头痛病的我是天不怕
地不怕，就怕脑袋疼。於是我又开
始祷告了，“主，祢要是真实的存
在，就把我的头痛彻底治愈吧，如

 主的恩典临到我

此我就信祢！”只是这次神迹没
有发生。然而每一次跟妻子的拌嘴
中，都是她先来到了十字架前向我
认错（其实大部分都是我的错），
我蛮开心的，庆幸自己找到这么虔
诚的基督徒太太，真是满意！ 呵
呵，我继续地去打游戏，也继续地
头痛.... 

毛瑞

直到2014年的12月，在一场与老闆对
抗嚣张的冷战中，我结束了5年别人看
来稳如泰山的工作。再求职嗎？好像所
有的门都被关上了。没了底气卻又看
到妻子的平安，於是我又一次回到了教
会，这一次我确确实实的得着了！ 首先
有人受感召捐了我们1000美元，让我
们暂时度过了经济上的拮据。

因学著顺服主，我不得不谦卑下来，就
有很多以前结怨的朋友又重新回到我们
的身边，也给予我们各种帮助。我向主
祷告求一份安稳的工作，神却给了我们
一家店面让我们去打理経营。

2015年的2月7号我跟主说今天这次头
痛，我不想再吃药了，祢救救我吧！结
果连着两天我都被医治，至今没再犯
过，真是奇妙！ 回看这些年，不管我多
么任性地否定祂，主的恩典不断地臨到
我的身上。感谢主对我的忍耐给我时间
成长，並給我机会建立对祂的信心.... 我
知道主要做在我生命中的，还有很多很
多，非常期待。

part time job並不容易。雖然我二
十歲就出去打工了，但是六年來，
我除了當中文家教、中文老師和保
母外，沒有做過別的工作。由於沒
有經驗，餐廳不要我，麵包店也不
要我。在絕望之際，媽媽突然打電
話給我:「妹妹，校長說缺一個中文
老師，你要不要來試試 ?」我說:「
好。」第二天，我去見校長，校長
立刻跟我簽約。我相信是神聽了我
的禱告賜我這份工作，我沒有大學
畢業、沒有教師執照，但是校長願
意用我，這是神蹟。

恩典之路

到學校教中文後，常擔心自己做得
不夠好。一開始我不知道該怎麼跟
這麼小的孩子溝通，他們只有三
歲，完全不懂中文，校長又要求我
不要說英文… 每次遇到這樣的問
題，我就會跟神禱告，求祂賜我跟
小孩溝通的智慧，給我更多的能
力、耐心和愛心。我也求神讓我在
校長、同事、家長和學生眼前蒙
恩。神一直提醒我，我的學生只有
三歲；神一直提醒我，要多稱讚他
們；神一直提醒我，這不只是一份
工作，我必須愛那些孩子。同時我
也不斷調整教學的方式，努力設計
遊戲幫助他們記憶中文。

結果我跟我的學生越來越有默契
了，他們的中文進步了，我跟同事
相處得很好，校長、家長也肯定我
的教學成績。現在，我真的好愛我
的學生，也好喜歡我的同事，並且
敬佩我的校長。

很感謝神給我這麼好的工作，神一
步一步的帶領著我往前走，祂使我
能勝任並且工作得很愉快。

陳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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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初，我们在Columbus, 
GA开了一家按摩店。我们开店

時就想，等将来生意好了，就要个宝
宝！因为感觉到了年龄，双方的父母
也开始“逼宫”了。但是一切都事与
愿违，我们经营的是精疲力尽，每
天店里都有做不完的事，没得休息，
更不要说去聚会。就这样一天天过
着，有时候还为找不到合适的员工而
烦恼，每天妻子要做工、接待、听电
话，也很累。我们为生意忧虑着，有
时候会争吵不休，渐渐地我们被世界
的一切所捆绑！

有段日子我严重的失眠，抽烟也比原
来凶。妻子说：把烟戒掉吧！这样对
身体不好，我们以后还要宝宝。其实
我也想戒煙，十几年中无数次说戒
烟，无数次又抽！反反复复，也有祷
告，甚至我在妻子面前起誓，再抽我
就死这样的咒诅自己！直到有一天，
早晨起床去阳台抽烟，抽了不到一
根，心里非常难受，心脏跳得厉害。
我马上把烟丢掉，跪下来祷告：「 神
啊，求祢帮助我，这次我真的要做一
次决志的祷告，求祢挪去我对香烟的
依赖。」就这样，一天，两天，一个
星期，一个月，三个月，直到现在，
期间也会有试探，但是我借着信心，
没有重新抽起来，感谢主！也有朋友
调侃说：“你能戒烟，那我就戒饭”
。我说我真的戒掉了，而且是靠着祷
告！感谢主，求神继续在我身上做着
奇妙的工作，我们要健康的生活和工
作，因为身体是神的殿！

有一次，跟基督徒同事张莹联系，
跟她聊了很多，我说我非常渴慕去教
会，现在我们都很累，请教会的弟兄
姊妹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一次跟妈妈
的通电话，妈妈跟我说：向神祷告，
把一切都交托给神，因为经上说：凡
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主那里去，
祂必让你得享安息。向神祷告，看看
神在你们身上有什么旨意。如果你们
没有平安喜乐，就算赚得了全世界又
如何？！我和妻子开始反思：难道这
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我们是开店
賺錢了，但我们確实没有平安呀！从
此我们开始下决心把店卖掉。

九月份的一天，在Atlanta168上登卖
店信息之前，我把妻子叫了过来，我
们一起做了个祷告：「如果是神的旨
意，求主能成全我们，让我们顺利的
把店卖掉！求神能怜悯我们，帮助我
们！我们要靠着祢，因为祢是我们随
时的帮助！阿门。」

 走出泥泞
馮光耀

中午在廚房預備午餐，突然想到應該
用手機查一下就要下鍋的菜怎麼做

可以更好吃，這才發現手機不見了。用
外子的手機撥打我的號碼也沒聽見鈴聲
響起，早上我明明開了鈴聲的，本以為
只是隨手放在家裡哪個地方，撥打一下
必能找著，這下奇怪了會掉在哪裡呢? 
早上只去了教會，難道在教會下車時沒
注意掉在停車場了?

 找手機
手裡邊切著肉絲邊禱告神：主阿，拜託拜託幫
助我快點找到。肉絲還沒切完，突然腦中浮現
一個景象：是手機橫放在教會講台的譜架上的
畫面。原來早上練詩歌時拿出來聽網路上別
人怎麼唱，練完詩歌大家一起禱告，之後 
拿了皮包就回家，根本忘記早上曾經從 
皮包中取用手機。看到我手裡還在切肉， 
外子幫我跑一趟教會取回了手機。

感謝主的幫助，一個及時出現的畫面， 
省了我到處尋找的麻煩 !

陳德玉師母

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来，说要过来看
一下，到了下午他们来了，简单的了
解了一下店里的情况，什么也没有
说，就走了。我都没有在意，还说可
能他们不是真的想买！ 娜娜有点失
落，我就安慰她：「这些都是正常，
哪里有昨天打广告，今天就能有人买
呢？感谢主吧，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神就是这么奇妙，当天晚上，对方 
就打电话来，说有兴趣买店，原來
是真心想买店。后来我们就开始谈细
节，一切都谈妥后，十月初，我们就
把店顺利的卖掉了!

感谢主应允了我们的祷告，在我们最
无助的时候，把我们从世界的泥泞中
拖了出来，重新投入神的怀抱，这是
何等大的恩典。也让我们经历神话语
的真实。【马太福音11: 28-30】凡劳
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
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
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
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如今我们无店一身轻，每天都有时间
可以读经祷告，每个主日可以参加崇
拜。虽然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
我们得到了神更多的安慰与祝福，这
些心灵上的满足喜悦是任何东西也不
能取代的。更何况借着这些经历让我
的妻子也能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
的荣耀，从今以后我们要好好的遵守
神的道，一路跟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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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以前我做了13年的全職家庭主婦，
這13年中2個小孩相繼出生，孩子的健康、

學習等等，曾經使我焦慮不安手忙腳亂。感恩能
在2005年加入了剛成立的靈糧堂，後來因為清
楚明白救恩而重新受洗。從此在教會中被帶領，

從家庭主婦 
到職業婦女

Karen Chen
被教導也學習服事。我特別喜歡和陌生人接觸並向他們傳福
音。13年來生活的重心就是圍繞著家庭兒女，以及教會的學習
與服事。

2013年初在女兒八歲時，經過再三考慮，我從全職家庭主婦
開始了職業婦女的生活。我的工作是推銷商品，直接與人接
觸，或見面拜訪或電話聯絡，總是需要說個不停和人溝通。13
年之後再入職場，除了自己要適應，丈夫、兒女、朋友，與我
關係密切的每個人都要適應我的改變，這真是充滿挑戰的改變!

雖然挑戰不小，不過從工作第一天起，我就經歷神特別的恩典 
，比如：多次當我心裏想著好久不見的人，過沒幾天這人就會
出現在我的周圍；或者進度落後需要更多業績時，最後總是可
以在月底前超乎所求完成；又或者不可言喻的分辨能力，讓我
能知道什麼人有可能成為顧客，這樣既不必把產品推銷到讓人
討厭又可節省自己的時間；在與人接觸溝通的過程中，能看到
同事或客戶生活的困難進而有機會分享福音。…神的恩典奇妙!

人生有不同的階段，我非常感謝過去有機會認識神，並且在教
會裡被教導了各方面的真理。回頭看，這些經驗都幫助了我從
家庭主婦過度到職業婦女，平順的走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成为神的儿女蒙福的一件事是蒙主
的修剪与经历生命的改变。我在

这里分享我被主改变的两个方面。

我以前不爱也不会收拾房间，东西到
处乱放，没有归位，看上去很混乱。
不但在生活中我是这样，在我的工作
中也是如此。自己的生活别人管不着 
，可是在工作上这种习惯会影响到别
人。例如忙的时候，找不到东西用，
很令人着急。还要别人天天在我后面
帮忙捡东西，给人家造成很大的不便
和不满。而我自己也知道问题所在，
我也很努力决心要改，却靠自己无力
改变！我只有来到主面前向衪呼求，

 神在改变我
求主帮助我改掉这个东西乱丢的坏习
惯。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时都是有次
序的，保罗在【歌林多前书14: 40】也
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
行。”我求主让我在这方面要象衪。

最近我突然发现我开始可以好好地收
拾房间了，喜欢收拾整齐的房间，让
自己感觉很舒服。这是一个好的开
始，我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改变的。变得喜欢收拾，喜欢干净。
求主继续帮助我，让我可以完全从混
乱中岀来。以前我整个人包括思想、
行动都容易混乱，反应也很慢。求主
继续让我的思想和行动可以越来越清
醒，反应越来越快。 

第二方面，我曾是非常自我中心的
人，总是想要别人迁就我，配合我，
什么事都要按我的方式做，最好别人
都要听我的指挥做事，总觉得自己的
方式是最好的。不肯低下，不服输，
爱逞强，做事力求完美，同时又需要
借着外面环境来肯定自己，把自己的
价值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评价上。一旦
别人看不起我，我就感觉被否定，被
拒绝，觉得自己不被重视、没价值。

陳海蘭

以至于很容易做出一些属血气的，
让自己后悔的错误的决定。

我向主祷告说,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了，求主在这方面改变拯救我。
主先用衪 的话来更新改变我的心
思意念。衪的话说我的受造是独特
的；我是衪眼中的瞳仁；衪看我为
宝为尊，让我知道我不需要非得
别人来肯定我的价值。同时我也渐
渐学习更多让主坐在我生命的宝座
上，让衪成为我生活工作的中心，
学衪温和谦卑的样式。

我的改变虽然是缓慢不明显的，但
有一天在工作中，我突然发现我愿
意去配合别人，我与人合作变容易
轻松了。当工作中与人是合作的关
系，我的工作效率就提高了，自己
不会感觉紧张，也没有那么累。如
果关系不好，身心都累，才是真正
的最累。我本是不容易与人建立关
系的人，现在我可以放下自己与人
配搭、与人和睦。感谢主！让我知
道与人和睦相处的重要性。求主给
我更多的恩典让我可以学得越来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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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公司领导让我代替 
他去参加一个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为期五天四夜的国际会议。由于我
的讲座被安排在第四天，我还有一些
空余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虽然拉斯
维加斯是世界知名的赌城，但是我对
逛赌场并没有兴趣。“还不如上网看
看附近有什么景点”，我对自己说，
于是临行前我便在网络上开始搜索。
有一天当我正在上网时，忽然有一个
奇怪的意念进入我的脑海，仿佛有人
在问我，“你找这些景点有问过我的
意思么？” 当场我就怔住了。我知
道圣灵在提醒我，于是我就赶紧下了
线，问神要我做些什么？晚上同太太
分享当天的领受,她说也許神要我在
那里遇到一些有需要的人，要我好好
的预备自己，随时等候神的引领。

第一次来到赌城，既兴奋又紧张。当
天晚上在旅馆安顿下来后，我便开始
寻求神的引领。第二天一大早，带着
神极大的平安和满心的期待，我参加
了大会。在会场我看到与会的华人还
真不少，以为神要籍此机会让我与他
们分享福音。于是用餐时我便刻意
的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坐在一起。原
来这是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科研单位有
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藉参加这次大
会顺便出来旅遊。听他们侃侃而谈的
全是名、利、权的事，对于家庭、道
德、信仰全然不感兴趣。我多次想与
他们沟通，但他们都不屑一顾。坐在

他们身边我如坐针
氈，甚是难受，我
心裡受到极大的挫
折。回到旅馆时我
很气馁，真的不想
去参加第三天的大
会了。 当晚便从旅
行社拿了报名表，
准备隔天早上报名
参加到大峡谷国家
公园的一日遊。然
而神再次拦阻了我，在晚上的祷告
中，神问我， “难道这就是我要你
来这里的原因吗？”我深感惭愧.。

第三天我很早就醒了，起床后与神有
一段美好的交通，神感动我还是要去
参加当天的会议。由于有前一天的经
历，当天用餐时我便自己一个人在角
落找了个空位，一边吃一边默祷。不
多久有个西人坐到我的对面。打完招
呼后，我便主动和他聊了起来。他叫
JOSE，是来自西班牙一所大学的年
轻教授。是来参加本次大会另一个分
会的会议，我们交谈了起来。话题慢
慢地从学术转到了家庭，然后转到了
信仰。在交谈中得知他父母从天主教
中出来，他便认定自己也已经是新教
徒了。然而他不读经也不上教堂，也
没有与神相交的经历。于是我便开始
分享了神在我身上的工作。神大能的
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在那里聊了一

 

 
 

个多小时，所有的人都离去时，我们
还在分享。JOSE 很激动，他不停的
搓手，惊呼：“太不可思议了！耶稣
真的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我一定要
马上打电话告诉我的太太！”他已经
完全被神的大能所折服，于是我拿出
圣经来，教他读经，并鼓励他回去好
好的读经祷告，他十分激动。我问他
我能否为他祷告，他紧握我的双手连
连说请。我祷告完，他更是激动，感
激不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说这
是他有生以来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从会场出来，我的心充满了感恩，整
个人就像飞到了天上。这时我才恍然
大悟神为什么要临时差我到这里开
会，也明白为什么主两次伸手拦阻我
出遊。原来在这以罪恶之城闻名的地
方，有一个需要的灵魂，神的眼目
实在遍察全地！我深深的惊叹神的憐
憫。主, 愿我爱祢更多!

 赌城之旅

2014 年有天半夜
起床，先生要我

到外面看看, 似乎有
声音搅挠他, 其实一
点状况都没有。后
来摸他的额头烫得
吓人，才知道他全
身高烧。我一边烧

开水煮姜汤，一边给他冷敷，再加上祷告，全都无效。
问他是否要叫救护车，他说等一下再说。这时我突然想
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人是迪克 . 伊斯曼牧师，他说有一
晚他的太太因疼痛不能睡叫他祷告，结果没有得医治。

 神的能力 陳素蘭

毛應清

他心中有一个意念“上帝以祂百姓的赞美为居所，
上帝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 。迪克牧师就歌颂赞
美主，结果他太太睡着了，睡得很安稳。后来他女
儿生病了，他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 赞美神，女儿
的病也得医治。我就照样放诗歌敬拜赞美主，结果
二个小时后先生的烧就退了。我知道赞美在得胜以
先，主真是我们得胜的旌旗。

【耶利米书16: 21】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
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
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是的，经过这一次，先生
永年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和能力，使他得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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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膽傳福音見證主

自從聽到應清弟兄在中國傳福音的
見證，我就禱告求主讓我也有見

證主的勇氣，更求衪安排使我遇見
能聽福音的人，每次出差，我就等
候這樣的人出現。7月中我在ATL機
場向正拿到博士要返回中國的一位
Georgia Tech畢業生傳福音，他聆聽
了40分鐘。在ONF研討會上我向一
位來自中國的工程師傳福音，為了使
他更認識主，我們甚至一起去吃晚
飯。更奇妙的是一位餐廳服務生躲在
櫃檯後旁聽，然後告訴我她也要來認
識這一位救主。 

又有一次，我在往LA的飛機上，坐
在一位滿身烟酒味的中年白人婦女旁
邊，我正想要求換位子的時候，神的
愛激動我向她介绍耶稣。我就問她是
不是烟抽得很兇，她説不僅是烟，她
還吸毒。她説她有兒女也有孫子，可
是即使醫生都警告她再不戒烟戒毒戒
酒，身體就要出問題，她靠自己就是
戒不掉。我就告訴她我如何靠主戒了
30年的烟，然後讓她聽我正在聽的
詩歌 “Your Love Is Everlasting” ，聽
完後她正感動時，我帶著她禱告，並
告訴她現在正是她蒙悅納蒙拯救的時
候，她説下飛機一定要找她一位去教
會的朋友。

7/4紐約靈糧特會有一堂聚會，當劉
彤牧師講道時，一位警察站在會場左
前方，脫下帽子認真聆聽。散會時神
感動我去為他禱告。我雖然有一點猶
豫(畢竟是個警察）還是走了過去，

我只是很簡單地禱告，謝謝神已看
到他現在的情況，要他來尋求神的帶
領。禱告結束後他告訴我，他現在的
情況正需要這樣從神來的話語！

7/26拜訪了去年向他傳福音的一位
開肉乾店的老闆，當時他半邊臉的颜
面神經麻痹，我被神激動就當場為他
禱告得醫治，他説後來就好了許多！
哈利路亞。第二天主日他就跟我去了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崇拜，來到主面前
要更深地認識祂。

當天下午我決定去看一位正在研讀佛
經的老朋友，仇敵攔阻我卻不成，我
還是安全的到了他家。一兩個小時下
來，我試著向他及他太太見證神在我
身上的許多作為，但他們總以為人可
以選擇眾神中的一位。不過神既然差
了我去，我豈會一次就放棄呢? 下次
我再去時求神賞赐聖靈大能的明證。
2014年10月我多年的老闆Bruce離
開現在的公司，他以朋友的身份告訴
我，這幾年我的信仰很激勵他，於是
我把重生的許多見證都向他分享，邀
請他自己來認識神。但我一直想介紹
他看一本書，只是當時身邊沒有，周
五我已經和他說Bye Bye, 不知何時能
再見面。等我從Bethel Church買了那
本書回來後，周一早上我正為此事感
到遺憾時，Bruce竟然打電話給我，
約我吃中飯，使我可以把書交給他。
傳福音見證神，看到人來信主，真是
有屬天的喜樂，像僕人得以分享主人
的喜樂一様。

建堂

2014 八月底教會宣布要正式為建堂
開始收奉獻。弟兄姐妹踴躍參與，認
獻金額快速增長。9/23我去加州参
加SCTE研討會，竟然第一次發現有
一個Christians in Communication的
早餐會，沒想到我們這一行仍有一群
屬神的人，於是滿心歡喜去参加。早
餐會结束前主席抽名片要送出兩個别
針，雖然是小東西，當我坐在台下神
激動我的心 ── “你相信我可以抽
中你，使你知道我聽見了你們建堂的
禱告嗎？” 我還正在思想時，主席
第一個宣布抽中的名字就是我！我們
的神是信實又有大能的，在我們禱告

等候時，祂以種種方式告訴我們祂已
經在動工。

馬禮遜宣教特會

10月31至11月6日，馬禮遜宣教特
會借我們教會舉行。我負責安排特會
時程，弟兄姐妹輪值來招呼場地，郭
靖姐妹更全程開放家裡供他們住。纽
澤西下來的服事團隊，許多都是在職
請假出來服事的，整個行程需要好幾
個禮拜，一百多張宣教掛圖見證了這
些外國宣教士在中國的宣教血涙史，
感動了每一個來参觀的人。明發弟兄
一篇簡單的道 「作新造的人」加上
多人為主獻上一生的見證，神的靈這
幾天環繞在教會。主日回應時許多人
來到台前禱告，許多人也作了決志禱
告。可以感受神正在塑造器皿。每天
放的電影（暗室之后，航向天山，蕭
碧蓮，黄和美，及永遠的白阿姨等
等）是為主獻上生命傳揚福音的美好
見證，我可以感受到神藉著每一部影
片親自呼召我們，相信這裡將有許多
人被主呼召來跟隨祂。

Global Awakening and Bethel Church
2月19-22 教會同工一起去參加 
Randy Clark及Bill Johnson在Atlanta
的Global Awakening特會，這是我第
一次在現場看到福音的醫治大能，也
更堅定了我相信神的國是可以降臨
在我們中間的。特會中有一天下午，
是要讓會眾被聖靈充滿。我站立許久
起初沒有什麼感受，當特會一位同工
走過來為我按手禱告之後，我跪下痛
哭許久。同樣的經 驗第二天又發生
一次，使我哭了30-40分鐘。想想我
到底在哭什麼呢？似乎是聖靈要譲我
看到並且潔淨我裏面所有不蒙神喜悅
的心思意念，為要塑造我這個器皿。
後來Randy在一本書上為我簽名並寫
説：這器皿為要來彰顯神的榮耀。

11月中感恩節特會之前我去加州出
差兩周。我預定中間的周末要開車去
Redding的Bethel Church，不僅去主
日崇拜，也去體驗他們的24小時禱
告室及Healing Room。去的路上，
在快到Redding的Highway上，突然
一道强烈的陽光照在我右眼，使我
右眼劇痛不能張開，我只能閉上右

喜樂經歷神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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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開車。幾分鐘後光不刺眼也不痛了。等我
到了Redding他們的Healing Room服事時間
已過，我就去24小時禱告室，進去跪著禱
告没有多久，Bethel的一位同工( John Mark)
就走過來，分享他是如何開始全心來服事主
的，就像我在NY為警察禱告一樣，神預備
這同工來回答引導我。回到公司第二天我發
現右眼眼窩内的一顆異常痘子（偶而令我不
適）完全不見了。神用陽光替我動了手術!

被裁員
1/27/15公司因上一季營運未達目標，決定
裁員，我因為一個人在東岸，西岸總公司決
定把我也裁了。但在近3個月前我已經開始
想換工作，於是與二家公司談了一陣子。被
裁員後沒有幾天之內，我就在晚上靈修時
讀到，【马太福音 6: 31~33】 主已説：“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
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
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
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了。”衪要賞賜給我們的，是遠超過吃的
喝的和穿的！神也很幽默，剛失業幾天內，
突然連络上台灣一位曾經合作的朋友， 他
也離職了，急需一份工作，所以我也花了一
些時間在台灣幫他找工作，到目前進行也顺
利。我突然感受到我們是天國的子民，是神
的兒女，永遠都有餘力來幫助别人。而我依
靠神的信心，要藉這次失業的經驗來試驗，
得以更堅定，來服事他人。

找鑰匙
去年12月底倖生幫忙看一位姐妹的小孩“
小沈陽”。有一天晚上將近9點是該送小沈
陽回家的時候，我當時開車在路上要去健身
房游泳，倖生打電話給我，很緊急地問我有
沒有看到小沈陽家的大門鑰匙，她說連她車
子的鑰匙也找不到。我在車上找了一下找不
到任何鑰匙，正想繼續開去游泳，心中卻
突然浮起一股憐憫之心，想到此刻倖生必定
非常著急，我就掉頭回家幫她找。沒一下就
找到了車子的鑰匙，但小沈陽家大門的鑰匙
怎麼找都找不到，這下怎麼辦呢？倖生說小
沈陽家有房客，我們不妨就去敲門請他們開
門，於是我開車載著倖生及小沈陽回去。到
了他家，倖生打開車門右腳一踏下去，失蹤
的鑰匙竟然就在她鞋旁的草地上！神真是賞
賜順服衪的孩子，看到我一點點因憐憫而生
出的愛心及行動，祂就介入，讓不可能的巧
合發生在我們身上！

信主四年多，回顾一下走过的路， 
满是感恩和称谢，纵有泪水，主恩却更多！

刚信主时，自己特别渴望看到神迹，感谢主怜悯我，到目前为止，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使死人复活，五饼二鱼的神迹，可是主奇妙的恩
典常常发生在我的生命中和我身边的人身上！諸如母亲弃绝了偶
像，信主了、先生从否定主，到现在愿意守主日、在我和先生同时
失业又欠债的情况下，主帮助我们有了自己的店、朋友本来学业经
济都很有压力，借着祷告，弟兄主动借车给她，主也赐给她智慧，
让她本来对自己很没信心的英語公开答辩，得到众人的夸赞、家里
水管爆裂，主竟也借这事儿祝福我们。这样的见证太多太多了，神
真的是在各样的生活细节中帮助我们。借这些事情，我知道主是真
实的，可是我的生命并沒有因为经历神迹越多而越长大，反而因
着忙碌的生活，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总是出口伤人！你问我信主
吗？我信！你问我爱主吗？我觉得我爱！可是为什么我的生命出现
如此光景?

今天读到【约翰福音14: 21】圣经上记着 ：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
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
向他显现。”原來爱主的重点是要遵行祂的话，遵行祂的话，就可
以活在祂爱的同在里。

最近因为生活的忙碌，我忘记了这个真理，我的重心偏移了，我不
再昼夜思想主的话，也很少祷告，亲近主的时间也少了，我不再以
得着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为首要，而是忙着解决各样生活上工作中
的问题，我不再看重主的道，我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教会、做服事、
安慰人、工作、料理家务，我把自己搞得好辛苦，以为自己为主
做了很多事情，可是一切都做的很糟糕！因为我里面没有遵行主的
道，没有主的爱，主给我如此多的恩典，并不是为了让我炫耀祂偏
爱我，更不是因为我多付出了什么！祂要让我认识祂，学祂的样
式，得着祂的生命，行出真理，这些才使我的生命有意义！

主啊，怜悯我，让我真实的渴慕祢的生命，遵行祢的真理，只有这
些才能让我的生命长大，让我有爱的生命，才能带到永恒，也可以
成为祢祝福的器皿，祝福身边的人，而非伤害他们！

我渐渐有点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不要我们单单寻求神迹，而是要遵
祂的道，行出真理！只有遵行神的道，才是爱祂的，也常住在祂的
爱里，愿主帮助我一生爱慕祂的道，且认真遵行！

 求主帮助我用生命来爱慕祢的道

 張瑩 

王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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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raduated from UGA with a degree in Finance.  While 
I was still in school, I worked very hard in hopes of 

getting my “dream” job after graduation.  In addition to 
working hard at school, I started my job-search process 
very early-on.  I applied for all kinds of internships in my 
sophomore and junior years, but I was rejected for all of 
them.  Instead of getting an internship, I joined a 2-week 
short missions trip to Taiwan called “Advent Taiwan.”  
Coming into my senior year, I had great faith for landing 
my dream job because I had “sacrificed” for God by join-
ing a missions trip instead of getting an internship, and I 
believed God would reward me greatly because of it. 

Thus, I was looking into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and lucrative jobs that finance students could get:  
investment banking analyst.  I submitted my resume 
to numerous prestigiou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like 
Deutsche Banks, Barclay, and HSBC.  However, all of 
my effort turned out to be futile just like my search for 
internships. Even though I had job interviews, I was 
always rejected after the 1st round interview. As time 
passed - day after day, week after week - I could feel the 
pressure mounting up.  I began to lower my “dream” 
job standard from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o large 
national companies like Wells Fargo and Sun Trust (still 
great companies but less prestigious).  Then I lowered 
the standard to even small local companies like Synovus 
Banks, Regional Banks, and some companies that I 
had not even heard of.  Again, all of the 
interviews ended in futility. 

In December, 1st semester ended and 
I did not have a job or any pending 
interviews.  I was under great pressure 
then because most of my peers had 
already found their jobs.  I felt very 
hopeless and stressed.  I began thinking 
about why I could not find a job.  Was it 
my pride of not wanting to ask people for 
help that hindered my job search?  Was it 
because I did not try to find connections?  
Was it because my abilities were that 
horrible?  I had many questions and 
doubts going thru my mind. I thought 
maybe God was teaching me to humble 
myself and start asking for people’s help 
instead of relying on myself. 

When 2nd semester started, I began to 
do things that normally I would not do 
because I was so desperate for a job.  I 

John Yen

forced myself to connect with people I did not know.  I wrote 
letters to my pastors and church members asking them for 
prayer and job opportunities.  I had done everything I could do 
and knew to do.  All I could do now was to wait. While I was 
waiting, I prayed to God constantly asking Him for a job and just 
holding on to the little faith I had remaining. 

The turning point happened when my friend brought me to 
a weekly Christian fellowship.  He prayed for me during the 
worship; then he said that all the doors were closed because 
God closed them.  God would prepare a door for me and when 
the door was revealed I would know exactly which door was 
God’s will.  I immediately knelt down and cried.  I said to God 
many times that no matter what job He had in store for me, I 
would take it willingly, even if it was an “un-prestigious” job.  I 
felt like a huge burden had been lifted from me but I still had 
some doubts inside because I had been rejected so many times. 

God was gracious and merciful.  Another time while I was 
praying and worshiping, God spoke to me thru a worship video.  
God said that: 
His ways are not my ways; His thoughts are not my thoughts.
His ways and thoughts are higher than my ways and my 
thoughts. [Isaiah 55:8-9]
 I cried again. God had removed the remaining doubts and 
worries I had in my heart and replaced them with true peace 
and freedom. Even though my situation was still the same, I had 
perfect peace.  I knew for a fact that God had something special 
in store for me.

I had 2 interviews left and finished with both interviews in 
February.  One was in GA and the other was in FL.  The one in GA 
was an analyst job for a natural-gas company (which I wanted).  

The one in FL was a public company 
(stocks traded on NYSE).  Finally in 
mid-March Gas-South (GA job) offered 
me the analyst position!  I was so joyful 
because the job description fit my 
personality!  It was the “dream” job 
that I really wanted. I was 99.99999% 
sure that Gas-South was what God 
had prepared for me. I still had some 
doubt left because I was waiting for the 
results of the FL job interview.  Finally, 
within 2 weeks, FL rejected me!  I have 
never been so happy to get rejected!  I 
was 120% sure that Gas-South was the 
job God had prepared for me.  I had 
been rejected for all job interviews 
throughout college and Gas-South was 
the only company interview I was able 
to pass every round. 

God is always faithful to the ones who 
walk with Him!  His plan is always better 
than my plan!

GOD’s Faithfulness 
- job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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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only passing through
This world is not our home
We are only on this earth
Until our Savior comes
He will take us to a place that is 
brighter than the sun

We will finally be free
The beauty will flood our eyes
Love and Joy; Peace and Hope
Will be in no short supply
We one day can only go there
Because of Jesus’ sacrifice

And I know He will led me
Home

Home  Joseph Mao

Psalms 36:5 “Your steadfast love, O LORD, extends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to the clouds.” 

During high school, I was blessed to have a very good, tight-knit 
group of seven female friends.  Despite the fact they were my 
closest friends, I was the only believer in the group.  I brought 
several of them to church during high school, but many of them 
still found it hard to believe in God.  If I had free time during  
class, or at several retreats I would pray for my friends with a 
desperate heart so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know God.   

During university, I became roommates with two of my friends, 
and was overjoyed to see them join a Christian ministry at 
school.  It was very encouraging to see them opening up to the 
Lord and to begin to discover how great God’s love is.  Praise 
the Lord, because over the last year, both of my roommates 
accepted Christ and really began putting more time into their 
ministry.  Another friend who had gone to a different university also got baptized and accepted Christ!  
Recently in small group, I listened to one of them share her experiences with God, and the passion she had for 
God moved me to tears. 

I was so thankful for God’s faithfulness and touching the hearts of my closest friends.  This has really 
encouraged me to continue praying for and reaching out to my friends who have not come to Christ yet.  
I believe that God can do a great work and am eager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Lord Eile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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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多近两年里，我的工作
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老

板换了人，其次同事减少，因此工作
量大的时候就很有压力，不但心里紧
张，要适应新的改变，体力也经历了
极大挑战。感谢主，祂应许祂是我的
避难所、坚固台，当我投奔祂，就得
以站立得稳。

有一段时间是忙季，工作量每天都很
大，不但每天很累，而且一覺醒来都
还是很累。累到手臂疼痛，尤其是右
手，从手指手臂到肩膀整个都痛，甚
至用手指抓住插头从插座拔下這樣一
個動作都很辛苦。我想起有两位姐妹
曾分享过一种中年人容易得却不容易
治愈的疾病----手腕腱鞘炎，心里就
生出很多担心忧虑的想法：人生才过
了半辈子，难道就残废了吗？上有老

 神是我的坚固台

去年7月先生与我决定全家一起
去海边露营，体会一下帐篷

生活。因为好久没有露营了，所以
全家都好兴奋并充满期待。

然而第一天出门往营地时，天就下
起了雨，气温下降，身体都感到寒
冷。全家就同心祷告求神纪念我
们，给我们好天气。感谢主，第二
天太阳公公就向我们微笑，趁着好
天气我们来到一个海边公园玩。在
公园门口我们正停车，准备要付钱
时，收费员告诉我们前一部车已经
为我们付费了。我们受宠若惊！虽
然门票不贵，但竟然有这样的善心
人士来祝福我们，心里非常感恩。

第三天在露营的地方天气好热，孩
子们在帐篷里有些毛躁。我灵机一

 一路祝福
Joy Mao

动带他们去找冷风吹吹，让大家冷却一
下。开车来到了商场附近，眼睛一亮，
冰淇淋店就在眼前。哇！主真是知道我
们的需要。 孩子正东张西望挑选不同
口味的冰淇淋时，一位仁慈的女士递给
我一张折价券对我说：我想你比我更需
要这折价券。这小小的善心，好温暖我
们的心！

傍晚回去时，天又开始下大雨了，露

王敏

下有小的我，原本
以为要照顾家人直
到见主面，却不知
道自身都难保。

我心里很想找老板
理论一番，但一方面感到自己有些属血
气的情绪，不但不一定能说服老板加人
分担工作，反而可能会引起冲突，另一
方面感到老板的做法不仅仅是出于他本
人，似乎背后還有属灵的权势。我挣扎
了半天，觉得无路可走，于是想到唯一
的出路是找神。我一边工作，一边在心
灵深处向神祷告：主啊，我的真正老板
应当是祢，是祢赐给我这份工作，是祢
给我工作的能力。现在明明工作很忙，
人手却减少了，祢要为我负责。我一边
默默祷告一边泪如泉涌，心里得到极大
释放。我全心全意地投奔我的避难所，
我的坚固台，一切重担都卸下了。祂诚
然担当了我的痛苦，背负了我的重担，
祂用祂的慈爱四面环绕我，这些宝贵的
应许在那个时刻，成为我生命的重要经
历。奇妙的是，所有这一切的发生，

丝毫没有影响我手上的工作，也没
有人來打扰我与主的交通。哈利
路亞！

当我重新找到我生命的定位之後，
我每天不再劳苦愁烦地工作，而是
时时向主祷告呼求，“主啊，祢
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枝子若不连
于葡萄树就死了，我没有祢就死定
了，主啊，我需要祢！”支取我工
作生活所需要的力量。

工作上的大山小山，不再重压在我
的心头，而是成为我投靠主耶稣的
动力。我更清楚地知道，主耶稣是
掌管我生命的主，是供应我每天所
需力量的源泉，是医治我手臂手指
疼痛的主，是除去我身体各处疲劳
的主。主不但拿走我的压力，祂还
教导我怎样为自己得医治祷告，我
手臂手指的疼痛渐渐地消失了。而
且我在为自己祷告的同时，也能为
老板得着救恩祷告。

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坚固台，
是我的拯救，我要歌颂祂的慈爱 
直到永远！

营的地方湿嗒嗒的，怎么做饭呢？上
帝即时赐下智慧， 我们所在的营地
是在海边的州立公园里面，公园里有
很多遮雨亭，我们可以去那里做饭！ 
于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亭子，有电插
座，前面是美丽的沙滩，还可以听到
大海的浪声，附近又有厕所，神为我
们预备的大自然厨房真美好，神所预
备的真是超乎所求所想！

晚餐后回到露营区去取餐前洗的衣
服。（露营区里提供洗衣机和烘干
机）我们的眼睛又一亮，我们的衣服
已经折叠得好好的，整整齐齐的放在
烘干机上。竟有善心的人为我们烘干
并折叠衣服。主的爱在我们的心灵深
处流淌，主啊！是祢在祝福我们， 
是祢一路上安排这些小天使在祝福我
们，让我们的露营一路充满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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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信主到如今，刚好十
年。感谢主一路把我带在祂身

边，在祂的爱与恩慈中渐渐成长。
体会到属灵生命的成长在于紧紧跟
随我们的大牧者，我们的好牧者能
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
我们是在一个已经得胜的战场上，
依靠我们的神，积极争战，就必大
大得胜。透过争战，我们属灵的身
量不断成长。 

二十年前我的双眼患上青结综合
症，左眼特别严重。大概是一种自
身免疫性疾病，身体疲倦时会发
作，眼压升高，眼睛疼痛，炎症颗
粒形成云雾翼片影响视线，必须使
用激素消炎和降压眼药。信主后, 
曾请牧师们为此祷告，发作的症
状没那么严重。到后来，一点不舒
服，有发病征兆的时候，自己按手
祷告就会停止发作。眼疾已经很多
年没有发作，所以在我的头脑里，
我已经完全得医治了。 

一次教会感恩节遇见神营会，我负
责带领释放与奔向自由这一堂的敬
拜。心中一直祷告求神先释放我自
由地来赞美敬拜。营会前和聚会前
几堂都觉得争战很多，因着代祷，
靠着神的恩典，敬拜赞美中会众一
起向主呼喊，宣告神的释放医治与
救赎。看到神在整个营会的工作，
听到很多弟兄姐妹遇见神的见证, 
心里充满了感恩和服事的喜乐。但
是内心深处仍有点不满足，好渴望
我自己也能经历神的工作。营会两
天之后的早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
觉得左眼不舒服，就好像从前青结

综合症发
作早期的
症状。当
时只有一
个念头，
待会儿安
静休息一
下就会好
的，应该
不会是那
个病，因
为相信我
早就得了
完全医
治。在办
公室坐定
之后，我
开始像以前一样作医治祷告，可是
不见好转，而且眼睛和眼眶周围都
很痛。安静祷告中，脑子里竟然出
现一个佛像，金黄颜色好逼真，就
在眼前。于是立刻打电话给一位姐
妹一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黑
暗权势退去，并宣告住在我里面的
圣灵大过一切。半小时过去了症状
不断加重，左眼出现大片的云雾, 
不断扩大增厚。我决定趁还能看见
的时候先回家，收拾手头的事情，
一个小时后才从办公室出来。这时
一阵风吹过来，左眼的云雾一下子
好像飘走了一大半。开车回家的路
上不断地用方言祷告和唱灵歌，四
十分钟的车程回到家，眼睛就好像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身
体感觉很疲倦。准备帮我拿药的先
生也很讶异我这么快就没事了。我
从中学习到属灵争战的真实性，也

周暉

迈开
争战的

步伐
见证我所信的主是独一真神，哈
利路亚! 

几个月之后，又发作一次，因为
上次的经验，所以觉得稳操胜

券，应该不是个事ㄦ。可是过了两天都不
见好转，开始跟先生讨论这个病的发病理
由，想要找出病不能好的原因。心里也在
盘算到底是不是要去看医生拿药，周日在
教会得到牧长和弟兄姐妹们的祷告，仍不
见好。安静中忽然想到一位久未联系的姐
妹，就打电话给她。听到我的眼睛状况，
她跟我分享她不久前眼睛被小孩刺伤领受
神医治的见证，还提到哥林多后书十章五
节。挂掉电话后，立刻去读【哥林多后书
10: 4-5】，“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
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
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
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
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
猛然醒悟到，自己在心思意念里的焦点
早已不在神身上，完全陷入疾病本身，并
且试图运用学过的医学知识解释这次的病
情。表面上看我是在寻求神的医治，努力
多读圣经，多祷告。其实在内心深处已经
失去平安和信心，所有在我心里盘旋的，
都是各樣攔阻我認識神的自高之事。当我
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感受到明显的释放。
仇敌的計謀既被识破，就再也没有丝毫力
量。对啊，在基督里，我已经得了医治，
为什么还把自己当作病人呢？于是起来做
我该做的家事，洗衣预备晚餐。吃过晚饭
才意识到不知不觉中眼睛的症状完全没有
了。 

感谢主，藉着眼病这件事学到争战的功
课。我深知跟随主的道路必是一条得胜的
道路，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胜了又胜的君王，祂是万王之王，万主
之主。 愿荣耀和颂赞归给祂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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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过去五年，主在我的一家
有数不尽的恩典，让我来特

别数算以下三个方面：

一. 灵魂苏醒，生命被翻转更新

我基督徒的生命经历了两个不同
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我曾经
是十年名义上的基督徒，只是头脑知
道耶稣，但没有经历过祂爱的作为，
也没有感受到祂爱我。生命枯干并被
黑暗权勢捆绑，完全是恩典门外的基
督徒，并不真正认识主。我全靠自己
努力过生活，结果被生活重担压得喘
不过气。加上老公言语刺伤我的心，
使我变成一个很好强，自我为中心的
人。非常容易生气发怒，甚至有暴力
倾向。那时我真的好可怜，活在黑暗
辖制中而不自知，真的好苦。

第二个阶段从2009年底我来到亚特
兰大灵粮堂开始。来的第一次，我
就被神爱触摸，半年后在遇见神营 
会中，我遇见了神，亲耳听到神向 
我说话的声音，接着受了圣灵的
洗，这成了我生命的转折点。因
为我的灵命苏醒过来不再沉睡了，
就像【诗篇23: 3】所说：“他使我
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
义路。”被耶稣基督的生命真光光
照以后，我才看到自己是何等败
坏的人。对老公对女儿，我先入为
主，不顺我意就动怒，没有谦卑，
没有怜悯，我因这样的看见而深深
悔改。我非常感恩，主释放我出黑
暗进光明国度，使我在祂爱里得自
由。从此我也读明白圣经了，渐渐
发现圣经里的话是有生命的，祂的
话成为我生命的光和粮，我的生命
渐渐被更新而变化。

2012年有一天我敬拜上帝，安静在
祂面前。有一个意念进来：我是你的
父神，你是我的女儿。同时有一种以
前从来没有过的温暖的感觉。天父在
向我显明，我祷告呼叫祂阿爸天父，
不是一个名称，而是有亲情有关系
的。因从前祷告时，虽然叫阿爸父，
但没有情感，只觉是一个名称而已。

自从被启示后，我开始对天父有情 
感。现在一想到天父的爱，我就非常
容易流泪。

二. 靠圣灵带领，进入真理

神把我带到亚特兰大灵粮堂后，开我
心窍，让我认识到三位一体的神的全
面性，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完
美的神缺一不可。主耶稣让我明白，
衪与圣灵是分不开的，接受祂也必须
接受圣灵，才能明白真理的奥秘，因
为【约翰福音16: 13】说：只等真理
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
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在这五年
里，圣灵是最有耐性的老师，循序渐
进地带领我进入真理。

祂首先教导我，看自己错，不要看对
方错。当时我不服，祂说：孩子，承
认自己错，不算自己错，而是学习谦
卑。我的心就很高兴接受学习。第二
次祂教导我要爱人。有一天我在祷告
中，主向我说：如果你说爱我，要 
先从爱人开始，如果你連老公都不
能爱，怎么能说爱我呢？我开始学习
爱老公，开头真的非常难。第三次
祂教导我顺服老公。当时我马上回答
说：主啊，这一点我做不到，但因祢
的爱，我乐意顺服，求祢帮助。我为
这件事连续祷告三天，看到天父的信
实，祂真的赐给我恩典，我在祷告中
流利方言衝口而出，到第二天还充满
喜乐一直唱灵歌。 我发现只有智慧
的神，才有这样教导方法。祂教导我
放下自己，每一次当我顺服，结果得
最大益处的是我自己。我不再抱怨，
变得乐观，喜乐，也带来全家欢喜。

神用实践来开启我顺服老公的含义： 
顺服不是盲从，而是包容对方过错，
接纳对方软弱，尊敬对方意见。因
我店里的地板膨胀起来，老公决定

自己做，我同意他的决定，在
2014年7月4日我们一起做。
掀开地板后, 发现底层砖膨胀
起来。老公决定先用零碎砖片
补平，然后把新地板铺上去。
我说不行，这样有空间，空气
会再次进入，将来还会再次膨

胀起来。我说需要水泥补平，空气就
不能再进入了。老公说没事，空气不
会进入。我跟他争辩说, 你的做法不
行，如果你不用水泥做，让我来做。
就在这时刻，我里面有一句话出来：
去欣赏对方做事，给对方学习机会。
我好像灵窍被开通了，就谦卑下来，
走开去做其它事。过了几个小时后，
我看到那地方真的再次膨胀起来了，
我就说You See，胀起来了。然后我
们讨论是否掀起重新再做还是算了
呢？因为快做好了，我的心里非常
怜悯老公，看到他真的好累，够辛苦
了，我就决定不重做了。我对老公说
了一句：你每天上班，就站在这里奉
主耶稣名为这地祝福祷告，不要让
它再胀起来。结果老公真的按我所说
的祷告。很快看到顺服而后蒙福的结
果，地板真的回复正常直到现在。

三. 家庭祭坛的建立

在我还不知道祷告祭坛的含义是什
么，我家里就有敬拜与祷告祭坛了。
这是因我老公有习惯性腰痛，到2012
年初去看中医。医生说，他是肾阳虚
与骨質疏松，气血不足，引起腰痛。
从那天起老公决定仰望主耶稣医治。
他开始在家里敬拜上帝，在敬拜中被
圣灵充满，跳出灵舞，他连续敬拜七
天，腰痛完全得医治。接着老公天天
敬拜上帝，他身体天天好转，不到一
年，以上的病不看医生全部康复。接
着圣灵亲自当他老师，他开始读经，
从不认字到渐渐认识字，从没有音
感，也不会跳舞，到开始弹琴歌唱跳
舞敬拜上帝，这些都是上帝赐给他的
礼物。

感谢天父的怜悯，就这样我家天天有
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祭坛的火
点燃起来，不断经历天父保守与祝

 数算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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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也看到圣灵比我更会做生意，
有两个客人告诉我，是圣灵告诉他
们来到我店改衣，每年生意都被上
帝祝福提升。家里建立祷告与敬拜
祭坛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因为我们
随时随刻都可以来到天父施恩宝座
前，欢然取水，得怜恤，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特别当我毎一次身
体疲倦时，来到天父面前跳舞敬拜
祂之后躺下领受天父的爱，起来后
我疲倦没了精神饱满。更奇妙的
是，从神来的精神饱足是那么好入
睡啊。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阿们！

我也看到神的话是何等的真实，清
心的人有福，单纯的人有福，有信
心有行动就得着。我老公是这样的
人，他是被祝福的人。他天天早上
为两个孩子按手祷告。自从读活泼
生命后，他祷告方式有点改善，他
开始用感谢与赞美为孩子祷告，也
看到孩子們的态度大大改善。

可我呢？我经历圣灵充满比他多，
经历耶稣爱的作为比他多，经历圣
灵开启读圣经比他多。可惜我不够
清心，也不够单纯，因我太过于忙
碌了。在2014年一个晚上，我回
想圣灵这五年在我身上作奇妙可畏
的事，突然间神让我明白，我内在
生命更新，如果无法在外活出来，
这些对我毫无益处，因不能荣神益
人。希望通过这次数算恩典后，我
能改变像老公一样单纯、清心、
有信心、有行动，回转像单纯的小
孩，来到天父宝座前，仰望祂，敬
拜祂，欢然取水。让我生命变得
更活泼、更健康、更丰盛，以基督
的心为心。现在最让我开心和幸福
的，就是放下自我，来尽心敬拜上
帝，真是非常美好的享受！

父母生了我和妹妹以后才生弟弟 
，所以很宝贝小弟。在我父母

不认识真神的情况下，把他们的宝贝
儿子献给观音做义子，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神可以保他平安。

直到我在美国信了耶稣基督惟一的真
神以后，才把福音带给父母，没有多
久我父母也信了主。当时我弟弟不信
主，不但不信，反而和他的老婆非常
崇拜观音，甚至让不对的灵进入他们
的心里，我弟妹还会有邪灵上身的情
況。我不断地为他们祷告。

有一年我回中国看父母，住在我弟弟
家。我觉得弟弟很怪，常常一个人在
房间不岀来。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去
叫他，看见他的眼睛呆滯，问他也不
回答。他们夫妻常常吵架，我弟妹就
离家出走，所以我们觉得他这种状态
是因为夫妻吵架。直到有一天，他说
我爸爸和她老婆通奸，并且很多猜
疑，甚至会对我爸动手，我爸爸就不
能住在家里了。后来我们才明白他吃
毒品，也常打老婆，有一次他老婆被
他打得很厉害。 

我们祷告神来救他。每次，他只要一
吃毒品就发疯，醒了又很后悔，向老
婆说对不起，向老爸说请原谅他。但
是，他毒品上癮不能靠自己戒掉，
他们夫妻很痛苦，愿意一起来信靠耶
稣。在这过程里，我们教会为他们
祷告很多，但是黑暗的权势不放过他

们。我弟弟当时精神状态很糟糕，
晚上都不能睡，还跑到山上，甚至
想自杀。当时，我每天为他祷告，求
神来救他。有时我看见父母因弟弟受
苦，我就在神面前大哭：神啊，祢是
神，在祢没有难成的事，求祢快快地
向這家施恩。一天我做了个梦，在梦
里我和神在一起，神在开车我坐在后
面。神的车开在河里，我弟弟在河的
中间，当车开过弟弟身边的时候，我
伸手一把就抓住他，然后车开到对面
去。对面是草原，很美丽的地方。当
时我就想到圣经【以赛亚书43: 2】
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
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神的话，給了我不放弃祷告的信心。 

后来我弟弟精神又出现问题，被送到
精神病院治疗，关了几个月，吃了很
多药。因为我弟弟是独立住在一间房
间，所以我弟妹就去服侍弟弟。在
这期间我弟妹怀了孕。他们的大儿子
已经十几岁了，在中国不能再生第
二个，加上我弟弟吃了很多药，当时
他们决定把孩子打掉。因为我们全
家都信了耶稣，知道坠胎是神不喜悦
的事，我就祷告神要保守这个小孩，
并求主保守医生的口，不要讲负面的
话。感谢主，医生说，应该没什么
大事。所以弟弟他们就生下了这个孩
子。感谢主，生下的男孩子非常聪明
可爱，成为我们家的开心果。在精神
病院一段时間弟弟的毒癮也戒掉了。
本来医生说，这种精神药要吃很多年
甚至一辈子，奇妙的神让我弟弟不需
要吃药，完全医治了他。现在我们全
家都在享受神赐给我们的平安。 

神的爱和怜悯真的超乎我们所求所
想。以前我弟弟没有生活能力，活得
非常自卑，他家里的財務都是倚靠我
們作姐姐的帮助。现在不一样了，他
开了一間店，可以养家自立。感谢赞
美主，荣耀归给我们独一的真神！

 永不放弃李芬清 林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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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2014年是我的丰收年。我
信主好多年了，都没有多大的改

变，但2014年我感觉得到了许多。

2013年9月因工作去加拿大半年多，
在那裡差不多每次祷告后，随手翻圣
经都是诗篇74，我当时也没有多去研
究什么意思，每天匆匆忙忙读完交差
就算了。回到美国后，连续几天祷告后，翻开圣经仍是
诗篇74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我又找了2本圣经
做实验。祷告后，另外2本圣经翻开也是诗篇74。我感
觉神要用它对我说什么，于是我去找我们小组的郭靖姐
和芬清姐，每个人给我分析都不一样，唯一相同的就
是叫我去祷告，求圣灵光照。可是我祷告啦，也没有觉
得什么，但是继续一直翻到诗篇74, 特别是【诗篇74篇
1节】对我的印象很深: “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
呢？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这句经
文彷彿提醒我一件事：记得我刚信主时，能很强烈地感
觉到神与我同在，听我的祷告，可这一年来我一点都没
有感觉神的同在。所以晚上祷告时我常对神说：“我知
道我不重要，这世界没有我，地球还是会转” 之类的
话。我不觉得这个想法有什么不对，所以没去多想。

2个月后在特会中，Rusty先知对我说：“Lynn，在你
心里说我不是很重要的人，但是你对神来说是很重要
的。耶稣对你说祂非常爱你，不要觉得好像你被神拒
绝，神是永远不会拒绝你的。現在跟著我说: 奉耶稣的
名被拒绝的灵离开，奉父神的名，用接纳的灵来代替拒

 听祷告的神 Lynn Wong
绝的灵。女儿，你早上醒
来，唱歌会是美好的事。
当你歌唱时，神的喜乐会成
为你的力量。” 这段话让
我感受到了神对我的爱，更
新了我对自己的看法。我也
更加喜欢清晨唱歌敬拜赞美
神。从那之后我没有再翻到
过诗篇74篇了。

因为有Rusty先知的话语，让我知道神在听我的祷告，这
对我的鼓励很大。我妹是單親，生活不易，我常为妹妹祷
告，但似乎挂虑她的处境成了我的担子，有幾次看到她出
門上班的背影，我的眼淚就止不住，我一直求神挪去我心
里为妹妹的挂虑，也求神为我妹背負起养兒育女的重担。
我清楚地记得8月6号的早上，也是我老公Tony考公民的
日子。清晨敬拜赞美时，我唱一首歌，叫做“仰望” 。
诗歌里面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一个意念出
来：“你不是把重担交给我了，你忧闷什么？” 是啊，我
忧闷什么，我不是都交给神了，祷告了吗，为什么还背着
重担呢？突然，我就大哭起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再
一次对神说：“现在我把老公和妹妹都交在祢的手中，求
主为我挑起。” 感谢主，这样祷告后，我感觉到我的肩膀
轻了。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老公打电话回来说他公民考
过了。更奇妙的是自那次祷告以后，我看见我妹早晨开车
出去上班，就再也不为她担心了。

我特别感谢主 ，当我学習把主权交给祂时，祂真的开始作
工，这几个月我妹变了，她也决志信主了。哈利路亚，神
的作为是超出我所求所想！

“我相信祢的应许，我相信祢的爱
我相信祢的真实，我相信祢，所

以我来为要爱祢，所以我来为要敬拜
祢，祢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
祢。” 这是一首歌，歌名叫“我相
信” 。自从一位牧者Dr Jerry的太太
为我祷告时说“神要把你先生身上所
有不好的细胞完全变好”，我就常唱
这首歌，抓住神的应许。

在2012年我的丈夫永年口腔里发现长

 神的应许
了三个铜板大的硬块，因我们没
有医療保险，他置之不理，说要
与病共存。 8月时，在他耳垂右
下方也发现有小小的硬块，甚至
不断变大他也不以为意。我就祷
告、感恩、赞美神，求主天天保

守他。我的心坚定于神，一心仰望
主，依靠主成为我的力量。

有一天读到【马可福音 11: 23-24】 
“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
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
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
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
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
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就天天

宣告：任何疾病无权控制永年的身
体，因永年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永
年是至高者的孩子，我们不欢迎疾
病，我奉耶稣的名命令疾病离开永
年的身体。

2014年他的硬块几乎长满了整个下
巴，当时切片检查，检查不出是什
麼。暑假期间，医生建议要把大一
点的肿块整个切除下来，化验检查
后才知道是抗酸桿菌。感谢主，是
神的恩典，吃药后肿块完全消失。

耶和华啊，祢的话语有能力，二年
多来永年得蒙保守。身体上的细胞
真的没有变不好，而且得了痊愈。
祢真是我们赞美的神。

陳素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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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參與兩歲到五歲的兒童敬
拜的服事。講題是“天天選擇

神”，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來
餵養我們的屬靈生命。我負責設計回
應的活動 ，在準備的時候有一個抽
象的畫面在我的心裡“從一個軟弱無
力的身體慢慢的被神充滿強壯起來，
可以對抗生活中的一切困難”。

那天晚上我正好出門為朋友購買生日
禮物。我原本要去T. J. Maxx 但是有
一個感動，我就走進旁邊的Ross，我
心裡知道聖誕假期剛過，玩具區一定
已被掃購一空。然而我卻在零星的玩
具裡看到了一個充氣的不倒翁，充氣
之後的大小跟小孩的身高差不多，內
附拳擊手套。我心想：感謝神，這個
充氣玩偶太適合了 ，可以讓孩子一
邊練習禱告與感謝 ， 一邊給玩偶打
氣， 讓玩偶從扁扁的活過來 ，靠神
站立不會倒。只是……我好像不需要

 服事中的恩典
這個手套。才這樣想，在不遠的 
地方，就看到了單賣的充氣玩偶。 
我心裡很僥倖的又想: 單純充氣好像
也不夠好玩，若是能買到兩個，分 
兩組競賽就好了。我拿著唯一的充 
氣玩偶去結帳，卻在半路又發現了 
第二個玩偶。我的心充滿喜樂，神 
的供應太完美了。

買好上車，我拆開包裝，唉呀 ，裡 
面沒有提供充氣的工具。在開車之
前，我看了一眼不曾引起我注意的 
五元商店。裡面空無一人，說不定 
已經打烊了。我有感動去那家店看
看，還好沒打烊。進去以後我找到
了籃球的手壓打氣筒，但想一想這
樣打氣很費力不好玩，繞一圈想放回
去。竟然在轉角就看到了腳踩的充氣
工具， 後來櫃臺的人告訴我這是剛
剛才新進的產品。就這樣不費吹灰之
力，活動所需的材料都齊全了。

神真是奇妙而且有强大的作为，
那就是神为我们家族里面拯救

了一条不太可能的小生命。

我有一个姐姐住在比利时，我们很相
愛也一直很亲密，去年她高齡怀孕，
我更是关注她的情况。一个星期三的
早上，我宊然接到姐姐打來的电话，
只听到电话那头的哭声，我心裏好害
怕，急問：發生了什麽事？ 她哭著
告诉我说六个月的宝宝早产了，目前
她和孩子都在危险中。她的声音相当
弱，但很迫切地对我说：小妹快快为
宝宝祷告，医生说小孩可能保不住。
我急忙问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她一直
高烧不退，一到医院，那个医院的
医生就叫她立刻转到大医院，医生跟
我姐说她有很严重的感染，要赶紧
转到大医院去做剖腹产手术，小孩
必须要立刻生下来，如果不赶快動手
术，母子都会有危险。即便知道胎兒
还太小，但是在那一刻没有选择，她

 神囘應禱告

打電話时，小孩剛剛出生，而我姐当
时自己还在危险中，她不顾自己的安
危，一直哭著对我说：赶紧为小宝宝
祷告，赶紧为小宝宝祷告。我非常害
怕，我怕我姐会怎么样，又怕宝宝会
怎么样，在电话里我不断地为她和宝
宝祷告。

电话结束后我就和老公跪在十字架
面前迫切地为我姐母子祷告，紧接着
我就打电话给师母，我知道神是听
祷告的神，特别是大家同心合意的祷
告，我请求师母赶紧呼叫更多的人为
我姐祷告。师母当时在城外服事另外
一個家庭，但听到我电话里头这些情
况，就立刻带着一起服事的Michael

和Vivian同心祷告，之後师母通知
更多教会的人，大家都很迫切的祷
告。几個小时之後就听说我姐脱离
危险了，但是宝宝生下来才1.6磅
再加上感染，身体实在太弱了，医
生说可能过不了当晚，要姐姐和姐
夫有心理準備，当时医生的诉说让
每个人听后都很痛苦，不过我们继
续为宝宝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能
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到了第二天，姐夫打电话来，说孩
子的情况有转机，小宝宝的呼吸和
心跳渐渐往正常发展。我听到这样
的信息实在很开心，放下电话后就
和我老公大大的感谢赞美神，神把
医治的恩典赐给小孩，也赐我们一
家人精神平安。之后我们依然不断
地祷告，接下来的几周小宝宝的情
况更趋稳定，但因为孩子太小，狀
況很多，需要什么幇助我們就祷告
什么，天父都应允我们。我非常感
谢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呼
唤，神都伸出全能的手，托住这宝
宝，让他一次次脱离危险。

我滿心的感謝神這麼愛這些小小的
孩子們，親自為他們預備每個細
節，讓孩子在教會裡用各種方式更
加認識神，同時也讓老師經歷神所
賜充滿喜樂的恩典。想要嚐嚐這樣
的主恩嗎？歡迎加入主日學的服事
喔！！

陳慰華

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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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神沒有在我一畢業就呼召我
全職服事，而讓我先作20年的軟

體系統工程師，一定有祂的目的，我也
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能將我在電腦上
所學的貢獻在教會中，所以公餘之暇發
展了「中英多語聖經」及「中英多語詩
歌」兩套軟體系統，為的是幫助各地教
會，可以很容易地查考聖經、詩歌，以
及方便投影使用。作了牧師之後，更是
常常想怎樣能為牧師們節省時間，因此
不斷地收集大家的意見，也不斷地改進
查聖經的軟體，漸漸地聽到不少牧者回
應說喜愛使用。到了2013年5月，加
入了「匯出投影片為微軟Powerpoint格
式」的功能之後，覺得這個軟體差不多
能做的就是這些了。

2013年開始，有機會到更多地方教導
人學習使用「中英多語聖經」，我發現
還真是不容易，大部分的牧者同工，是
電腦的門外漢，四個小時的課程，吸收
的已經很有限，接下來若不立刻練習，
很快就忘了，並且沒有人有空去看我提
供的「操作手冊」，或是上YouTube看
操作教學，所以大部分的人只懂用搜尋
經文的功能（ 約佔軟體系統五分之一
的功能），用得好一點的（約百分之三
十的人），會用到掃描與匯出經文的功
能（約佔軟體系統五分之三的功能），
真正能用到製作投影片功能的，沒有幾
個人，我覺得好可惜，因為真正能大量
節省牧者時間的，就是在製作 Power-

 上帝，您真高啊！ 徐永宙牧師

point了，我知道問題在於操作步驟
太複雜，但我又想不出什麼簡省步
驟的好主意。

2014年12月1日，亞特蘭大的牧師
們聚集時，有人談到有興趣學習「
中英多語 聖經」，並敲定在2015
年的1 月12日一起來學。回家後，
我一想到大部分的人，最後可能又
只用到五分之一的功能，這樣能為
他們節省的時間不多，心中就快樂
不起來。次日清早，迷迷糊糊之
間，有個意念進來，如果能將「匯
出投影片為微軟Powerpoint格式」
的功能，作成「一個步驟，一個按
鍵」就完成的話，他們就不需要學
習中間那些複雜的操作，這樣一定
有更多的人能學會使用，但是這可
能嗎？

我相信「一個步驟，一個按鍵」是由
神來的意念，但是意念歸意念，要怎
麼做神卻沒告訴我。不過回想過去
20年工作期間，神多次為我解決「
電腦程式」上的問題，我知道祂的智
慧，遠遠超過我對電腦的知識，於
是我向神禱告求祂啟示。果然，三天
後腦中有了方法（過去一年多都想
不出的），就在聖誕節到新年的假期
間，我做出了大樣，說不出有多興
奮，我用大約三到四個動作(視情況)
，花二到三分鐘，就能作出講章的
Powerpoint，太省時間了，我想別人
一定也會立刻使用。

只是1 月12 日當我向牧者們展示這
新功能時，仍然看到好幾雙迷茫的眼
睛，我就知道還差了一點。上帝當
時啟示的意念是「一個步驟，一個按
鍵」，但可能嗎？我已經想破了腦袋 
，不過這既是由神來的意念，一定不
會錯，我對自己的心說：一鍵完成，
一定可能。於是我再回頭，重新檢查
我的程式，終於在一個關鍵處，找到
了解決之道，現在「中英多語聖經」
真的只需要一個步驟，一個按鍵，就
可作成Powerpoint。凡看到示範的人
都願意學，也都學得會，並且歡喜地
立刻使用，每次製作Powerpoint平均
能節省牧者半小時以上的時間。

我不由得對神說：上帝！您真高啊！
哈利路亞！榮耀歸於智慧完全的神。

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也算容易跟
人相处。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

的优点和缺点，只要不伤到别人就好。可
是这几年我却跟先生经常吵嘴，原因是他
每一天，都在上班的餐馆与同事喝酒。我
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看着他喝酒，我
实在无法忍受。有时他喝醉了酒还开车回
家，令我非常担心也很生气。回到家时，
他把家里美好的气氛弄糟了，所以我们就
开始吵嘴。当他酒后清醒时，会发誓以后
不再喝酒，但是第二天他又开始喝酒，我

Jenny Zhang

感觉这种生活很累，晚上开始需要服用
安眠药睡觉。

突然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我，我醒悟过
来，明白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而不
在我的手中，神会负他的责任。 明白了
这一点我的重担就放下了。现在，虽然
他还是一样没有改变，但每当他喝醉回
家时，我從心里深深地怜悯他，会闭上
眼祷告，求神来帮助他，释放他从酒癮
中出来。

感谢神，帮助我把重担卸下来!

 卸下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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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应该是死罪的，但主在他
还作罪人的时候已经为他死在十

字架上，使他能免死亡而得生命！

23年前我是一个非常好胜的人，姐
姐传福音给我，我不但不听，反而说
她神经病，以后就不愿到她家。當时
的我自以为是，虽然没有多少文化，
但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自觉比别人强，
样样做到最好，尽管这样，姐姐从不
放弃向我传福音。直到丈夫出事大难
临头，一九九一年八月立秋的那天，
我才很不情愿跟着姐姐到了教会，不
過也只是应付姐姐罢了，不但没有一
心归向主，当时還觉信主太没价值了 
！但我们的主己经重价买了我做祂的
儿女，我不顺服也跑不掉的，患难至
終将我带进了主的怀抱。

我八二年参加工作和我丈夫在同一个
单位—丝绸厂，我是劳动模范，工作
做得出色，又是操作技术能手，单位
给我分了房子，婚后几年一直没有孩 
子，丈夫喜欢健身练武术，上白天班 
，我是黑白班轮流转，晚上十二点下
班。在一個空虚的晚上他产生了盗窃
的念头，他偷了厂里的布，然后又自
己租车运布去卖给商贩，一次二次都 
没有被人查觉，虽然那个年代工厂管
理混乱，但是我们厂当时有好几个人
都因为偷窃被抓，有的判死刑，有的
判了15年，当时中国正是严打犯罪时
期，这样4年过去了，直到我怀孕7
个月的时候，因当年给他运布的那个
司机犯了罪，在审讯的时候他得知举
报別人能减刑，我丈夫才被举报的。
当公安把我丈夫带到派出所之后已 
是夜里11点，他很配合顺利做完笔
录。他说要上廁所，一个民警带他去

了，在帮他解腰带的时候，他把那人
踢倒跑了。紧接着就是全城追查也没
有找到，因为是黑夜他并没有跑多
远，但警察就是找不到，当夜既找不
到他，这案件不能立案，他開始了逃
亡的生活。从此夫妻分離十年，兒子
出生成長他都不在身边，每逢过节过
年公安都要追查他，但就是找不到。
现在我才明白是主恩待了我們，在他
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己经用重价买
了他。

等到我生完孩子以后，一无可靠，这
时我才知道主让我在人面前一点面子
和尊严都没有，我才能真正顺服在主
的面前，没有自我完全交给主。我開
始一个礼拜三次，风雨无阻地去教会
敬拜神。

人在世上总得糊口生存，因我會裁缝 
，所以做起了量体裁衣的生意，从此
一个人边做生意边带孩子，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的，周边所有人的生意都比
不上我，神使我福杯满溢！我没有怨
言整天唱歌赞美神，凡来我店里的人
我都传福音给他，当时心情没有半点
软弱，一心认定主，什么事都不怕。

因为我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就天天在 
主面前祷告，信心百倍向主求，从不 
软弱，求主使我丈夫平平安安的回来 
，让我厂里的人都看到是主救了他。
就是这信心支撑着我在喜乐和劳苦中
度过了八年，八年中主使我感到离开
主寸步难行，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
避难所，祂是我的高台是我的磐石，
是我的拯救，祂能将我压伤，也能将
我緾裹。每当我用心唱起“主啊从前 
我风闻有祢，现在我亲眼看到了祢，
因此我更觉自己卑微，不配在祢面前
站立。主啊祢恩典漫过我身，洗净我
身心一切罪孽，我愿今后多为祢发
光，见证祢名得祢喜悦。主啊祢为我
流尽宝血，洗净我身心一切罪孽，祢 
的恩典我述说不完。”这首歌激励我
天天打那属灵的仗，主保守我一直得
胜。一切都在主的旨意中，等到主
把我操练的不再好胜、好强、不阻拦
祂，主就做工了。

八年里我丈夫流浪了全国，什么活都

做过，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不能联系
知道他的情況，我就凭信心向主要，
总能知道他是否平安。一九九九年的
腊月，有一天突然公安局找到我说他
被抓到局里，当时我的心一下紧张，
但立时又平静下来，我跪在主面前禁
食祷告，一切交托给全能的主。在我 
禁食四、五天的时候，我到教会凭着
肉体，想找一个属灵的人帮我祷告，
但是我看着的人，神都拦阻我不能开
口和他说。最后主给我预备了主内灵
里很小的姊妹和我同工，这个小姊妹
是我传福音给她的，她虽小但是主看
她为宝贝，这个小姊妹不知道主要用
她和我同工，早饭一连三次刚要吃，
有个声音说“你不能吃”，她不明白
就找到我说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
就知道是主给我预备的同工。当我把
丈夫的事和她说起时，她竟然开口说 
“啊！感谢主，是主要救他，主垂
听你这几年的祷告，叫他的事有个了
结。”就像姊妹所说的那样，我俩禁
食祷告到腊月二十七，那天有聚会，
会后牧师和弟兄姊妹说“如果有需要 
对联的自己拿，写的内容都是主的
话，是每个人最合适的。”对子是提
前卷好的，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拿到的横幅是“主恩浩大”，左边
是“远离恶事敬畏神”，右边是“一
生信靠耶和华”，我当时的心情就像
主站在我面前告诉我说：“明天他就
回家了，告诉你的家人，主已听到你
的祈求。”我泪流满面，一路的酸甜
苦辣如今就要結束!

腊月二十八我丈夫以脑神经有问题，
不负法律责任，平安回家！哈利路亚 
！所有人都奇怪说，他怎么能一点事
都设有。当时就有人说“你们不知道
呀，是他媳妇信的那个主救了他。”
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说的。感谢主藉
着不信的人的口作見証，也按我所求
的，让我厂一千多人看见了主的大爱 
，以后我厂里很多人都信了耶稣。

神就是爱，祂甚至将独生子赐给我
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我丈夫经历这麽大的拯救，之后
也信主受洗並且一心归向神。主恩在
我家实在浩大!

 主恩浩大 孫召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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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枕得医治

我受洗很久，但生命的改变是
来到灵粮堂之后才真的与

主相遇。火热的程度最高点是在
2010-2011年圣灵大大的用喜乐
油浇灌我，充满我，甚至在睡梦中
喜笑的灵一直滋润着我。先生听到
叫我不要笑，说下巴掉了怎么办，
我说“不会，这是圣灵的充满，我
享受其中”。

我家离教会很远，一趟路程要開車
一小时45分钟。2013年9月先生
身体不适，因此一个月只能去教会
一次。这些外在因素影响我的属灵
生命，使我遇到极大的挑战。有时
我读经读很多，有时懒散休息好几
天，到教会听牧师讲道，我可以充
满活力支撑我十几天，但有時又一
個月不能來教會，这样由高峰到低
谷，低谷到高峰，反反复复地像在
洗三温暖一样。

有一次牧师在讲道中提到，以前和
他一起服事的同工是多么地火热爱
主，但最后离开了主。似乎神知道 
我的光景藉牧师的口提醒我要小
心，但随着肉体的软弱，有时我只 
想暂时沉浸在属世的享受中，放纵 
自己隨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重拾看 
连续剧、政情分析这些早已清除不
作的事。

2014年听到“好爱祢耶稣”这首
歌，我扪心自问：主啊，我有多爱
祢呢？ 我开始自责哭泣。想到自
己的脚几乎失闪，就在主面前倾心
吐意，告诉祂我需要帮助，求主来
翻转我这趋死的生命，求圣灵再次

神的不离不弃
陳素蘭

大大地浇灌我干渴的心，求祂用右手扶
持我。

王惠国弟兄在去年8月10日的讲道，从
读经到做门徒，深植我心，也想向他学
习，一连三天跪地求主怜悯我的软弱。
那三天与主相交，原本以为定会改变並
提升我的属灵生命，结果仅仅三天就全
军溃败。

克真姐妹9月底要回台湾时语重心长的
吿诉我，寻求神要付代价，要竭力追
求。我立定心志，要一心追赶，要更明
白主，更清楚知道祂对我的呼召是什
么，知道祂要我做什么，而不像已往只
知道求，也要像马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
分坐在主的脚前聆听、等候。

10月1日起，我听从主，日日在主的
门口仰望，在主的门框旁边等候，12
日来到教会听Joy讲道要坐在耶稣脚
前。19日郭靖讲完在旷野中的学习的

我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有恩典、乐意医
治并赐平安的主。

2014年2月的一天，刚好是Randy Clark 
和Bill Johnson牧师来亚特兰大开医治特会
的时候。那天是星期六，我早上起来脖子
很痛，而且不能转动。我就打电话给郭靖
姐妹。当时是九点钟，特会快要开始。刚
好永宙牧师，惠国，大强，丽玲他们在一
起。郭靖说，这次的特会就是训练我们为
病人得医治祷告的。接着牧师和弟兄姐妹

馮秀月

们就在电话中轮流为我祷告。听着他们
的祷告，我的信心被提升起来，我相信
这次主会医治我的。他们祷告完不久，
我的脖子的疼痛离开了，可以自由转动
了。哈利路亚!

熟悉我的姐妹们都知道，我不是很会祷
告。可是每次我凭着信心用简单的话向
主求平安和健康，祂都听到我的祷告，
而且给我的是加倍于我所求的。感谢
主，祂的恩典够我用。

道后有呼召，我在座位上闭上眼，看
见一块活石浮现在我眼前。这图画好
象对我说，我是神家里的人，是有根
基的，耶稣基督是第一块房角石，祂 
也要把我象一块活石一样用来建造祂
的灵宫。11月12日周晖领敬拜中也
一直宣告着说：要真知道主的恩召有
何等的指望。这也是我这几个月以
来所追求的。想到8月，当我读诗篇
2: 1-3时，不知如何祷告就用方言祷
告，之后圣灵带领我为伊拉克受到
ISIS控制的情形祷告时，突然有一旋
律陪着我，我就嚎啕大哭。当我与
郭靖分享时，郭靖说那时师母传简讯
给每个小组长，也要大家用诗篇第2
篇为ISIS到處肆虐的情形祷告。我非
常惊讶我们是这样地同感一灵，这
些都是在专心寻求神时给我的启示和
带领。

虽然如此，在家孤军奋斗的我， 
2015年初又有点摇摆。在23日早上
9: 28我听到门被用力一踢，又有声
音大叫“陈素兰”，这次神真的把我
叫醒了。我感谢神对我的慈爱，祂
那么地怜悯我的软弱。这次我真的醒
了，真的活过来了。当我想亲近神，
沉睡的灵又来攻击我时，我不再软
弱，我争战，我祷告，我穿上神赐的
全副军装，靠主的大能大力成为一个
刚强的人，用圣灵的武器，就是神的
話，攻破仇敌的诡计。

我真的很感谢神，把我带到这么好的
教会，神膏抹我们牧者的口，充满能
力释放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入
我的心。我很爱我的教会，教导我
合一，教导我真理。荣耀归给我们的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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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刚到美国，在好朋友的带
领下，我去了教会认识了主。但

是在异国他乡为生活辛苦拼搏，我与
神的连接越来越远。在纽约读完两年
社区大学后，2015年春季，我成功
的转进了乔治亚理工学院，专修医疗
工程。转学成功让我很开心，同时随
之也有很多头痛的烦恼。因每个学校
开学和放假的时间不一致，12月中
旬才在纽约考完期末考，1月2号马
上就要迎接新学校的开学。在这有限
的时间里，找房、买车、安顿新生活
千头万緒。我焦虑地在网上找房子，
看二手车，但是学校附近的房租都要
800美金以上，超出我所能承受的范
围。另外，对于我这种从未碰过车的
新手来讲，靠着自己的能力在信息量
这么丰富的互联网上，找到既要便宜
又要安全的二手车比大海捞针还难。
但是感谢主，等我到达亚特兰大时，
本来想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去解决的各
样烦恼，出乎意料，竟轻轻松松都解
决了。先是住处有了，我的好朋友张
莹和毛瑞愿意腾出他们的空房，而
且，顾虑到我这穷学生的状况，他们
愿意免去所有房租。我还需要一台车
通勤。张莹代祷后的第二天，主日在
教会我们用午餐的时候，光耀哥告诉
我他有一辆闲车，可以先借给我开，
同时也答应帮我在网上寻找适合的二
手车。我纠结一个多月的事情，就这
么轻松地解决了。当我跟他们每个人
表達感謝时，他们一致地告诉我，让
我去感谢神。我很惭愧，我一直以生
活忙碌为借口没有去亲近神，但是神
还是不离不弃，再一次让我经历了祂
的祝福和帮助。

住在张莹家的这段日子里，我被“半
强迫地”浸泡在基督里。每天无论在
家、坐车都会放出愉悦的赞美诗；饭
前必须祷告；基督的故事与各样的见
证常常会不经意地进入我的耳中。我
也渐渐恢复了祷告的习惯，开始为能
够找到适合的车和我的学业而祷告。
过不久，光耀哥帮我找到一部条件、
价位、车况都很好的二手车。我急忙
联系了车主，发现车主是一位牧师。 
因为学习的关系我的时间很紧张，光
耀哥腾出他的时间，并配合我时间载
我去看车，让我很感动。更让我感恩
的是，本来车主的住址离我们很远，
要开车一个多小时。车主为了我们的
方便，主动提出各自开车半小时在我
们的中间点见面。一看到车时，我
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我的喜爱，一直称
赞这部车。我自称是个讲价高手，但
是，在讲价逻辑里，我当时已占了下
风。我已经给予他很多信号，告诉他
我肯定会买下。虽然2500美金的价
钱我心里已经接受了。但因为资金紧
张，我还是提出我想要的价钱2300
，没想到牧师欣然接受。等我去拿车
时，他还为我做好了一切的机械检
测。牧师告诉我，他也为这部车做了
祷告，求主安排最需要的买家给他。
这蒙恩的买家就是我，如此多的惊
喜，如此多的神迹，一连串的发生在
我的世界里。神以慈爱吸引我，让我
这“离家出走的浪子”回头，我心里
既内疚又感动!

转学后，适应新环境也是一个很大的
挑战，特别是我的医疗工程专业课。
整个学期的课都是小组讨论。这堂课
需要读很多论文，写报告，把自己的
调研结果拿到小组会议去讨论，最后
在众多老师与同学面前演讲后评估得
分。因英文是我的第三语言，用英文
表达我的想法成为最大的困难。我
一向很努力很自立，什么事情都想用
自己的努力去做到最好。我每天都学
到很晚，准备资料在小组会上发表，
但是每当到了小组探讨时，其他成员
都踊跃发言，而我就像哑巴一样，紧
张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在各样的压
力下，嘴里长了三个大溃疡。看着每

天抑郁的我，有一天晚餐后，莹莹突
然提出要帮我祷告，在祷告中，她提
醒我，阿爸父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全
能者，一切的智慧都是从祂而来的，
只要我投靠祂，我就可以呼求祂的智
慧。我心里一阵感慨，是呀，我有这
么大的靠山，我还担心什么呢？！住
房问题解决了，车也给我了，当然祂
也可以赐予我学业上的智慧，因为祂
是万能的神！我心灵上得到了依靠和
平安。

我开始为自己祷告，这位信实的主真
的赐给我智慧和勇气，我渐渐在小组
讨论中开口，并且主动提出做第一轮
的演讲者。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3周
内做肾癌的研究。对癌症的现况，目
前的检测技术，未来技术的提升做
出调研，並在众多教授同学与癌专家
面前做讲演以及回答他们的提问。虽
然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准备，但是越接
近演讲那天我越紧张。看到我焦虑的
样子，在演讲前的主日，弟兄姐妹一
齐帮我按手祷告。演讲当天，时间
越逼近我越紧张。一个小时前，我磕
磕巴巴地排练演讲，我心里还是没有
底，小组成员也很担心我。但是，神
迹出现了，在我正式演讲时，我表现
得很自信，也很顺利地把我们的提案
讲出来。随后的自由问答时间，我嘴
里像挂了马达一样，在其他成员都没
办法回答的问题上，我给出了很清晰
的解答。结束后，大家纷纷夸我回答
的好，可是我自己也忘了当时是怎么
回答的。最后，在3组演讲中我得了
最高分。我真相信，那个智慧和勇气
是从神来的。祂在我的软弱中帮助了
我，让我再一次经历了祂的恩典。

自从经历这些神迹之后，无论是在我
的生活还是在学业中，我更加愿意把
我的问题藉着祷告交托给神，而不是
单单靠自己。我也更加渴慕基督徒的
生活，不管环境如何都有神的平安与
喜乐同在。神藉着不同的人，各样的
事，以祂的慈爱吸引我，用各种奇妙
作为再次把我拉近到祂的身边，让我
这浪子回头。

 浪子回头 沈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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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恩典够我用

2014年是充滿恩典的一年。在這
一年中我經歷了人生中最重要的

里程碑之一： 懷孕并生女。在這当
中我也有低潮的时候，但是每當我
在困境中，神的話 “我的恩典夠你
用” 就会出現在我的腦中。 

2007年，我得了乳腺癌。經歷過開
刀、化療及電療，感谢神，後来我得
了醫治。雖然如此，因為身體、年齡
等因素，我從來都沒想過我會成為一
位母親。2010年结婚後，先生非常
強烈的想要有個小孩。但是我因為自
己曾經是一位在生死中排徊的乳癌患
者，不知道自己的身體能否承受九
個月的懷孕、生産，以及將來育兒的
壓力， 所以我心中百分之兩百的不
願意。因為這個原因我與先生争執了
好久。我一方面擔心自己會因為懷孕

生產而引發癌症以至於不能夠照顧小
孩，另一方面，剛结婚时我常常覺得
先生不夠愛我體貼我，那我為什麼要 
為他受苦生孩子呢？有一天我和先生 
因這話題又起爭執，我難過地回到神 
面前哭泣禱告。在禱告中，神問我， 
“你不是為了你的先生而生小孩，如
果你生小孩是為了我，甚至因生小孩
而死，你願意為我死嗎？” 我痛哭
流淚，告訴神说：“是的，我願意！
我願意為您而生小孩甚至而死。”之
後我果真怀孕了。 

很奇妙的是，在懷孕的過程中我沒有
一般孕婦的嘔吐現象，身體很健康，
也沒有一般高齡孕婦常有的妊娠糖尿
病。在懷孕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
神創造生命的奇妙可畏，每個生命都
是神所喜愛的寶貝。胎兒順利地在我
的子宮中長大直到預產期。

生產前，因為顧及到我的年紀以及重
大疾病病史， 家人及朋友都勸我用
剖腹方式生產，但我的醫生認為我可
以先試試自然生產。於是在六月十七
預產期當天，我進了醫院的待產室。
在醫院裡雖然注射了兩三天的催產
素，但腹中的胎兒却不往下移动，而
且我的子宮口也未開。最後醫生打破
了羊水，才開始有陣痛現象發生。
之前我們都希望孩子能在我們想要的
日期出生，後來我的禱告變成 「主

啊，求袮讓小孩出生的時間，不是按
照我們的時間而是袮的時間」。在這
過程中，牧師師母及好多教會朋友都
在為我们禱告。每次催生時，「神的
恩典夠我用」這句話就出現。最後
小Pea在6月20日的凌晨順利自然產
出。感謝神！一切都平安。 

生產後我盡量用母奶餵養女兒。雖
然左邊的乳房因電療的關係沒有多少
乳汁，但右邊乳房的乳汁却够用。
來幫我作月子的媽媽跟姐姐都很擔心
小Pea吃不夠，一直勸我要用奶粉餵
食。但我很堅持，也一直在心中禱
告，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
一天在餵Pea時，神讓我想到我的母
乳好像上帝給以色列人的嗎哪，神每
天降下的嗎哪夠以色列人當天用，不
多也不少。到目前為止小Pea已經八
個多月了，我每日還是堅持用母奶餵
她。每當擠奶量不多时，我就宣告神
的恩典夠用，量就會多些。 

我感謝神賜我跟先生一個健康的小寶
寶。我也感謝先生的堅持和支持，讓
我有機會成為母親。在懷孕生產過程
中，體會到母親的偉大，使我更感謝
我的母親。女兒是神所賜的產業，懇
求神保守我跟先生能天天順服主，用
神的道來教養小孩，讓我們全家都能
夠榮耀祂！

周秋芳

我先生一月底被公司裁員失去工作，但在發生這事的前一個星期， 
神以奇妙的方式預備了我的心。

那天我在為小女兒準備早餐時，突然心裡想到先生會不會在中年失業? 
頓時內心非常不平安，就跟神說：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祢的道路
高過我的道路，這不平安絶不是從祢而來的。不過那時心思還是很紛
亂。接著送女兒去上學，車一發動，從音響的6片CD中連前奏都沒有就
唱出“神的孩子”，歌詞中所唱的，好像神直接在對我說話：「神的孩
子，不要沮喪，舉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晝夜，時時看顧你。雖遇
艱難，雖有愁苦，仍在祂手，祂必叫萬事互相効力，使你褔杯滿溢 . . .。
不要看環境，不要看自己，凡耐心等候祂的，必如鷹翱翔天際。神的孩
子，在主愛中得享祂安息。 永遠不要忘記，你是神所愛孩子。」

這個經歷，使我在一周後事情真的發生時，心中依然很平安，知道神仍
在掌管，衪必成全祂美好的旨意。

 神的孩子

陳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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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应许从不落空

我的妈妈贺慧中女士就是这样一
位蒙福的人。

母亲于1925年生在湖南益阳洞庭湖
边的一个小镇。我外公外婆家一贫如
洗，外婆生了9个孩子，只有母亲顽
强地生存了下来。因上帝的慈爱，母
亲得以在挪威基督教信义会创办的益
阳信义完小读书毕业。在益阳师训班
进修后，又由信义完小校长介绍，母
亲得以去校长老家任教 。

1944年日本入侵，母亲随任教的学
校校长一家逃难到湖南桃江，在我祖
父创办的符氏私立进修小学教书。外
面兵荒马乱，我父亲从益阳育才中学
（原胡林翼创办的箴言书院，现箴言
中学）毕业后回家，经符氏私立进修
小学老师介绍认识了母亲。外婆看到
父亲身体结实，说话诚恳，衣着朴实
打从心里喜欢。在父亲的要求和外婆
的同意下，母亲开始和父亲交往。 

父亲比母亲小两岁，是家里的独子，
而我祖父是当地的乡长保长和族长。 

祖父开始并不同意他的独子和出生贫
寒的母亲交往。我的曾祖父也是基督
徒，不知道是家庭因素，还是上帝的
感动，还是父亲的坚持和母亲的品
格，也许都有，祖父最终同意了这门
亲事。 

祖父的决定被证明是非常智慧的。 
1950年初的一天，祖父得知新政权
区政府要抓他的消息，连夜逃亡，随
身只带了一把雨伞。当时父亲已去湖
南大学读书，家里只留下祖母和有身
孕的母亲。祖父跑了，区政府就将父
亲从湖南大学抓回乡，作为人质要钱
要祖父。当时环境极其险恶，母亲不
顾个人安危，几天后毅然请亲戚爬山
越岭，深夜将父亲送回到湖南大学，
独自承担一切。不久母亲被抓，关在
山里的竹棚牢里。在牢里，母亲生下
了我的姐姐。冬天来了，外面大雪里
面小雪。小脚的祖母把讨来的饭送给
她们吃。若遇上下雪路滑，祖母无法
行走时，好心人就会帮助送饭。在牢
里，母亲日夜赶织毛衣，用挣来的钱
养活祖母和姐姐，还送钱给父亲缴纳

学杂费。乡里只有母亲会织毛衣，她
夜里点上油灯，从不休息。

多么坚强和伟大的母亲。靠着幼小
就领受到的上帝的慈爱，靠着忍耐盼
望，母亲经历多少次苦难煎熬，生养
我们，这个家保存下来，打了一个场
漂亮的生命的仗。母亲漂亮，有着那
种从里到外的秀气，那种充满乐观的
笑容，那种镇定自若的从容。 

母亲于2014年6月4日安息主怀。母
亲离开我们的时间越久，我们做子女
的就越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和母亲的伟
大。现在我也是基督徒，全家深受上
帝的祝福。

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母亲离开我
们，去了更为美好的天堂，有一天
我们还会相見。将来我们再见到母
亲时，我们可以自豪与欣慰地告诉母
亲，她哺育的儿女没有辜负她，受她
厚待的孙辈们没有辜负她，我们代代
因为母亲而领受到上帝深深的祝福。 

我从小生活在不健全的家庭中，我曾觉
得自己是孤儿，没人疼没人爱。直到

我认识耶稣，才改变了旧有的想法。【约翰
福音14: 18】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
你们这里来。当我看到这经文时，感觉神在
对我说话，让我知道自己不再是孤儿。

我们福州人在美国待久了都想自己开餐馆。
但我没有开店经验，英文又不够好，所以 
害怕做不好会把生意做砸。有一天晚上， 

林芝霞

我在祷告时，神借着异象让我看
见，我店的大门口有不同种族的人
涌进来。我想，这会是真的吗？后
来，事情照着异象里的情景发生了
我才相信。我真不该怀疑我们的
神，祂给我们的应许从不落空。

从此之后在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中，
我学习紧紧抓住神，只有依靠神才
让我有安全感，有平安和喜乐。感
谢赞美主！我愿一生跟随祂，做祂
忠实的门徒。

深受神祝福
的母亲

符彪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 ～十二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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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初的一个周六早
上，我不经意的看到后院

一棵粗大的松树上长出了许多
白色的蘑菇云。我好奇的走近
一看，顿时吓我一跳，原来白
色的不是蘑菇，而是流出来乳
白色的松汁！在每个凝固的松
汁团中间还有个小洞，小小的
甲虫不时地爬进爬出。

毛應清
虫灾

我赶紧上网查考到底是怎么回 
事。原来是一种松树树皮甲虫，它
们攻击抵抗力下降的松树，在树皮上
打洞后进入松树，并在树皮内产卵
繁殖。由于甲虫阻断了松树上下营养
和水分的运输，这棵松树不久就会枯
死。一旦树皮甲虫进入松树后， 外
面的药物就几乎不起作用， 即使用
药， 也必须从树顶到树根全部喷洒
一种特定的药剂。因此几乎所有的网
站都说当一棵松树被树皮甲虫攻击
后，就已经宣判了这棵树的死刑。我
越看越慌。 自三年多前我们家后院
第一棵松树被甲虫蛀死后，去年又蛀
死了两棵， 为此我们花了上千元请
人来把枯树砍掉。没想到，今年又有
树被虫蛀了…我赶紧出去细细的查看
屋前屋后的所有松树，果然有五棵需
要两人才能合围的大树都有被甲虫所
蛀的小孔，而且其中的三棵已经非常
严重。难道我们家所有的松树都将无
法保住了么？ 纵然请人来砍，二十
多棵树也不知要花多少钱，怎么办? 
我一下就慌了手脚，恐惧战兢抓住了
我。我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家人，于
是全家动员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是出
去为每一棵树抹油祷告，求神医治保
护这些树，并让树皮甲虫可以全部被
杀死在里面。

周一，我打电话到县林业局，他们也
无能为力，只是建议要砍掉被感染的
树。周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
给每棵树喷洒了杀虫药水。虽然如
此， 我心里深知这些甲虫是在树皮

内层生活，他们不出来药水对它们是
没有作用的。周三早晨醒来，我的心
情十分沉重，几乎不能祷告，这时有
一首诗歌涌上心头【诗115: 9-11】 
“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华！他是
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
们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
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要倚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
们的盾牌”。我的心深深的被“你要
倚靠耶和华”这几个字给抓住了。
于是我定意起来寻求神。我感到自己
几乎力不能胜，只能在神面前呻吟
叹息。过了许久，神感动我去看诗篇
116 结果神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
刺入我的心。【诗116: 1-7】“我爱
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
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
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
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
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
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
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
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
了我。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
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我的心顿时
安静了下来，是的，神是我的帮助，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当几乎所有的权
威都说没有希望时，神是我唯一的帮
助。诗篇116大大的安慰了我的心，
【诗116: 13】 “我也深信神已经垂
听了我的祷告，他要发命医治，我要
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周五，神开启我可以用电钻把被感染

的树皮钻开，然后把药水
涂抹在其上。神奇的是周
六一大早远在中国的妈妈
打电话来，我与她分享了
最近发生在后院的事。她
听完我的分享后，镇静地
问我：你是要砍树呢，还
是要保树？我说那当然要
留住树。她说：那容易，
只要用棉球沾药水塞到树

皮内就好了。与神开启我的方法正不
谋而合，实在太令人振奋了！于是当
天我用电钻在树皮上被虫蛀的地方打
洞，然后再將沾了药水的棉球塞在
其中。好家伙，有一棵树上竟然打了
六七十个洞，可見被甲虫侵染有多严
重，其它感染较轻的也打了二三十个
洞。我的心里充满了平安，神的作为
实在奇妙。

如今已经两年过去了，被感染的松树
不仅没有枯死，而且被蛀的树上的小
孔再也没有增多。其他的树也都没有
被侵染，生长得很好。 我深信神已
经垂听了我们的呼求，我们神的救恩
实在伟大！神通过这件事不仅让我们
经历祂的救恩，而且让我们学到一个
很重要的功课：当一棵松树生长旺盛
时，树皮甲虫是不容易在它身上打洞
侵入的，只有当树生长不好，可能是
由于缺乏水分、养分，或者当外面的
保护受损时才容易被树皮甲虫入侵。
想到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也正是如此
么？当我们亲近神，火热的爱神，住
在神的爱里时，仇敌是不容易击垮我
们的。但当一个人落单远离神时，就
容易被仇敌吞吃。另外，树一旦被甲
虫攻击，如果不及时清除，不管是多
么大的树，有一天都要倾倒毁坏。同
样，不管我们曾多少次经历神，多大
的被神使用，如果容忍罪侵入我们的
灵魂而不及时的认罪悔改，有一天也
要如此。求神保守我们!

34

     亞特蘭大靈糧堂



2009年1月11日的傍晚，我的宝贝女儿“含怡”在
亚特兰大北边的一家医院剖腹早产出生了，我和

老公看着早产的女儿，心里充满了对主无限的感恩。 

我们有了大儿子后，老公先来到美国。当我和分开八
年多的老公再次相聚时，我们打算再生一胎，可是因
为身体的缘故，就是无法再怀孕。按医生说是生了头
胎后，我有流产过，就很难怀上，加上我又到了高龄
的阶段，真是万般无奈。 

有天晚上我和老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圣经说：儿
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向神求，唯有祂有能力
赐给我们。当时还不信主的老公就和我同心祷告交托
给神，祷告后神的安慰临到我，我心里十分的平安。

过了不久，有位美国牧师来到亚特兰大Marietta的体
育馆内，有几天的医治佈道会。我渴望被神医治，让
我可以再次怀孕，带着对主的仰望信靠我也去了。到
了医治祷告时，牧师在讲台上说：请子宫有问题的姐
妹们，你们手按着子宫的部位，我来为你们祷告，当
时我的眼泪一直流，我感受到了神的爱充满我，心里
默默向神倾诉自己想要第二胎的委屈和难过，在祷告
哭泣中神安慰了我，让我相信祂会医治我。

 女儿是神所赐的产业
从特会回来后的第二个月，我神迹般的怀孕了。因我有过
流产的历史，老公说可能又会流掉。当时我就很有信心的
把自己的怀孕过程完全交托给神。我相信是神听了我的呼
求而赐予的，求主保守看顾祂所赐给我们 
的产业。怀孕5个多月，国内的公公因胃癌 
晚期，我和老公为了尽孝决定一起回国，
可是家人最担心的是我肚里孩子的安全。 
我就祷告: 主啊，我们尽孝心是祢所喜 
悅的，孩子也是祢所赐的，祢来保守 
给我们平安吧！我们回国29天后回 
美，因路上的劳累，我的身体严重 
缺水，必须提早剖腹取出才怀七个 
多月的孩子。感谢赞美主的奇妙 
恩典，高龄产妇加上早产剖腹， 
女儿出生后医生证明是个非常 
健康的孩子，身体每个器官都 
长得非常的正常。

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如今女儿 
已经6岁了，活泼可爱聪明，真是神赐 
给我们家的宝貝产业。 

我们的主是名符其实的神医！就在一个多月以前，
我因肾结石，曾发生五次腰部的剧烈疼痛和尿

血，也去看过医生。医生告訴我，需要做腰部斷层扫
描來确定结石的大小和位置，保守估计需要医疗费五
至八千左右。而恰恰十二月份，我因转换保险公司时
保险经纪人的操作失误，导致我失去了医疗保险。尽
管经纪人事后也曾努力弥补过失，保险公司的人也同
意让我增补一个月保费，无奈保险公司的电脑系统无
法通过我的申请。保险生效期只能从二月一号开始，
这就意味着一月份我将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这个结果
让我和经纪人很失望，我们当时就说现在只有祈求上
帝了，保佑我平平安安的渡过一月份。

我清楚的记得一月四号那个主日的早上，左边腰部又 
开始疼痛，尿液顏色也不正常，十几分钟后达到剧痛 
。鏡子中的我脸色苍白，连嘴唇也变得毫无血色，且
大汗淋漓。因为是周日，我咬着牙不想吵醒家人，就
开始向主呼求：主啊，求祢用祢的妙手拿掉我的痛，
我今天一定要去教会，我不能倒下！我的小孫Nate 盼
了一周，就指望着周日能去教会，求祢帮助我。禱告
完我就开始唱：「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 
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然后在房间扶着牆和家具一边慢走一边赞美主。                              

 耶稣神医                                     这时小Nate醒来了，他很乖，马上把 
                                     他的小手按住我痛的地方为我祷告，  
                                    Nate 那稚嫩的童声，也许深深打动了 
                    主，感谢主啊！祂聆听了我们的 祷告， 
                 也聆听了我在疼痛中唱得五音不全的赞美诗歌，
知道我的心意，就是今天一定要去教会！奇妙啊，疼痛只
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撒但被主赶走，俗话说：病来如山
倒，病去如抽絲。然而我的疼痛居然是在那一瞬间突然消
失的，紧接着我的腰马上就能挺直，能够正常行走了，那
一刻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对主的感恩。

等我家人都陆续起床后，我才把发病的过程告诉大家，他
们也很感动，因之前他们都见识过我发病时疼痛的樣子。
感谢主，让我们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候祂是唯一的倚靠，我
们要紧紧抓住祂的救恩。以赛亚已预言：“他为我们的过
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 以赛亚书 53: 5 】 

感谢主，我平安的渡过了一月。二月份去医院检查，医生
说我的结石已经自行排出，不需再作治疗了。哈利路亞! 
                      主白白地赐我如此丰富的恩典来彰显祂的荣 
                              耀，祂不仅仅是神医，还是伟大的聆听 
                                  者，只要我们向祂倾诉自己的难处， 
                                 祂都能听到，祂定会来抱着我们受伤 
                                   的身体，大声地斥喝撒但魔鬼，让牠 
                                   灰溜溜的逃走！

傅愛琳

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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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奶奶常跟我讲耶稣，我看见
她在祷告中神的能力降下来，

一些有病的人得医治，也看见奶奶赶
鬼，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長大
之後这种环境不再吸引我，反而开始
觉得奶奶非常囉嗦，一天到晚都是讲
同样的话题，甚至最不能忍受的是她
早上在我耳边哭泣祷告的声音，我觉
得她的哭声会让人误会我不孝顺她。 

青少年时我开始叛逆和父母合不来，
常常觉得父母不爱我，活着一点意义
也没有，会对奶奶说很想死，当时
奶奶己80多岁我很怕她先死，我的
倚靠就没有了，因为自覺只有奶奶爱
我。奶奶也看出我不对了，想死的欲
望很强，我知道奶奶常常为我祷告，
甚至我听到她哭泣在神的面前说，
不要让她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每天都
去买一些安眠药，累积到一百粒的时
候，有一天我就把它們全吞了，后来
被发现送进医院抢救，因着奶奶的祷
告我神迹般被救回来。第二年奶奶被
神接走，我非常伤心，再也不願待在
家里，想去美国，那是我做过最真诚
的祷告：神啊，带我去美国吧!

没多久我真的来到美国，住在纽约，
继续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在纽约时
曾被人追赶、恐嚇，還差点被绑架，
当晚我和我先生就一起离开纽约逃到
费城，去投靠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
我们在出国的路上认识的，当时他在
费城很有霸势。 

我和先生就从一个黑社会逃到另一个
黑社会，他给我们短暂的安全，没有
多久我就觉得住在那个地方让我不舒
服，这个朋友常常在我面前说我先生

 归向神
的不好，在我们夫妻之间做些挑拨离
间的事，但當我们夫妻因此吵架时，
这朋友又会来安慰我，感觉他对我有
不对的想法，实在让我很不舒服，所
以我就和老公说，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也把这个人对我的态度告诉老公，
本來只想不動聲色地离开是非之地
就是了，沒想在离开之前我老公喝
醉酒去问他的朋友，这位朋友当然不
承认，反而对我先生说，是我去勾
引他，最後变成他俩一起把我赶走。
我只好回到纽约，沒多久我先生来
找我，因为有人为我说话，证明我是
清白的。 

我们之所以能回到纽约居住，是因为
曾经想绑架我们的一群人，因其它的
案子全被警察抓走了，就這樣我们在
纽约居住直到2002年，我先生因为
生意上与人有纷争，被追殺差点连命
都没了，所以我们就搬到亚特兰大。
我以为从此就能脱离争鬧和黑暗的生
活，万万没想到又是从一个黑暗逃出
落入另一个黑暗深坑。

我到亚特兰大是来开美容院的，因着
营业执照不能如期下来，我有半年没
事做，就跟着先生去夜店玩，我记得
第一次看见同性恋的男人和男人抱在
一起就是在夜店，好像他们都吃了什
么药，那种醉生梦死的样子簡直是人
间地狱，直到一天我看见先生也吃，
我真被惊吓到，当时他和一群朋友
常常去，我拼命阻挡不让他再去这种
地方，但他怎會听我? 夫妻之间因这
事常常吵架，当时我不懂用什么方法
来解决，就选择用报复的方式，你會
去那裡玩？好，我也去，看看你怎么
样，我们一起醉生梦死吧！這种生
活直到美容阮开业，我就很少去夜店
了，但沒有我在旁邊先生更是变本加
厲的玩，沉迷在搖头丸的毒品里，我
完全没办法管束他，我的心因着他的
墮落也越来越硬越来越苦!

有天一个信主的姐妹来叫我去教会，
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星期日我的生意
最忙，觉得去教会幹嘛？当时我的态
度就是：你知道的神还没有我知道的
多，你还跟我讲神? 还要我星期日关
门，难道都不要吃饭了吗？后来有个
我同乡的信主的姐妹一直说，去星期
三的祷告会吧，我不好意思的去了2
次，也被带去德玉姐家参加聚会一

次，后来都没去了。   

直到有一天我的心情非常的低落，
整个晚上都没有睡，一直打电话给我
先生都没接，等他回来已经是很醉
的样子，当时我好像没有办法再待在
这个家了，我想逃跑，永远不要再回
来了，所以我就开车出去，早上才7
点多，我一边开一边想：我要去那里
呢？好想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就着记
忆开到了華人教会，当时是早上8点的
聚会，我进去才坐下来，就听到牧师
读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
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
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声音使
我觉得总算被了解了，好像有甘霖流
进我这颗受尽困苦的心灵，我的心被
一股厚厚的温暖包围起来，当时我一
直哭个不停，也不想停，因为找到了
一个能了解我的眼泪的地方，不久就
有人跑过来，他们问我一个问题：你
是基督徒吗？我呆了很久，不知道怎
么回答他们，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
是基督徒，所以对他们说，我奶奶是
基督徒，家里有家庭教会，那我呢？
不知道...。我並没有因此回到神面前，
还是有一次没一次的去教会，偶尔也
会和先生去酒吧玩。 

直到有一天我们家又发生了一件事，
是我先生去纽约喝喜酒，被人误会他
杀了人，虽然录像带証明真的不是他
杀人，但因这事我先生被FBI通缉，
从此我们分别了十年。是这巨大的苦
难才让我全心回转向神，因为我的心
非常的破碎，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
头，全心只想脱离黑暗的权势。当时
我天天听「耶稣爱你」这首诗歌：“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
大的盼望就是耶稣祂能救你，救你脱
离脱离黑暗权势，带你进入进入光明
国度，喔耶稣爱你，祂能救你，耶稣
永远爱你。”在一片黑暗的低沉中，
我的心越听越有盼望! 

我开始对神很渴慕，神也很奇妙的临
到我，每次祷告我都会在神面前倾心
哭泣，只有神最了解我心中的苦，我
非常后悔没有从小抓住神，神就在我
身旁，但我却等生命到了尽头人才柔
软下來，我很自责很自卑也有对神的
不了解：为什么神祢没紧紧地抓住我
呢？这些都是我困扰的地方，直到有
一天师母带我去参加一个特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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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0/30

日马里逊
挂图展东
岸巡回的 
团队来到
我们教会 
。我的家

郭靖
个美国姐妹为我祷告的时候
说：女儿，妳以为我把妳忘了
吗？我没有忘记妳，是我把妳
放在城市的地犾，妳说，谁都
不知道我是从一个黑暗逃跑又
落入另一个黑暗，只有神知
道。神回答了我心中的问题，
衪的话让我觉得我不孤单，我
的生命有神的安排，甚至也减
轻了我的自卑感。 

我常常经历神爱的安慰，也常
常在敬拜时经历圣灵的充满。
我开始火热的服事神，渴慕
神，每一个聚会我都参加，甚
至努力想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孩
子，因为我觉得愧对神太多。
但是我再怎么努力还是会犯
错，所以我每次犯错就会觉得
神会不会又忘记我了呢？会不
会不爱我了呢？心中非常没有
安全感。有天晚上在读圣经读
到：【诗篇143篇8节】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
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
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
望你。”我就抱着圣经，很感
动，这就是我内心的声音，神
阿，我渴慕祢的慈爱，渴慕祢
对我说话，我怕再走错路。第
二天早上祷告的时候，又想起
自己得罪神的地方而自责，就
在这时我听到很温和很慈爱的
声音：宝贝女儿接纳妳自己，
就像我接纳妳一样。我跟神
之间有段对话，我对神说，我
得罪了祢，我犯了很多错，神
说：哪有？我忘记了。我很感
动很感动，又在神面前哭了，
在神面前我好像有流不完的眼
泪，那时我想起圣经里，神把
我们的罪都丢到海里。 

神用祂的慈爱医治我的破碎，
祂把我的忧伤拿走，赐下喜乐
给我，祂建立了我的生命，使
我脱离黑暗的权势，進入祂光
明的国度，祂让我有满足的喜
乐，我从此不会对自己的过去
和现在的生活有困扰，因为我
知道我的生命在神手中。

林學娟

有幸接待              他们一行人。他们 
给我留下最            深的印象是: 他们 
都是祷告的人。      每天早晨去服事
之前或晚上服事        结束之后，他们
都要祷告。受他         们的影响，我也 
开始跟他们一起晨       祷。与他们同
行的彭荣仁牧师提议      在晨祷后开
始一个新的尝试：英文    叫QT (Quiet 
Time) ，中文叫《活泼的生命》的每
日灵修材料。正巧亚特兰大有不少间
名叫QT的加油站，这彷佛是神给的
一个印证，因为神的话对我们属灵成
长就象车辆奔跑需要汽油一样。就这
样马里逊挂图展的团队于2014年11
月1日在我的家中开始了QT。

到了11月中旬，当牧师师母从外地宣
教回来后，我跟永宙牧师分享了我从
晨祷和QT的收获，以及小组里渴慕
的姐妹们参加QT的情况。牧师说他
个人使用QT灵修已经有五年，他从
前就有意向全教会推广，但是当时时
机还不成熟。牧师认为现在是神的时
候了，决定先在12月份让教会的十几
位小组长们试用，若反应良好，再从
2015年起在全教会推广。

当小组长们在12月份开始试用QT的
时候，德玉师母特别开设了一个“活
泼的生命”的微信群聊帐号，鼓励大 
家分享读经心得和见证。《活泼的
生命》的编排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相
结合。在12/23-12/25圣诞期间，
这三天的信息中断了原本歌罗西书
的经文分享，插入有关圣诞节的经
文。12/23日的经文是弥迦书5: 2-9
节。我对其中【弥迦书5: 5】 “这位
必作我们的平安” 这短短的几个字印
象很深，德玉师母在那天的微信上的
分享很有画龙点睛之笔，她写道：“
今天的经文最感动我的是，‘这位必
作我们的平安’。甚愿基督的政权在

我生命加增再加增，直到祂的平安在我里
面作主！”我很赞同师母的分享。到了晚
上，我整理2014年收到的贺卡。看到Ivy
姐妹送给我的圣诞卡片，封面上有Peace
的字和一只白鸽在Peace上，很引起我的
注意，我非常喜欢。以至于我做了平时不
做的事:把这张卡片的封面剪下来，放在
我的相框里，保存下来。

第二天12/24下午，我出发去南卡准备与
我的老师一起过平安夜和圣诞节。当我开
车在85高速公路上，到离亚特兰大约60
英里的地方，車的右后边车胎突然爆胎，
车子失控，先撞上公路右旁的护栏，又被
反弹至路左边的中央草地上才停下。虽然
公路上车辆不少，但就在车子失控横飞的
紧张时刻，我不但没有撞到其它车，而且
还经历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虽然车子
全毁，(后来也接到Georgia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让我的车辆保险公司赔偿撞
坏的公路护栏的费用) 但我的身体却没有
受任何的伤和痛，情绪上也没有受惊吓。
感谢主，祂让我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真
正的平安夜，亲身经历了“这位必作我们
的平安” 的真实。

更奇妙的是12/25圣诞节那天的《活泼
的生命》引用路加福音第2章中的一些经
文。其中【路加福音2: 30】“西面说：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这句话特别触动我。因为前一天车祸的经
历，我也可以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的
救恩。接着我又读了路加福音第1章。其
中74节对我的心说话：“叫我们既从仇
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事奉他”。这句
经文揭示了神拯救我的性命的目的：让我
全然委身，毫无畏惧地为主而活。   

永宙牧师在一次讲道中引用摩西在【申
命记32章46-47节】的话：“我今日所警
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
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
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
命，在你们过约但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
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我的这个经历不
也是见证神的话是关乎生命的事吗？

进入2015年，全教会正在使用《活泼的
生命》，我的祷告是让我们每天都领受
从主那里赐下新鲜、活泼和更丰盛自由
的生命!

《活泼的生命》带来的救恩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
中被救出来，就可
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的用圣
洁、公义事奉他。
【路加福音1:74-75】

“

”

37

《十周年感恩見證集》



 我的亞特蘭大靈修之旅 劉嘉琳

我住在德州Arlington，去年十月
份因工作的需要，必須到亞特

蘭大受訓。對我而言，出門很累又麻
煩，我也不喜歡在外面過夜，怕睡不
好，每每想到這趟行程，心中百般
無奈，不過多想無益，一天難處一天
當，每天照常工作!

從十一月開始，我的胃一直疼痛，不
管我如何吃藥或改變飲食都無效。最
後只好看醫生做一些檢驗，可是也都
無解，每天胃就是疼痛不止。這時我
開始思想是否有哪些事，在我去亞特
蘭大之前尚未完成？於是列下清單，
一件件完成，最後，只剩住的問題，
經過許多考量也評估地點，我決定
住Home Stay。奇怪的是，當晚上網
訂的時候，信用卡竟然無法刷過，我
沒有卡債的問題，但是不知道是什原
因就是刷不過，我想那就明天再試試
吧，我的胃這時更痛了！睡前我靜
下來跟神禱告，這時腦中出現的是我
小組長給我的一封email。她告訴我
亞特蘭大靈糧堂就位在我要去的那個
城市，之前我看到那網址時，心裡只
想著；認識的人我都不想麻煩了，何
況不認識的呢？！而且要如何問呢？
但是此時此刻我沒有其它辦法了。所
以禱告之後，鼓起勇氣寫了一封問及
住處的信給徐牧師，但心想牧師要
照顧那麼多人及事物，大概不會看我
寄的email吧，寄完我就帶著胃痛去
睡了。

沒想到第二天一早，大概八點我就收
到牧師的來信，告訴我當地的交通狀
況以及要我不要擔心住的問題，因為
我要去的兩個地方都有姊妹可以接
待我! 我看了信之後，心中突然覺得

有一股平安的暖流，一個多月以來
困擾我的胃痛竟然馬上消失，一切
重擔脫落！我感謝讚美主的醫治，
也為我預備兩星期在外地的棲身之
處。從那天起，我對出差從無奈轉
為期待！【希伯来书4: 16】 “所
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
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
帮助”！哈利路亞，我好感謝全能
神顧念我，當我帶著勞苦重擔到祂
面前，祂就使我得幫助、得安息！

我一抵達亞特蘭大就立刻前往靈糧
堂的姊妹芬清家，讓我驚奇的是芬
清姐家竟離我要去受訓的地點只有
3分鐘路程，我心想：神啊，怎能
有這麼奇妙的安排？晚上和芬清姐
妹一家 碰面，真是一見如故，如親
人般溫暖。連新哥芬清姐用神的話
語接待餵養我，並且分享神在他們
身上奇妙的作為，讓我聽得非常過
癮興奮，捨不得去睡覺！

第二天當我去受訓時，發現那些要
教我的人，竟然做得糟透了！他們
看我都會了，也不理會我，只告訴
我要待到下班才可走。我心想：神
啊，工作上要學習的我已經會了，
爲什麼還要我來這一趟呢？我心
裏很不平衡！但是每天回到芬清姐
家，和他們夫婦一起敬拜讚美神，
心中充滿喜樂滿足！喔，神啊，原
來祢要我來靈修，不是來工作的。
過去我不夠認識祢，現在我要重新
再來體驗祢！

星期天我終於來到了期盼已久的靈
糧堂，平常因工作的關係，我無法
參加聚會，今天終於來到主日聚

會，真的非常喜樂及感恩！當天除了
面謝徐牧師，百忙中對不認識的我主
動關懷，安排姐妹接待讓我出門在外
一切平安之外，師母在主日分享的主
題是「重生」，這真讓我感到很震
憾，也重新檢討我是否真正經歷重
生。一直以來，我以為受浸之後就重
生了，但真理不是這樣說的，我是否
擁有神的生命？對救恩有真實的信心
嗎？我不斷反覆問自己。聽完師母的
証道，我感謝神這次爲我安排這麼好
的旅程，我更深知神爲我預備來亞特
蘭大是爲靈修，而不是爲工作受訓！

主日午餐後緊接著加入郭靖姐妹的恩
寵小組，當天所分享的主題是：唯有
耶穌才能使水變成酒。聽姐妹們分享
見証時，我才體會這句話的含意竟是
如此深！這句話我讀過，但不代表我
領悟，當我沒有領悟時，就不可能更
新自己，更不可能改變自己進而活出
神的生命，原來這就是爲何我的生活
中仍被抱怨、怒氣、憂慮所包圍。

第二週出差地點更換，所以就近住到
了郭靖姐妹家，每天除了和她一起吃
飯，分享一天的生活及禱告之外，我
們也一起跳讚美操。對我而言，這又
是一個新的體驗！讚美操讓我從詩歌
中學習敬拜讚美神又兼鍛鍊身體，真
是棒極了！

自從去年六月份買下生意，工作至今
只休過一天假，這兩星期的靈修，真
是神給我的一份大禮，姐妹們給我的
愛及牧師師母給我的鼓勵，讓我十分
感動！也讓我再次經歷耶穌，我感謝
神在我身上的奇妙作為，我要一生一
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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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2015年1月21号早晨7点, 我弟妹
肚子痛要生产了，我和弟弟马上

送她去医院。当时正是上班高峰期，
高速公路全塞车，没办法只能改行小
路。终于辗转上了141公路，也是塞
得满满的。当时弟妹疼得厉害，羊水
破了，车子被堵在路上動不得，我们
真的好害怕。我对弟弟说不行了，要
报警叫救护车。但是弟弟说我们英文
又不好，怕讲不清楚，他说的也是。
于是我下车，向周围看了一遍，沒有
警车经过。我看见车里弟妹好像晕过
去了，弟弟一直拍打她的脸，想叫醒
她。我就更慌了，赶紧上车祷告，求
主救她们母子，希望有警车经过。

Macy Jiang

陳佳唯

很快，主垂听并回应了我的祷告。虽
然141路上仍旧堵塞，却不知从哪里
冒出了一辆警车，刚好从我们旁边开
过，而且停在路边，好象特别为我们
预备一样。我就知道是神的安排，好
感谢主！我马上跑过去，让警察帮 
我们叫救护车。很快救护车就来了。
我弟妹刚上救护车，孩子就生出来
了，而且是脚先出来的。弟妹生产前
几天，刚做了检查，医生说小孩头朝
上，一定要剖腹产。但是非常奇妙的
是，在救护车上，弟妹说当时她看着
这小孩，竟然高举双手从产道中滑出
来。而且直到出来之后，两手才放回
胸前。整个生产过程除了發生在公路

旁的救护车中之外，可說是十分顺利。

感谢全能的主以奇妙恩典，保守看顾了
Ethan母子平安。感谢主！哈利路亚!

去年暑假，我们一家到黄石公园
旅行。两个月前，我花了很长

的时间策划，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的行程、费用、景点、旅馆等等一
手包办。我洋洋得意自己的计划，
认为已经掌握了一切。 期待的旅程
终于到了，我们一家开开心心地出
发。第三天，我们从Denver出发。
在开往South Dakota的路上，车子
经过一个小镇，突然一部闪着灯的
警车跟上，让我们把车停在旁边。
我们想，这回可完了，不知发生了
什么事，开始拼命的祷告。警察向
我先生索取驾照，非常友善地告诉
我们超速15哩，我想起来我刚才忙
着看地图，也一面在跟开车的先生
说话，完全没有注意时速。

开始有些抱怨不只耽误时间还要破
费。不久，警察把驾照还给我们，
并告诉我们他给我们一次机会，没
有开罚单。我们非常惊讶，这结果
是超乎预料之外的，真是神的恩
典，我们开始祷告感谢神。接下来
我们一路都非常的注意时速。 

过了两天，也是先生开车的时候，一
路的风景如诗如画非常漂亮，一座座
的雪山，一群群的野生动物，加上漂
亮的野花。但我实在有点睏，于是把
眼睛闭上休息一会儿，刚闭眼就有一
个画面闪过，似乎看见一颗小石头打
在我们的车镜上。我不够儆醒没去理
会，不但没有马上祷告，还继续睡
觉。但我实在诱不过漂亮的风景，于 
是眼睛睁睁閉閉。几分钟后听到“
啪”一大声，真的一个小石头打在车
镜上，和我刚才看到的画面一模一样 
，我吓了一跳。還好车镜只破了一
个小洞，并没有裂。这一声将我打醒
了，我这时才回过神，重新和家人一
起认真的祷告，为着祂赐一个愉快的
旅程来感谢，也求神保守我们一路平
安，带领并掌管我们整个旅程。 这
是一辆租来的车子，我们想，镜子破
了一个洞要怎麼处理？能不能修？要
不要修？若不修洞会不会越来越大？
保险不知会不会赔偿？......真叫人担
心。那时是周五傍晚，我们正在开
往另一个小镇的旅馆的路上。一路都

是旅遊景点，想找一间修车厂恐怕不容
易。终于，我们的车开进了这个小镇，
我让先生依着地图的指示，拐进了我们
要下榻的旅馆，但地图显然有些错误（
或许是我看错），那不是我们要下榻的
旅馆，于是我们又拐了出来，就在拐角
处看到了一间修车厂！那时天已晚，修
车厂已经关门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
六一早，我们来到了这间修车厂。老板
刚好在，而且是专门修玻璃和车镜的。 
他只费了十分钟就把车镜补好了，也
给了我们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他还告诉
我们，洞再大一点就很难补了。还有，
他刚好要出城，我们若晚半小时他就走
了。感谢主，时间刚刚好，祂不耽误。 

从这次的旅遊经验，我学习不是我掌握
了整个行程就能一帆风顺。警察放我们
一马和修车场的出现都属巧合吗？我相
信是上帝一路保守着我们，祂让我学习
凡事倚靠祂。在困难当中祂为我们预备
了惊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箴言3: 6】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
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上帝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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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仰望神 蕭孟藍

2014年年中的時候，牧師在教會
裡分享了一個信息，希望大家信

心奉獻，為接下來教會買會堂預備
金錢。根據我的理解，當時牧師的
意思是我們禱告尋求之後憑信心寫
下一個數字，並且努力工作，與神
一同工作，一年過去，就能把這筆
錢拿出來。

於是，在信心裡，我寫了一個大約
三個月薪水的數字。

沒想到，一個禮拜之後，教會找到
了一棟合適的建築，但發現除非手
上有錢，才能開始跟賣方談，若錢
沒有到位，沒辦法有更進一步的行
動，所以牧師鼓勵大家能儘快奉
獻。這下可讓我有一點發愁了，一
下子要拿出三個月的薪水，我也是

 建堂奉獻 陳嘉偉

會擔心周轉不靈的。回去那個禮
拜，就常常跟神禱告，想知道這奉
獻要現在給還是以後給。

周間有一天，當我要去信箱拿信的
時候，我就淡淡地跟神禱告，希望
求一個印證，我禱告說：如果今天

參加星期五晚上的小組聚會，
我常因為第二天要教書而焦

慮不安，聚完會回到家又要熬夜準
備課程，所以去年五月我決心辭掉
星期六兼差的工作，讓星期五晚上
可以專心聚會。沒想到這麼作了之
後我的老闆突然給我加薪，使我的
總收入並沒有減少，神親自補足我
爲祂所放下的。哈利路亞！！【马
太福音6: 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了。”

現在我每個星期五都可以專心投入
小組的讀經、分享，使整個星期的
疲累得到喘息、紓解。雖然每次在
匆匆晚飯後，開著車穿過擁擠的車
流，但是盼望見到小組員，喜歡聽
小組長懇切用心的解經。路上聽著
周暉送我的“好心情”CD，心情
好平靜。每次小組聚會，都添加我
生命的活水，晚上也睡得特別好。
有時讀聖經覺得做基督徒不容易，
覺得神的標準好高，要我放下很多
東西，我真的有些沮喪。小組長總

是安慰我，鼓勵我多向神禱
告，神會加添力量。我感謝
小組對我的餵養，神的話語
真的添加我生命的活水。 

前一陣子，媽媽打電話告訴
我，人生無意義，他和爸爸
時時口角，一輩子辛苦，到頭 
來還發現丈夫不愛妻子，嫌東嫌西 
。我深入瞭解才發現，由於爸爸得
了攝護腺癌，覺得年事已高，對兒
女的責任已盡，而來日無多，索性
放縱自己享受人生。以前爸爸不論
做什麼，我都覺得他做的有理，他
一直是我的標竿。沒想到老了，反
而跌倒了。但我想：我沒有老過，
誰知道老的時候會犯什麼錯? 【提
摩太后书4: 7】記著“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
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原來人們打仗不容易，跑路需力
氣，守住道卻是最難的。道是什麼
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
就是神。” 【约韩福音 1: 1】 要
瞭解道，就是要瞭解神。神會為我

們開道路，祂會引領我們過死蔭谷。

我開始為父母禱告，也打電話跟爸爸
一起讀聖經，有時候他不願意，但大
多時他是願意的。我不知道需要多久
的時間才能讓他們轉向彼此，拾回起
初的愛，但我相信只要持續靠近神，
當神的愛澆灌下來，無論誰都會融化 
。 經過這些事，我開始傳福音，希望
有更多的人認識到主能幫助我們減少
犯錯的機會，並將憂慮的事交託神。

我們的生命中不斷地有挑戰，不斷地
有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
吃的人。靠著教會、小組的聚會，弟
兄姐妹不斷地彼此提醒，以及自己時
常親近神，我們是可以脫離世界的捆
綁。阿們！

我可以拿到政府的退稅，那這個星期我
就會把奉獻交出去。沒有拿到退稅，也
不是說我就不奉獻，但就再繼續尋求。
沒想到，打開信箱，退稅的支票就躺在
那裏。全身毛骨悚然。

說到這個2014年的退稅，真是一波三
折。原因在於我第一次透過媽媽的朋
友，人工郵寄報稅表，之前都是用網路
報稅。先是不知道要簽名，後是不知道
一封郵件不能放兩個人報稅的單據，幾
個月過去，媽媽的稅早就退下來了，我
的卻音訊全無。只能把一樣的文件再寄
給IRS一次。我每一兩天去檢查郵箱，看
了三四個月，就這麼剛好，不偏不倚，
在這一天，退稅到了。

接下來的星期天，我如數把奉獻交給教
會。感謝神，相信我們在今年，會預備
足夠的錢，搬進屬於自己的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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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d of Life 
East Coast Pastors Visit

9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Spring Cleaning
Ya Tong Theater Co.  亞東劇團福音主日

东岸牧者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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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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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恩寵小組 t郭靖姊妹 404-519-0096

 心連心小組 t江大強弟兄 770-910-0630

周二:   新生命小組 t林學娟姊妹 678-677-0377

周四:   光鹽小組 t陳佳唯姊妹 770-910-0629

周五:   TOG 高、初中團契t顏士熲弟兄 678-654-0501

 TOG 大專團契 t魏大為弟兄 404-661-1822

 恩雨小組 t王惠国弟兄 770-418-1173

 喜樂小組 t周惠鴛姊妹 770-828-8130

 神蹟小組 t陳德玉師母 404-409-5138

周六:   天使心小組 t李一菲姊妹 770-652-3662

主日崇拜  周日 10:45 am

禱告會   周三  7:30 pm 

 亞特蘭大靈糧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Atl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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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見證集，是傳揚神過去一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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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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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與我們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