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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週年見證集 序言
文 / 徐永宙 牧師

曾

有先知發預言說，2018年是擴展的一

來傳講「穆斯林」

年。的確，2018年是教會的豐收年！

的宣教時，教會有

首先在年初時，教會推動使用打卡的方式，

30多位回應呼召，

鼓勵弟兄姊妹們「一年讀完聖經一遍」，效果出

願意在有機會時，

奇的好，很多人是這輩子第一次有系統地讀完了

去到中東一帶宣

一遍聖經，不但在每天讀經完畢時上網打卡，同

教，或是支持對

時將當日讀完的部分，選出有感動的經節，發佈在

穆斯林宣教的工

群組裡面。在結束時，這些經文，就成為各人的「

作。同時，我們

讀經摘選」，大家用這方式彼此勉勵集氣，最後大

也受邀請今年六

約教會60%的人完成了全年讀經計劃，比以前任何

月再到泰國，為這

年份的讀經效果都好得多。今年我們繼續推動，

些宣教士的孩子們

並且改讀「新譯本」，相信又會是成功的一年。

辦「遇見神營會」

其次是，在歷經大約三年半的尋找之後，今年

。然後是神在12月30日給了一個印證，讓一位只

終於買到教堂。其間的經過，另有文章作見證，最

見過三次面的美國弟兄，雙手捧上經費，請我們

主要的是在這幾年的購買過程中，確實看見是神帶

教會與他一同到巴哈馬島去調查UUPG（鮮聞福音

領我們買到這個建築物。非常感謝弟兄姊妹們又一

團體）的情況，真是沒有話說了，神要我們教會

次的不僅是熱心奉獻金錢，更是出力，出時間地參與

進入跨文化宣教領域的帶領，實在是太明顯了。

教會的裝修工程。很巧的在八年後的同一個主日，我

年底時，神感動我講了一系列出自以賽

們由租用的舊址，搬進了現在屬於自己的佳美之地。

亞書 54：1–3 的信息：			

第三是，神正在帶領我們走向「跨
文化宣教」的道路。過去八年，教會的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

短宣Advent Taiwan，雖然是在同文化之

唱，揚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

中，但實在可以算是「半個跨文化」，

華說的。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

因為回去宣教的孩子，他們實際上受的

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

是美式教育，英語是他們的母語，勉強

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算得上是跨文化短宣，這方面我們會繼

—以賽亞書 54：1–3

續作。另外是2018年四月，一位中國海
外宣教機構的負責人，來到我們教會分
享，之後我跟師母被邀請去了泰國，實地的與百多

我相信2019年，將是教會「突破」的一年，

位「跨文化的宣教士」見面；9月北美華福的總幹事

與弟兄姊妹們共勉，一同走在神的命定之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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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建堂故事
文 / 徐永宙 牧師

會在2010年由於人數的

教

小，結果很多出人意外

增加，原來的地方，實

的事情連續的發生，就

在容納不下了，神給了我們一

是每當我們看上一棟建

個機會，讓我們租到當時所在

築，想要出價時，奇怪

之處二樓的場地，搬進新的地

了，這些多年擺在市場

方，大堂立刻比之前的大了一

上乏人問津的建築物，

倍半，兒童主日學的教室，更

竟然就有人早一步出

大了兩倍半，因此在接下來的

價，簽下合約買走了。

八年，我們看見，兒童主日學

等到過了大約兩

的人數有顯著的成長，導致主

年，教會累積了一些建堂基金，

離我們那個「冬嚴寒、夏酷熱」

日學的校長要為房間的調度傷

可以看大一點的建築物時，我們

的地方，所以我們想：就是這裡

腦筋的地步。加上老舊的空調系

看到了一間教會，比我們租用

了！後來價錢談好了，對方的牧

統出了問題，又無法解決之後，

的場地大了1.8倍，又是現成的

師、長老口頭上同意賣給我們，

我們就開始了尋找新堂的旅程。

教會，可以省去不少裝修的麻

我們也在年底退修會中宣佈了好

一開始，我們只想要找個

煩，而且離我們當時聚會的地

消息，大家都興奮的不得了，然

有空調的場地，只要比原來大一

方又近。美中不足的是，主日

而結果是，還沒煮熟的鴨子飛

點夠用就好了，因為當時我們的

學的教室設計得並不理想，房間

了！對方又決定不賣了。我們當

建堂基金很少，而我們的信心也

也不夠多，但是大家實在太想搬

時有點迷惘，怎麼會是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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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重新尋求神的帶領，將同工

這些年裡看過，對我們而言是最

修新堂，因為是改成聚會使用，

們禱告過的，對新堂的條件、得

好的一棟建築，更重要的是，所

有許多新的建築法規上的要求，

到的啟示等等，重新的列出來禱

有禱告的條件，甚至是Bonus的

沒完工前是不能搬進來聚會的。

告，還有一些個非必要，但卻是

條件都滿足了。所以當我們看

到目前我寫這篇文章時，新堂已

Bonus的條件（比如離現在的地

到了這間建築物，所有的人都喜

經買下五個月了，我們還沒有拿

方不要太遠），都寫下來，將

歡，也立刻給出offer，不可置信

到准許施工的證明。好在神預先

來才能確定神的帶領。另一方

的情形，竟然又發生了，有另外

感動我申請自己教會的ID，我們

面同工也決定接下來的交易，

一位買主，出了同樣的價錢，而

就以物業主的身分出租三分之一

除非是真正的簽約了，有了過戶

賣方在考量賣給教會時，要經過

的場地給教會的方式，取得市政

的日期，才要再募款；第三方面

的公聽會，

是，我們相信也宣告，當神說No

時間會比較

時，表示有更好的在後面等著。

長，就拒絕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我們

了我們，消

擴大了搜尋的範圍，也因為有

息傳來，令

人說可以跟教會合買，而去看

人無比的難

更大的建築物，甚至差一點要

過，但是這

買一棟很大、很大的建築物，因

次，我們覺

為那棟建築有一半都被租出去，

得是仇敵

所以我們連預先貸款的資格都取

在攔阻我

得了，結果機率小到不行的事又

們，所以同

發生了；就在我們要出價時，賣

工們，齊心地禱告，求主使這棟

府的同意（同一個名字就不行）

家竟然告訴我們，在一週前他有

建築能夠「起死回生」，結果幾

，得以順利地搬進來聚會，同時

了買主！這次不由得我們不信，

個星期後，那個買主的貸款沒有

另外三分之二的部分進行改建裝

是神在阻止我們。接下來，我們

通過，哈利路亞！感謝主。神實

修的工程。感謝主，若不是神的

又看到了另一間很大的建築，但

在在教會的實體建築上，帶領了

預先帶領，我們即使買了堂，

是需要花很多的時間、金錢與精

我們，擴張了我們的帳幕之地。

還是無法立刻搬過來聚會的。

力去裝修，這棟建築物是在同工

另外，兩年前，神感動我

還有在時間與經費上，

中造成最大爭議的一次，我們

要申請自己教會的非營利機構

我們也看見神的帶領，這棟

發現，因為時間的壓力、情緒

的執照，（過去我們教會是寄

建築如果在一年前就上市，

上的壓力，讓我們太想及早搬

名在另一個非營利機構之下）

我們還沒有足夠的經費與信

出舊堂，幸好因為同工有不同

，感動中似乎這件事不完成，

心買下它，經過了四年的募

的意見，最終決定不再進行，

我們就買不到新堂；這期間也有

款，雖然無法一次付清，但是

以致我們沒有走在神的前面。

人問：好好的，為何一定要申請

在弟兄姊妹們努力的奉獻之

最後神給了我們現在的這棟

呢？等到我們買下了新堂，才發

下，我們才有信心買下來的。

建築，大小是原來舊堂的三倍，

現神的美意，我們使用教會的名

走在神的心意中，這就是我

足夠我們用一陣子，而且是我們

字購買新堂，也用新的ID申請裝

們的建堂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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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實全能的真神
文 / 陳德玉 牧師

1

981年1月1日，住在宿舍的我回家過年，竟然

信實全能的真神。我立刻打電話告訴我的姐姐：放

和我的哥哥為了看哪一台的電視起了衝突。

心，妳沒事。因為剛剛神告訴我祂是信實全能的真

羞愧、悲傷地回到了空無一人的宿舍，獨自一人

神！果然，經過精確的檢查，姐姐並沒有患血癌。

在神面前為了自己的生命放聲大哭；我，一個基

還有一次，妹妹、妹夫，外子和我，趁著去加

督徒，怎麼連看電視這種小事都不能讓人呢？

州開會之便，開了三個小時的車，去姐姐所住的廟

痛哭之後，開始讀當日的聖經，讀到：並且

裡看她。分手之際，我們要求一起為她禱告，她也欣

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

然同意，我們四個人同心合意地為她求祝福，禱告結

人（來6：12）。當時我就知道了兩件事，1，神接

束，我一抬頭看見這間廟的大樓牌，心中湧現出一句

納了我的悔改；2，神再次肯定我的家人會得救。

話：再大的樓牌或高牆，也無法阻擋聖靈找到尋求真

為什麼說再次呢？因為我信主之後，就為家

理的人。無比的信心與喜樂在那一刻充滿了我的心！

人的得救禱告。就在1974信主那年，有一天我坐在

這些年，姐姐有時候會主動地請我們

飯桌前禱告，我知道我的禱告通過了天花板一直升

為她禱告，雖然我還沒有看見她歸主，但我

到天上，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神垂聽禱告，從那

相信總有一天神的應許要在姐姐身上實現。

時開始我就知道我的家人有一天都會信耶穌。4年

再說我哥哥吧。六年前他患了白血

之後我的妹妹信主，再過1年我的弟弟也信主了。

病，在治療的過程中，我為他的救恩禱

然後，1981的新年，在我最破碎的時候，神的話再

告，聖靈藉一首詩歌，讓我知道他會蒙恩：

次提醒我祂的應許不會改變，但是我不可懈怠。雖
然神的話是確定的，不過環境卻似乎朝相反的方
向發展。然而在其中，我一直看到上帝的信實。
首先是我的姐姐剃髮為尼，出家了！當時她的
決定及行動如一顆炸彈炸開在我的心裡。但是很快
就發生了一件事，神堅定我的信心。姐姐去檢查身
體，醫生懷疑她有血癌。當她打電話告訴我這個消
息時，我對她說：搬到我家，我來照顧妳。她説：
不要忘了我已經出家了，死也會死在廟裡。我一掛
上電話就放聲大哭：主啊，祢忘記了祢的應許嗎？
這時候，在我的腦裡出現了一句帶著旋律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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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love, amazing love
All I know is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And I know He will do for you
What He’s done for me

有一天妺妹陪哥哥去醫院複診，就在人來人

神對我父

往候診的大廳，妹妹有機會再次與他談論永生，

母的接納，很

那天哥哥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很誠懇地邀請耶

快就從環境得

穌進入他的心裡，作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一年之

到了證實。之

後，雖然經過幹細胞移植，手術是成功的，但是他

前由於哥哥病

的身體已經太衰弱，還是離開了我們。在傷痛的同

重，父親愛子心

時，我為了神拯救了他的靈魂，仍然充滿了感恩。

切，開始早晚大

至於我的父母，這幾十年來，他們並不排

聲誦經。從父親

斥基督教，也有許多機會聽福音，但是從來沒有

在家念佛之後，

產生出接受的信心。反倒是這些年在他們周圍出

我回娘家住，多

現了不少異教徒和通靈的朋友，看似把他們越推

次感受到有東

越遠，使得他們在認識真神的路上困難重重。

西進入我的房

2017年底，母親在90歳的高齡患了闌尾炎，她以

間，因此之故，以後我回台北就借住舅舅家。2018

年事已高，拒絕開刀治療。同一時間，父親因為忘記

年5月就在父母受洗半年之後，父親跌斷右腿骨，

吃抗憂鬱的葯，導致憂鬱症復發，每天都很辛苦。我

我趕回台北，當時舅舅家正好有客人來訪，沒房間

們姐弟妹幾乎天天與父母視頻，同心為他們得醫治禱

給我住，我只好住在爸媽家。但這次我在家住了5

告。沒有想到身體的痛苦，反倒把他們推向了真神。

個禮拜，天天一覺到天亮，沒有任何攪擾。我知

2017年底，他們很平靜地一起決志接受耶穌

道由於父母的歸信耶穌，我的娘家已經被潔淨了。

作救主，並且由妹妹和弟弟為他們行點水禮，他

父親跌斷腿之後，他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

們一起受洗歸入基督的名下。當時父親雖然已96

昏沈的時候居多，已經無法像他接受主時，可以那

歲，但思維清晰，在受洗前問了不少問題，其中

麼清晰地思考了。回憶這幾十年來，父親好幾次患

有1個問題是：我接受了耶穌，但我怎知祂也接

重病，我都告訴他疾病不能奪他的命，因為他還不

受了我呢？當時我告訴他，聖經告訴我們神愛世

認識真神，神給我的應許在他離世之前必會實現。

人，他既是世人中的一位，神就愛他，以前他還

神的話一出決不徒然返回，從1981到2018，我們

在拜佛，神因為愛他，就把獨生子耶穌賜下了，

七口之家，只剩姐姐還沒信耶穌，我將持之以恆，永

難道現在他願意接受耶穌，神反而會跟他算帳

不懈怠地繼續效法那些憑信心和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嗎？當然不會嘛！父親的理智接受了這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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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搶救靈魂之戰
文 / 郭靖

從

2018年11月初至2019年1月中的三個月當中，
我有幸跟我的屬靈母親 Ros 一起參與了一場

搶救靈魂之戰。我的屬靈母親 Ros 早年就與她的丈
夫 Dick 離婚了，因為 Dick 有嚴重的酗酒問題，Dick

向 Dick 傳福音。結果 Nancy 跟 Dick 講了些福音的

和 Ros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再婚。因 Dick 已經80多歲，

信息，但 Dick 沒有回應接受耶穌的邀請。Fred 去

他要好的朋友們不是已經離世，就是年紀老邁，沒

的時候，不知為什麼，Dick 對 Fred 很生氣，直嚷

有能力關心他了，Ros 就自願擔當起照管 Dick 的責

著要 Fred 離開。Ros 讓我繼續代禱，破除仇敵的

任。Ros 以前幾乎每年冬天十月至第二年的三月都要

詭計，讓 Dick 恢復精神和體力。當 Dick 再被邀

到南卡羅來納州—這個比加拿大溫暖很多的地方過

請接受福音的時候，他的心裡和口裡都願意了。

冬，並且服事在那裡的一間美國教會。只是近年來

到了12/1/2018，Dick 想從床上爬起來去什麼地

Dick 身體狀況不好，Ros 已經有幾年取消了她的南

方，但他的頭腦不清醒了，忘記了他是在醫院，就

卡之行了。好不容易盼到 Ros 2018年10月初終於到

這樣從床上摔下來，他的頭上起了鵝蛋大的包，臉

了南卡，但在11月初Ros收到消息說，Dick 因為膀胱

上和手臂上被刮傷流血了。Ros 告訴我，醫生正為

發炎住進了醫院，情況危急，Ros 決定趕回加拿大。

他做頭部的掃描。接著連續一個星期來，我心裡對

Ros 回去後發現 Dick 已經不能說話、坐立和自

Dick 得著救恩有很大的負擔，因為我知道神的心意

己進食了。他甚至拒絕食物，並出現幻覺。Ros 懷疑

是不願一人沈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
這是搶救靈魂的關鍵時刻。幾乎每天早上我去教會

神的心意是不願一人沈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 彼後3：9

用方言禱告，開車上下班路上也迫切為 Dick 理智得
以恢復，並且能用他的自由意志清楚地選擇救恩而代
禱。12/6/2018 收到 Ros 的短信說，我的禱告都得到回

他已中風，也許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Ros發來短信

應了，Dick 超然清醒。醫生說他不用再帶氧氣罩和插

讓我為Dick接受救恩迫切禱告。大約兩週後，醫生

導管了。沒有想到，Ros 竟然有機會給 Dick讀了以前

說，Dick的肺裡有兩個血塊，並懷疑他是膀胱癌，

從來沒有過的那麼多的聖經經文。又過了兩週，Ros

而且Dick開始出現精神錯亂的狀況，夜間拔出吊針，

告訴我，Dick 被安置到一所安寧病院了。Dick 的專

護士很費勁才能再放回去。医生告訴Ros要為Dick預

門陪護是一個名叫Shekinah的女護士，她來自菲律賓

備後事了，Ros和她的朋友Nancy在Dick的住處把他

的基督徒世家，她的名字是她的父親起的。我覺得

的東西收拾好，流著淚選好了他去世時穿的衣服。

這個女護士的名字是主給的一個記號，我就為主的

Ros在她的朋友Nancy和Fred去醫院看Dick之前

榮耀彰顯在Dick和安寧病院中其他病人身上代禱。

發短信給我，讓我為他們代禱，希望有好的機會

Ros 因照顧 Dick 太疲累的緣故，在2018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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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因尿道感染住院了，並且伴隨著嘔吐和咳嗽，一
週竟然瘦了12磅。前一段給 Dick 看病的印度醫生，
也是 Ros 的住院醫生。他看到 Ros 為 Dick所做的很

向醫治的全能神禱告
文 / Cherry Chen

受感動，因此對 Ros 特別關照。這讓我想到聖經裡
說：所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到了1/8/2019
年，Ros 仍很虛弱，坐著都要睡著了。就在 Ros 看
Ros 的短信：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了，Fred 帶領

福

Dick 做了決志禱告。下面是 Fred 發給 Ros 的短信：

麼地方，或村莊，或

“看著 Dick 為存活而掙扎著，我的裡面充滿了

城市，或鄉野，眾

對他的憐憫，我可以清楚感受到 Dick 的恐懼，我盯

人都把病人放在街

著他的臉，看了半個多小時。在這期間，Dick 不時

上，求耶穌准他們

地睜開眼睛看著我，他好像在向我發出請求。我終於

摸祂衣服的繸子，

拋開懷疑 Dick 是否能得救的念頭，和上一次被他拒絕

摸著的人就都好

過的感受。我問 Dick：“你是否覺得還缺什麼？”他

了。這些病得醫治

知道我指的是什麼，他說“是的”。我說：“你想跟

的神蹟，讓我在信心裡燃起了希望，盼望我

神和好嗎？”因為我知道 Dick 不需要人再給他講道

的兒子 Nathan 也能夠蒙主眷顧，病得醫治。

了，他已經聽了身邊不少朋友給他做的見証，他現

記得去年一到換季的時候，Nathan 就常

在需要作出回應。我對 Dick 說，“除了那位造你的

常生病，天氣乾燥他就會流鼻血，每到晚上

主外，沒有人能幫你。你只要降服於祂，我懇求，

會流幾次，甚至連著流一個月都沒有好轉。

你只要降服。”Dick 竟回答我說：“是的。”我問

我為他禱告後，病況勉強好一點。可是有一

他：“我現在為你禱告好嗎？”Dick 點頭，我就靠

天晚上，他發燒又流鼻血，我看著他，心裡

近他的耳朵，一手放在他的頭上，一手放在他的肩

沮喪地暗想，兒子可能要去耶穌那裡了…，

上，說：“主耶穌，祢聽到了 Dick 對祢說–是的，

我決定要好好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他願意降伏在祢的腳前，把他的生命交給祢。請祢

就在那一段最無助的日子，我接到教會

來潔淨他，接納他到祢那裡。請祢用祢的平安溫和

的通告說，有一位有醫治恩膏的 Jack Deere 牧

代替他的恐懼掙扎，並讓他知道他被歡迎到祢的國度

師要來我們教會佈道，這真是好消息！我就開

中。”然后我問 Dick 這是否是他要的，他點點頭，

始禱告，希望可以請到假帶孩子來參加。可是

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他的身體立即輕鬆下來了。我又

我向經理提出請假的要求時，他竟然不准！

待了一會兒，默禱求神親自用 Dick 可以明白的方式

這下我急了！我定定心，還是繼續為 Nathan

來顯明祂的救恩。請你的朋友繼續為 Dick 代禱。”

禱告：神啊！如果祢感動誰可以帶 Nathan 到

五天以後 1/15/2019 Dick 過世了，他走的時

這位牧師面前，Nathan 就能得醫治！星期日

候沒有疼痛。Ros 心裡十分平安，Ros 盡她所能

那天，聖靈真的感動一位姐妹帶 Nathan 到講

在 Dick 生前讓他覺得舒適，我們更知道 Dick 現

員面前接受了醫治的禱告，Nathan 真的就這

在與主同在了。在這場搶救靈魂之戰中，我更深

樣康復了！鼻血不流了！感冒也好了！今年

地體會到了神對人的靈魂充滿愛和憐憫，祂感動

換季時也徹底沒有流鼻血感冒的症狀，感謝

祂的肢體與祂同工，真是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讚美主！祂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真神！

來自己不能為 Dick 再做什麽的時候，1/10 我收到

音書中記載著
耶穌無論到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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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年5月17-20日我們教會
的Joy姐妹帶領芬清，Lynn,

Cherry 和我一起去邁阿密參加使
徒馬都納多的教會舉辦的底波拉
姐妹特會。在這個特會上，我們
經歷了神所賜的幾個大的恩寵。

因這個特會在我們抵達邁阿密後的
第二天開始，Joy 姐妹就精心安排先
去中途路上的一個海灘。芬清姐妹聽
了非常興奮。她說她雖然是在福州的海
邊長大的，但是自從來到美國以後的二十
多年中，還從來沒有去過美國的海灘呢。但
當時下著大雨，我們幾個姐妹們就在車上向愛我
們的阿爸天父輪流大聲禱告，求祂讓雨停住，特別
給芬清恩典，滿足她想看海的小小心願。Joy先帶領
我們去美國超市買午餐。買好後雨下得還很大。Joy
就憑著信心，繼續開車帶我們往海灘去。到了海灘
邊，雨仍然在下。我們就在車上吃午餐。謝飯禱告
的時候，我們仍然祈求阿爸父叫雨停止。奇妙的是
我們吃完午餐後，雨突然停下了。我們便很高興地在
海灘上漫步，欣賞海景和拍照等有兩個小時之久，一
點雨也沒有下，而且有雲遮蓋，也不受強光的暴晒。
我們都為在特會之前所經歷的恩典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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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灘上漫步時，Cherry 姐妹望著大海大聲喊：“神，你是從
無變有的神嗎？”她也轉過頭來問我:“你說呢？”我隨口回
答她說：“當然是呀。”接著心裡為她禱告說：“主啊，求
你親自對 Cherry 講才有意義呀。”在我們到達邁阿密的第二天
早上，我帶著當月的活潑生命，在我們所住的社區裡散步靈修。就在
當天 5/18/2018 活潑生命中一節默想的旁邊赫然寫著：“使無變有，又
使一切得著更新的神，是偉大的開拓者。”我看了非常興奮，神竟如
此迅速地回答了 Cherry。我馬上跑回去告訴 Cherry。她聽了也很激動，
馬上拿出她自己的活潑生命讀了起來。後來 Cherry 跟我們分享說：她
在一年前看使徒馬都納多在台灣的一場聚會中，對著一位寡婦發預言
說：神要賜給她和她的孩子們一棟房子。Cherry 憑信心為自己領受。果
然 Cherry的婆家願意資助她在亞特蘭大買一棟房子。她參加這個特會的
時候，正處在房子籌款簽約的階段，許多的事情壓得她喘不過氣來。
藉著這句神當下所賜的新鮮話語，Cherry 的信心大增，她決定在特會上
有兩天的禁食，不顧我們取笑她，說她做事毫無計劃。因為她在特會
剛開始時買了兩大袋 Salad，後來卻不吃了，最後還是被我們扔掉了。
但因著她的堅持，她有機會被特會的兩位講員和一些姐妹們對她有個
別的服事，Cherry 說她感受到了天父的愛，釋放和醫治。6–15–2018
Cherry 的房子過戶了。感謝主，祂向 Cherry 證明，祂確實能使無變有！

5/18是特會的第一天。下午的時候，一位名叫 Cathy 的先
知服事在場的一對牧師夫婦，因為他們的教會正在買
堂的過程中。她對他們發預言說：儘管他們在買堂的
過程中，經歷了不少曲折，但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
並且沒有任何損失。我們幾個姐妹們聽到這裡，也憑
信心，站起來為我們自己的教會領受這個預言。因為當時
我們所看好的那個建築，正有另外一個買主先與賣主簽約了。聽到
這個預言，我們也勇敢地宣告說，我們教會在買堂的事上也不會有
任何的損失，神可以做起死回生的工作。在特會第二天 5/19 的晚
上， 收到牧師和惠國弟兄的信息說，第一個買主因貸款有問題，賣
主就與我們教會簽約了。雖然我們當時不在亞特蘭大，藉著在邁阿
密的這個預言，神也讓我們一起參與祂在我們教會行的奇妙神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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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Suzy姐妹
文 / 郭靖

約在五至六年前，我開始更多地認識 Suzy 姐

大

10月8號的。卡片中寫道：神正在她生命中建造“上

妹。在一個週三教會的禱告會上，德玉師母

帝可以行萬事”的根基。另一張卡片是今年5月26號

讓大家為 Suzy 代禱。因為她當時病得很重，她認為

的。因為她身體上的疼痛，她甚至找不到一個讓她

自己要死了。我們都很迫切地為她禱告。突然間，

坐著不痛位置，但她卻非常耐心地聽完了我在五月

我在意念中看到一幅圖畫，就像一張X光照片，在

份參加一個姐妹特會的分享。為了鼓勵我，她送了

她瘦骨嶙峋的身體中間，有一根好像是不鏽鋼制成

這張卡片給我。在分享中，我也告訴了她我們教會

的杆子支撐著她。我知道這象徵著從主而來的力量

買堂的事。她很興奮，托我把她的奉獻交給教會。

扶持著她。Suzy 果然從那次病痛中得以康復了。

在她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星期裡，她身上的疼痛

後來 Suzy 姐妹在搬到王敏姐妹家之前，曾在我

增加了不少。但她是一個戰士，我聽到她奉耶穌的

家住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Suzy 和我開始有比較多的

名叫腎結石安靜，不能來傷害她。有時疼痛折磨著

私下交談和電子郵件來往。我發現，她有一顆年輕美

她整夜都無法睡覺。我找到了一首名為《我的安歇

麗的心靈，她的頭腦很聰明。在我最近得知她的生日

在何處》的詩歌。歌中唱到：“在你的翅膀蔭下，

之前，我甚至

在你的膀臂裡，是我的安歇之處。在你的聖殿裡，

猜不出她的年

你的同在使我完全”。當我放給她聽時，她的眼淚

齡來。

流了下來。她告訴我，那正是她要向神唱的歌。

Suzy對宣教

Suzy一直渴望她與家人的關係得到恢復和改

有極大的熱

善。在她過世之前的一個週六，我去醫院看她的時

情。有一次，

候，當時她的頭腦非常清醒。她很高興地對我說，

她告訴我，

上帝回應了她的這個禱告，這段時間上帝把她與她

她在一個商

的兄弟Paul及其他家人的關係拉近了，她很感恩。

店裡為一名

Suzy 是一個很會為別人著想的人，直到她生命

身穿袍子，
來自中東的婦女禱告。Suzy向她表達關愛，並
且幫她找她要買的東西。Suzy說神把列國的人
帶到她面前，她甚至想成為一名代禱宣教士。
Suzy 有很美的文筆，我透過她的文字更多地了
解她對信仰和生命的看法。我保留了她送給我的兩
張卡片。她的手寫體非常漂亮。一張卡片是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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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翅膀蔭下，在你的膀臂裡，
是我的安歇之處。在你的聖殿裡，
你的同在使我完全。
《我的安歇在何處》

的最後都沒有改變，就在她過世的前一天下午，我
去安寧病房看她。我發現她已經開始喪失意識了，
因為她已經不能理解我對她說的許多事了。但當我
對她唱：”耶穌愛我我知道”這首歌時，她會看著
我，並且仔細地聽著。她還不停地問我牆上鐘錶
的時間。她提醒我要及時回家，不要耽誤了教會
的服事。因為我告訴她當晚9:00有小組的禱告會。
對 Suzy 的過世，詩篇73篇給我很大的安慰。

然而我常與你同在，你攙著我的右手。你要以
你的訓言引導我，以后必接我到榮耀裡。除你
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
也沒有所愛慕的。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
但

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

永遠。
— 詩篇 73：23–26

應許地
文 / 陳賽芳

我

為我家買房子的事情禱告了挺長的時間。

一切阻礙。如果不是，我也不強求，求神祢來安

在此之前看了很多房子，有喜歡的，可是

排。”禱告後就去睡覺了，一切都交托給神了。

卻有很多阻礙，都沒有買成。後來自己也打算過

過了三天後，我以為這個房子會漲價。

一段時間再說。但當我放棄的時候，我老公就

結果它竟掉價了，而且掉到我所預期的目標。

在網上看到了一棟房子。我看了以後，覺得很

我當時高興極了，心想神這麽快回應了我的

適合一家人住。可是再看看價格，就打算放棄

禱告，為我開路了。後來找了仲介來看看房

了。我老公就看著我說：“可能沒戲。”我就

子，看完就更喜歡了。仲介說，怕這個房子

對他說：“如果這個房子是我們的，它就跑不

年份有點老舊，想給我介紹新一點的。我心

了，我相信神會有祂的安排。”當天晚上我有

裏多少有種篤定的感覺，就說如果一切都順

感動要為這個房子禱告。心裏知道這個房子與

利，這個房子就是神賜給我們的。如果不順

我們所能出的價錢相差太遠，也沒有抱很大的

利的話，我們再看別的。後來就交給仲介做

希望，我就跟神禱告說：“神啊，我們喜歡這

了手續，結果就如預期的一樣，一切順利。

個房子。我知道它的價錢對於我們來說，也許

真的很感恩，我知道如果不是神

是妄求。但是我知道在祢這裏是沒有什麼不可

的奇妙安排，我們不可能買到這棟理想

能的。如果這是祢所應許給我們的房子，我相

中的房子。現在我們一家很開心，有

信祢會走在我們的前面，為我們鋪道路，除去

屬於自己的房子，真是神的眷顧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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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說

的話

文 / 刘静

多

說祝福的話是我們常常要操練的課
題。通常我們會比較注意行為上的

罪，却忽略了言語上的罪，在言語上放縱

你既然教導別人，難道不教導自己嗎？
— 羅馬書2：21

自己的情緒，特别是对我们身邊的親人。
一个周日的下午，小组聚会结束后，送

要我們多說祝福的話，今天我們倆去教會主日

孙子 Nate 去繪畫班上課，可是他一路上都在

崇拜，牧師證道的題目正是：多說祝福的話。姐

嘀咕著不想學畫畫了，到了學校也不肯進去，

姐的話真叫我羞愧難當，因那天剛好讀了羅馬書

眼看着上课時間已到，我心中焦急，忍不住就

2：21：你既然教導别人，難道不教導自己嗎？

開始斥责他：如果你这么不爱學習的话，將來

聖靈就是這樣一位良師益友，使用了同一

到底想干什麼呢？難道进监狱吗？你看那些监

個主題就能讓我們姐妹俩相互服事。在姐姐的

狱里的人就是因为从小不愛學習，

指導下，我跪在床上大聲的向神認罪悔改，為

沒有生存的本事，才去偷又抢，

自己說過的那些恐嚇 Nate 的話、那些可怕的咒

最后被关进监狱！Nate 聽了很生

詛，求主饒恕我犯下如此大的過犯！然後奉耶稣

气，只大声的说了一個字：不！然后就一言

的名宣告，我的詛咒没有任何的功效，感谢赞美

不发地进了教室。我剛松一口气，聖靈的責備

主！祂賜给我們有禱告的權柄！靠着這個權柄，

就臨到我：管住自己的舌头呀！舌头就是火，

我們可以用聖靈的寶劍斬斷從我們嘴裡出來的咒

在我们百體中，舌头是个罪惡的世界，能污秽

詛！同時我也求主幫助 Nate 脱離 IPad 和電遊的

全身。我立即覺得有一股錐心的疼痛，想到羅

捆綁。我的禱告立刻得到回應，答案是：不要擔

馬書13章講到：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我爱 Nate

心 Nate，一切都會好起來，他不會有任何的麻

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卻深深地傷害了他。

煩。禱告完以後，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感。下

下課後，我去接他，老師告訴我，Nate 很

午三點左右，我估計 Nate 應該已經放學了，我

乖很乖，乖到讓人心疼，兩個小時的課堂時間，

打電話過去，誠懇地向他道歉，顯然單純的他

除了按規定中途休息了一下之外，基本上他不講

已經完全忘記了我對他的傷害，但我的心終究

話，自己一個人在那裡不停地畫，看上去好像

得到了很大的釋放，可以再次進入喜樂的光景。

不是很心甘情願的樣子，但還是默默的坐在那

父母的話語是有权柄的，所带下的祝

裡畫，也不出去和小朋友玩，而且還比平常多

福和杀伤力也是十分强烈的，我們要學習多

完成了一幅作品。晚上心中一直不安，第二天

讲安慰、鼓励、建造、祝福的话，讓我们

早上打電話給在中國的姐姐拜年，姐姐興奮的

的嘴成为神的愛流露的出口吧。

说：前两天你教導我和金鳳（姐姐的親家母）

感恩見證集 12

天家再相會
文 / 刘静

妳卸下了世上的重擔

安息在主的懷裡

我還記得初次相見

我還記得妳的笑臉

我還記得妳的聲音

我還記得妳的勉勵

我還記得妳的愛心

我還記得妳的堅定

我還記得妳的溫柔

我還記得妳的身影

安息在主的懷裡

相信天家會再見到妳

《安息在主的懷裡》

深愛的小姑子童桃武已擺脫了折磨她幾年

我

那天晚上，我告訴大家不要悲傷，要為她

的病魔，她終於走了。她走的那天晚上，

高興，同時我也輕聲告訴她：桃武姐，真的對不

我一個人在家，想到小姑子已安息在主的懷裡，心

起，讓妳受這麼久病痛的折磨，請妳原諒妳的家

中縱有萬般不捨却還是甚得安慰，不經意地把『安

人，只因我們愛妳、捨不得妳，所以一直在挽留

息在主的懷裡』这幾個字输入至 Google 瀏覽器，

妳，更重要的是上帝在等妳，直等到妳願意接受

還沒輸完，屏幕上馬上跳出一首诗歌『安息在主的

衪兒子耶穌基督成為妳生命的救主才放妳走，感

懷裡』，點擊聽來，頓時我淚水揮化作倾盆雨！心

謝主，祂不願喪失一個靈魂！妳的苦沒有白白

痛到無法呼吸，每字每句都是童桃武真實的写照：

受，從現在開始，人世間已看不到妳的脚印，因

她的好、她的善、她的美、她的愛、她的韌、她

為妳如今正在耶穌的懷抱裡，我們的主正抱着你

的柔、她的音、她的容、她的笑、她的貌点点滴

步入天堂之門，相信在天家會再見到妳！

滴一幕一幕，都記得、抹不去。		

人生從開場走到落幕是多麼的不易，人們通

在她離世前的26天，她接受了耶稣成為她生命

常說的一句俗語：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見

的救主，從那時起就不需要再用嗎啡止痛，醫生已

「不如意」佔據人的一生多大的比例！聖經中也

通知家屬來作臨終告別，為她沐浴更衣，然而到底

說，我們一生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便

是一股什麼力量讓她又堅挺地活了26天？那天聖靈對

如飛而去。真的，我們沒有誰可以將日子過得行

我說：是神的愛！因她從来沒有嘗過主恩的甜蜜，主

雲流水，但是我始終相信，愛是最深刻的語言，聖

給了她最後一點時光，所以她用最後一點力氣拼命地

經說：愛是聯络全德的。桃武對家人的愛和關懷，

吮吸主愛的甘甜，我每天傳過去的語音禱告，還有老

溫暖過我們每一個人，世間曾有童桃武，世間唯

公在她耳邊讀的聖經語句，都使她的靈魂大得安慰。

一的童桃武，她是上帝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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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的右手行了大事
文 / 李一菲

在

去年11月中，我的先生立綱突然感到急劇的

過去的信心，也掉入谷底。我有兩次在天還未亮

腰痛，他擔心不是簡單的腰痛而是有其他

時被噩夢驚醒，整個家好像被這坐骨神經痛壓得

原因，所以我們跑了一趟急診室，照了 CT scan，

喘不過氣來。感謝神，這時在美的家人決定來家

發現脊椎4到5節下方有些突出，但醫生說，像立綱

裡過聖誕節，因著家人的來到，我的注意力被分

這樣年紀的人，多半的人都有這個問題，是很平

散，立綱這時在吃藥和做復健，勉強渡過每一天。

常的事。聽醫生這麼說，我們就放心地回家了。

我和王菁姐妹每週四晚上約定一起禱讀，

兩個星期後，立綱的腰痛沒有太大好轉，

一次我們禱讀詩篇118篇15和16節「在義人的帳

他就跑去看了一位 chiropractor，沒想到經過兩次

棚裡，有歡呼和得勝的聲音，說：“耶和華的

治療後，他的疼痛反而加劇，chiropractor 建議他

右手行了大能的事。耶和華的右手高高舉起；耶

去看骨科西醫。看了骨科醫生，照了MRI，證實

和華的右手行了大能的事。”」這句話像槌子打

立綱有椎間盤突出，也就是坐骨神經痛。醫生開

到我的心；一天早上我開車上班，我就用這節經

了許多止痛和消炎藥，並且要他做十二次復健。

文大聲向神禱告呼求，那天立綱很開心的告訴

這時的立綱不僅腰疼痛，同時也影響他整

我，那天是他最好的一天...主，我感謝祢！

隻右腳，又痛又麻，有時又像抽筋，他都不知如

經過七次復健都沒有看到好轉，立綱天天還

何是好，是站，是坐，還是躺。頓時間，他每一

在吃止痛藥，消炎藥，每天還是很痛。他一拐一

天的分分秒秒都在疼痛中。看著立綱的情況，我

拐的走，直到一天他對我說，他要動手術，那時

感恩見證集 14

在義人的帳棚裡，有歡呼和得勝的聲音，

化妝的祝福

說：“耶和華的右手行了大能的事。耶和華的

文 / 王立芬

右手高高舉起；耶和華的右手行了大能的事。
— 詩篇118：15-16

我覺得自己好失敗，我的神沒有全然醫治他...我雖
來到神面前，只是進不到神的至聖所，見不到祂
的榮面，雖有神的話，但是我的信心不足，為此
我很愧疚，內心非常掙扎，不知如何做決定...。
後來立綱又經過許多不同的治療（針炙，拔
罐，中醫，原始點按摩）具不見效，索性就訂了
2/21動手術，可是我仍然擔心，因為手術有風險，
醫生説不是手術都會百分之百的成功。決定要動手
術後，這時的我，也開始預備自己，好似要上戰場
去打仗，不斷地問神我該如何禱告。感謝神，有一
天早上起來，“禁食”的意念在我腦海裏，我開始
禁食，這期間也有許多弟兄姐妹為立綱手術禱告。
手術當天，立綱先進手術房預備，半個鐘頭後，
護士帶我去見立綱，沒多久手術醫生來問我們有沒問
題要問，我們説沒有，他竟然說“我通常會問病人是
否可以一起做個禱告？”我含著淚水，開心的說可以
的。手術醫生就為他自己，他的團隊求神來帶領，幫
助他們能做好手術，順利成功。聽完了醫生的禱告，
我幾個月來的重擔那時皆脫落，我知道神垂聽了禱
告，祂已介入，將為我們行大能的事了。本來一個鐘
頭的手術，半個鐘後護士就來通知手術已完成，沒多
久和醫生會面，他說手術很成功，立綱椎間盤突出蠻
嚴重的，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如此的疼痛。醫生還说大
部分人手術後仍有麻木和疼痛，要過一陣後才會好。

感

謝主！在過去這幾年，讓我經歷了
祂的信實和慈愛。		

幾年前，我的身體健康岀了狀況，丈夫
又同時失業在家，生活好像一下跌入谷底，
也沒有了盼望。那個時候，我眼中的色調都
是灰的。在這樣的心境下，我還是很努力的
去對抗生活中的重重困難。最讓我傷心難過
的是，無論我怎麼努力，先生都無動於衷。
我終於發現，原來人生的問題並不是都能靠
自己解決，更不能把希望寄託在人身上。沒
辦法，我只好把目光轉向神，並且開始讀經
禱告，希望透過神的話來得到安慰和鼓勵。感
謝神，有一次在禱告後，我的丈夫對我說，即
使我對他懷有憤怒，甚至質疑，但是，他依然
愛我，並且完全接納我的喜怒哀樂。就這樣，
靠著神，靠著祂的愛，靠著祂話語的力量，我
慢慢從低谷走出來，生命也一天比一天更有盼
望！感謝主，神並沒因丈夫失業而讓我們經
濟陷入太糟糕的情況，反而是賜給我一份還
可以養家的工作，我的身體也在慢慢恢復。
透過生命中的難處，我清楚地知道，神
看重的是要我承認自己的軟弱，把人生交在
祂手裡，當我交托時，祂就會來翻轉我的生
命，讓我如鷹展翅上騰。苦難是化了妝的祝
福，因為通過苦難，我們可以靠著神，照著
祂的應許，勇敢活出自己的人生！感謝主！

立綱的手術非常成功，他的疼痛和麻在手術
完後全然消失，他超興奮，許久沒有笑容的他，
現在是笑容滿面，他的恢復也是超乎我們預期的
好，醫生說傷口可能會痛，他也沒怎麼痛。神啊，
我感謝祢，祢真美好，祢讓義人的帳棚裏，有歡呼
和得勝的聲音，説，耶和華的右手行了大能的事！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
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
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
們能忍受得住。
— 哥林多前書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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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中的學習
文 / 王長祥

我

自幼身世坎坷，經歷了太多磨難，

直都想著回去過教會生活，真不知道

內心受了許多創傷，成年後忙著養

為什麼我的腳就是無法踏進教會呢？

家糊口，心靈的傷痛似乎漸漸的淡忘了。

2017年8月11號我被熱油燙傷全身百分之

但是，不去想的傷痛並不表示不存在！

四十，昏迷了十多天總共住院21天，剛好碰到

2012年，我最小的兒子回國結婚，只

勞工節，醫生護士問我要不要出院，我滿心

有他母親陪他回國舉行婚禮，我在美國照

歡喜回家去。第二天是主日我就去聚會，神

常上班。在兒子舉行婚禮的當天晚上，我

賜給我平安喜樂，使我好像忘記身上有傷。

下班回家，一個人倒杯紅酒，坐在後門

可是好景不常，出院大約10天之後，我感覺皮

外，心裡想：三個兒女都已成了家，我

膚內有小蟲游來游去攻擊我。如今一年半過

應該可以放下幾十年緊繃的心情，好好

去了，三次植皮失敗，體內一直有各種不適

地調適一下未來的日子。		

的感覺，我痛不欲生，受了許多的苦。但我

雖然我是受過洗的基督徒，也記得保羅

還是要感謝神，因為主的恩典夠我用。現在

鼓勵信徒的話：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

每當仇敵攻擊我時，我感覺內心就有一種祥

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

和的力量來壓制仇敵。我深信在十字架上為

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可是當手

世人的罪受死捨命的主耶穌，已經勝過了世

拿著紅酒的那刻，我在幹什麼呢？我忘了感

上一切的苦難，主耶穌還是愛我，我感恩。

恩，忘了禱告，也沒有唱詩敬拜神，只是一

弟兄姊妹在我身上看到了什麼呢？

個勁兒的回憶起我痛苦的生平，心裡有許多

當時我內心的苦毒彷彿熱油煎熬著自己

苦毒怨恨不平，想著要怎麼報復。就在那時

的靈魂，我這叫自開後門，給仇敵留

身體打了一個冷顫，心中頓時就有了很不一

了地步，犯罪虧欠神。我由十分痛苦

樣的感覺，似乎有一股邪惡的勢力進入了。

的經驗學到，也奉勸大家，務要謹慎

不久之後我與太太發生了激烈爭
吵，從此我離開了教會，雖然我的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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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守，在饒恕中保守自己的心！

靈命新旅程
文 / 申兆菊

我

叫申兆菊，之前在別的華人教會聚會。我跟婧

我和丈夫之間的

瑤都在合一團契的微信群，有天晚上我在群裡

關係有問題，教會的

發了個感慨，婧瑤看到了，就把我列入好友，用神的

姐妹們瞭解情況的就

話語開導我，我看了她的信息，覺得抓到了亮光，這

很用心地幫助我，她

樣我們兩個很快就開始了在她家一週一次的禱告會，

們用神的話提醒我、

她幫助我提升我靈命的成長，我看她就像親姐妹。

幫助我，Joy夫妻跑到

2018年4月份，Jack牧師來教會講道，婧瑤

我家來總是好言相勸。

邀請我來參加。我從週五到週日聆聽了全程的講

我的非營利機構

道，感覺受益良多。我喜歡這個教會，決定轉

“真愛力量”的運行，

到這個教會來。我做這個決定不單是因為牧師講

也得到了教會、師母和

得好，同時也是他們也奉主的名，在聖靈中醫治

青少年義工以及很多

有需要的人，更主要的是，因為我很喜歡我們

姐妹的鼎力支持。我的生日還有特別的日子，我的

教會整體的敬拜氣氛和兄弟姐妹之間的熱誠相

小組會包禮物給我。不是什麼貴重的禮物，但我領

待。我是感性開朗的人，靈糧堂的確適合我。

受的是其中的情誼，為他們的愛心，我滿懷感恩。

轉到靈糧堂後有太多的感動和得著，我

在教會中認識和瞭解了許多認真行在神話語中

不再把查經和主日崇拜當成一個不得不做的例

的弟兄姐妹。我的小組長是我認為最像耶穌的人，

行任務，而是每天開心期盼著、嚮往來到神

我看到她就像看見了耶穌；師母的講道最有感染

的殿，跟兄弟姐妹們學習、分享、禱告和一

力；學娟和Fenny就是在艱難中也能堅守神的道；

起敬拜。正如詩篇122：1大衛所說的：“人對

毛瑞和張瑩在為期三天的特會中為我們吃苦在前、

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

享受在後。我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充滿愛的集體，

我家有4個小孩，其中老二和老三有自閉症，老

我從來沒有碰到過這麼渴慕神的一群神的兒女！

四有情緒問題。教會為了帶好他們花了很大的氣力預

在這個教會，我的身心靈在提升，因為靠近

備教師，請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培訓我們，師母和主日

神，我們全家都受益，我家老三和老四會在睡前

學的姐妹把他們放在她們的心裡，常常為他們禱告。

像模像樣的禱告，老二會盯著插圖版的聖經孜孜
不倦地讀，我不信神的老公開始堅持來教會，甚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

至在我出城的時候，他也不顧路遠，開車過來參
加主日崇拜。亞特蘭大靈糧堂在一點點地改變我們

— 詩篇122：1

家的每個人，我知道這些改變都是對我們有益的。
我愛神的心在一點點的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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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之處的

醫治
文 / 黄友琴

们就这样订了婚。后来，我发现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发
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怀孕了，但是男方说因为没有
钱，外面又欠了债所以不能要

— 雅 5：16

这个孩子。我再次怕丢了父母
的脸，不敢和他们说。最后，

女

儿以前常常说她希望有个

可以想像如果他们知道我和男

在男方的安排下我做了第二次

姐姐，我就会对她说：“

孩交往而且怀孕，一定不会放

的堕胎，这次是吃药堕胎的，对

那你就祷告吧，说不定神会赐给

过我的。所以我们就偷偷的去

我的身体伤害很大，儘管在大出

你一个妹妹呢”。但是，女儿总

堕胎了。后来，父母知道我们

血的情况下，男方也不愿带我去

是说她不要妹妹只要姐姐。每当

交往，但是，因为对方的年龄

医院。我里面的失望和无奈使得

那个时候我就想告诉女儿，其

和家境贫寒而极力反对以至我

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盼望。

实，她可能是有姐姐，或许还

们分手了。那时我和父母的关

可惜，那时的我不认识

有一个哥哥的，他们现在在天

系很不好，总想离家远远的。

耶稣，不然我的历史可以改

堂和天父阿爸在一起。可是，

父母为了把我留在身边就

写。但我也感谢耶稣！因为過

由于罪恶感和羞耻感，我一直

让我和一个喜欢我的男士订婚；

去的不堪使我去到牙买加，不

没有勇气对女儿说：在我信耶

只是我不爱他，因为他不是我理

但认识了耶稣，还认识了一直

稣之前，曾经有过两次的堕胎。

想中的那位。那时的我觉得自己

到现在都非常爱我的老公。婚

第一次堕胎是因为害怕丢

的命運在父母的手中，就任由他

后，我一直不孕，去看医生

父母的脸面，不敢跟父母讲。

们安排吧。我父母要求男方在我

后，怀孕生了女儿，之后又一

我的父母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

们家附近买一栋房子，男方就向

直不孕。因为以前的两次堕胎

从小就不让我和男孩说话。你

亲戚们借钱买了一套商品房，我

严重的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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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女儿非常喜欢音乐，

被神更深的来医治和释放。

了我，使我成为新造的人。

有时候她会弹会儿钢琴，再弹会

感谢神！我和几位姐妹一

我不再被羞愧和内疚牵制

儿吉他，有时候她还想学打鼓。

起在8月24号到26号去参加了这

着，我可以按照神的心

我就会说：你一个人学那么多乐

个退修会。神为我们预备了好

意来更爱我的丈夫和女儿。

器怎么会忙得过来呢？老公就会

棒的一个团队来服侍我们，他

我甚至可以站在大家面前作

开玩笑地说：谁叫你不给她多

们从我们报名后就一直为我们

这样的见证，因为我多年

生几个弟妹呢？我知道老公没

祷告。他们每个精心的预备都让

的羞愧和内疚被神除去了。

有埋怨我的意思，但是，每当

我们感觉到好温暖。在这个退修

我里面坚固营垒与魂结被拆

想起老公的妹妹有4个孩子，老

会里我得到好几个方面的医治：

毁，仇敌失去了将我辖制

公的哥哥有6个孩子时，我心里

我的身份是一个有4个孩

在捆绑中的合法性。比如以前

就会对老公和女儿有很多的愧

子的母亲。以前别人问

未婚就发生性行为以及堕胎，

疚。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如果

我有几个孩子时，我只说有1

这样的罪行给撒旦在我的生命

老公出轨了和别人生了小孩，

个。好像潜意识里我就把以前

中有了机会掌控我的心思意

我也不会怨他，或许我也会帮

堕掉的那两个孩子给忘了。

念。如今，耶稣恢复了我在属

他养那个孩子。我知道这种想

我与我的那两个孩子在属灵

灵里的合法地位。我可以带着

法不是出于神，但是，我里面

里和好了。参加这个Deeper

祷告的权柄去祷告。每次经过

的内疚就会让我常常有这种想

Still Retreat 时我才意识到，自己

堕胎诊所时就会为那个地方祷

法。其实，16年前的我能够怀孕

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对不起！

告，懇求那个诊所及早关闭。

生女儿，已经是神蹟了—是神特

感谢主！通

别的恩典。我真的非常感恩！

过这次的聚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为了能够再次怀孕我们祷

会我有机会

祂儿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我們若說自己

告很久，除了认罪悔改，也求

和他们说：

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里了。 我們若認

神来医治释放。今年年初我在

对不起！并

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不知道怀孕的情况下流产了。

请他们原谅我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我相信神是医治的神，神是听祷

以往的无知和

告的神；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

对生命的不尊

神没有帮助我们留住这个孩子，

重。我承认他们是我的孩子，

何等恩典！主的宝血洗净

但我相信这件事一定有神的美

并期待和他们在天堂相见的那

我一切的罪。感谢主释放并医

意。我想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

天。还有我们那个流产的孩子，

治我！好让我带着一颗健康，

当师母7月初在微信群发

女儿说他的名字是Julian。我们

柔软且刚强的心去爱。感谢主

出Deeper Still Retreat（更深之

也期待和Julian在天堂相见。

释放并医治我！好让我活出祂

处）的信息时，我看到说是

我以前所流无辜人的血

所命定的生命。感谢主释放并

为了堕胎的姐妹或有参与堕

的罪，已经被耶稣付清

医治我！好让我能带着勇气和

胎的弟兄做医治释放时，我

了。耶稣的宝血大过我所犯的

祂所赐的祝福迎接每一天。

就非常想去参加。因为我想

罪。是耶稣用祂的生命救赎

— 約一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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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尋起初的愛
文 / 王惠國

2

018年是我工作非常忙碌的一年，常常出差在美
國各地去拜訪客戶。9月7號我去LA支援在客戶

公司的產品展示，當天下午忙完以后我開車經過LA
downtown, 開過一個路口，看到路牌上寫著「Azusa
Street」，正是一百多年前由黑人牧師Seymour帶領
的Azusa復興的地方。五六年前我曾花不少時間，
讀過在這復興中神所賜下的同在與超乎人想像的
醫治，當時也是我大受感動，尋求信心與醫治恩

低下頭禱告尋求主，大約半小時後主對我說「你要

賜的那幾年。我以十分渴慕的心，看了許多有關

重燃起初的愛」，我在感動中含淚離開，同時買了

神在歷史上及今天如何使用祂忠心的僕人，用醫治

一本Cal Pierce的書–“Preparing the Way”。在回家

來彰顯祂的榮耀的見證書籍，我自己身體也見證了

的班機上神似乎真的把起初的渴慕重新賞賜給我，

神許多次的直接醫治，我也加入教會同工為弟兄姊

我一口氣就幾乎把整本書讀完了。神讓我看到作者

妹得醫治的禱告。但老實說，這幾年過來，由於自

如何被聖靈引導，重新啟動100年前停止的醫治事

己放慢追求，加上沒有看到為人禱告得醫治的明顯

工–就是靠持之以恆的渴慕尋求，一步一步跟隨聖

功效，我在這一方面的熱情與愛心已不如起初了。

靈的帶領直到神的榮耀彰顯出來。我此刻才明白，

出差正要離開LA回家之前，公司同事突然

神要告訴我如何進入祂的呼召。從起初的愛所生出

以郵件通知我要我去華盛頓州Spokane代替發表

的感動，好像種子種在土裡，要靠信心和不斷地尋

一篇専業文章。我一聽到Spokane，心中就激動

求來澆灌，直到莖枝冒出地土得以成長結出果子。

起來，因為那正是醫治使徒John G Lake倚靠聖靈

回到家裡之後，9月14欣然完成教會新堂

以醫治事工使神大得榮耀的地方。我對神說「主

過戶手續。11月初在教會的感恩節特會中Mark

啊，祢要告訴我什麼？」於是以一顆十分敬畏的

牧師鼓勵我們要尋求神在我們身上的旨意，並

心飛往Spokane。在飛機上聖靈提醒我不要看電

禱告求祂帶領使旨意成全。11月底感恩節期間

視，也不要睡覺，要好好敬拜禱告來預備自己。

妻子倖生和我去拜訪在NJ教會的老朋友也是老

一到Spokane住進旅館之後，我就查出來當年

同學夫婦，同學特別提醒我要多花時間親近神

John G Lake事工的地點。現在竟然是International

尋求祂的面，不要憑血氣做草木禾稭的服事。

Healing Rooms事工的總部。第二天9/11中午處理完

2019年1月中，Hugo 牧師的特會，是我經歷過

文章發表之後，我馬上開到那裡去。當天並沒有例

最棒的，有神同在的敬拜，甚至聽講道也是。一

行的醫治禱告服事，但那裡的同工為我打開門，讓

月底我和倖生又去參加 Miami Maldonado 的特會。

我可以進入大堂禱告。我坐在大堂第一排，安靜地

我花了一兩天使自己能融入那麼熱鬧的敬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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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午那一堂開始前的敬拜，我也衝到台前盡情
地敬拜。突然聖靈又讓我想到自己曾經對得信心和
醫治恩賜的渴慕，我就放聲大哭對神說「主啊，我
為母親禱告，我也為好幾個病重的弟兄姊妹禱告，
可是他們都走了」！心裡這樣重複說了好多遍，哭
著哭著，突然聽到神對我說「我都看到了。」這句

向他啟示關於我的話要告訴我。就是「過去許多年
來神一直在潔淨你的心，把裡面污穢一點一點的洗
淨，但從現在開始神要以祂的話語大大來澆灌你，在
你明白領受之後可以去向許多人分享，使他們也得益
處。」這個對我所發的預言深深地安慰我也鼓勵我。
所有上面這些經歷，神再度使我確認祂在我生

話真是大大安慰了我的心，神好像是說衪給我的呼

命的計劃，給我的命定，與帶領進入呼召的道路。

召是不會後悔的（見羅11:29），但我要更努力跟

什麼才是我現今當緊緊跟隨的道路呢？就是要常常

隨，使這呼召得以成就，如貴重器皿被祂做成。

來尋求等候靠近祂，更多進入經歷祂的同在，在衪活

當天晚上當我去前台放奉獻袋走回座位的時候，

潑的話中得啟示和信心，堅定那起初的愛，唯有祂才

我停下來唱詩敬拜，幾分鐘后旁邊一位其他教會的弟

能賞賜寶貴愛祂的心，使我真能試著去盡心、盡性、

兄走過來，原本用西班牙話對我說話，我說我聽不

盡意、盡力地來愛祂，敬拜祂，跟隨祂及服事祂。

懂，他就改用英文對我說，就在剛才的敬拜中，神

得地為業的帶領
文 / 王惠國

教

會從2013年開始，因為冷暖氣故障及頻頻跳

神給我們同工在買堂上的第一個有關合一的功課。

電的問題，加上場地開始不敷使用等因素，

2016年11月我們給了另一個Offer是附近的一

於2014年8月起決定開始推動購買新堂的計劃，也

間韓國教會要賣。這棟建築約18,000呎，勉強夠我

同時進行建堂認獻的籌資。一直到2018年我們買到

們用。原本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但對方突然要

現在的新堂，這中間經歷了神許許多多真實的帶

求我們私下給予一些經費，來逃避他們貸款銀行

領，也經歷祂給我們的各種合一及順服的功課。

的監督。僕人同工一致決定我們買堂的過程必須

首先，2014年9月我去開Cable業界展會，9/23

完全合法誠實，所以就停止了相關的購買交易。

在一個基督徒早餐會上，神讓我在100多人中間

接下來一年多，我們陸續看了幾十棟建築物，

抽到一個紀念徽章，藉此回應我當時的禱告，

每一棟總是有某一方面不盡理想。同工這時一致同

告訴我祂垂聽我們為買堂需要所做的禱告。

意確立了新堂須符合的條件—最高售價、停車位置

記得2015年我們給出的第一個Offer 是一百萬，

數目、消防噴水系統、大堂天花板高度、佔地面

是為了買就在教會舊址后面的一個老建築，只有約

積、及所在地點範圍等等。僕人同工常常聚集為買

1萬多呎。牧師和我，因為沒有取得僕人同工的共

堂禱告，各人也私下尋求神的旨意。有一天牧師告

識就冒然做出決定，為此我們還向大家道歉。這是

訴我，他領受我們必須先把靈糧堂的政府免稅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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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仲介何仲財去和對方聯絡。過了幾天
也安排教會僕人同工去看場地，大家看了
非常滿意，它符合我們開出的所有條件！
基於弟兄姐妹在建堂奉獻上大力支
持，我們在5月3號給出第一個接近賣方要
求的Offer。但賣方有另一個Offer價錢和我們
的相近。由於賣給教會必須等好幾個月申請
City SUP 使用執照，屋主就拒絕了我們，接
受另一家的Offer。非常特別的，我們竟然繼
續和屋主交涉成為第二順位的Offer。5月16
號週三禱告會上，學娟姊妹說到他們小組
拿到才會買到新堂。於是，我開始和代書向聯邦政

組員做一個夢，說我們搬進一棟建築但有另外一群人

府申請501C非營利慈善機構的免稅資格。這真是一

衝進來硬是把它搶走。但神告訴她這些人財務有問題

個繁瑣的過程，讓我在中間也學到不少與政府官員的

根本買不起。這樣的異象帶領原本失望的大家在禱告

交涉方法及必須忍耐等候的態度。終於在2017年6月

會中再次為這棟建築物熱烈禱告，求神親自動工。三

底IRS通過我們的申請，教會也正式在州政府註冊。

天以後–5月19號，賣方仲介通知我們第一順位Offer

正因為上面的種種經歷，從計劃買堂開始已經

契約失效，因為對方貸款貸不下來！於是我們死裡

過了三年。但教會弟兄姊妹為建堂做的奉獻，也加

復活，成為第一順位，也在5月22日簽下買屋契約。

倍積累，使我們買得起面積夠大有發展空間的建築。

契約中屋主同意等我們去申請SUP使用執照

但是在我們決定的地點範圍內，似乎每一棟市面上合

到9月1號。教會弟兄姐妹熱烈出席了市政府7/17和

理價格的建築都看了，但總是不符合所有條件。我們

8/28的審查會。會中所有官員百分之百無異義完全

也曾考慮與人合資購買價位更高更大空間的建築，但

通過！我們就在8月30號拿到SUP使用執照。我們

幾次的嘗試都不順利，似乎神並不希望我們如此做。

的神做事真不誤事！申請SUP的過程我雖然一竅不

此時我對是否能找到合意的建築真的

通，但仲介何兄的經驗大大的幫助了我們。這段

沒有一點把握，也覺得有點精疲力盡。然而

時間我們也同時順利完成Inspection、貸款申請、建

神知道我的情況；在2017年的感恩節退修會

築用地Survey和環境測試，也在9月14號順利完成

上，Dean Sherman牧師傳達了神給我的話，要我

買堂交屋過戶。10月底最後一個禮拜，在退修會之

學習如何進入安息，這信息給了我很大的安慰。

前，弟兄姊妹同心協力完成遷堂搬家工作。神很幽

直到2018年教會13周年特會，我們請來Jack Deere

默，那個週末公司正好派我去西岸出差，搬家一

牧師作講員。4月15號主日早上我去downtown旅館接

事我只能全然交托同工與弟兄姊妹。退修會回來

講員來教會。在車上我和牧師聊到買堂，他說這事

以後，11月11號我們在新堂舉行第一次主日崇拜。

必定也必須有神的帶領。他就特別為我們禱告求神

神在教會的買堂過程中親自帶領我們足

的心意速速顯明﹔主日講道後，他又為我們買堂再

足5年，要我們學習禱告，尋求等候、合一、

次禱告，求主成全此事。就在主日當天的晚上，我

異象、信心和忍耐的工夫。現在我們的場地是

在家裡回想講員的信息，突然看到電腦上有一位仲

之前的三倍大，我相信神期待在這裡彰顯的榮

介在4月4號就發給我的email，告訴我有一棟新上市

耀也是遠大過先前的。主啊，願祢的旨意速

的建築物（就是現在的新堂）。第二天我馬上請我

速彰顯成就在教會和每一位祢的兒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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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禱告
文 / 陳倖生

去

年十月，住在紐澤西帶我信主的老朋友來到亞特蘭大造訪我
們，短暫的分享後得知我不再常常用方言禱告，他就鼓勵我

要再次多用方言禱告。不久在一次我去教會禱告會的路途中，突然
下起滂沱大雨，幾乎看不到前面的車輛，往常
我一定會找一個地方停下來，等雨停後再開，
不過當下我決定邊用方言禱告邊開往教會。
車一轉到教會路上就沒有雨了，也就不難開
車了；但當時我的方言突然變得很快且不一
様，正在想方言怎麼那麼特别時，一輛車突然
從中間的轉換車道衝出來，瞬間我以毫米之差
閃過了這車！這實在不是我的技術可辦到的。
方言的奧袐是如此奇妙真實，聖
靈親自带領我們禱告，真是感謝主。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 詩篇121：8

爆胎記
文 / 柯雅仙

我哪兒知道呀，對於只知道開車的我，真的
什麽都不會，還好他有經驗，也會換輪胎，

2

雖然耽擱了一點時間，大家都有驚無險。

時間，他不在家，我就得頂他的缺，每

常常聽到別人說，在高速公路上爆胎是

天開車送員工上班。有一天，在去上班的路

很危險的。那天真的是有太多“剛好”了，“

上，剛上高速公路沒多久，就聽到很奇怪的

剛好”我還是開在最右邊的車道，平常都是一

聲音，我左右察看，總以為是別人的車出了

上高速公路，就開到靠左邊的車道；“剛好”

問題，再說，我的車窗關得緊緊的，根本聽不

表弟在車上；“剛好”那時候他聽的音樂停

真切，到底這聲音是從哪裏來的？！這時，坐

了，要不然他塞著耳機，在車內跟他說話都

在後座的表弟很緊張說：“表姐快把車開到路

聽不見，怎麽會聽得見外面的聲音？更巧的是

邊，停下來看看！”我依他的話，趕緊路邊停

他年紀輕輕還會換輪胎，事後想起來就越想越

車。下車一看，啊？是我的車爆胎了！表弟問

感恩，也想到聖經詩篇121：8所說的：你出你

我，表姐這麽大的聲音妳都沒聽到嗎？唉呀，

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018年三月份的時候，我先生要回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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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而來的幫助
文 / Nancy Dai

來

到美國轉眼三十多年了，這麼多年的跌宕
起伏中，經歷了很多開心和不開心的事，

我的心逐渐麻木起来，甚至已經不知道眼睛會流
淚了。但是，好奇妙啊，從我走進教會的那一刻，
我就不知不覺的流淚，心靈也很激動，我想我們的

路亞！神垂聽禱告，這一切都是上帝给我們的恩典！

神一定在這裡。所以很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見證。

感謝教會的牧師、師母和兄弟姐妹，在我

2018年九月，醫生告訴我乳腺癌的治療需要開

生病期間，大家一次次為我禱告，求主讓癌症遠

第二刀，我心裡很忐忑，就懇切地禱告，免去再次

離我。是的，在2018年12月底的三天裡，醫生為

手術的折磨。就在手術的前一天，拍片後，醫生發

我再次做了檢查，並很驚訝地告訴我，身體指標

现我背後骨旁有黑點，他懷疑是癌症轉移了，當下

一切正常。在過去短短的九個月裡，主以祂神奇

就取消了再次手術的計劃。之後我回上海做檢查和

的作為潔淨了我的身心靈。經過這麼大的試煉，

治療，一位很有經驗的醫生認為胸部的乳癌是在前

我真的感到是我的主一步步的牽引我，祂拉着我

面，要轉移到後背骨邊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误诊

往前走。有神同行，並且有祂的保護何其美好！

了。我返美後医生特地做了背後的核磁共振，終
於確定背後没有黑點了。這是神的奇妙作為，我
内心非常感謝我們的主！祂一次次地施恩给我。
2018年的9月18日是我難忘的一天，那一天讓我面
對與先生生離死別的關卡。我先生武琳強，因有嚴重
的心臟病和血管堵塞，必须要安裝第五個支架。當我

以馬內利的神
文 / 原秀鷹

在電腦屏幕裡看見一段一寸長像鐵絲那麼細的血管，
說，手術中血管可能會破裂。我問醫生血管破裂是什

2

么意思，他說“破裂就是人要走的意思。”然後讓

天的蓋子怎麼也打不開，我拿著去房

我簽字。我第一次面對生与死的選擇，頓時不知所

間叫我老公幫忙，他也打不開。我拿著

措，就對醫生說不做手術，醫生却說不做手術最多

杯子邊走邊禱告，忽然聽到有聲音說「

只能再活半個月左右。在我極度恐慌中，突然一個

用熱水」，我連忙去廚房開熱水龍頭，

念頭出現了：我要呼求神的帮助！於是簽完字後，

把杯子倒過來放進水里一熱，馬上就打

我立刻禱告，摧肝裂膽地呼求神！！手術不到一個

開了。我好高興啊，主在生活細節上都

小時，奇蹟發生了！先生在神的同在中平安地過了

這樣指點幫助我，真是以馬內利的神。

醫生告訴我支架就要從這一寸長的血管裡穿過去，還

這一關！我心中一波又一波的感動！再次歡呼哈利
感恩見證集 24

018年12月16日星期天早上，我拿起
熱水瓶，要泡茶帶去教會。奇怪今

結緣自閉症
文 / 徐婧瑤

十

入兒童主日學服事。很難忘記第

由於特殊兒童的看顧需求，我們也因此培

一次做正式老師那一天，正好趕上領聖

訓了大量的青少年義工，為這一群北美華

餐，當我站在教室後面作簡短禱告時，淚

人青少年品格的塑造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水莫名地流出來。那一刻我就明確了神對

10月有一個特別的機會和教會青少

我的呼召，就是關愛孩子們。這些年，

年一起去IHOP參加週日的禱告會，那一

我一直守在教會最小的主日學班級裡，

天的聚會中，講員提到為會眾中有需要

重複著最初被教導的：一對一、眼對眼

醫治的禱告，當我睜開眼睛，看到我們

為「小子們」禱告。這個過程中我不斷操

中間一個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舉著手，周

練著接納和理解各個小孩不同的生命。

圍好幾位服事的同工為他禱告，那一瞬

2018年初，一個化妝的祝福把我推到自

間，有一個很強的感動進入我心：神會

閉兒童的身邊。我開始跌跌撞撞地學習對

醫治這些孩子！或身體或靈裡或兩者神

這類特殊兒童一對一的行為干預，並開始

都會醫治！我參與其中是神所喜悅的。

參與北美華人第一個針對自閉症的愛心團

2019年1月1日，早晨來到教會參加早

體–“真愛力量”–所推動的義工活動。

敬拜，尋求神新一年的帶領，我的領受是

神的心意很清楚地帶領我全身心地投入，10

要為特殊兒童和教會主日學兒童的父母所

月份我就決定正式加入了這個團隊。我們嘗

面對的屬靈爭戰禱告！沒有異象，心就失

試著舉辦感恩營會、每月特殊家庭聚會、定

去方向，前面的路必定不會容易，這正是

期學業輔導、自閉兒童自繪賀卡義賣、有效

代禱者存在的意義！永遠激勵我的是：使

資源分享等等，藉著各種社區活動，讓罹

徒行傳27：24，被囚的保羅在風浪的危急

年前進入靈糧堂後不久，我就進

中，對一群絕望的共渡客所講的話：與我
與我同船的人，神都賜給我了。
— 使徒行傳27：24

同船的人，神都賜給我了。我今天在神眼
中還是活著，那是因為在我長期的無知和
軟弱中，很多神的僕人為我代禱的結果。

患自閉症的孩子有更多適應社會的機會。

如今，神也呼召我為這些特殊兒童與家庭獻

我們致力於為這些家庭提供更多精神上和

上我的禱告。願我這小小的一份心意，也可

體力上有實效的支援和幫助。與此同時，

扶起這些有需要的特殊兒童與他們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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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意的捐獻
文 / 蘭蘭

2

018年5月27日的主日，當牧師在講壇上提及建堂奉
獻時，我的心很感動，很渴望能參與建堂奉獻。

但那時家裡經濟情況實在是入不敷出，真的沒有錢

各人要隨著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
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可以拿出來作建堂奉獻。可是我的心好渴望能參與
這次的特別奉獻。於是我把這件事放在心裡，盤算

— 哥林多後書9：7

著建堂是長期的事，等等吧，有機會再奉獻也不遲。
6月6日，神藉著歷代志上29章3節的經文光照我，

聽到時我就對神回應說，“當然我要愛祢比這些更

那裡說到大衛王“因著愛慕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

多，但我還是勝不過心裡的私欲，想留下些許給自

聖殿的材料之外，又將自己積蓄的金銀獻 上，建造

己作紀念。”但神都知道，就感動我去讀使徒行傳5

神的殿。”當我讀到這裡的時候，感覺那句話好像

章4節，“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然後

活生生地跳出來，字字打動我的心，就這樣把我敲

又感動我讀哥林多後書9章7節：“各人要隨著本心

醒了！我想起結婚時，還有一些首飾放在銀行的保

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

險箱裡，我可以把這些賣掉，拿去做建堂奉獻。想

人是神所喜愛的。”神的話一句一句在光照我，我

到這個主意，心裡不免雀躍。但沒多久，另外一個

想到上帝體恤我對建堂的渴望，讓我想起寄存在銀

念頭就跑出來了：這些首飾是結婚的紀念品，是爸

行的首飾，是祂供應我一切，讓我有機會來奉獻。

爸媽媽送的，是公公婆婆送的，就這樣賣掉嗎？於

上帝全然認識我，完全地愛我，祂讓我有主

是我又猶豫了，想留一些東西給自己。很快的，神

權來選擇奉獻。最後我完全降服在神的愛裡面，

在我心裡問我一句話，“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順服著神的感動快快樂樂地去把金銀賣掉，拿來
奉獻作建堂經費。我的心真的充滿感恩、充滿喜

因著愛慕神的殿，就在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之

樂。哈利路亞，謝謝主！祂察驗我、引導我，使我

外，又將自己積蓄的金銀獻上，建造神的殿。

不做偽善慷慨之人，更明白神必有量給我的。願神

— 歷代志上29：3

藉著祂的靈，在我餘生的每一個日子，掌管我的一
切所有，引導我行在祂旨意裡，直到見祂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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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有餘
文 / 毛瑞

2

018年1月1號靈修的時候，讀到活潑的生命
摘錄的一段經文，那就是箴言第三章9–10

節：“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
華。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酢有新
酒盈溢。”那一次是我帶查經，這句經文就像跳
進我的心中一樣，我有一種預感：我要發財了！
2014年6月1號，我們貸款買了現在的房
子，貸款總數$52716﹔後來財務出現問題，我
把房子拿去再抵押，到2017年11月1號，貸款總
數達到$80079。三年間我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管
理自己的財物，並選擇性的十一奉獻，對於宣

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

教基金更是能省就省，結果債越欠越多。

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你的酒酢有

2018年，我不想再被金錢束縛，希望在這方面
突破現況，讓耶穌基督可以做主；那麼就從上面的

新酒盈溢。
— 箴言 3：9–10

經文開始吧！1月1號開始我如實的十一奉獻（之前
是扣除開銷部分的），對三個宣教士的支持每個月

怪：賺的比之前少了許多，為什麼還可以還掉這

都有堅持，客座講員來講道也捐獻一部分.......截止

麼多貸款並維持家裡基本開銷？答案很簡單，我

到2019年2月1號的賬單，我欠銀行貸款降到 $28097

們之前好不容易攢了點錢準備還貸，卻總是會出

﹔這一年我又買了兩台車，其中一輛還付清了。

現一些紕漏，少則幾百多則幾千就花出去了。但

在2014–2017年間，我們按照自己的規劃，夫

2018年，我們的口袋好像被縫好了，再也不漏了！

妻兩人每週工作5–6天，工資不少，但就是攢不下

家裡老人各個身體健康，也不用操心了！賣店的一

錢﹔2018年按照神的方式，我每週工作5天，妻子工

些錢，加上岳母的補助等等，讓我們體會到先求祂

作1–2天，總收入是不如以前了，但除了家裡基本

的國與祂的義，我們所需用的一切，祂都會加添給

開銷，還還掉了7萬多貸款。而且我的岳父說，今

我們。可能有人會說：這是巧合吧！但我很確信地

年願意給我們一筆錢把房貸完全還清。有人會奇

說：如果不按照神的方式，這些巧合就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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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文 / 毛瑞

嚴

格地說，2018年是我第一次完整認真的讀完一

神的信息進入腦中，並且這信息越來越多的和接

遍聖經。開始的時候我認為自己算是自律，可

下來主日的講道信息吻合。我才明白，原來我腦中

以放棄遊戲和電視的癮而認真查考聖經。對於經文難

冒出的想法不是自己的瞎想！原來我被牧養的教會

懂的地方我就去聽大衛鮑森和聖經簡報站，慢慢的

正是我所需要的！原來我此時在做耶和華眼中看為

讀聖經開始有了畫面感：有創世記裡上帝挪動高山

正的事，因為我得到的信息真的是從神那裡來的。

低谷的震撼﹔有紅海分開後，那海水濺到臉上的真

我讀經的第三個階段也是我現在所處的階段：

實﹔也有從摩押地到伯利恆的路上，拿俄米與路得

按照牧師的建議，進度到了彼得前後書。但是新約

的相互扶持（士師年代、兩個女人可以走那麼遠的

對我來說，畫面感就沒有舊約那麼強，亮光也不像

路平安回家，真的是恩典）。我是一個喜歡問”為

舊約那麼多，甚至我出去傳福音，果效也是甚微；主

什麼”的人，如果腦子過不去，心裡就不會信，神

啊，這是怎麼了？主也反問了我一句：“如果你是耶

很清楚我的問題，祂就就藉著經文一一回答我。我

穌，你怎麼向那個撒瑪利亞的婦人傳福音呢？”我合

發現我開始愛上了讀經，也醒悟過來，讀經並不是

上了聖經，是啊，如果是我，我究竟跟她說什麼呢？

靠我有多麼的自律，因為自律最多讓我堅持幾個月﹔

祂並沒有用太多的言語，道成肉身行走在地上也放下

而是靠禱告、呼求祂來更新我、吸引我、以智慧開啟

了自己本有的能力，怎麼就可以讓一個人那麼快的信

我，這樣我會讀一輩子，不但不煩反而讀得高興！

主了呢？甚至那個村子裡也有很多人也信主了呢！

對我讀經提升幫助最大的第二個階段，就是帶

一根釘子釘在木頭裡，就算把它拔出來，

小組查經。一個多小時裡不但要解釋難懂的經文，

那釘痕就不存在了嗎？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傷

還要有一個主題帶領大家討論且有收穫。我感覺帶

害是不是說我有多麼懊悔並道歉，那傷害就不

查經的人就像一個牧者，要牧養他的組員。這樣說

在了呢？只有被傷害的那一個從心裡去饒恕對

並不是出於我的驕傲，而是我真的想對每一個組員

方，傷害才會被撫平。但我們怎麼能擁有這饒

負責。那看看我們小組有誰呢？惠國叔叔，毛應清

恕呢？教會的一些姐妹究竟認識耶穌到什麼程

弟兄，摩西弟兄，還有經常來串門的牧師....... 我能

度，才會把她們的饒恕變得如此豐富且自由呢？

牧養他們嗎？就算我背下所有的查經資料都沒辦

還記得，2018年退修會的第二天，下午自由敬拜

法。聖靈啊，幫助我吧！我不想他們每次在小組

的時候，牧師為我禱告說：如果你要為耶和華做善

只是為了幫助我們在後的人，我想譲他們也可以有

事，就要做到師母剛才禱告的那些事（當時師母禱

得著。主啊，只有祢的亮光才可以做到！例如有一

告的事就是後來Hugo牧師提到的離開岸邊）。可是

次我帶查歷代志下，聖靈就提示我：去誇一誇所羅

主啊，為這福音的緣故我並不想放棄我已經積累的物

門王，結果大家都有得著。我每次帶查經都會悄悄

資，為這福音的緣故我也不想放棄現在安逸的生活！

的瞄一眼這幾個人，直到看到他們的反應–嗯（點

一週休息兩天，週五我給了小組、星期天我

一點頭），我才鬆一口氣。主啊，謝謝祢的幫助！

給了主日﹔平時教會的活動能參加的儘量參加，

在一次次的帶敬拜帶查經的準備中，開始有

信守十一奉獻且支持宣教。然而主啊，在我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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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前，我能做的是不是只有這些了！？像一些

在人的軟弱處顯得完全，這一年祢已經祝

姐妹全心的投入、自由喜樂的事奉，我也就看看，

福了我許多，接下來的一年，願我可以為祢

永遠無份了嗎？撒瑪利亞婦人的故事是來自經文，

祝福別人，把這樣的禱告作為禮物獻給祢。

釘子的比喻是發生在身邊的人事物，退修會的領悟
是對呼召的掙扎，神好像藉著這些在告訴我：如
果你想走得更遠更深，你需要更多的認識耶穌！
主啊，對不起，我認識祢不夠，沒辦
法把祢的道理講得完全。然而主的恩典就是

禱告的見證
文 / 張瑩

2

018年初，有一段時間我的心思意念很
亂，有很多論斷和錯誤的想法。在一次

與小組姐妹的電話禱告時，身為小組長，
我以為是我在帶領她一起禱告，可是我心
靈中的攪擾，確實需要有人幫助，於是我
請她為我代禱，破碎我心裏面錯誤的心思意

管一個人多麽會禱告，都需要別人的代禱。同

念，求主用聖經的真理充滿我！當她開口為

時也可以在代禱中，學習彼此相愛！神會鼓勵

我禱告時，我感受到很強的恩膏，主的靈釋

初信者和在成長階段的基督徒，使他們可以更

放了我，讓我的心思再次轉向基督的生命。

多的經歷禱告的大能，更多的經歷主的恩典！

藉著這件事，我學習了一個功課：首先

我們的天父願意造就祂的每一個兒女，讓每一

要學習謙卑，把自己的軟弱、困惑提出來，

個人都能進入祂的國度，都能在禱告中與天父

讓人幫忙代禱。我們互為肢體，彼此需要，不

建立更親密的關係，並且經歷禱告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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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感動
文 / 毛瑞

018年4月1號復活節，在結束了教會

2

祂肯定會在別的方面補給我。但是我已

的主日敬拜和一切服事及小組後，

經出來了啊！…車停得太遠了，我掙扎

我和妻子覺得有點累不想回家再做飯

了半天還沒走到自己車前。算了！忍了！

了，就選擇去 Chou King Buffet 吃晚飯。

我拉著媳婦回去找到那兩個服務生問道：

因為我總是擔心別人的車會不小心刮
到自己車，所以每次停車都會選擇一些
偏僻的位置，為求安全只能停遠一點。
吃飯的時候並沒有發生什麼事，反而
在要結賬的時候聽到兩個女服務生的對話：

“那兩個人是不是沒有結賬就跑了？”
“可不是嗎，今天真倒霉！”
“把他們的單子給我吧，我幫他們買單。”
“啊？我沒聽錯吧，您真是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我們是基督徒，如果你們因為今天的事感謝我們的

“那桌的客人呢？好長時間不見了。”

話，就謝謝耶穌吧。”

“不會是跑單了吧？要不再等一等看一看？”

我之前做過4年的企台，像這樣不付

第二次走出店門口，心裡格外的輕

錢就跑路的人在buffet店是常見的，可能

鬆，哈哈！聽主聲音且順從去做，我總

很多人不知道，大部分的中國buffet店，

算做對了一次。			

服務生只賺小費，老闆並不按小時支付工

隔天上班，做side work的時候就把星

資，遇見了這種事就只能算倒霉，因為沒

期天發生的事情分享給自己的同事們（想

看住客人，服務生就得自己掏腰包賠老

給主做見証），而且最後還跟他們肯定的

闆，這麼一來，大半天就算是白忙活了。

說：這錢上帝一定會還給我的！其實那時

在我結賬簽卡的時候，心裡就冒出來

候的我根本沒那麼大的信心，話趕快就說

一個聲音：“把那兩個人的賬也結了。“

出去了。連續兩天下班前最後的客人都給

不會吧？主啊，我們為了守您的主日已經

了我很高的小費，這錢已經遠遠超出了我

忙活大半天了，出來吃飯還要我破財嗎？

星期天給出去的。在星期三的早上，我剛

難道您不知道我把錢看的很重嗎？........我

到店裡，就有一個女生問我：“你的錢

硬著頸項結完自己的賬，拉著妻子就往外

上帝還你了嗎？”我已經忘了我是怎麼

面走，邊走心裡邊掙扎：你的小組長不

回答她的，但是那時候我確知我滿腦子

是經常跟你說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嗎？

想的都是–主啊！祢真是何等的信實！

是啊，我心裡也很清楚要順服主，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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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羞愧，恩典到我家
文 / Vivien Wang

得剛信主的時候，我內心總

記

的創世記！我趕忙跑進廚房去找奶

有一種自卑的感覺；看著教

奶，問她知不知道那是什麽。她回

會裏面的弟兄姐妹都是跟家人一起

答我說，那是香港的一個親戚贈予

來教會，一起來敬拜，心裏就有一個

她的，很好的。是講神，這個神很

意念，覺得我是次等的基督徒，因為

好。親戚叫她不要再上香了，她也

在我家中，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

就很自然的沒有再上香拜偶像了。

一個基督徒。但神很愛我，祂不僅愛

後來我發現，奶奶沒有很完

我，還透過祂美好的恩典告訴我，祂

整的明白一切的事情。我告訴她，

很愛我的家人，儘管他們還不信主。

聖經不是只有創世記（因為她只會

我的奶奶85歲，她一生拜了不

按“開始”鍵，總是從創世記開始

知道多少的偶像，在我記憶中，以

聽，聽完了就一天了，從來不知

前在中國的時候，還是她教我媽媽

道聖經還有其他的書卷。），我

拜偶像的。自從我開始去短宣後，

還告訴她耶穌是誰，也告訴她耶

我都沒有回國去探望她。但她總是在我的心中被掛

穌為我們被釘十字架，赦免我們的罪，祂愛我們。

念著。2017年的短宣後，我終於踏上回家看望她的路

後來我邀請她跟我一起禱告決志接受耶穌進入她的

程，並且有著很強烈的呼召要傳福音給她。所以我謝

生命，成為她個人的救主。她回答，“好啊，耶穌

絕了邀請我去住他們舒適的新房子的堂哥堂姐們，滿

好啊。祂是好神。”就這樣，我奶奶就決志信主

心歡喜的去跟奶奶一起住。在這三個禮拜裏面，神幫

了。並且她更加寶貝那一臺活水聖經播放器。她充

助我克服了對蟑螂的恐懼，儘管睡在硬梆梆的木板床

電的時候總是喜歡站在旁邊看著它充電，還常常問

上，神也保守我睡得又香又沈。每天，我總有中午午

我有沒有充對，深怕沒有充到。我總要勸她放著讓

休的時間向神禱告，並且求祂為我打開一扇門，好

機器自己充，不然要等它充滿電那可是要站很久呢!

使我知道怎麽開始跟我奶奶傳福音。因為我奶奶是

感謝神，今年2018年，我又有機會回國看望我奶

文盲，她不識字，只會聽廣東話，其他的語言她都

奶。在短短的一星期裏面，我特別珍惜跟她在一起的

聽不懂；這讓我覺得要傳福音給她有點困難。有一

時光。每天早晨，神就使我七點鐘自然醒，然後我就

天，我走到客廳準備吃奶奶做的早餐，一個紅色的

跟奶奶去吃早餐。吃完早餐回到家，我們就用同一首

播放器播放著像是說故事的頻道。當我認真地聆聽

詩歌敬拜神，因為那是唯一一首我和奶奶都會的粵語

時，我驚訝的發現播放器其實在用廣東話講述著聖經

詩歌。我奶奶很享受在敬拜裏面，她坐在長椅上，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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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握著她的手，閉著眼睛唱著：“感謝耶穌，感謝耶

在我離開的那一天，我和Michael弟兄為奶奶

穌，只因著禰恩典，使我能為禰活，我贊美禰直到永

祝福禱告，我記得奶奶跟我們說，”三個月前我

遠！“敬拜完過後，我們就會一起聽聖經。感謝主，

被腳踏車撞倒，手要開刀，腰部疼得臥床不起。

自從去年教她後，她不再只從創世記開始聽，她已經

躺了我足足40天，那時我什麽都不能做，我每天

把整本聖經聽過一遍，並且她最喜歡的是福音書，因

就是禱告和聽這個（聖經），是耶穌醫治了我。

為她喜歡耶穌的故事。她不僅喜歡，還很會背，她常

不然，86歲的人不可能40天就可以起來的！”

常在播放器的旁白之前就把下一句聖經講出來。有時

神顧念我心裏對奶奶的不捨與牽掛，祂居然

我都覺得她讀聖經可能比我還熟。有一天敬拜完的

用這種奇妙的方式，反倒是藉著奶奶來鼓勵我，

早晨，她突然跟我說，”施洗約翰，那個說自己連

讓我知道祂是神，祂是信實全能的神，祂已經與

解耶穌鞋帶都不配的，是他為耶穌施洗的，洗禮很

奶奶立了約，祂會看顧我親愛的奶奶。神也透過

好啊！當然好啦！這麽好，如果可以，我也想要受

我奶奶信主的事把我裏面的謊言和羞愧拿去。首

洗。”這一切來得有點突然，我為奶奶有這這樣的

先，我不是次等的基督徒，神不僅愛我一個，祂

想法很驚喜，同時也充滿感謝，但是我們卻連教會

還愛我的家人，就算他們曾經拜偶像，但不是因

都去不了。所以我馬上語音通話給師母，她很快的

著我們的行為祂施行恩典，而是單單因為祂的

接通了電話，她教導我要做的，並且把它寫下來。

愛，是給全人類的愛，包括我這樣本來不配的罪

我預備了自己，也跟著師母的指引，為奶奶解釋了什

人。感謝神，這是2018年祂送給我最好的禮物！

麽是受洗。就在沒有一個大浴缸，卻只有我、奶奶，
和神的見證下，我為奶
奶施了點水禮。接著我
們在充滿恩典的房子裏
面讚美神，感謝神。那
是我與奶奶相處很美好
的時光。更奇妙的是，
在我們結束之後，樓下
才傳來常常不定時串
門的街坊鄰居的呼叫
聲，“幫我下來開個門
好嗎？！”然後我的手
機也在那個時候因有其
他親戚打來而響起。感
謝主為我們預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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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裡經歷神
文 / 徐惠宣

们分享。姐妹们马上为我禱告，用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无論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

神的话来帮助我站立得住，藉此操练

的，就必得着。

凡事仰望主、信靠主、交讬给神！谢
— 馬可福音11：24

谢主，让我得蒙新旧老板的恩待！经
历靠主得胜，也有更多平安在心中。

信

主一年多以来，主一直引领我，心

在生活里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使我

被恩感，来亲近祂，也透过姐妹们

更积极向温和的父母传福音。弟弟提醒过

传达祂的爱。常常在我遇到挑战，不知所措

我，台湾拜民间神祇和拜祖宗的风俗，很

而屈服於老我的时候，姐妹们愿意花时间陪

难破除。我知道不是我回去一趟，待个几

着我祷告。在原公司工作了超过10年，萌生

天，就能有什么效果的。所以，除了每周

换工作的念头。在网上发了几个履历表，但

通电话，LINE 也是我分享耶稣的管道。父

是无人问津，也就不强求了，因为原单位的

母从起初客气地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确也有让人留恋之处。突然有个好朋友介绍

，进步到能够听我转述見证，分享神的话

一个工作給我，各方面听起来都很合适。我

语，有时候还反问确认有没有听错，再到

就请朋友回复对方，表達兴趣之忱。结果，

主动说感谢耶稣，這些已经够让我热泪盈

很快就接到通知，要我去面谈。我还没为

眶了，我知道我还需要恆切祷告。今年母

此好好祷告呢！只好抓紧时间，在去面谈

亲在LINE上发的春节祝福里面提到很多对

的路上，向神祷告，如果这是神所賜的，

耶稣的感恩，连妹妹都忍不住问：“这口

能相谈甚欢被录用;如果不是，也能开开心

吻，真是妈写的，还是姐写的？”感谢赞

心的。结果，對方当场就给我offer了！當下

美信实的神！祢必按祢的时间表，成就美好

我马上感谢赞美主！然而，高兴了一下子，

的应许！并且给我这个福分，能与祢同工，

轉念又想到要如何向原公司辞职，和一些同

为每一位家人的蒙恩得救祷告！求神继续扶

事已建立了的合作无间、互相关心好情谊的

持我，装备我！一切荣耀归于亲爱的主！

中断，自己的年纪和漸衰的視力能否胜任，
以及对于新环境各方面的不确定性等等，我
犹豫了，不知如何取舍。甚至忍不住问:神
哪，这真是祢给我的回答吗?我祷告得够吗?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 使徒行傳 16：31

心情真是起起伏伏。於是，和小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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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小刺
文 / 毛應清

我

喜歡在後花園裡散步。

出來。這根刺雖然很小，甚至連

每次走在用木屑鋪的小

肉眼都很難看到，但是它卻讓我

徑上，聞到泥土清新的味道，

全身都不舒服，甚至不能正常走

我就倍感親切，常為神的豐富

路。感謝神賜給我一個貼心的太

供應感恩。這裡是我的喜樂，是

太。JOY雖然不是一個拿針挑刺

我與神同行的所在。然而不知道

的高手，但這兩次她都藉著禱

為什麼，今年十一月初當我走在

告祈求，用針把扎在我腳趾裡面

這鬆軟的木屑路上時，我的腳竟

的刺給挑了出來。當那根刺被清

然有兩次被小刺刺傷。事情的發

除時，我心裡是何等的感恩，沒

生都是這樣的：當我在散步時，

有刺的感覺真好！我也感謝神賜

突然感覺到有小碎物捲入了我的

給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太太，

鞋子。通常遇到這種情況，我都

可以解除我肉身的痛苦。兩個人

會及時停下來，把鞋脫下來輕輕

是比一個人好！因為這是這麼多

傾倒一下，就可以把小碎物倒出

年來，我第一次在後花園散步時

的交通有了隔閡，拌嘴的次數明

去。但這兩次我都沒有及時停下

被刺所傷，而且是一兩週裡竟然

顯增多。我的心裡非常痛苦，自

來清理，為了圖方便，我一邊繼

發生了兩次。我尋問神到底祂要

己也不明白為什麼美滿的婚姻一

續散步，一邊用腳趾盡力的把這

藉此教我什麼屬靈的功課，我才

下子就落到了這種光景。在我的

讓我不舒服的不速之客往旁邊擠

恍然大悟。回想過去這兩年，神

記憶裡，自兩年前我父親過世之

壓。當感覺更不舒服的時候，我

在我生命中所做的，難道不正

後，我的靈就一直處在極大的壓

就更用力地用腳趾頭把這小東西

是他在剔除我心靈上的那根小

力裡。次年，由於母親和來美求

往下壓。然而這兩次卻都讓我受

刺嗎？我的心由衷的敬拜神！

學的外甥從國內來與我們同住，

盡了苦頭，我頓時感到一種刺心

我很感謝神賜給我一位敬

生活一下忙碌了很多。加上工作

的痛，感覺腳趾仿佛被針刺了一

虔愛主的姊妹，在我們過去這

的壓力和功課的壓力，我幾乎喘

下。我嚇了一跳，趕緊一瘸一拐

麼多年的婚姻裡，大體上都是

不過氣來，平均每天不到五個小

的回到家。脫下鞋一看，我果然

甜甜蜜蜜的。JOY是我的喜樂，

時的睡眠時間。與家人在一起的

看見有一根小刺已經刺入了腳

也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們彼

時間明顯減少了，與太太之間的

趾。因為它太小，刺得又深，

此坦誠，無話不談。但過去這

溝通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問題，冷

我完全沒有辦法靠自己把它拔

兩年裡，我突然發現我們之間

戰熱戰的頻率顯著增高。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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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壓力下，我的生命幾乎快

的意念。9月7日的晚上，神藉著

這只不過是一次很小的事件，但

被壓垮了，感覺黑暗籠罩，四

異象讓我看到那根扎在我心口的

它就像一根小刺一樣刺進了我的

面楚歌，神的救恩離我好遠。

小刺，正是造成過去這兩年我

心口。每次想到它，我的心都

然而神是信實的，必不叫

們婚姻風暴的根本癥結所在！

會傷痛。也的確從那時開始，

我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兩年

我們之間的合一就出了問題。

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我們開

前的感恩節，公司為了慶祝十五

當這次神把兩年前在遊輪

一條出路，叫我們能忍受得住

週年，組織員工參加四天三夜到

上JOY與我爭執的一幕，像電影

（林前 10：13）。就在我們婚

墨西哥COZUMEL的遊輪之行。當

一樣顯像在我眼前時，我的心在

姻關係落入最低谷的時候，神

年9月我父親病逝，我懷著沉重的

流淚，因為我知道那的確是我的

的恩典臨到了我們。8月11日晨

心情回國奔喪。回來後心裡的壓

傷痛所在。不饒恕就像心中的小

禱時，神感動我再次去聽江秀

力加上工作的壓力，使我感到有

刺，它不會要你的命，但卻會讓

琴牧師的內在生活系列講道。

必要出去散散心。雖然JOY非常

人全身都非常的不舒服。根基若

從這天起，江牧師每天一篇的

不喜歡遊輪，但是她還是決定與

毀壞義人還能做什麼呢? 難怪自

信息安靜了我的靈。十天後的

全家一同去了。前面的幾天我們

此我們彼此的交流就有了攔阻。

週年紀念日，神讓我們重溫19年

還能享受遊輪上的各種活動，但

感謝神，祂不止光照我的問題所

前的婚禮誓言，使我們的婚姻關

第三天JOY突然意識到我們全家

在，在接下來的三天，神讓我剛

在一起溝

好聽到了江牧師連續三篇饒恕的

然而神是信實的，必不叫我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通的時間

信息。神的道就像一把兩刃的利

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我們開一條出路，叫我們能

少了，而

劍，刺入我的魂與靈，把裡面那

忍受得住。

這卻是我

根不饒恕的刺連根拔出，讓我的

們每一次

心完全得到了醫治。感謝主，在

全家活動

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神不僅醫

係開始復蘇。兩週後，神藉著教

最不可少的時間。因為裡面的缺

治了我的傷口，修復了JOY和我

會的交友與婚姻講座，再次提醒

乏，JOY的不滿就大大的爆發出

之間的關係，而且神再次用那起

我們婚姻的目的是要榮耀神。我

來，弄得大家都不知所措。任憑

初的愛澆灌我們，使我們兩人可

很振奮，感到我們的關係已經完

我如何解釋，她就是不肯聽勸。

以恩恩愛愛，同心合意往前行。

全地走出了低谷。然而神的道路

我們之間的溝通陷入了僵局，我

高過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人

的心也受到了深深的傷害。雖然

— 林前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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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短宣
經歷神
文 / Joy Mao

今

年去臺灣的宣教是非常

當我們知道的時候，我們的隊

有兩位隊員舉起手來，我們就一

的挑戰。往年有178位老

員都很詫異與失望。在這種情

起為他們禱告，這兩位隊員都非

師服事6500學生，但今年只有90

況下我去禱告，想起去年在極

常地感動。最寶貴的是神賜下祂

位青少年從美國去當老師，要服

度軟弱時，師母提醒我們要敬

的話語，把詩篇118篇給我們，

事6200位學生，所以幾乎人人都

拜讚美，我們就是在敬拜讚美

「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

要上陣，而我們教會去臺灣的12

中，蒙上帝帶領，突破了很多

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上
帝用這詩篇一次又一次地鼓勵
我們，使我們可以勇敢征戰。

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 詩篇118：6

幾天後我們到了台南，因
為我們的小隊被派到比較遠的地

位青少年，大部分的年紀都還

的困難。所以當別人在自由活

方，所以當我們傍晚回來時都已

小，面對這巨大的挑戰，就身量

動時，我帶領我們的隊員來敬

經累壞了。第二天，當我們回到

的對比來說，我們就像少年大衛

拜讚美和禱告，神與我們同在。

宿舍時，有一位隊媽告訴我，她

出戰巨人哥利亞一樣，就信心來

有一天晚上，Joshua在神的

們小隊的人都不喜歡其中的一個

說，我們面對的是進階的操練。

大能裡面，很勇敢的為很多人禱

隊員。又有一位隊媽來告訴我她

原本期待在訓練期間所準

告。在另一次禱告中，Stephanie

們小隊的一些問題。我的心很難

備的敬拜讚美，可以給我們撐

和Joshua釋放出先知性的話語

過，不知道怎麼處理？我怎麼能

腰打氣，畢竟那是我們最熟練

說，「在我們當中，有人覺得

夠叫人喜歡自己不喜歡的人呢？

的單元。誰知道今年的節目卻

他不屬於這裡。」於是我就回

但我知道，只要進到神面前，一

沒有這麼多的敬拜讚美，反倒

應問，「誰有這樣的感受，請舉

切都會解決。所以晚上開始禱告

是安排了很多自由活動的時間。

起手，我們來為你禱告。」於是

時，我裡面的感動是先要帶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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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呼求神的愛，求神的愛澆灌下

有一天中午，我們與當地

告，求上帝的愛充滿他們，醫治

來，然後為我們中間人與人之間

志工一同吃飯，因為有些志工還

他們。因著上帝的愛，在很短的

的高牆能倒下禱告。當我們禱告

沒有信主，我心靈有感動，很想

時間裡，我們就與當地志工成為

時，我裡面感覺到，如果這個高

分享我們的信主見證。於是我第

一家人，一起歡笑，一起征戰。

牆要倒下，必須先從我開始，因

一個分享了我的信主見證，然後

在短短兩個禮拜的教學裡，

我曾經對一位隊媽有成見，我需

Julie, Joshua, Debra也跟著分享。當

上帝大大的拓寬了我們每一個人

要公開向她道歉。於是我就公開

我們的心先打開時，有些當地的

的眼界，更多認識自己，也更多

向那位隊媽道歉並請她原諒，這

志工也打開心分享他們的故事。

經歷神。我們總共教了963位學

位隊媽聽到我公開的道歉，她也

有位志工提到他小時候，因為家

生，其中有773位學生作了接受

開始認她的罪，並跟所有的人道

裡的環境艱難，需要與奶奶一起

耶穌的決志禱告。感謝神使用

歉。上帝在我們當中工作，每一

住，很難得看見媽媽，他心裡因

我們這些軟弱有限的人！感謝

個人都在流眼淚。那時我請每位

渴望見著媽媽而覺得難過，講著

神在每個難處裡，教我們如何

青少年彼此認錯，互相和好。神

講著就哭了。接著，另外一位志

透過敬拜讚美和禱告經歷祂的

就在我們當中成就和睦的工作，

工也分享他的破碎。人心敞開

幫助，進入得勝！榮耀歸於神！

拆毀了我們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高

了，上帝給我們機會服事他們。

牆，神的愛在我們當中湧流。

我們就抱著這些志工為他們禱

上帝在下一代中的運行
文 / Joy Mao

Feb. 11 禮拜天：

神

就開始運行。在分享信息的時

觸摸或充滿，到十二點的時候，

候，聖靈抓住每一個孩子的注

我真不知道怎麼結束收場？因為

在兒童敬拜主日有很奇

意力，每一個都很認真在聽。回

聖靈還在工作，還有很多孩子在

妙的突破, 聖靈在敬拜時

應時，幾乎每一個孩子都被聖靈

禱告回應神。我只好請那些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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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夠了的孩子先出去，讓其他孩

他們舉起手等候聖靈充滿他們。

子繼續禱告，孩子們禱告到十二

特別有一位青少年平常是很愛找

點四十分才結束聚會。那時大人

碴的，他也躺在聖靈裡很長的一

都已經吃完中飯了。聚完會，幾

段時間。有些青少年說方言，

位孩子分享了他們難以形容的經

有些呼求禱告到很久才結束。

歷，有些是潔淨，有些是說方
言......。神在觸摸祂自己的孩子。

Mar. 18 青少年敬拜：
那天早上詩歌敬拜時我面

Feb 25 青少年的聚會：

臨非常的挑戰。很多不容易唱的

聖靈在我們當中大大地運行，禮

新歌，所以青少年們都很難跟上

拜六在預備信息時，神把一個很

去。到分享信息時，我也感覺到

清楚的意念放在我心裡，這意念

好像沒有聖靈的工作。那時我坐

是：上帝要把祂的聖靈大大澆灌

在下面壓力好大，黑暗的勢力似

下來，而且要特別臨到那些平常

乎壓著我，要我接受今天的聚會

姐妹，她們一直流眼淚。其中的

坐在後面、比較跟不上的青少

就只能這樣了。神攪動我的心，

一位姐妹還感受到上帝在握著她

年。主日聚會時神賜給我無比

使我面對那黑暗的聲音，心裡大

的手。還有另外一位姐妹在來之

的勇氣，在敬拜時就帶領大家

聲說，“No！不能只是這樣，

前，就渴望遇見神，神就大大的

回應，聖靈就開始工作。到分

我要起來爭戰，我要相信神！”

臨到她，她一開始敬拜就流淚。

享信息時，神感動我鼓勵青少

回應時我有感動帶大家再一次敬

到了回應時，她跪下來，神的愛

年帶著參與和期待的心，等候

拜，把神所當得的讚美獻給祂，

就一波一波地充滿她。最後留下

神的作為顯現。我感受到聖靈

不斷的鼓勵大家加油，把神所配

來的青少年一起為這一代的青少

充滿我，使我有信心與勇敢分

得的讚美獻給祂。敬拜團也一起

年呼求，我可以感受到神就在聽

享神的話語，然後帶領大家追

努力。沒多久我們的敬拜開始達

我們的呼求。那一天學到的功

求聖靈充滿，聖靈在我們當中

到天上，神的同在開始下來。我

課就是-不要放棄，要堅持到最

大大地運行。那些平常比較散

馬上邀請青少年到前面跪下來呼

後，期待上帝工作，祂就會來

漫的人，聖靈也臨到他們，他

求神，上帝就在他們身上做奇妙

到我們中間作只有祂能做的事。

們在回應時待了很久的時間，

的工作。神的愛大大地臨到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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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恩典
文 / 葉燕珍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恕。
— 路加福音6：371

018年八月份，我聽到一篇講

2

因為不是媽媽要我來美國的，

道，觸動了我心中最深處的

是上帝安排我來的，為要落實

記憶；講員提到，神不喜歡我

祂在我人生中美好的旨意。8月

們看電視，因為電視裡，有很

23號早上，我禱告完結束後發視

多的偶像的畫面，他還說，我

頻給我媽媽，她沒接，回了一條

們應當在我們的父母還活著的

信息給我，說她在教會，我也發

時候，趁早為以前做過讓他們

了一條信息給她，說你結束以後

傷心的事跟他們道歉。這使我

聯繫我，大概1小時以後媽媽發

禁不住回溯過往，回憶中的片段

了視頻過來，我就跟她說，我

就像萬花筒裡的碎片，隨著時光

給你寫了一封道歉信，妳收到

的流轉，卻在不同的角度，展現

了嗎？她說她沒收到，因為我

出美麗的畫面，於是當天，我就

發給她道歉信是發在我給她申

發了微信給我的媽媽跟她道歉。

可是媽媽有她的考量，她哭了！

請的微信帳號，我媽媽用的是

我跟媽媽說對不起，因為以

看到她的淚，我心軟了，於是展

雙卡一機的手機只能上一個微

前不懂事，說話都脫口而出，行

開了三個多月投機闖關路，幸運

信帳號，我跟她說我把它轉發到

事也欠考慮，讓你傷心的地方請

地，我在美國合法居留了下來，

她的這個微信帳號上，她跟我說

原諒我。媽媽是基督徒，記得以

開始的時候固然很辛苦，但是，

你不用道歉了，在我心裡你已經

前看電視，有偶像的畫面她都不

很幸運地，現在我找到了教會，

很乖了，我跟她說我要發給妳，

看，我還批評過她，現在想想，

我對媽媽說：我感受到了神很多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想跟耶穌的關

我錯了。其實，媽媽很不容易，

的愛，弟兄姊妹的愛，他們都很

係可以更好點，我告訴她，這也

因為我們家裡窮，生活的壓力相

關心我，我感受到家的溫暖。我

是我真心的道歉，我一邊寫一邊

對的比較大。本來媽媽希望姐姐

知道你很愛我，我為我傷到妳的

流淚，等我發給她的時候不一會

能透過門路到美國來打工，結果

地方，請你原諒我，我希望下次

兒她就回復我了，她說：寶貝女

不成，所以她就把希望寄託在我

妳見到我的時候，會是不一樣

兒燕珍，我也想跟你說對不起，

身上，事實上，走彎曲的道路，

的我，耶穌愛你，我也愛你。

你小的時候，我用枕頭砸你，我

冒許多的風險，我真是不願意，

我想藉著我在信上寫給她

不是有心的，就是生起氣來，就

再說，我還挺喜歡當時的工作；

的那些話，化解她對我的愧疚。

管不住自己了，其實我永遠都沒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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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忘記，就是沒有勇氣跟你說對

但是“我沒有怪你”這句話，

興趣，看著小孩子玩得很開心，

不起！一直以來我的心都在愧

我沒發出去。就發了“媽媽謝

我就坐在一旁看著時間等啊，等

疚，你現在有愛主的心是主給

謝你”，一發完這個信息，我

啊，有板著一張臉，我朋友帶孩

我最大的恩典，感謝我們的主。

就開始撕心裂肺的痛哭了，哭

子出去玩都不敢帶上我，因為我

這又是一個小故事，那時

完了我就吐了，心中的塊壘終

每次總是催她，哎呀回家啦，回

我很小會尿床，我媽媽很生氣，

於化解了。我意識到這是神在

家啦！感謝神醫治了我，現在的

她拿起枕頭就這樣往我這邊扔過

醫治我這個受傷的地方，以前

我很開心、很滿足。感謝我們的

來，剛好砸在我的鼻子上，我就

我一直以為沒事，其實我已經

神！能夠認識到這位偉大慈愛的

大哭起來，那時候的枕頭兩邊是

受傷了，只是我不知道。接著

神，是我這一生最大的恩典。

木板做的，中間是木條有點軟

那天下午，我帶著朋友的兒子去

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

的，砸起來很痛。那天當媽媽

小孩子玩的地方，我跟他們一起

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

跟我道歉的時候，我本來想回

玩，我玩得很開心，在這之前的

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

媽媽說謝謝你，我沒有怪你。

我不是這樣的，我對玩沒有任何

蒙饒恕。（路加福音六章37節）

耶和華拉法，醫治我的神
文 / 葉燕珍

018年五月份，我身體出現了一些癥狀，總是

2

在可安歇的水邊，那段時間心裡就是好想親近神。

不舒服；考慮再三之後，我決定還是儘快回中

七月份的一個早晨，也是很早來到教會，那天

國。沒想到星期五去買機票，竟然買到了禮拜天

是我生理期來的第二天，我肚子好痛，我一直都有

的票，真是順利。回到了中國，看了醫生、吃了

痛經的毛病，而且是第二天會特別痛，痛起來都是

藥，調養了一陣子之後，身體的狀況，漸漸穩定下

會痛上大半天，記得我還在中國的時候，有時候痛

來了。所以，六月中的時候，我就回到亞特蘭大。

得很厲害，我媽媽看我這樣就很心疼，於是就帶著

回來後，大概一個星期左右，我的心就被神

我去看醫生，醫生就告訴我們這種症狀是沒辦法根

的愛大大的吸引，我好想去親近神。由於我住在

治的，只能吃止痛藥。我是不喜歡靠吃藥的人，所

朋友家，她對聲音非常敏感，一點聲音都會吵到

以就沒有吃藥，醫生說有一些人是生了孩子以後，

她不能睡覺，我又因時差的關係也睡不安穩，因

就沒有這種毛病了。每個人都不一樣，我們就只好

此，凌晨三四點我醒過來，就格外謹慎，與其躡

回家了。但是那個早晨，我照樣躺在地上放著音樂，

手躡腳的，不如早早出門，到教會去禱告親近神

親近神，大概痛了兩分鐘就停止了，我馬上就意識到

吧，正好教會忙著搬新家，我手上有鑰匙，不愁

神醫治我了。因為我知道，我每次痛都要痛上半天的

進不了門。清晨的寧靜讓我覺得與神很近，聖樂的

時間，這是不可能的事！哈利路亞！從那以後，我每

詩歌就在我心中響起來了。我進了教會，一邊放著

次生理期來的時候，都沒有痛經的毛病了。神醫治了

詩歌親近神，睏了就躺在地上睡覺，就像詩篇二十

我，感謝讚美神，耶和華拉法，祂的名何其美好。

三篇第二節所說的：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
感恩見證集 40

被使用的小瓦器
文 / 全星

神

不但使用金器銀器，祂也使用像我這樣

訴我，祂在乎我，你的話安慰了我的心。”

的瓦器，來彰顯祂對人的愛和關懷。

接下來，他娓娓道來不久前的一天，

記得有一次，我的車子出了問題，

懷著十分沮喪的心情，他刹車在一個紅燈

一大早就開去修車廠，最初被告知1點能

前，抬頭猛然看到前面停著一輛被泥沙佈

修好，後來又說3點，再接下來又拖延到6

滿的工程車，有人用手指在車後的積塵上寫

點，我當時就很惱怒地向他們發了脾氣。

了『Jesus』，那一刻，他心中強烈地感受到

因為那天我和客戶有約，就因為車子送

神在對他說：“我在這兒，就在你面前！”

修，時間從2點延到5點，眼看著車還沒

然後他告訴我：“我想我該回到教會去了”

整好，我只好請優步（Uber）載我去。

。我也感動地說：“弟兄，很高興今天神帶

人坐在車裡，心中的抱怨卻繼續擴散：

我來坐你的車，願神大大的祝福你！”然後

修車廠怎麼會如此不負責任，害得我浪費時

把身上僅有的現金全部找出來給他作小費。

間和金錢………。突然，一陣悅耳的音樂飄

那天接下來的時間，我的心情好得不得

過來，心中的波濤頓時平靜下來，原來司機

了。心裏不停地讚揚我的主，我的神。祂看

先生播放了詩歌。這時我才注意觀察他：大

到躲在角落裡獨自憂傷的孩子，卻藉著從不

約40多歲，臉色帶點憂鬱。我很好奇地問他

相識的我去傳達父神有多愛他的信息。原來

是基督徒嗎？他有點愧疚地說以前去過教會，

我的車子一再被延誤沒修好，是神要透過整

但後來很久沒去了。我當時不知哪來的熱心和

件事情，來引導我對飽受挫折的人，作出合

勇氣，衝口而出：“嗨，弟兄！”然後毫並

神心意的反應！儘管我當時還抱著餘怒坐上

不考慮自己的英文是否地道，就開始鼓勵他

車，但神卻用一首詩歌轉移我的眼界，祂竟

說：“我們的天父並沒有因你沒去教會而忘

然使用我成為祂話語的出口，就因為服事了

記你！祂知道你因何故沒去，也明白你的軟

這位弟兄，神親自用喜樂油來澆灌我。在世

弱。祂的愛是大到我們無法想像，而且永不

上也只有耶穌會讓這個本來氣憤滿膺的丫頭，

改變的！你可以在這個車子裡跟祂說話，向

一下子變成那位司機先生心中的“天使”。

祂禱告，祂必垂聽。”然後我看到他的表情

神啊，我愛祢！祢太奇妙！竟然願

舒緩開了（也許是心開了）。他笑著回應我

意使用我這小小的瓦器！		

說：“妳是神派來的天使，這是神第二次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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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是醫治者
文 / 劉克真

018年的七月間，突然間發現左腿使不上力。坐進

2

結果還沒去照X光，癥狀就突然之間完全逆轉

汽車裡，右腿先進去，可是左腿卻需要用手把它

了！不僅疼痛消失了，而且坐進車裡也不需要用

抬進去。起先還不太在意，可是情況卻沒有好轉！我

手來幫忙了。這真是太奇妙了！若不是垂聽禱告

是一個非常不喜歡去看醫生的人，除非是萬不得已。

的神回應我們的懇求，醫治就不可能臨到。雖然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在神面前也不斷地禱告。
可是到了十月份，情況反而更糟了，就連穿褲子都
很不方便，於是我只好去看醫生。醫生說，有可能

耶和華我的神啊！我曾呼求祢，祢醫治了我。
— 詩篇30：2

是椎間盤突出，必須要照X光才知道怎麼回事，於
是他安排我去照X光。可是再過一個星期我就要去

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但最終還是經歷神的醫治。有

台灣了！這可怎麼好？心中焦慮時不免向神呼求：

時候需要不斷的叩門、祈求，這就是信心的功課。

主啊，求祢醫治我！我也請弟兄姊妹為我代禱。

路加福音18：1，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
禱告，不可灰心。禱告的確是操練信心的捷徑，詩

耶穌設一個比喻，是要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 路加福音18：1

篇30：2，大衛在神面前禱告時，他說：耶和華我的
神啊！我曾呼求祢，祢醫治了我。感謝神，祂回應我
們的禱告，讓我們在經歷中認識祂-又真又活的神！

颶風之中
文 / 馮華國

2

017年9月間，Florida 遭到一場大颶風 Irma的摧

只知道出發之前懇切地禱告，把所有大大小小的事

殘，一百多萬人要撤離家園，北上尋求護庇所；

情，還有一路上的平安都交給主，這就出發上路了！

我一個人頂著狂風，南下Miami去接父母。我父母年

南下的公路車輛稀疏，11個小時的車程，很快

紀都已經92歲了，兩位老人家平日都不喜歡出遠門，

就開到了Miami。接到了父母，吃了點兒東西，馬上

怕累！每一次去Miami看望他們的時候，帶他們去餐

回程。之前我已經跟老人家溝通好，這次是躲風災，

廳吃飯，超過一、二哩車程他們都説太遠，不願出

是要開長途車的，先讓他們有心理準備，但他們還是

去吃。這次我去接他們到Atlanta，自己沒想太多，

嘀咕了好一陣子。但上車之後，他們很快就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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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感謝主！一路開車，路上除了去洗手間和加汽油

Engine oil和水箱都乾了，但一直等到車開回自家

外就沒有休息過。我父親最怕坐長途車，逃難的車陣

的車房，Overheat紅燈才亮起警告！想想當時路上

既擁擠又緩慢，坐了30多個小時車的時候，他老人家

嚴重塞車的情況，有時候一個小時還開不到一哩

才問我「車子開了有沒有6個小時了？」我當時心裡覺

路，天氣又冷，如果車子壞了，怎麼辦？！打電

得很好笑！於是順著他的話回答説:「是呀，是呀，

話求救想必也是沒用的，因為整個75號公路都非常

才5個多小時而己！」其實已經30多個小時了。感謝

擁堵，救護人員想要到現場也沒有辦法趕來的！

主，讓他們一路安靜睡覺，也感謝主賜我驚人的體

我的主真偉大！祂真的如此看顧我，讓我學

力，一個人開了46個小時車都沒休息，相當不容易。

會凡事交托。哈利路亞 !! 阿們。		

當我回到Atlanta後，才赫然發現主是多麼
看顧我和我的父母，因為回來之後，我才驚覺

餘民
文 / 江大強

今

年年初我參加了邁阿密特會，

自己也送走了一個同事，心裡很不是味道，覺

聚會前兩天的敬拜和講道，讓

得下一個就是我了。這情況讓我想起一部戲

我常常被聖靈感動落淚，自己也覺得有

Chicken Run，主人拿著一把刀在雞場裡面走來

點奇妙，因為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歷。

走去，正在尋找哪一隻雞可以成為他們的晚餐。

到了最後一天，正在聚會時，突然

到了下午4點我們小組有小會議，其實

手機傳來同事的簡訊，說他們小組的經理

這會議我們在早上9點已經收到通知，當時

已經被裁了，公司正式裁員從星期五開

我和同事都在想除非今天我們倖存下來才能

始，心想下週可能就輪到我們小組了。

參加。會議一開始上司就說我們小組裁員

週一上班時，同事們都非常緊張和難過，

已經結束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不需要再

因為看到幾十位被免職的同事陸陸續續的被其

被折磨了。可是我想為什麼我們的小組沒

他同事送到公司門口，大家既傷心又害怕。

有一個被裁？可能是因為在最後一刻，有

傷心是因為看見同事走了；害怕是擔心自己

兩位同事選擇拿遣散費已經自行離職了。

就是下一位。有位同事週二早上五點半就緊

我非常感謝神的憐憫慈愛，把我留

張地睡不著覺了，果然週二一早，我還沒到

下來成為公司裡的餘民。		

公司就有三位同事已經被送走了，到了11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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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忠心
文 / Cindy Burdick

018年是美國參眾兩院換屆

2

在回家的路上想著要不要為今天

師傅談好價錢之后，他告訴

選舉的一年，時間在十一

的選舉結果禁食禱告。看情況我

我下午四點過來找他，他今

月，這裡叫中期選舉。還有

支持的共和黨候選人會贏得今天

天是四點下班，而不是傍晚

自九月份以來參議院對川普

的選舉，所以心裡猶豫了一下，

七點。哈利路亞，這麼巧。

總統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不必了吧！可下一秒，聖經的教

到了下午四點鐘，我

卡諾瓦的任命的最后審核。

導在我耳邊回響，路加福音十六

帶著他讓我從Advance Auto

美國的民主黨(左派）和

章十節：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Parts買的車閘找到了Divine，

不喜歡川普的媒體盡其所能大

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

把 要 修 的 車 交 給 了 他 。

肆攻擊正直而敬虔卡諾瓦和其

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那好

大約過了四十分鐘，Divine

他有基督教信仰的候選人們，

吧！今天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

給我打電話告訴我有一對車

手段之惡劣，令人震驚！這是

這個周末我姐姐和我的外

閘買錯了，他已經給那家店

撒旦代表的黑暗權勢對有基督

甥女要飛過來看望我媽媽和我們

打過電話，他們已經在等我回

教信仰的美國基督教徒大肆

一家，所以一輛轎車是不夠用，

去換一下。我真的好感動，

攻擊。不願上帝在地上掌權。

另外一輛車的車閘不好了，我就

這麼貼心的好師傅。我就開

做為基督徒，面對這種情

開車去了Walmart的修車行，准

著Divine的車去了那家店。

況，知道這是屬靈與屬世的爭

備在那裡把四個車閘換一下。

Walmart和Advance Auto Parts

戰，禁食禱告是最好的利器。

沒想到Walmart沒有這項業務，

都座落在HWY 9上，HWY 9是

我斷斷續續為中期選舉和大法

接待我的老師傳好心的向我推

南北方向的主要干路，和嚴重

官卡諾瓦的任命做禁食禱告。

薦了另外一位在這裡上班的老

擁堵的400號公路是平行的，但

感謝上帝，十月初正直

師傳，說他私下幫助換車閘，連

是在我們這一段也是很擁擠，

敬虔的卡諾瓦法官得以在參議

他自己的車閘都是找這位師傅換

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Walmart

院通過任命，而且美國的中

的，又便宜又好。我好高興，馬

在路的東邊，Advance Auto Parts

期結果比預期的要好一些。

上表示願意請這位師傅換車閘。

在路的西邊，兩家店不是面對

但是佐治亞州的州務卿需要重

這位師傅叫Divine，中文

面，Advance Auto Parts在南邊一

新選一次，因為兩位候選人

是“神聖“的意思，給他起這

點。出入Walmart的shopping center

的得票數都沒過半數以上。

個名字的人一定是位愛主的

有紅綠燈，而另一家沒有。換

十二月四號是投票的日子。

人，使我對這位師傅頓生好

好對的車閘，我從Advance Auto

我一大早起來就去投票站投了理

感，相信他會是位誠實的人。

Parts的停車場路口出來琢磨著

念相同的共和黨候選人的一票。

我和這位和善的修車

怎麼能安全地開回Wal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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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ne的車駕座邊上的車

連想都沒想，趕快左轉入了通

上帝的心意，祂在給我獎勵，因

窗壞了，他用了一個透明塑料

向Walmart的朝北開的HWY 9。

為在今天的禁食禱告上，我遵守

布代替。視線不好，很難看清

瞬間，我非常感動，這是

了小事上的忠心。還有今天我遇

車的左邊，加上已是下午五點

個小小的奇跡，是上帝派遣的

上的這位叫Divine修車師傅。上

左右，路上車很多，所以沒法

天使拖住了南北兩邊的車，在

帝真的很看顧我！上帝的話是

左拐。我打著右轉燈，准備並

下班高峰期為我開出了一段無

信實而有能力的。哈利路亞！

入南下的車流，開一段下去，

車的路好讓我順利地左轉入北

換好車閘，我把今天的

再找個紅綠燈U turn回來。忽

上去Walmart的車道。我在這裡

小奇跡告訴丈夫和孩子們，他

然間，我發現我面前幾十米之

住了十幾年了，深知這條路的

們覺得真是上帝行的奇跡！

內，南北兩方向空無一車，我

交通狀況。剎那間，我明白了

神保守我們的平安
文 / 鄒新虹

我

寫這篇見證之時，正在

部，一個叫Perry的小鎮，單程在

要是去選拔賽的路上，車壞了，

雅典城（Athens, GA)陪同

高速公路上開就需要兩個小時。

趕不上時間，凱凱的資格會自動

我家老二凱凱參加一年一度的佐

一月十二號星期六的上

被取消。主要是因為開在高速公

治亞州初高中生的音樂盛會。看

午我和凱凱上路了，路上有時

路上，離家又遠，我丈夫也來不

到一個個朝氣蓬勃的年輕孩子們

會覺得車有些異樣，但是沒有

及趕來幫忙，再說，離家那麼

一起合作，演出氣勢磅礴的音

太在意。去之前的幾天一直禱

遠，我還真不知道把車往哪拖。

樂會，真是一種美好的享受。

告開車順利，來回平安。感謝

與此同時，我心中充滿了感恩；

然而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

神，祂垂聽我們的禱告，保守

想想這輛van有這麽多致命的毛

若非出於神的保守，就不可能成

我們一路順利，平安歸來。

病，竟然奇跡般地平安無事。我

就。話得從我家的Van說起；我

回來之後，過了幾天，我

們的神是賜平安的神！凱凱是吹

家的Van已經跑了好多年頭了，

就把van送給關大哥檢修去了。

小號的（trumpet)，原來在District

多年來一直都是我們的關青大哥

當關大哥檢查完之後，給我打

中只取得了第十一位的排名，沒

在幫我們檢修保養這輛車。2018

電話，很認真地告訴我，這輛

想到，有神的保守，在全州的選

年十二月發現Van有些問題，2019

已經不能再開了，在路上會很

拔賽上，他發揮出色，竟然後來

年一月初就聯繫了關青大哥，說

危險。第一，散熱器(radiator)一

居上，取得了第四名的排名。

好週末送過去讓他檢查一下。可

直在漏，必須換新的。第二，

我們的心充滿敬畏，因為真知

是那個週末剛好凱凱要參加一年

發動機（engine)有隨時掉下來的

道，那天我們實實在在地經歷了

一度的州樂隊初中組的的選拔

危險。還有其他很多毛病等等。

神的恩典。讚美主!哈利路亞！

賽，我就推遲了送檢的時間。

放下電話，我的心充滿戰兢

選拔賽的地點位於佐治亞州的中

和感恩。戰兢的是，回想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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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God Says of Me
Joseph Mao

S

trictly looking at my physical situation, this year

I tried really hard, begging Him to come encoun-

hasn’t been anything special. However, the past year

ter me. However, I had misinterpreted the verse. I

has been a year of change for me, and I’ve experienced

thought it meant that the door would be opened

God’s grace and love in ways I’ve never seen before.

through my hard work and effort, when in reality,

In July, during the Chosen Generation Conference

God opens the door because of His endless grace.

in Miami, God gave me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my

Because I thought I needed to work hard enough,

struggles with sexual sin and the spirit of rejection. It

I was always extremely conscious of what I was feeling

radically changed my view of God and my certainty in

when I prayed. This also confused me. I knew that

His love, and God was calling me into deeper intimacy.

we couldn’t rely on emotion to know God because

However, when I came before God, even after

the emotional feelings are only a side benefit of

the breakthrough, I often struggled to find Him. It

knowing God — the relationship is more import-

wasn’t that I didn’t want Him. Rather, in my mind, I

ant than feeling a certain way. However, whenever

had the false mentality that I had to worship or pray

I couldn’t feel God, I became frustrated because

hard enough before I could experience Him, as if my

according to my twisted logic, I couldn’t feel God

efforts unlocked my ability to know God. In Matthew

because I hadn’t prayed or worshipped hard enough.
I thank God because He ste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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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nd changed everything. In the

the door will be opened to you.

days leading up to the New Year, I
— Matthew 7:7,

attended the OneThing conference
in Kansas City. There was so much

7:7, the Bible says,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that happened, but I want to focus on one partic-

see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ular session. In this session, there was no preaching

opened to you.” So, whenever I prayed or worshipped,

or teaching. They called it the “Mary of Beth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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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and its purpose was to give us two hours to
pray, worship, and spend time with Jesus. When it
first began, I had felt strongly led to go ahead and
jump into God’s word, but I resisted the call because
I thought that I had to reach a certain level of worship before it was okay to read the Bible. I tried so
hard to focus, but I couldn’t. I knew I was supposed
to read the Bible, but I wouldn’t let myself do it.
All of a sudden, an usher came to me and
asked me if he could pray with me, and of course,
I agreed. Before he left, however, he told me that
the Holy Spirit had pointed me out from the
crowd to him and told him that I had a pure heart.

to read God’s word, and that day, God revealed

This blew my mind. From my perspective, I

so much to me about the servant heart of Jesus.

was unclean, and that often was why I prayed and

Knowing God’s view of me brought me new

worshipped so hard — I thought that these actions

freedom. Before, I had focused on praying hard

would make up for my imperfections. God showed

enough to win God’s approval and for Him to

me that He had already opened the door for me

draw near. Now, when I come before God, I can

and that He wanted to spend time with me, but I

put down the stress and worry. I don’t have to fight

was so convinced that my worship wasn’t “good”

for His attention, nor do I have to follow a spe-

enough that I continued knocking on the open

cific order or do things a particular way. I have

door. With this new revelation, I stopped trying

much greater confidence in who I am in Christ.

to pray in the way I found acceptable and began

If He says I am pure, then who am I to disagree?

47

感恩見證集

A Warrior
in the Wilderness
Joshua Mao

O

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warrior. Facing

be far less than last year. As time went by, more of

him, a great wall of stone towered above the

these seniors confirmed their inability to go, and panic

hills. Behind him, an army looked up to him, awaiting

began to shake me as I realized one thing. I would

his orders. Both sides observed his every move, and

likely be appointed to be a team leader. I, a short,

they listened intently to the fleeting silence. Suddenly,

big-mouthed fifteen-year-old with only one year of

a great roar emerged from the heart of the warrior

prior experience, would have to lead an entire team

— a sound that pierced the silence. The trumpets

through the challenges of ADVENT. I was terrified.

followed suit, and soon the entire army joined the

Those days, I began to contemplate the duties of

battle cry. On that day, the great wall collapsed, and

my previous team leader, Vivien, and realized the

a flag of victory flew high in the air, fluttering in

overwhelming responsibility and patience required

the glorious sunlight. This was the story of Joshua,

for such tasks. As I compared myself to her and other

son of Nun, and Moses’ aide. He was a warrior —

previous team leaders, I felt more and more disqual-

a great warrior with courage, wisdom, and faith.

ified to the point that any thought of ADVENT

Unfortunately, that was not the case with me

would cause me to physically tremble or even freeze.

— at least before ADVENT 2018. Long before

Never in my life had I ever felt so hopeless, and this

ADVENT 2018, I had been told that the number

anxiety stayed with me until a week before ADVENT.

of experienced people going from our church would

On that day, as I prayed for ADVENT, a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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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

entered my head. Now, this was actually an extremely

was able to teach confidently, even in the rowdy class,

abnormal occurrence. At the time, I was known

and I even began being able to love the rebellious ones.

to have little to no passion for music, and I would

All this boosted my confidence in teaching going

constantly judge those who would sing aloud to

into the second week, and things were looking up.

themselves. Unfortunately, since almost all of my

However, at the start of the second week, something

friends were musically-oriented, I passed a lot of

was missing. Although I had gained valuable teaching

judgement. However, as I prayed, this song played

techniques and skills during the first week, I felt that

in my head over and over again. Its name was “Give

there was distance between God and me. At first, I

Me Faith,” and its chorus sang, “Give me faith to

was alarmed. Wasn’t I well prepared? Didn’t I get

trust what you say — that you’re good, and your

through the first week? What was I doing wrong?

love is great. I’m broken inside. I give you my life.”

The last question really lingered in my mind and

At that moment, as I was being crushed by stress

I was troubled. I felt like a criminal who did not

and anxiety, this song became my prayer and I asked

know the charges brought against him. In my panic,

God for faith despite my brokeness. Soon after my

I even woke up thirty minutes early to pray. In my

prayer, my body eased up and my heart calmed down.

prayer, I continuously asked, “What am I doing

I realized that God’s goodness was still there for

wrong? Why did you leave me?” In my prayer, God

me, even in my brokeness. I carried this song in

reminded me of all of the struggles and pains that I

my heart all the way to the ADVENT boot camp.

had gone through. In each of those instances, I had

When they finally formally asked me to become a

given God full control of me, and he brought me to

team leader, I peacefully accepted it with confidence

new heights. Through this, God pointed out that I

that God would be there with me. Unfortunately,

was leaving him and his love for my own experience.

this was nowhere near the end of the struggle.

At that moment, I repented for my pride and asked

After two days of teaching Taiwanese students,

once again for God to take control over me. After my

I was all worn out. My afternoon class was extremely

prayer, I felt the closeness with God restored and I

chaotic, and many of them were very tough to deal

successfully went by the second week — not because

with. I did not know how to put up with them

of my own skill, but because of God’s guidance.

for another three days and survive another week of

Throughout the mission, God called me to rely

teaching. Depression enveloped me and I was again

on him more and more. By relying on his judgement,

struck by a rod of hopelessness. When I felt completely

we get the best results, and I believe that this was some-

drained of passion and strength, I prayed a very simple

thing that Joshua, son of Nun, knew by heart. As I grow

prayer: that He would take it all and lead me and my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I hope that someday I can

team in whatever direction he wanted to go. After

become more like Joshua, with full faith in God’s grace

letting go, the comfort of God began to embrace me

and guidance, even in the most desolate wilderness.

again and the doubt began to clear. The next da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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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糧點滴

faithfulness

patience

kindness

周日： 恩寵小組

郭靖姊妹

404-519-0096

恩典小組

謝香姊妹

678-622-5780

心連心小組

江大強弟兄

770-910-0630

就光小組

劉瑞聰弟兄

404-290-6625

新生命小組

林學娟姊妹

678-677-0377

芥菜種小組

張瑩姊妹

678-662-3687

夫妻小組

王惠國弟兄

770-365-3350

陳倖生姊妹

770-542-9861

Steven Xie

678-936-5128

Joseph Mao

404-740-0034

初中主日學

顏士熲弟兄

678-654-0501

周一： 福州話小組

陳鳳嬌姊妹

678-538-8082

周三： 警醒小組

林學娟姊妹

678-677-0377

周四： 光鹽小組

陳佳唯姊妹

770-910-0629

周五： 喜樂小組

周惠鴛姊妹

404-543-2176

和平小組

劉克真姊妹

678-920-8087

仁愛小組

李一菲姊妹

770-652-3662

周暉姊妹

770-570-9815

恩雨小組

毛應清弟兄

404-543-2003

社青小組

魏大為弟兄

404-661-1822

TOG 大專小組

王萃青姊妹

678-559-8122

TOG 高中小組

主日崇拜： 周日 10：00 am
禱告會： 周三 7：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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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Atlanta
4995 Avalon Ridge Parkway, suite 150
Peachtree Corners, GA 30071

電話： 770-449-4415

網址： www.atlantabolcc.org

電子郵件： Bolcc.atl@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