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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週年見證集序言

徐永宙牧師

時間過得很快，教會已成立了八年，搬入現在的聚會地點，

弟兄姊妹們見證，神怎樣使用他們，一點也不害怕的向陌生

也已超過兩年了，在每天的例行工作中，如何保持教會的動

人傳福音，哈利路亞!

力，成為一門極大的學問。回顧過去的一年，我們兩次邀請

在興奮之中，我們也看見，基督徒的靈命仍是一切的基礎，

了陳昌文醫生講「認識精神健康的重要性」講座; 全教會也參

敬拜，讚美，讀經，禱告，小組，傳福音，各方面都需要均

加第二階段的「清泉訓練課程」，在靈裡潔淨，醫治破碎的

衡的發展，我們在感恩節特會，請了「讚美之泉」的曾祥怡

心靈，雷祖倫牧師在清泉課程結束時，勉勵大家做一個「得

姊妹，來教導弟兄姊妹敬拜與讚美，並且親自操作示範; 先知

勝者」，為的就是在心裡，靈裡建立弟兄姊妹，以致能走出

Imiel Abadir 講屬靈爭戰，釋放與轉化。之後，我們同工們決

去，關顧需要的人，證明福音的大能。去年結束時，我們整

定在今年引入大衛．鮑森主講的「新，舊約聖經縱覽」，作

個教會，能有一些實際的福音外展行動，這真是值得我們感

為未來兩年，教會小組聚會的材料，期望所有的會友能在兩

恩的。

年內至少讀完聖經一遍，並且對聖經能有相當程度的瞭解，

另外感謝神的是，過去幾年教會的一些短宣都是個人的行

紮穩根基，同時也將小組分得更小，讓更多的弟兄姊妹能起

動，2012年教會決定加入「ADVENT 台灣2012 英語品格營」

來擔任小組長，負起牧養的責任，並在小組裡面，也有更多

的短宣活動，這是教會第一次正式的組成宣教隊伍。短宣隊

的機會操練互相代求，一起傳揚福音。

出發的日期雖然是六月底，但是教會從四月就開始全體動

【賽

員，為整個的宣教隊伍籌募經費，不斷地代禱，並以各樣的

離過犯的人那裡。這是耶和華說的。21耶和華說：至於我與

實際行動來支持，果然信實的神在各方面有足夠的供應，短

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靈，傳給你的話，必不

宣隊得以順利的成行。並且短宣隊在台灣服事的時候，教會

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

每天有晨禱會為整個團隊代禱，我們在台灣得蒙保守，十分

遠；這是耶和華說的。60:1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

的平安，且有很好的成果，極美的見證，實在是前方與後援

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2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

大家同心合意，一同努力的結果，相信我們都要同得賞賜。

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

年初時，應清弟兄被公司派回國內工作半年，七月中他們

上。3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一家由中國回來，講述神如何使用他們一家人在中國傳福

2012年許多人口耳相傳說世界的末日會來臨，但我們知道不

音，在孤兒院服事的見證。八月初，ADVENT台灣的短宣隊

是，因為凡是真正讀聖經的人，明白神在撒迦利亞書，馬太

回來，每個隊員也上台見證，在短宣的經驗中，神怎樣改變

福音，啟示錄中所說的，就知道因為還有必須發生的事件尚

他們的生命，宣教時見到的，學到的，體會的，成長的，得

未發生，末後的時辰還未到。但現今確實是更靠近主來的日

著的，都遠超過他們所期待的，鼓勵有更多的學生，大人在

子，世界會變得更加的黑暗，人心也將更加的受壓，這正是

2013年能參加。但是因為時間，地點的因素，畢竟不是人人

我們基督徒靠主興起的日子，求主幫助我們在每日的讀經與

都能有機會參加短宣的 ，所以我們打鐵趁熱，決定在九月底

親近主的時段中，不斷的得著從神而來的光，不然怎能傳講

在附近的華 人超市，辦一次「福音出擊」行動，這樣全教會

神的話呢? 在教會邁入第九年時，我切切的盼望，因為耶穌這

的弟兄姊妹都能參加，九月中邀請耶利米牧師為我們舉行一

位救贖主已經住在我們的中間，我們已是轉離過犯的人，千

場「我在宣教場上所認識的神」的特會，為靈裡暖身，也舉

萬不要小看自己，一定要為主興起發光，服事自己的家也服

辦「如何向陌生人傳福音」的短劇，訓練每一個人，加強大

事這個世代。與弟兄姊妹們共勉之!

59:20~60:3】20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雅各族中轉

家的信心。九月二十九日，就成為我們一個可紀念的日子，
那一天全教會一起出動，包括孩童唱詩歌，帶動唱，吸引人
潮，在三個小時內，發出超過一千張的福音單張，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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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 Taiwan 2012 短宣見證
經歷神的信實及恩典
徐永宙牧師
011 年是我第一次參加「Advent   Taiwan英語品格夏令營」

2

想，愛他們，教導他們成為更好的人。到了這裡，原先預訂

的短宣，在離開時，我很清楚，神要我在2012年時再參

接待的教會，說另有一個更靠近學校的地方，走路就可以到

加，果然信實的神，在今年感動了教會中六位學生，加上一

學校，這樣早上就不必人來接，我覺得能夠不必麻煩人是好

位姊妹 (擔任隊媽)一同參加，其實不但是我們，整個教會都一

的，而這個光華幼稚園，也是基督徒開的，教室有冷氣，雖

同的參與了。

然就住在一個廟(當地最大的保安宮)的旁邊，我們會禱告，求

首先，面對的就是經費的問題，教會的宣教基金負擔三分之

主保守我們像錫安山一樣不動搖，我也發出e-mail給教會，請

一，個人負擔三分之一，團員自己籌款三分之一。感謝神，

大家一同為我們禱告。

當我們在主日宣告將要有短宣時，宣教基金一次就籌足了

到了學校看了埸地，比較不理想的是沒有表演台， John 有點

款。而在團員自籌款的部分，我們宣告這個短宣，不只是我

緊張，怕晚上不夠時間備課。晚上幼稚園旁的一家人 (就在保

們八位的事情，而是全教會要一起完成這個宣教的工作，上

安宮的旁邊) 很熱情的說，可以到他家洗澡，他家是三合院，

陣的要得多少，在後方參與的也要得多少，因此不是只有這

可讓我們使用三間洗澡房，這樣大大的方便及節省了我們的

幾位在做籌款的工作，事實上是全教會都在幫助我們籌款，

時間，看見神的恩典。晚上，大家一起很用心的備課，禱

大家一起辦了一個Yard

告，求主讓我們不要太緊張。

Sale，洗車，還有許多的割草，刷油

漆，賣奶茶，賣蛋糕，幫忙搬家，Parents Night，… 到出發

7/4星期三，晚上在練習排演時，三合院的孫輩們，有兩位

前，只短缺15 元，而這個缺額，也在台灣時，我應邀到一個

表兄妹Sam和Karen(國三生)說想要看我們的排練，想聽一些

教會講道時補足，神的供應是多麼的奇妙啊。

英文，我們很歡迎他們，首先知道他們偶而會去這兒的長老

由於知道在台灣的新兵訓練 (Boot Camp) 將只有三天，對於

會，我想這是一個好機會，他們先跟大家熟悉一些後，讓他

第一次參加的學生，到了要上台時，實在會有相當大的壓

們看短劇的排演，後面就是大家輪流講自己的見證，等到聽

力，因此我們決定在這裡就要先有一個訓練課程，教材就是

了一兩位之後，倖生跟他們談了一下，了解他們的背景，接

使用2011年的材料，而由參加過三次的John(顏士熲)擔任講

著我跟他們談一些信仰上的問題 ， 最主要的就是拜祖先的問

師，John

題，最後由Michael 用Advent 的方式(類似四律的圖解法)，帶

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棒，許許多多的細節，他都注

意到，在Parents Night時給了他們一個實際演練的機會，看到

領他們決志了，哈利路亞!

他們的努力及成長，是另一種的安慰。

他們的長輩真的是暗中接待了上帝的使者，不能不得賞賜，

6月底我先到San Jose參加北美靈糧特會，25 日在舊金山機場，

福音的光，救恩將會繼續不斷的臨到這個家, 雖然後面有保安

跟林安琪及李米雪(Michelle Li) 會合，要一起搭機去台灣，遇

宮的陰影，好像山一樣的壓著，但福音的真光是擋不住的。

到安琪的時候，覺得她有點怪怪的，好像心不在焉，恍恍惚

神的恩典，智慧真是遠超過我們所認知的。這是給大家最好

惚，原來她的耳朵因為飛機下降的關係疼痛，不易聽清楚，

的鼓勵，相信第二天(7/5)

她說，根據以前的經驗，通常要兩個星期才會恢復。我們在

為主作見證時，能攻破堅固的營壘，帶領學生們信主，把福

機場吃飯，謝飯禱告時，我求主醫治她，並且到台灣，飛機

音帶入到這個鎮，讓光進到黑暗中。第二天早上師母回e-mail

降落時，不會再受影響。到了台灣，飛機下降時，我看著

說為這家人禱告，感受到他們接待了神的使者，不能不得神

她，她說不會痛，回程坐飛機，也不再疼痛。 哈利路亞! 上帝

的賞賜，阿們! 真的是太棒的印證。

真的是顧念我們的神，這是我們經歷的第一個神蹟。

7/5  星期四 早上米雪跟安琪看到她們班上回應的結果不好時，

7/1星期日下午兩點，萬興國中的袁淑貞校長，親自來接我們

有些落寞，但到了下午，她們的班是100%正面回應福音，當

8個人到萬興，路上談到她自己的見證，我很高興，在職埸

安琪打開最後一張回應單時，高興的歡呼了起來，我覺得神

上，基督徒真的可以作很好的見證，也真的可以為孩子們著

真的是有恩典，大大地安慰了她們。

2 感恩見證集

神會使用我們這些使者，當我們在

7/6 星期五 神真的是很有恩典，顏士熠在中午時，看到Eileen

順服，很合一，又認真禱告，所產生的成果。

她們收到多張學生的感謝卡片，而他只有一，兩張，嘴巴上

晚上看到師母的e-mail，她們在禱告中，就已經先感受到，神

說，為什麼?  雖然不一定怎樣，相信心裡不舒服。但是下午，

會大大的祝福，會有好的成績，會比去年更加的得勝，果真

神讓他那一班的學生，每一個人都送給他一張卡片，並且是

如此，神是聽禱告的神。

個人手工作的。神啊! 謝謝您，有誰能像祢，能完全的體貼人

7/14 星期六 早上回到彰化靈糧堂，這次debriefing只請小隊長

的心，安慰人的心呢?  這兩天我們經歷了神的細心及體貼。

們分享，聽到好多令人興奮的見證，好多位都表示明年還會

7/8 星期日 進入第二週的服事，到達鹿港，主人李坤錫，將家

參加，我相信信實的神一定會為他們開路的。

整個讓出來接待我們，晚餐後，重新編一個大組，由 John 帶

後記:

領29人的團隊。很高興看見他真正的成長了，他很知道要做

回美的飛機上，覺得右膝蓋酸痛，禱告中求主記念在宣教的

些什麼事，能使大家信服。晚上的預習相當的平順，兩隊的

旅程中，恩典夠用，結果十分鐘後就好了，後來在洛杉磯才

合併沒有什麼間隔，skit由於有新的人加入，更加的豐富。

能跑，趕上回亞特蘭大的飛機，這又是另一個恩典。事情是

7/9 星期一 早上到福星國中，420多人，其中大約有70多人是

這樣的，飛機在洛杉磯降落後，要轉搭大型bus (接駁車) 到海

去年參加過的學生，今天的skit , 因為有新的演員還都是比較

關，我們因為要趕下一班飛機，(由於飛機在台北延誤了一小

放得開的人加入，效果好得多。下午在鹿港國中，有了過去

時)，所以真的很著急，尤其是第一班巴士看起來已經滿了，

一週及上午的經驗，效果更加的好，加上投影機比較好用，

如果去搭笫二班，到時前面會有一大堆人，不知要多久才能

雖然學生人數大約有530人，團康及skit 都帶得好。

過海關，會急死人的。結果，神很有恩典，在我們要硬擠又

晚上聽到生命河靈糧堂的一位學員說，時間怎麼這麼快，大

擠不上去時，發現司機旁邊沒人，我帶著安琪，米雪 ，過去

家才剛認識，好像就要離開了。這是兩隊合併的好消息，有

到了前門，他也讓我們上了，而後來要再過來的人，都被阻

這樣和睦的團隊，我知道成果一定會比去年好。

止了，等到華航的一位地勤空服員也上了這個位置，(大概是

7/12 星期四 今天早上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養在陽台上的小

專門為地勤空服員使用的)，車就開了。這是特別的恩典，位

狗，在天亮時居然沒叫，過去三天都是在5

點半就叫了，昨

置寬敞又不擠，又在下飛機後，可以跑在最前頭，成為第一

晚我禱告，求神使牠們不要叫，讓學員們今早能睡得安穩一

批可以過海關的人，哈利路亞!  然而還不止如此，當我們出了

點，因為今天他們需要有好體力作見證及呼召，上帝真是聽

國際Terminal，跑得氣喘吁吁的到了Delta的櫃台時，小姐說，

禱告又體貼。

機門大概已經關了，後來經過連絡，Delta 派一位先生專門護

早上為兩位隊員翻譯他們的見證，都來自很破碎的家庭，也

送我們過安檢，一直送到機門，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受過這樣

都看見神在他們生命中的奇妙作為，因為見證是這樣的真

的禮遇，我們真的成了上帝的特派使者受到尊榮的接待。

實，許多的學生都一同流淚，中午時統計結果，哇! 86%，比

到達了亞特蘭大機場，好高興的看到弟兄姊妹們來歡迎我

去年多出8%。

們，抬頭看到一幅「喬治亞州及亞特蘭大市歡迎美國軍人返

中午，大家不懈怠，繼續為下午的鹿港國中禱告，期待神也

家」的布幔，及教會的「歡迎短宣隊凱旋歸來」的布幔，心

在那裡作奇妙的工作，他們每班的人數實在太多了，照經

中覺得實在太溫暖了，是的，我們真的是像耶和華的軍隊，

驗，人數多學生不容易專心，成果也會比較不好。結果是80%

爭戰得勝回來了。有人說，基督徒一輩子，一定要至少去一

，也比去年多出7%，我相信，這是因為今年這一隊大家都很

次短宣，這樣才更能體會神的信實及恩典，真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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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都很順利，正如我們向神所
求，在太陽下山前把她送回家了。掉

神保守眷顧的恩典

轉車子，我再上高速公路，因為做完

陳德玉 牧師

外的家開去時，突然儀表板顯示出大

了這件事心裡好開心，正往25分鐘之
大的STOP字樣，同時發出尖銳刺耳的

坐

在駕駛座上，看著一縷白煙從

射，我趁機回癌友中心整理房間並辦理退

鈴聲，我邊減速邊打電話問Hayward

剛停穩到車庫的引擎蓋裡冒出來

房事宜，等到我再回到醫院，看著躺在

我該如何是好，得到的回答是離家很

時，我仍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下

長椅上因疲倦而睡著的文蘭，我安靜地在

近了，慢慢開回家。我就如此這般地

車前後巡了一下，也看不出什麼名堂，

她對面坐下，心中為這一路走來神展現在

行，現在我和車子都到家了，然而我

但再把鑰匙插進，車子卻再也發不動

她身體上的恩惠，不斷湧出感恩，也再一

的車冒出了一股白煙，似乎對我說：

了!!! 當我回過神來時，滿心感恩，因為

次為往後所需的一切禱告。看著她睡著時

我功成身退了。剩我呆看著在車庫裡

神垂聽了我們的禱告。

微皺著的眉頭，能知道她即使在睡著時，

停穩的車子!

昨天下午去接文蘭，一路往田納西Vend-

也不是完全舒服的，很難想像接受化療之

第二天經過Hayward仔細地檢查，真

erbilt大學的癌症硏究中心開去，雖然她

後，等下還要坐在車中四、五小時晃回

相大白，原來是車子的機油箱有了裂

明早就要進行再一次的標靶治療，但我

家，是多麼不舒服的事啊，想到這裡，我

縫，在往來田納西的路上，機油一路

們決定把這次的出城當郊遊，三個半小

又為著等下回家，求神使我們能一路暢通

漏一路噴，後車箱蓋上全是細細的油

時的車程，有時唱著詩歌，有時吃著零

無阻，使她少受痛苦。

漬黑點。而神垂聽了我們的禱告，超

食，我們兩人有說有笑，一下就到了田

等她做完化療之後，我一刻都不敢耽擱，

自然地幫助，使我能平安地把完全無

納西。在住進癌友中心之前，我們還找

扶著虛弱的文蘭就離開醫院，往亞特蘭大

機油的車子停穩在車庫裡。

了一家餐館，好好地享受了一頓美食。

直開了。一路上我驚訝文蘭的體力莫名其

實在非常感謝神保守、眷顧的恩典，

當天早上我倆早早就醒了，反正時間還

妙地恢復過來，反倒健康的我已沒力氣說

經過Hayward的修整，如今這輛車完好

早，我們躺在牀上就開始用詩歌敬拜，

話，聽著談興甚高的她不停地說話，我心

地繼續為我效力，而我也靠著主的幫

我們輪流感恩，感謝神給我們這麼好的

中感謝神如此奇妙地扶持她!

助出入平安地奔跑!  

機會能出來玩、昨天開車十分順利、晚
上又免費住在這麼乾淨的地方，有這麼
舒服的牀、癌友中心的工作人員，個個
都充滿愛心，盡心盡力使住在這裡的人

醫治我的神

能好好休息.......，實在有太多事可以感
恩了。然後我們也為每位住在這中心的
病人禱告，求神的大能觸摸每一位的身
體、為文蘭今天的治療能一切順利，最
主要的是求神減少藥物副作用的痛苦、
我特別求神讓我們在開車回家時，不會
遇到上下班的塞車，減少她在接受治療
之後還要忍受坐車的痛苦。我倆非常享
受這一個多小時的詩歌敬拜和禱告的時
光，似乎一幌眼時間就過了。
起床梳洗之後，我陪文蘭到醫院抽血，
並根據血液中的數據和不同的醫生談
話，以了解這一種新藥在她身體中作用
的情況如何，似乎數據所顯示的，令醫
生們都很滿意，所以確定下午要注射三
小時的藥物，繼續標靶治療。
吃了簡單的午餐，把她送回醫院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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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Zheng

祂

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
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2011年的暑假我帶著兩個孩子，回中國度假兩個月，然後高高興興回到美國的家，
身邊突然發生了一些事情，我一下子經受不起，得了嚴重的憂鬱症。什麼事情都
不想做，什麼東西也不想要，也沒有胃口！每天懶懶的躺在床上。不管白天晚上
一點也不想睡覺，就是吃安眠藥也睡不着！教會的弟兄姐妹一直為我禱告，非常
感謝神,  也感謝弟兄姐妹的代禱！ 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我終於得到完全的醫治！
感謝神在我遭難的日子，應允禱告，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通過這次生病的經
歷，使我學會凡事都要放下，交
託給神。因為人的計劃趕不上環
境的變化。我相信神在我身上有
祂美好的計畫。感謝神！現在的
我非常感恩喜樂，因為神是與我
們同行的！祂看顧並垂聽禱告！

感謝神恩
陳德玉牧師

哥

哥罹患血癌的消息，令全家傷

二，當我回到臺灣，在作幹細胞移植之

有更多幹細胞被釋放到血液中禱告，連

痛，尤其是我高齡的父母更是

前，需要打十幾針白血球生長激素，早

續三天的抽取，到第三天醫生在我每單

寢食不安。我和弟弟、妹妹三家人以及

晚各一針，這是為從血液中提取更多幹

位的血液中，得到了86枚 !

許多朋友開始同心為哥哥禱告，求神憐

細胞必要的程序。

三，在整個移植的過程中，病人是非常

憫醫治，其間發生的幾件事使我看見神

注射之前在醫院裡與我談話的護士很盡

危險的，化療要先摧毀哥哥的造血系

不只垂聽禱告而已，祂從起初就知曉一

職地告訴我：

統，以致健康的幹細胞進入之後,

切，而且對受苦的人充滿憐憫：

A 在收集幹細胞的過程中，若有嘴麻、

優勢之姿掌權在患者身體裡。但重建之

一，當我們得知幹細胞移植是他痊癒的

臉麻的症狀就快講。

前的摧毀過程是非常危險的，患者必須

機會時，我們向神禱告，但願我們兄弟

抽取幹細胞的第一天，機器開始轉動約

慎防一切受感染的可能。當哥哥的白血

姐妹之中，有相配的。弟弟因地利之

20分鐘之後，我感覺很難受，但實在說

球掉到十位數時，我們只能呼求生命之

便，立刻由哥哥的主治醫生簽單，進行

不上是怎樣的難受，我自問嘴不麻、臉

主，用祂的生命持續哥哥的生命，卻繼

配對驗血。兩周之後結果出來，他們完

不麻、手腳都不麻，到底是怎樣?

實在

續摧毀哥哥自己的生命，主聽了我們的

全不相合，這時妹妹和我開始分別向各

熬不住了，護士一量我的心跳已達146，

呼求，他有驚無險地渡過了移植的過

自的保險公司打聽該如何進行驗血配

原來我血液中的電解質在什麼都不麻的

程。經過一百天住院的日子，當我們迎

對，然而病人不在美加、又不是保險公

情況下已失去平衡，醫生為我注射鈣之

接他回家時，我們知道是神的能力在人

司的投保人，使事情變得不只複雜，根

後，狀況立刻改善，得以持續抽取，我

的輭弱上顯得完全。也是神對各路代禱

本就是無解，連要自費驗個血了解自己

滿心感恩，就開始唱歌讃美神。

者忠心禱告的回應。

與哥哥可否相配移植，都不得其門而

B 我的年齡已靠近捐贈者的上限，白血

幹細胞移植三個月之後，經過骨髓檢

入。正在全家無奈無助，更迫切向神禱

球生長激素的注射對我不見得能起作

驗，醫生正式宣布移植完全成功，哥哥

告時，一位已搬離亞特蘭大，超過六年

用。護士告訴我，每單位的血液中至少

所有的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都是由

沒有聯絡的姐妹，就在那周打電話給

要有20枚幹細胞，第一天我每單位血中

我的幹細胞發展出來的。我的哥哥正往

我，談完她的事之後，我突然想起，以

只有13枚，說不出有多失望，我想不可

完全康復的道路上邁進，我們只有感恩

前她在這裡的工作，正是為捐贈器官的

能神為我們做了這麼多，最後會敗在

再感恩!

人在全國找尋最合適的接受者。我立刻

我衰殘的身體吧?! 當天透過FaceBook和

向她詢問相關事宜，沒想到她非常熱

email把消息傳出去，許多人開始為我能

可以

心，立刻幫我聯絡到她以前的上司，兩
天之後她的前上司在辦公室幫我抽血，
並且立刻送檢，一周之後得知，我與哥

相信主耶穌

哥的血液完全吻合，可以進行幹細胞移
植。

原秀鷹

在這件事上我和家人都看到神的恩惠是
的人主動與我聯絡，並且在最短的時間

我

裡，讓我們看到盼望早就存在於我和哥

但是她說，她對福音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不過她可以介紹一位傳道人給我，於是徐

哥之間：我未成形的體質，祢的眼早已

永宙牧師夫婦來到我的家，為我禱告並且傳講福音，因為我的腳痛，他們還特別為

看見了(詩篇139篇16節)。

我的腳禱告，禱告完畢，問我的感覺怎麼樣？我說很好啊！我現在感覺精神很好！

由於神如此清楚地介入，激勵我們禱告

我問他們能不能過幾天再來我家，也向我先生傳講福音，因為我相信了主耶穌，希

的信心，我們姐弟三家分居三國，各有

望我的先生和我一起來相信主。幾天之後他們再來我家，我的先生聽福音之後也相

自己的教會和代禱者，凡參與為哥哥禱

信了主耶穌，我們夫婦都接受主耶穌作我們生命的主！

告的人，都為神的作為而振奮!

感謝主！在兩千年夏天的時候，我和我的先生一起受洗，成為基督徒。

為困苦人預備的，祂調度可以幫助我們

是在1999年認識主耶穌的，那年我腳痛的很厲害，然後我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燕金，她是一個基督徒，我告訴她我想和她一起相信主耶穌，她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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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懷念的母親
李一菲

我

所敬愛的母親在12/8/12美國時間

因兩岸分離，母親無法照顧在大陸的外

給在中國的三個舅舅，讓舅舅能聽到

1：37am 放下了世上的勞苦，回

婆，心中甚是愧疚，常常自己省吃儉

福音，感謝神，三個舅舅都願意接受福

到阿爸天父那裏。雖然當時我心裏早已

用，把銭省下來寄回中國賙濟外婆和舅

音。

有準備，母親隨時都會有離開我們的一

舅。在美國，母親常為我們做飯，到了

- 禱告的人

刻，沒有想到來得這麼快，當我聽完電

週末我和先生想帶父母出去吃飯，但母

母親常對我說，上帝很愛她，很聽她的

話後，不禁眼淚奪眶而出，無限難過，

親都不願去，她常說出去吃一頓飯的錢

禱告，她如有什麼擔心，只要禱告，上

我傷心和難過的是無法再見母親的面。

可以買一週的菜，她要我們省錢，但一

帝就會垂聴且幫助。在和我住的日子，

自從母親生病氣管氣切之後，她無法發

旦她和我們出去吃飯，她又會叫父親搶

一早起來去父母房間，就會看到母親跪

出聲音和我交談，但是每次打電話回家

著付帳，讓我們真拿她沒辦法。

在床前在為她周遭的人禱告，而且是日

去，爸爸總會把電話放在母親耳邊，雖

- 擁有堅強的個性

日不斷的禱告。

她不能說話，但她每次聽到我的聲音，

我的母親是位非常堅強的母親，我從來

去年七月當母親第一次生病住院時，我

總是會以微笑表示她知道我在和她說

沒有見過母親遇見困難有過任何的抱怨

無法和她溝通，就開始寫e-mails來和母

話。母親走了，我很懷念她，就想寫下

或埋怨，在她一生裏沒有”不可能”的

親講說神如何回應我的呼求和禱告。以

對她的思念和我所知道我的母親。我母

態度，12年前，我和生先領養了一對雙

下是幾篇我的e-mails:

親是一位：

胞女孩，領養三個月之後，小孩開始退

7/12/12 - 親愛的爸爸媽媽, 我讀聖經，這

- 處處為別人想

化，本來會爬，快要走的孩子連翻身都

是神的話告訴我, 我想與您們分享 “我

我的母親常常是為她周邊的人想，她不

不會了...我和先生就開始尋找答案，醫

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後。

喜歡麻煩別人，甚至連她自己的兒女們

生查出她們是基因改變得了腺粒體遺傳

神幫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

也不麻煩，父母親在我結婚之後，每年

病，沒有方法治，且會一直退化，在我

神，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耶和華，我

都會來美國看我們和我們住段時間，她

人生最底谷的時候，母親鼓勵我說我們

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

總是要為我們做些什麼的，因為她體貼

來禱告神，相信神會給我們開一條路⋯

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神啊，我向你

我們上班，顧家辛苦。她說讓她有事做

且她說我身上有她的DNA。

所許的願在我身上；我要將感謝祭獻給

她才會開心，其實母親若站太久她的大

- 愛傳福音的人

你。因為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你豈不

腿髖關節會痛。一次她牙痛，自己忍痛

母親說她在我們小的時候，接受主，受

是救護我的腳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

也不要麻煩我們帶她去看醫生，她就是

洗。當時信主時，並不是十分清楚，但

行在

怕麻煩別人。

她星期日一定守主日。直到來美參加教

我有信心，神聽了我們的禱告，一定會

- 超級能幹的職業婦女

會聖經的教導，她明白救恩的意義和傳

幫助我們。媽媽，請堅強，讓我們以信

在我心目中，母親是位超級能幹的職業

福音的重要。記得1988年父母來美，因

心接受神的憐憫和祝福。

婦女，我小時，她一人做二份工作，辦

為我在美的舅舅得癌症，當時舅舅不認

學校（一間髙中，一間大學），買房

識神，母親很焦急的要去探望舅舅傳福

7/14/12 - 昨晚去禱告會(您們是星期四早

地產怕我們小孩成家後沒地方住。又要

音給他，感謝神，舅舅在臨終前願意接

上), 師母唱 “耶穌，我愛你，俯伏在你

照顧我們四亇兒女，實在是超級能幹，

受耶穌為他亇人的救主，歸在神的名

面前, 讚美敬拜你, 主, 我王。 哈利路亞,

母親退休來美，看到我工作辛苦，很是

下。母親有一位一起辦學校的好友，生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哈利路”。我感覺

心疼，但我總是對她說，我有母親的

病且不認識神，母親很心急地要傳福音

我好像俯伏在神面前, 很用力的在敲天

DNA，所以做得來，母親就會得意的微

給她，但這位阿姨信佛太久，沒有接受

上的門, 要神來幫助媽媽... 突然間，我

笑.....

耶穌，母親為此還蠻難過和遺憾。自從

覺得天上的門開了! 我的眼淚滾滾而下,

- 克苦自己寬待別人

兩岸開放，母親就開始用寫信來傳福音

那一刻, 我知道神已經回答了我們的禱

6 感恩見證集

神，必不懼

神面前麼？”詩 56:10-13

告。當我打電話給姊姊今天上午

(您們是星期四晚上)，得知

病, 大到上帝不能醫治!”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沒有一個疾病,

媽媽有一個好的一天，我非常的高興和感激。我會每天呼求

大到上帝不能醫治! 媽媽屬我們的主, 因祂受的鞭傷, 媽媽必得

神，讓媽媽所感染到的各種病菌都被殺死。神幫助我們，這

醫治！

是我們所知道的。我們倚靠

在母親住院的那段日子，我們全家族的人都完全依靠神，等

神，我們要讚美祂,

我們倚靠

神，必不懼怕。

候神的帶領，當時年紀已92歲的父親為了母親，他也禁食早

7/17/12 -   今天主日崇拜有首詩歌, 歌詞是＂沒有一個困難, 大

餐有四十天之久，看見父母親恩愛的感情，我好感動。神也

到上帝不能解決, 沒有一個重擔, 大到上帝不能擔當...” 後來

確實聽了我們的禱告讓母親渡過四次的危險。

師母說到 “我們屬我們的主，我們的主也屬我們...” 雅歌 6:3

母親雖然走了，但她的點點滴滴仍在我腦海裏，我很懷念

。師母說 “我們既然屬我們的主, 當然我們的困難, 疾病, 和軟

她，也很想念她，但我深知她現在已安息在阿爸天父的懷

弱也都屬我們的主” 聽到後好感動, 知道神藉著師母的信息要

裏，再也沒有身體上的痛苦，真是好得無比。媽咪，我愛

我們知道 “媽媽屬我們的主, 我們的主也屬媽媽, 媽媽的肺炎,

您，感謝天父賜給我如此愛我的毋親，和您在我身上所付出

支氣管炎, 發燒, 氣喘, 痰都屬我們的主。沒有一個困難, 大到

的一切。                                                                   

上帝不能解決, 沒有一個重擔, 大到上帝不能擔當, 沒有一個疾

                                                                                   女兒一菲上

服事孩子的喜乐
王敏

几

年前，教会主日报告:

教会里孩

子越来越多，需要按年龄分班，

教她怎样与孩子们互动，怎样在爱中教 还 没 结
导并鼓励孩子。

束，所

所以需要更多的主日学老师。我虽然没

我听了姐妹的分享、看了姐妹的示范， 以 我 允

有做老师的经验，但是心里想到教会有

心里很受触动，就向神祷告，呼求神常 许孩子们有一些自由玩耍时间。几个女

需要，就主动报名加入服事。

常用爱充满我，并赐下活泼、有创意的 孩子突发奇想地与我玩闹起来，我变成

当时我帮忙小班，年龄大概2-5岁。大一

讲故事方法。感谢主，渐渐地，我开始 她们的玩伴，她们看起来超开心。现

点的孩子可以自己玩积木或玩具，但小

学习常常拥抱班上的孩子，常常正面鼓 在，孩子们在教会教室以外的地方看到

小孩还会哭着要找妈妈。每当有孩子哭

励他们，在敬拜时为孩子们祷告。在讲 我，常常会主动过来抱抱我；甚至一个

闹，我就忙着又抱又哄。只要孩子平平

故事时，有时用一些道具，邀请2-3位 特别顽皮易哭闹的孩子，在走廊的地上

安安的，就很不错了。过了一段时间，

孩子扮演故事里的角色，增加孩子们的 玩汽车，当我走过他身边，他会主动叫

教会要求每次主日学要讲一个圣经故

参与性；有时使用不同的图片并加上提 我老师好。

事。我原本就最不擅长讲故事，更不懂

问，加强与孩子们的互动；有时做一些 林 后 8 ： 1 2 人 若 有 愿 做 的 心 ， 必 蒙 悦

怎样给5岁以下的孩子讲，因此每次讲完

场景道具、人物道具，边讲边表演；常 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

故事，孩子们大多没什么反应，既不知

常把孩子抱在腿上来听讲故事。

道怎样与他们沟通，也不知道有没有听

神不断加添给我爱孩子的心，使我越来 自己，并没有服事孩子的恩赐或能力，

懂。

越自由地与孩子们相处，祂还教我学习 我只有一颗单纯愿做的心，神就不断加

后来有一次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负责同工

与一些特别爱闹的孩子或特别安静害羞 添我所需的各样，无论是爱孩子的心，

JOY姐妹在班上做了一次示范讲课，我非

的孩子沟通。主日学负责姐妹邀请我参 讲故事、带敬拜、为孩子们祷告等等。

常羡慕她可以把孩子们带得既可以活泼

与为孩子们的守望代祷。借着祷告，看 孩子们会有这样的爱的回应也是出乎我

又可以安静。她讲故事时邀请孩子们参

见神不断作工在孩子们身上，改变一些 意料的。在服事的过程中，我自己受益

与到故事的角色，借着表演来讲故事。

顽皮倔强的孩子，成为柔软顺服的；改 很多，满有喜乐。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这种生动活泼、创意的讲课方法我是第

变一些害羞胆怯的孩子，成为勇敢的。 我的属灵生命也一天天成长，被神扩

一次见识到。又有一次，与一位临时帮

当我和孩子们越来越自由地相处，因着 张。神借着孩子的回应表明祂的悦纳，

忙做老师的姐妹分享，她提到她在准备

神的爱使我们更亲近。有一次课上安排 使我大得安慰。我能服事孩子实在是神

课程中，花很多时间祷告，神就用异象

的活动大致结束了，但大堂主日聚会

的。当我从一开始为了神家的需要摆上

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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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就不要怀疑
黄友琴

务

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

6月1日凌晨两点，我的右耳翁翁的非常难受，在无法入睡的

子，遍地遊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8）。

时候我就开始想：是不是神要我现在起来读圣经亲近祂，赞

魔鬼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它常常利用我们的软弱来攻击我

美祂呢？可是明天我还得去上班啊!

们。但是，只要我们相信 神是我们永远的帮助且不怀疑，我

就起来，反正我也不舒服。感谢天父阿爸的憐憫，就在我想

们就必能得胜。

着时我竟然睡着了，而且在睡梦中不停赞美和敬拜我的神。

去年五月底教会有连续十天的祷告，我的小组长在20号星期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在梦中赞美敬拜神，这种经历真的美好。

日那天告诉我并叫我也去参加。在那段时间我已经停止參加

6月4日早晨起来时，我明显的好了很多，刚好那时药也吃完

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好长一段时间，理由有好几个：1. 开车半

了。我开始觉得是药见效了，心想若是我没祷告寻求神的医

小时太远了， 2. 不喜欢晚上开车， 3. 要陪老公，想做个

治，也许药就可以医治我。不然，哪有这么巧药吃完了病也

好太太， 4. 要陪女儿做功课、练钢琴。这些都是我的理由，

好了。有时人就是这样的小信和无知，我也不例外。忘记了

也是我的软弱之处。奇妙的是，不知为何我那次很想去参加

万物乃神所造，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惭

连续十天的祷告会。于是，我决定21号就是星期一晚上开始

愧，信主多年的我，也会忘记神会借助药物来医治我们的各

去参加。

样疾病。因为我的小信和怀疑，我又开始不舒服。我来到神

撒旦实在不甘心我做出如此决定。21号早上起来时，我的整

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的小信和怀疑。接下来的几

个头很不舒服，里面有翁翁的声音，还有点晕晕的，好像有

天，我就专心仰望神，每天早晨按时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

水在里面的感觉。以前有听别人在骂人时说：某某人脑子进

告，亲近神。虽然，我的头还没有完全好。我没有再去看医

水了，我想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我没有因头部不舒服而放

生，因为我要一心仰望耶和华，让祂来医治我。

弃晚上去参加祷告会。谁想到下午开始下起雨来，直到晚上

6月12日早晨我起来读圣经，刚好读到：列王记下的7章1-2节

也没停下来。我知道撒旦在等着我放弃去参加晚上的祷告

那里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

会，因为它知道我的软弱。若是在以前，我一定会放弃的，

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舍客

但是那天我对撒旦宣告说：”撒旦，你退后吧，不管今天雨

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客勒。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对

下得有多大，我是铁定要去参加祷告会的”。那晚我平安的

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

去到教会，参加了一个得胜且喜乐的祷告会。

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我忽然明白神在通过这段经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有参加晚上的祷告会，到星期四晚上，一

文告诉我说：你若不信就得不到完全的医治。于是我祷告，

个朋友打电话要我去参加星期五晚上的婚礼，当时我真的好

求神赦免我的不信和怀疑。求神给我信心让我坚定不疑一心

为难，既不想停止星期五晚上的祷告会，又不想拒绝这位朋

来依靠仰望祂。

友的婚礼。在左右为难时，我便问这位朋友为何这么急着举

6月19日那晚我在梦中不停赞美敬拜神，那是我第二次的经

行婚礼？而我这位朋友回答我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现在就要

历，非常奇妙的经历，人可以在整夜的睡梦中赞美敬拜神。6

住到一起，不想再等了。听到这个理由后我果断的对这位朋

月20日早晨醒来后，我的头完全清醒，不再有翁翁的声音，

友说：”对不起！我不能参加你的婚礼，因为星期五晚上我

也不再有晕晕的感受，更没有进水的感觉了。我完全被神医

需要参加祷告会”。可想而知，这位朋友从此不再和我联

治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完全相信且不再有一丝一

系。撒旦就是这样想用各种方法来阻止我去参加祷告会。感

毫的怀疑，是主完全医治了我。

谢主！主了解我的软弱也憐憫我的软弱。

当我回顾我的灵修祷告日记时，我才发现从我决定参加祷告

連續十天的祷告会后，我又开始参加星期三的祷告会。我的

会一直到头完全被医治，这期间的整整一个月里，我经历到

头还是不舒服，在祷告寻求神的医治的同时，我也有去看医

的属灵争战是真实的，也意识到对付自己肉体上的软弱是必

生，但是医生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只是告诉我可能是耳朵发

须的，相信神是医治的神，且坚信到底就得医治是必然的。

炎，给我开了些消炎药。我繼續每天祷告，求神来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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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是出于神，我

烏龜回家
黄友琴

去

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傍晚，老公

乌龟失踪后的第一天，看到水缸里的

面实在太热了，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它的

突然发现我们家后院水池里有

大乌龟（公的）无精打釆，似乎在为

背壳上很干燥，可怜的乌龟，看到短訊

两只乌龟（一大一小）失踪了。这可是

失去的同伴而伤心。老公就会去后

和照片后，我才想起当时的祷告，于是

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那两只乌龟可

院走走看看，但却什么也没看到。

我不由自主地赞美神的信实，祂实在是

是我们家老公的”心肝宝贝”。老公一

第二天，我们就试着不再去想着这件

一位听祷告的神。万物都是他所造，万

共养了四只乌龟，两只最大的是一公一

事，也不谈论这件事，但是当老公看

物也都在他的管理之中，讓一只乌龟回

母，它们是五年前我们的朋友送给老公

到水缸里的乌龟无精打采时，他还是

家，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说，简

的，那时它们只有两英寸那么大，养到

会难过。那时我已经忘记了在后院里

直就是”小菜一碟”。虽然我已经忘记

现在已经有七英寸这么大。另外一只大

找乌龟时对神的祷告。第三天的中午

了当时的祷告，但是神垂听我的祷告，

的是公的，它是四年前我们的朋友把它

忽然收到老公发给我的短訊和照片，

尽管是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的神依然

养到奄奄一息时，才送给老公来养的，

短訊上说：那只大乌龟回来了，它就

垂听。至于另外一只小乌龟，神没有让

老公好生照顾， 它才渐渐长大了。还有

在我们家的车库门前等候。而照片上

它回来，自然有他的安排。真是祷告在

一只小的是两年前老公在路上捡到的。

呢就有一只乌龟在我们家车库门前

于我们，成事在于神，我们要永远相信

听老公说，当时若不把它捡回来，可能

的地上，它好像在耐心等候车库门

神，因为在祂没有难成的事。

就会被路过的汽车给压死。

被打开，它好爬进车库里，因为外

当我们知道乌龟失踪后，就开始寻思，
它们是怎么失踪的。当时我们觉得有三
个可能性：第一，是被常常到我们家后
院的那只野猫给抓走了，第二，被老鹰

醫治的神

给叼走了，第三，借掉进水池的木板爬
出去走远了。那天天气很热，太阳很
烈，老公怕乌龟晒坏了就用一块木板盖

陳鏗

住水池。没想到那天风大， 把木板给吹
掉進水池里，一半在水池里面，一半在
水池外面。排除前两个可能性，我们一
致同意是第三个，乌龟是借掉进水池的

2

012 年的感恩節退修會是一個充滿感恩的日子。在Imiel 牧師的聚會中，我有被
單獨的禱告，當時他提醒我一些二、三十年前的往事，當場就陪我為這些舊事

悔改，感謝主的恩典，我馬上就得到了一部分的釋放，但是有另一個東西似乎更

木板爬出了水池。于是，我们在后院到

明顯的壓在我的胸口上。

处寻找，希望能把它们给找回来。老公

我在這次得到的釋放是，下雨天和晚上開車不怕了。因為我在前兩、三年已經因

还跑到左右邻居屋子的周围寻找，但是

為下雨和眼睛不好出過三次車禍，所以我最怕開車時天氣不好。還有就是聖經似

都没找到。看到老公难过的样子，我不

乎更吸引我了，以前好像不讀無所謂，現在好像越讀越有味道。

知该如何安慰他，我只有仰望神，我在

一直到了二月初，有一個星期日晚上，當我實在為家鄉的事煩躁得不得了。我打

后院边找边祷告说：”主啊，求你让那

了一個電話給一個小組長，需要他陪我一起禱告尋求神的旨意。上帝真是憐憫的

两只乌龟回来吧，若不然，就让那只大

神，當小組長陪我禱告的時候，他馬上就又把我拉回二、三十年前的舊事，提醒

乌龟回来也好，这样老公就不会太难过

我把當年一大堆不屬神的魂結斬斷，並且宣告神的心意會在我的生命中被完成。

了”。我们就这样到处寻找直到天完全

當時我的腹中馬上就有一個力量在攪動，這個東西一從我的口中出來，我就被聖

黑了也没找到。为了剩下的两只乌龟的

靈大大的充滿。

安全，老公把它们放到家里的小玻璃水

真是有一位愛我的上帝，祂就是耐心的等待我的悔改，悔改完了醫治馬上來到。

缸里。

神早就已經等不及的要醫治我了，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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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神真实存在
李芬清

自

从2009年11月29日圣灵带领我进入

心态，使我去体会对方。首先神用智慧

基督国度，我真实的经历到衪复活

的言语向我启示，要我认罪悔改，要看

的大能，不斷改变我的生命。那天我先

自己错，不要看对方错。以前我就是認

听到神向我说话，然后我受到圣灵洗，

為自己是对的，才会与对方吵架。但是

的神，衪恩典就大大臨到我的家。接着

接着我的生命开始改变。

神的话是大有功效，像种子在我里面成

老公也被圣灵充满，也被深度的洁净，

我要与大家分享圣经里几句话，是有一

长。去年圣灵向我开启，看自己错，并

他生命翻转大改变，我为他祷告，他很

天圣灵光照，让我明白这是信徒不可缺

不代表自己错，而是谦卑，这句话对我

快也得到流利方言。再接着我们俩都会

的恩典。

帮助很大，使我开始学习谦卑，也帮助

唱灵歌，跳灵舞，还会作灵操，家里就

我心态平衡。

建立敬拜祭壇。从去年初起我們差不多

洗，耶稣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神通过圣灵大能連续在我身上作医治，

每天都跳灵舞，敬拜三位一体真神。

（2）徒 8：16节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

释放，洁净的工作，在我得医治过程中

我们心灵喜乐安稳，心态平衡，安息，

何一个身上，他们受洗只是归入主耶稣

的反应，有哭，有吐，有笑，有全身发

心情舒畅，家人和睦共处，比从前幸福

的名下

麻，发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我身上

美满。身体健康方面也神奇般的改善，

（3）约3：3-5节主耶稣亲口说：人必须

的运行，这都是圣灵洁净我里面的彰

老公以前常常腰痛，脸色青白，去年初

重生 ，是从水和圣灵生，才能见神的国

显，这些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因为衪把

圣灵感动他来敬拜赞美神，雖然當時腰

与进神的国

我里面所有压力，创伤，忿怒，不好等

非常疼痛但他顺服敬拜神，结果得到父

这几句话非常真实的在我身上印证!

等全部洁净掉，使我心灵平静安稳，也

神忴悯，就在那时刻神赐给老公跳灵

我是在1999年受洗的，但在那十年里我

慢慢学习去体会老公，尊重老公，对孩

舞，来敬拜三位一体真神。衪的作为太

去教会还不到二十次，因为我每次到教

子耐心，柔和，关系大大改善。我每次

奇妙，就这样老公腰痛就得医治，完全

会不是听不懂就是要睡觉，读圣经也不

被圣灵充满洁净后是那么轻松喜乐，真

康复。我和老公都有肩周炎，也是通过

懂，雖然作了十年的基督徒，我的灵命

的非常美好！所以每次圣灵充满我，我

作灵操与赞美神得到医治，老公脸上的

是死的。

就自然的敞开心与衪配合。

肤色转好，特别在敬拜时我看到他脸上

自从2009年11月29日我受了圣灵的冼，

2012年初，神给我一个旨意说：我如果

神的荣光同在时，使他年轻好几岁。與

我的心窍被主耶稣打开，我的灵就甦醒

爱衪，顺服衪，首先要爱人，顺服人。

神連接在一起是非常美好的。

过来，开始能读明白圣经，也喜欢读圣

神要我先顺服我老公，当我领受这话

今年1月18日早上我身体很累，心想来

经。圣灵也常常通过圣经向我启示父神

时，我说: 阿爸，我坦白的告诉祢，这

敬拜神重新得力！结果在敬拜中我得到

的心意。在这三年里我亲耳听到神向我

靠我自己是办不到的，我看不到他有長

神赐给我更大的恩典。在敬拜中，我躺

说话，是鼓勵我要成长。让我深深的体

處让我敬佩与顺服，但我因祢的爱，我

下领受神的爱。在领受过程中我想起在

会到是圣灵在带领我。

愿意顺服。我请求袮帮助。当我为这事

小组里祷告所领受神的话 。

不只这些，更宝贵的是我经历上帝真實

连续祷告三天，我还没作到，父神忴悯

1.要把主耶稣排在第一位，因为衪是我

的大爱，以及祂的大作为。我在2009年

我赐下恩典使我流利方言从口而出。到

们的生命树，衪就是道路，真理，生

以前拼命的工作，但这成为我精神上的

第二天整天都在唱灵歌与讲方言，使我

命。

压力，还有现实生活上的重担，心靈空

心情舒畅，快乐。讲方言对我好大帮

2.要进入真理，因为真理是使人活，使

虛，工作上得不到老公的赞同与帮助，

助，使我灵提升，也帮助我比以前有耐

人得自由。

还受到老公言语的创伤。使我变成一个

性与容易顺服。因为方言是造就自己，

3.要得到真理，因为真理是圣洁的道，

看不到自己错误，容易忿怒，以自我為

也讲論神的大作为。当我愿意学习尊重

是有能力的，有权柄，有力量，有医治

中心的女人。只看到老公的缺点，看不

人,顺服,谦卑,祷告,作自己本份时，神

大能。

到他的优点。我非常感謝神先改变我的

就开始作衪那一份在我身上。神是信实

4.要活出真理，才能更像主耶稣基督。

（1）可

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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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是用水给你们施

接着我想到小女儿心胸宽大地处理一件

乐安息，我满心感謝我的神我的主。

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

事，使我觉要向她学习这点，当我想到

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为什么和你们分享

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神却借着圣

这里就被圣灵充满，开始泪流而哭，接

这些呢，因为我知道神爱世人，神更

灵把这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

着从我腹中涌流出来有一种力量的大

爱祂的儿女都来到衪面前，来领受衪

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神的

笑，接着感觉到神同在很强，觉到喜乐

己经预备好的大套歺。慈爱，信实公义

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对我来说不止

的油从我额头上流到眉毛头止，連续滳

的父神，有无限的爱与恩典要赐给祂的

这些，衪還像老师一样教导我，引导我

到六滴，就停了，也觉得神同在不强

儿女，但需要本人来领取。我希望大家

进入真理，也像母亲一样爱着我，保护

了，我就呼喊着，阿爸！不要离开我，

读到我的见证后，就敞开心爱我们阿爸

我，真的被圣灵所引导是非常美好的，

我要更多，我需要祢阿爸!

接着又开始

天父，也希望大家更渴慕被圣灵充满，

因为只有衪能让我谦卑下来，看到自己

滴油，滴到十四滴为止。滴到第七滴

敞开心与圣灵对齐，因为只有圣灵把我

错，自我中心，驕傲等等。不但这些，

时，我里面有一句話，滴到第十二滴

们带入基督国度里。衪是真理的灵，是

衪有能力把我里面所有忿怒全部拿掉。

时，我里面又有一句话，滴到第十四滴

圣洁的灵，是溫柔的灵，也是参透万事

我不再被罪而辖制，使我得自由。

时，我里面又有一句话。神使我心灵喜

的灵，(林前2:9，11）神为爱衪的人所

唯祂是我的力量
傅爱琳

小

时候去教会看到大家说见证我好羨慕，心里总想什么

2012年从5月份我一直要找份工作，当时非常迷茫，不知自已

时候，我也可站在台上见证神，能站在台上唱歌赞美

能做什么，也到处尋找看有什么工作能够适合我，可就是找

感谢主，唯祂知我内心的渴慕，阿爸天父竟在我人生

不着。有天我跪下祷告，主啊！我能做什么呢?求你感动人来

的最低谷，给了我这机会来见证祂奇妙能力，用这方式告诉

找我。祷告两天后的半夜十二点，我的手机响了，一家海鲜

我，祂对我不离不弃的爱，垂听我的祷告，记念我的渴慕。

公司来请我去实习销售产品，当时我口头立刻答应，但真不

多年以来每次软弱，神的话语给了我力量。有天晚上我的心

知怎么去，因我那时还不会开高速公路，第二天我请求儿子

忧伤到了极点，那种感受简直回到了忧郁时期，内心呼喊主

帮忙，带我去面试，到半路儿子就不想再开，因路途太远！

快来帮助我解脱这捆绑的心，到了凌晨四点无力的手总想写

我对儿子说先去看看吧！然后心里一直祷告，主阿！如果是

些什么，头脑里面一直闪过唯有耶稣可以成就的事，无数个

你让我去，就安排有巴士，地铁到公司，感谢主，经过面试

唯有，还没写完，我已全身充满能力，好象所有的担忧都没

交谈，公司请我第二天上班，还告诉我巴士直接到公司门口

有了，内心平静下来赞美神，后来友琴姐妹发来信息，说我

不远，也可以星期日休息，真是感谢主的奇妙带领安排！其

们能做的都做了，不能做的就交给神吧！我的心再次活起

实公司挂我的手机号码之前，我己关機一个月而沒用，但是

来，是啊！主，唯有你可以做我们不能做的事，哈利路亚！

因开新手机分钟不够，於是又打开舊機，再用半个月，而公

自从那时起我的心充满了平安喜乐，感谢天父给我秘诀，平

司挂我后，第二天就结束这个号码，不再用了！神就是这样

安喜乐，就是凡事交托，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所有的重担

奇妙的不误事，让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一直做到现在。

卸给神，学会感恩，学会饶恕，学会原谅，学会谦卑，学会

經過一段時間，我不再搭乘巴士，練習開上高速公路，从未

顺服，学会包容，更重要看到自己的弱点，求主更新洁净。

开过高速公路的我，如今可以每天来回將近两小时开车路

好感谢主，他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程，开心又轻松的一路与主交谈，可以唱歌赞美神，做神

为要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

的儿女真有福气啊！高山低谷神都看顾，主啊！有了你还

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恥。因为我所信的是位创造宇宙万物

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的神，我可以称祂为阿爸天父，祂顾念我所有的感受，我要

你的，就行在光明中，主，我感谢你的眷顾和怜悯，在你的

一生敬畏赞美依靠我的天父，唯有祂是我的力量，唯有祂可

爱中恢复了我的自信，因我是属你的，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

以成就不可能的事。哈利路亚!

中，每段路程你为我立定，抓住我心跟随，直到见你面。哈

神呢?

！你说愿意听你的话就蒙福，愿意跟随

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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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医治
林学娟
(一)

(二)

从

小就有头痛的毛病，这病是遣传的，我的爸爸有偏

去年最后一次半宵祷告会，有圣灵在那里带领，有很美的敬

头痛还有加上鼻炎，偏头痛和鼻炎是会遗传的。以

拜與主甘甜的同在，每一个人都见证神的作为，弟兄姐妹分

前的我在太阳底下太久和风吹都会让我头痛，还有不能做激

享见证时，圣灵又在不同的弟兄姐妹心中运行，在別人分享

烈的运动，不能哭得太过激烈。以前我不是很听话的，常会

见证中，听见证的姐妹悔改也得著医治，太奇妙了。

被父母骂，所以常常会哭，每次哭的太历害，头就会痛。很

圣灵也在我身上运行，其中有个姐妹分享神让她想起很小的

多不适应的状况也会头痛，所以各种止痛药都吃过。信主后

时候，因顽皮摔倒留下很深的凹痕，最近神医治她，就在她

第一个神迹是在神面前哭卻不会头痛，而且在神面前哭的太

分享的过程中，我的眼泪都掉岀来，因为我想起自己七岁的

过激烈和跳舞做激烈的运动都不会让我头疼，太奇妙了！这

时候也摔倒，流了很多血。事情是這樣，当时家里的锁匙不

对我来说就是神蹟，因为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事。但是头疼的

见了，妈妈就去把窗户的玻璃打破，叫我爬进去，因为我爬

根还在，有的时候一天要吃三次止痛药，我的头疼是劇痛，

得太慢，妈妈心急推我，我就摔在碎玻璃上。难怪近日常会

如果不吃止痛药就会吐，所以我的皮包里一定有止痛药隨身

觉得有愤怒在我的里面，先還以为是最近车祸之後的感觉，

带着。有一次一位宣教士来我们教会讲道，她为我的头疼祷

雖然可能也有一点，但也是神要医治的时候，后来师母就來

告。从那次以后我的头痛次数就減少了很多，渐渐的就没有

为我祷告，我就为妈妈祷告，求神愿谅妈妈，我也愿谅她，

头痛了。我也没有再去买止痛药吃，真的知道神己经医治了

因为她真的不知道会带下怎么大的伤害，很感谢神，我得着

我!

医治，从那次以后就没有感觉后面有愤怒，神使被压的得自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担当一切的咒诅，使我得祝福！

由，非常感谢神，虽然有很多不开心的童年往事，神的医治

因祂受的鞭伤我得医治。感谢主！

能恢复我的健康，神也保守我和妈妈的关系都非常好。非常
感恩，荣耀归主。

神的保守  
林学娟

去

年12月的时候教会姐妹有几个连续发生车祸，這其中

告会的路上，那种想哭的感觉又上来，方言一直从我口里很

也包括我，记得那天中午在家里不知为何心口就是闷

大声的祷告岀来。心里还在想，神你今晚在祷告會要做什么

闷的不舒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很想哭，唉，主我怎么了，

吗？就在我正想的时候，我的天哪，从后面连续撞二下，我

在家就大声方言祷告，希望胸口的不舒服可得释放，大概祷

的车被撞到旁边去，吓到我，就看见最后面的车因为撞的太

告半小时平安就临到我，不一会儿就接到Mia的电话说，她的

历害了，跑到我前面在马路中间打转，连环车祸，有些人送

车子被撞了，车上有田雨，两个都是孕婦，她们吓坏了，我

医院急救，我的车子也被撞到不能修。但我非常的感谢神，

一直安慰她没事，心里很平安，就想刚才是圣灵的代祷，后

因着圣灵的代祷保守我的命。所以那天回到祷告会心里很喜

来送到医院去，一个没事，一个吓到子宫在收缩，在医院住

乐，知道是神的保守，其实祂已经在提醒我，那心里不舒服

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平安出院。感谢神的保守，过了两三

想哭都是灵里的迫切，要祷告，我们的神是保护祂百姓不打

个星期，同样的心里不舒服又临到我，那天刚好都在外面做

盹不睡觉的，赞美主，虽然有时环境不顺，主应许恩典够

事，也是想哭，因着忙碌就没去祷告，还跟爱玲姐妹打电话

用，高山低谷祂都与我们同在。

说，今晚祷告会很想在神面前大大被释放。到了晚上要去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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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在神的手中
馮秀月

經

過一段漫長的等待，2012年四

告，告訴主說，我已經用盡全力，我的

沒有舉手，我往四周看看，舉手的只有

月，我終於得到了美國公民的資

一生在你手中，這次我完全依靠你，請

兩三位姐妹，師母就鼓勵大家要學會給

格。由於我的英文底子不好，再加上我

你來幫助我，我的心漸漸平靜下來，奇

出去。當感恩節特會結束回到家，我突

年紀大，記憶力不好，我對公民考試非

妙的是這次考官問的問題，比上次簡

然想到其實我已經收到了一份很大的禮

常緊張，雖然有弟兄姐妹們為我禱告，

單，我回答的不錯，考官說我通過了！

物，這個禮物就是我們小組的幾個家庭

當我見考官時心裏還是挺緊張的，考官

我好高興。九月份我就宣誓拿到美國公

聯合支付我的報名費，使我可以參加特

又問些比較難回答的問題，我有好幾題

民的身份。現在我可以享受政府給六十

會。在感恩節特會報名時，我內心雖然

都答不上來，考官對我說等四、五個月

五歲以上老人的補助金，以及醫療保險

想去，但出於經濟上的考量，我決定不

以後，收到通知信再來考。我心裏挺難

等福利，我可以免費去看醫生。最近我

參加。小組長知道了以後，就聯絡小組

過的。回來後與弟兄姐妹們分享我的經

很擔心自己身體的健康狀況，就去做

的幾個家庭，主動為我繳了報名費。從

歷，他們就用自己考公民的經驗，以及

了血液檢查，結果是除了血壓有點偏高

這裏我感受到，神藉着教會肢體對我的

經歷上帝恩典的見証來鼓勵我，並且更

外，其他指標都在正常範圍內，我真是

關心和愛。現在我也明白了，其實最大

加迫切的為我禱告，我也再次為考試預

很感謝主的保守。

的禮物是神將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給

備。

在2012年感恩節特會第一堂開始的時

了我們，使我們可以得到永生，我更加

到了八月份，我收到通知，要去參加第

候，師母問我們大家在感恩節時有沒有

願意將自己的一生交在他的手中，因為

二次考試，進考場時，心中不斷的禱

收到禮物？當時我並沒有仔細思想也就

他真是我的好牧人。

神奇妙医治我的旧伤
丘纪恒

2

012年11-12月教会在周日下午播放Peter Horrobin牧师《

接下去的一天是周一，我在家里不小心从楼梯上滑下去，摔

内在医治》的DVD。我和弟兄姐妹一起在学习的过程中，

痛左边臀部。周二我勉强挺过一天，周三我感到摔痛的部位

经历了神的奇妙医治。

疼痛难忍，就请女儿为我按摩。女儿认真地按摩着，我却痛

有一集播放的是《创伤后遗症》，Peter牧师当场为一位过去

得哇哇大叫。这时，神让我想到周日下午观看DVD时所做的

经历创伤的姐妹作医治释放的祷告。这姐妹40岁左右，回忆

医治祷告，又让我回忆起24年前我经历的一次车祸。当年我

她五岁时，曾从家里双层床的上铺掉下来，受惊吓，昏倒并

19岁，那天骑着摩托车与台北客运大巴抢道，想超过大巴，

有头部淤青。在聚会中，她跟着牧师一起祷告，被圣灵在灵

却与它相撞，被车子挤到路边，车后轮挤到我的车把手，我

里带到出事现场，并悔改，求神饶恕她頑皮从床上摔下来，

被摩托车压住，并被拖了一段路。我右边臀部受伤，发黑紫

並求神恢复和医治的大能临到她，最后她得着医治和释放。

色。车祸发生后，我去按摩治疗一个多月，结果臀部留下一

我在观看DVD的同時，也想起从小到大外婆和妈妈常常提到的

道深色沟痕，再按摩也无法去除，并且一碰就痛。

一件事，自己一岁多的时候，在父母的朋友家玩，他家住在

于是，我就效法周日下午的医治释放祷告，向神悔改，我承

台湾老旧的日式房子里。那房子有一种特殊的移动门吸引了

认我不应该与大客车抢道，求神饶恕并医治。在女儿继续按

我，我用力推门，终于把门推倒，门倒向台阶，并掉下去，

摩时，神立刻医治了我，臀部的沟痕马上消除，也不再疼

我也跟着门一起掉下去，那高度有1公尺左右，我头着地昏过

痛。我的里面很清楚体会到神的心意，祂很乐意也很迫切要

去，头部、眼部都有黑青色。

释放我们，从我们过去由于自己或别人，有意或无意造成的

Peter牧师带领现场的姐妹祷告，我也跟着祷告，并悔改，求

伤害里，神愿意修复我们，医治我们得自由。再一次经历神

神饶恕我太调皮，玩耍过头，撞门而受伤，求神医治。

的大能医治，我心里充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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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相信，就有奇迹
张莹

神

是听祷告的神，我们要坚信祂！起初我是不敢开口祷

方是没有人可以周日休息的，因为周末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告的，也不懂得祷告的意义！在小组聚会我只知道说

感谢天父为我开路，让我在老板和同事，客人眼中蒙悦纳，

阿门，有时候也是心裡默默的想或者是说的很小声，我看到

我不但可以周日参加主日敬拜，大家都还很照顾我，很多同

弟兄姐妹们开口祷告都好羡慕，但是心裡没有神的话语，不

事也愿意更多认识我的神！甚至我有好多客人都是基督徒，

会祷告。

我们聊天时，他们就会用神的话语或者自己的见证来鼓励

后来听姐妹分享，说祷告就是和神的交流，用心灵和诚实向

我。很多时候心裡不疑惑，就像小孩子一样和阿爸父神求，

祂呼求，神喜悦我们向祂祷告呼求。我就试着和神祷告，特

祂就为我开路，祂会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可是有时候用大人

别是在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帮别人做按摩的，可是我自己

的眼光去看这客观环境，心裡没有信心，结果祷告就没有

的体重还不到95磅，又从来没做过体力活，都是来美国之后

什么回应！主耶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

才现学，我觉得自己很差劲，没有一点的优势，可是为了生

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

活我要做这份工作，我每天上班心裡都有压力，也很恐惧，

就得着;

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害怕身体吃不消，害怕客人投诉，害

7-8节）真的是感谢主有这么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

怕老板不喜欢我，又害怕赚不到钱不能还家里的债。心裡没

曾经听师母说我们要开口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是一种宣告，

有平安，充满恐惧！

后来姐妹帮我祷告时引用圣经的话：

是向神的呼求，也是让被祷告的对象感受到神的爱！从那时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候起我开始愿意帮助别人祷告，起初还有些怕羞，第一次帮

太：11章28节）。我开始试着和神祷告，那时候心裡也没有

一个没有信主的姐妹祷告是在我的家中，因为她看到我生命

太多神的话语，就是头脑里坚信祂是全能的神，我是软弱无

的不一样，就想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位信实的主，我想开口帮

能的，但是祂爱我，会帮助我。所以开始心裡默祷，当我恐

她祷告，可是又不好意思，怕她不理解我！后来让毛瑞弟兄

惧到很无助时会心裡默想，神啊，求祢帮助我，虽然这样祷

先开口，他是自己都很少祷告的，可是感谢主，那天他愿意

告了，心裡还是不确定，还是怕客人不满意，也常常怀疑自

开口帮同事祷告！虽然他也很害羞，但是我们真的是从心里

己在美国会撑不住！可是每次这样和神祷告之后，客人不但

用最真实的感受向父呼求，那个姐妹就很感动的流眼泪，她

没有投诉我，还很喜欢我，小费给的不错，还在老板面前称

说听完我们的祷告心裡很舒服！之后她也有经常问我关于基

赞我做的好，开始我是半信半疑觉得是神的帮助，是听祷告

督教的事，虽然她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但她也很愿意认识耶

的，当我越多的尝试和祂祷告就越有平安，祂又是那么的信

稣！她家里是拜偶像很严重的，但是她越来越接受耶稣，神

实，后来我每天想做几个工，求神给我留一定的时间休息，

也真的为她开路，她家中有个弟弟和别人打架，被对方告上

快要下班之前就不想再有客人，我都和神祷告，每天我自己

法庭，吃了官司，律师说可能会入监狱，她很担心，她就找

都记不住要多少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可是神就是那么

我和她一起向神祷告，那天，真的有很大的平安在里面！后

的怜悯我，祂垂听了我的呼求！我祷告求神让我有一个小时

来，神真的为她开路，本来她家人都为此事伤透了脑筋！结

的休息，就真的从做完上一个工到下一个工有一个小时的休

果，第一次出庭，对方缺席，延庭！第二次，法官只判了双

息，不是一次，而是每天神都大大的帮助我，我从起初每天

方都有责任，罚款一百多，就了结了案子！真的感谢神，神

不停的忧虑，后来靠着神，我可以在休息室有2,3分钟就可以

真的很爱我们，祂的慈爱长阔高深，祂愿人人悔改归向祂，

入睡，没有一点的担忧，心裡想着求神让我休息多久，神就

不愿一人沉沦。祂真的是为我们开路，用慈爱来吸引我们！

为我开路，时间都刚刚好,

很多同事都不敢睡觉休息，怕下

另外一个同事找我帮她祷告，因为她一个星期之后打指纹面

个客人马上进来，睡不好反而更累！他们都不理解为什么我

谈，要拿绿卡，可是她十指头都脱皮，有裂纹，她自己尝试

能那么平安，感谢神祂就是每天都为我开路！保守看顾着祂

印出指纹，可是，都是裂痕没办法，我们就来到角落和神呼

的女儿！谢谢神的怜悯，感谢神的爱！

求，结果一个星期后她顺利打完指纹，没有一点困难!

后来，时间久了，有了些工作经验，工作比起初做的好一些

己也觉得不太可能！她也很感恩！感谢主，感谢祂的信实！

了！就呼求神让我更多的认识祂，靠近祂，本来我工作的地

感谢祂的怜悯！感谢祂垂听我们的呼求！感谢祂的爱不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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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太：七章

她自

弃！弟兄姐妹们，向我这样从什么都不懂的人，天父都怜悯

顾我们的，不要因为不会祷告就不求告神。耶和华在祂一切

我，垂听我的祷告，我真的鼓励大家要开口向父祷告呼求！

所行的，无不公义；在祂一切所作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

祂喜悦我们依靠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

华的，就是诚心求告祂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祂

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

的，祂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箴言三章5-6）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祂的人（诗篇145：17-20节）。将一切的

神是信实垂听祷告的，祂是爱我们的神，也是坐在宝座上看

荣耀都归给神，阿们！

要为主做见证，荣耀祂的名
張瑩

感

谢主帮我戒掉了看电视的癮，让

跟着一起激动。可是再长的戏都有落幕

了！

我在主里得自由！我先来介绍

结束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空虚和恐

后来在教会中听到惠国弟兄分享他戒烟

一下我的看电视状况吧！我从小就是个

慌！之后再用另外一部去填补恐慌和空

的见证，深深的触动了我！我也向神呼

电视“狂”，为什么说是“狂”呢，因

虚！就这样日积月累，养成了坏习惯，

求，给我一样的恩典，靠着神可以戒掉

为说是电视迷，已经不够形容我迷恋电

因为看电视耽误了很多事情，可就是无

看电视的癮！在那之后很快就是2012年

视的程度，我曾经大概计算过，我上高

法自拔！

的退修会，我向神祷告，求祂帮助！日

中之后，看过的連續剧大概就有160多

我看电视时特别集中，别人和我说话，

子还是照样的过，我仍看电视。在参加

部，这只是我看电视生涯的一小部分。

我都不愿回答，特别不耐烦! 为此我也很

退修会的最后，Imiel牧师要帮我们做

从记事起，我就迷恋电视，无论什么我

多次伤害了爱我的爷爷和妈妈！信主之

医治释放，他鼓励我们禁食呼求神。

都看，我的童年也是电视伴我长大的，

后，我靠着血气也尝试戒掉这个癮，可

我知道那就是神要开路了，我禁食了

因为家中我是独子，父母又外出工作，

是都失败了，我还告诉自己，没关系，

两餐，向神祷告呼求，求祂体恤我的软

我就养成了看电视的习惯！每次只要一

这只是放松压力，有些电视也是励志型

弱，怜悯我，我靠着自己做不到，但我

打开电视，我就没办法关掉，特别是假

的，会激励我前进的，也可以让我跟上

愿意戒掉这个癮，求神帮助我。感谢

期一个人的时候，看了五六个小时后，

这个时代，都看了这么多年，也很难戒

主，在那次我真的得自由释放，从那以

或者意识到该写作业了，该做其他事

掉。我总是找着各种借口自我安慰。但

后我再也不迷恋电视了，而且没有一点

了，无数次的告诉自己再看一个小时或

是越认识主，就越觉得看电视太浪费时

的挣扎，现在我完全不再被电视捆绑，

者再看二十分钟就关掉，结果没有一次

间，对不起主。我开始试着和神祷告，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读经，祷告！真的感

实现过，电视都是从早开到晚，只在听

求神帮我！尽管有时候祷告刚结束，我

谢主，（因为祂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

见父母回来了，才赶快把电视关掉，假

就继续打开电脑看电视，还自我安慰，

人，也没有向他掩面 ; 那受苦之人呼

装写作业。因为电视我成绩下滑，我日

神做事有定时，这么多年的癮，不会突

吁的时候，祂就垂听。诗篇22:24）

夜思想的都是电视里面的情节，经常幻

然戒掉的！（我的心真是刚硬啊！）

我因为听了惠国弟兄的见证，就加添了

想自己就是电视里面的主人翁，有时我

记得2011年的退修会，回来之后，大概

更多的信心向神呼求，所以我将我的

也不喜欢这样，可是一看电视我就把所

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看过电视，那时很

真实经历分享给大家，为了荣耀主的

有的都忘了，只是傻傻的看着电视，演

专注读经，聚会，敬拜，后来才意识到

名，也鼓励弟兄姐妹勇敢的分享自己的

员哭，我也哭，演员笑，我也笑。

自己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电视了，那段

见证，让更多的人得着主的恩惠，共同

上了大学后，更是整夜整夜的看，一部

时间真觉得生活好充实！没有捆绑，很

荣耀主的名！祂是配得一切的荣耀和赞

新剧开播就情不自禁。每次都是开始时

自由!

美！。

特别兴奋，随着剧情跌宕起伏，心裡也

不读经，不祷告，就又开始沉迷于电视

但是当自己对神的追求减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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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功課
王惠國

神

的話

要順服

從2011年下半年以來，神一直讓我渴慕學

耶穌說我們若遵

習信心的功課。每當真理向我敞開，真是最大的喜

守衪的命令，衪

樂。”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要向我們顯現（

（羅10：17）。”聖靈就一直督促我要認真來尋求

約14：21）。當

神，常常來到衪面前，領受衪的話。

衪來與我同在賜

1/29/12 陳昌文醫師在特會中教導要在信心中支取神

下話語，豈不大

醫治的果效（見來11：1，可5：25-28）。 想想這一

大提昇我的信心。6/3 為教會Advent Taiwan短宣禱

年來有多少次神醫治了我，許多時候是在敬拜或禱

告時， 神感動我”下一次輪到你去”。 我向主說

告時。去年感恩節退修會時我因感冒每天喉嚨都疼

我願意，心想那所有的困難衪必要來挪去。8月中

痛不已，尤其是半夜剛要入睡時。從週五特會開始

在禱告中神感動我去服事一位有需要的姐妹，因著

神保守譲我還可以勉強在敬拜團中唱詩，但我總覺

順服去行了, 使我有了大平安。

得全心來親近衪是來特會的目的。Grace曾祥怡姊妹

10月16Authur Burt特會,他說神用一切環境來使我們

鼓勵我們以讚美敬拜來尋求突破，並分享她的手得

謙卑，直到成為衪兒子的樣式，

醫治的經歷。於是我也滿懷期待地11/24週六晚來帶

逾越節進入五旬節，又進入榮耀的住棚節。這話當

敬拜。當所有與會者都站立全心以歌聲獻上讚美之

時就深深地打動我，像是一個被神解開的奥袐。這

際，此時我感到全身熱汗淋漓，好像有毒素從身上

信息在退修會中（11/23-25）Imiel 牧師又再教導我

排出。敬拜結束後我就發現喉嚨痛好了許多，當晩

們，他要我們常常說”I am nothing"。正是耶稣所

也完全不痛, 第二天早上起來已完全好了。神又醫治

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约9：23）。

了我。哈利路亞！感謝主。

先求衪的國
牧師讓我們看天國文

2012我繼續作教會退修會（11/23-25）的籌辨人。

化的DVD。講員最後帶大家禱告呼求，我們都跪下

與Vivian同工， 11/22報名與住宿事項都準備好，當

在神面前。看見神如何重用這些講員僕人們，我也

天下午約3pm我在公司作產品軟件測試準備11/26那

在心中呼求神來塑造我成為衪可用的器皿。此時神

一週要展示给客户看。原本以為一切都在掌控中，

給我一個感動，好像說”我每次都要充滿你，但你

但因客户臨時要求改變設定規格，我突然發現我們

要預備更大的器皿”。我立刻在敬畏與喜悅中跟神

的產品根本無法正常運作。這下怎得了，因為我接

說我願意，求神帶領。這次的經歷讓我更看見信心

下來三天都要全天在退修會，绝對沒有時間來加班

加増的道路是由神生命的話語帶出啟示，藉著順服

解決問題。於是我馬上禱告神，願我工作的事完全

以成為神蹟的器皿。

不能影響退修會的進行。短短一二分鐘禱告後，我

要追求聖潔

在十幾個可能中試了第二或第三個，問题竟然就解

2/25我在沐浴後發現右腳皮膚病突然得潔淨。我已從

決了。此時還不到4pm。這真是神奇妙的作為，當

一月份就開始為此禱告，感謝神垂聽。但我相信這

我們順服以衪的國為優先，這世上有什麼可以攔阻

是神給我在信心功課上的一個啟示，就是追求聖潔

我們呢？

對信心增長的重要。3/25主日有關得醫治的信息，也

神為愛衪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

要我們努力排除罪及不饒恕的攔阻。看來神蹟的器

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9）。願我們

皿必先是聖潔的。3/31清泉特會中雷牧師也教導，靠

更多來到衪面前，追求聖潔全心順服，心意被更新

聖靈常常光照來斥退死亡的靈，因它要來偷竊我們

得以看見神的榮耀。

2月中一個週三晚上的禱告會,

的信心，異象，盼望及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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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我們無法從

神的帶領
陳倖生

神

的差派

他們聚會的時間地點。聚會的當日，送走青少年後，小姑約

2012 Advent Taiwan 短宣我以為只是以隊媽的身份參

我逛街吃飯，到了傍晚趕到表姊公司接了她，匆匆忙忙又趕

加，不過事後回想，神差派，使用我來為Eileen教課的班級

到同學家附近用餐。用完餐表姊突然說：「想吐不舒服，可

做見証。當我們第一天到了班上，學生完全不理會我們，上

不可以改時間下次再去。」當下我也覺得好累想說好，不過

課時也有一搭沒一搭，死氣沈沈的。我們試著和他們做朋友

一個意念進我心中「仇敵常藉著狀况阻擋我們認識神」。於

果效也不大。但幾天後我和Eileen做完見証時，班上24個學生

是我就鼓勵表姊去，聚會時我們一起禱告、敬拜和分享。神

中有22個願意認識主。我們在神的愛裏似乎成了一家人，整

大大觸摸表姊，表姊哭著說：神很真實，幾個月前因為兒子

個氛圍突然不一樣。他們開始會和我們聊天分享，原來多數

的關係，,她甚至想從10樓跳下去結束生命。

的學生和我的成長背景類似。我們都是由祖父母撫育長大，

我們的神又真又活，祂決不誤事。祂知道每個人的需要及時

缺乏父母的愛。因此心中常被羞恥感佔據，存在感低落。不

間。哈利路亞！表姊現在固定在靈糧堂的主日和小組聚會。

過做見証時，我和他們分享藉著認識神，在神的愛不斷醫治

為主作見証

下，我們可以成為一群有盼望的，新造的人，我告訴他們神

先生一直提醒我寫見証，只是我這個人不喜歡寫文章，所以

如何愛我帶領我醫治我，必定也會帶領醫治他們。願神的愛

也沒理會他。到截稿日前6天他再次要我完成這事。把想法和

不住地繼續澆灌在這群小孩的生命中。

言語化成文字簡直是一項不可能仼務。我想也不差我這篇，

與神同工

就想放棄不寫。不過為了順服的關係還是乖乖坐在桌前提起

Advent Taiwan 短宣的一個晚上，接待我們那一戶人家的孫女

筆，一邊聽詩歌、一邊寫。心裏願意時神就把能力賜下來，

及孫姪兒跑到我們的住處，問我可不可以看青少年的排演。

祂喜悅我們為祂做見証。就像耳旁的詩歌「我一心稱謝主，

因隔天團隊必須做見証，當晚還得改作業、排演等等，於是

傳揚祢的作為，我要歌頌主奇妙的聖名。哈利路亞！」。

我就婉轉地拒絶他們，請他們明天晚上再來。他們正要轉身
離去時 Michael打開房門探頭出來說：「你們找我們嗎？」。
一個意念進來「讓他們進房間妳也進去」，本來我己經打算
回自己房間休息，只好作罷跟著進去。我和那兩位表姊弟安
靜地看了青少年見証分享的預演後，青少年継續討論明天的

醫治受傷心靈

演出，我開始和他們聊了一陣子，接著牧師跟他們傳講福音
的真理，我就先回房了。過了一會兒Eileen很開心的跑來說：
「Michael帶他們決志了。」後來聽牧師說教會的代禱團隊當
時也正在為接待我們的人得救禱告。這讓我想起一段經文”

陳協芳

就接待了天使。”（希伯來書13:2)

去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的时候骑自行车摔断过，神感动我讲出来，师母和郭靖姐

2012年初，妹妹和我分享說她常跟表姊傳福音，表姊也很願

妹服事我，就按片里的方式为我祷告，当师母命令害怕的

意在電話中和她一起禱告。只是因她們住在不同的城市，

灵从我里面出来，从我肚子里就有气咳出来，我本来是坐

妹妹苦無機會帶表姊去小組，當時神把這感動放在我心

在椅子上，不知道为什么就跪在地下，好像回到当年摔交

裏。2012年夏天神帶著牧師、我和青少年回台灣短宣，我想

的地方，样子跟摔的姿式一样，那个时候我吓得不敢哭，

這福音的臨門一腳，我一定要帶著表姊完成。不過回到台

看着手断了很恐怖，左手扶着右手走回家，父母骂没反

灣，行程好像她忙我也忙，總沒時間帶她去小組。短宣結束

应，在做手术时也没反应，医生还说我很坚强，一幕幕从

後，仍須招待青少年，因此時間和體力上都讓我無法帶她去

我脑海浮出，突然神的灵像电一样, 从我头到脚电过，神

小組。  

的爱安慰著当年的伤心，恐惧不敢哭的我，像父亲抱着女

離回美國時間越來越近，神再次提醒我一定要安排時間。於

儿安慰, 很甜又开心，我就大哭出来，又想大笑，感谢全

是我和住在離表姊約5分鐘車程高中同學的小組連䏈絡，知道

能全知的神，医治幼小的我。

不可忘記用愛心接待客旅。因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覺

年十二月, 在教会看内在医治的DVD, 最后一片讲
车祸得医治，我一边看一边就想起我的右手在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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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能開道路
田雨
012年10月

2

是上诉，也许永远得不到美国的身份，

圣经里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我都有点要

被意外查

让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没想到在神的

妥协了。一次主日的信息，一个姊妹的

出怀孕，我们

帮助下老公的工卡竟然申请下来，并延

讲道正好是讲如何教育孩子，孩子一定

是又欢喜又担

庭到2014年，又给我們充分的时间做调

要从小就留在自己身边，自己教育。好

心，因为我和老公都在上庭辦身份。与律 整与准备。真是个奇迹，哈利路亚，记

像是神的安排，就在我要妥协的时候让

师商议后他说由于面谈人太多，我被预约 得有一次在师母家开Party，师母让我

我听到了这个讲道，我当时就很肯定的

到隔年中旬，那时候去面谈的话，我肚子 们来形容2012年是个什么颜色，我回答

决定孩子一定要留在自己身边长大。可

就明显会很大，无法如期去面谈，但如果 说是红色，因为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老公和婆婆那边要怎么开口呢，我多么

再往后延期的话，就更遥遥无期。他也没 后，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恩惠！

希望那次的讲道老公也能听到那有多好

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怀孕后，婆婆特别特别的兴奋，一直

啊！我就开始请求神的帮助，让神来说

顺其自然。我很是担心与不安，每日都与 要求说等孩子生下来后，带回中国由她

服老公和婆婆改变心意。一段时间我都

老公和妈妈祷告，请神帮助，向神诉说我 抚养至上学前。我知道她是抱孙心切，

没有提孩子生下来去留的问题，就一直

的无助，我相信神會垂听我的祷告，只有 同时也是想减轻我们的负担，让我们再

向神祷告。突然有一天晚上老公下班回

神能帮助我，帶給我希望。就那么坚持的 多玩几年。我能理解她，但孩子也是我

来说，他和婆婆商量过了，不让孩子回

向神祷告几日，突然接到律师的电话，真 的宝贝，我怎麼舍得一生下来就把他送

中国，我们自己带，这是我们的责任和

走，我本身就是个例子，从小和爷爷奶

义务，既然要生下他来，就要对他负责

谈，要我好好做准备。我们全家都欣喜若 奶长大，与父母很是生疏，我不想我的

任。如果婆婆抱孙心切的话，就让她来

狂，神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并為我们開 孩子也这样。但婆婆是长辈，我也不願

美国帮忙带孩子。我听到这个振奋人心

道路，哈利路亚。我们继续向神祈求，请 直接頂撞她，只能暂时保持沉默。可我

的消息后，兴奋地都欢呼起来。我知道

求神那天能赐给我清晰的头脑与智慧，让 也不确定老公的立场，老公是个超级孝

是神的作為，是神开导老公和婆婆，使

我顺利通过。我们不停地祈求，不停地祷 顺的孩子，怕他和我意见不合，不敢直

他们改变心意。哈利路亚，万王之王，

没有想到，竟然移民局同意让我提前面

告。面谈当天我竟然不紧张，异常的平

接问他，就从侧面问过老公的想法，感

祢真是无所不能的阿爸天父！

静，好像知道一定没有问题，一定能顺利 觉他有点偏向于婆婆，心里有点不安，
通过似的，对移民官从容淡定，对他所提
的问题对答如流。我对自己的表现都感到
意外，律师对我的表现很是满意，说：不
用过于担心了，不出意外的话就回家等好
消息吧。約過了一个星期律师打电话通知
我面谈通过!

祂與我同在

哈利路亚，我的主，祢真

是万王之王，祢真是垂听禱告，祢真是全
能的神。祢听见我的祷告，我的诉说，帮
助我解决一切的难题。别人需要千辛万苦
得到的身份，在神的帮助下我一次就解决
了。
还有，我老公来美国近三年，连工卡都未
申请下来，在三年里不停地上庭，平均每
月都要去洛杉矶见庭。就在2012年11月份
与老公一同受洗，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
徒，与神更加亲近后，老公要去打大庭，
律师都说这次是十打九输，最坏的结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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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秀鷹

这

段时间我因为要照顾两个孙子，星期天都无法去教会，但是神却常常来充
满我，使我心充满欢喜。有一天早上我一边喂我孙女吃饭一边听诗歌，神

的灵充满我，就一直流泪，我就赶紧喂完饭上楼，对我差不多3个月的孙子说：“
圣灵爱我，我爱圣灵，圣灵与我同在，圣灵也与陈浩同在，陈浩要乖乖的，奶奶
要读圣经。”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就一直哭。
还有一次我祷告时候，我会说：“耶和华祢是我荣光，祢是我的盾牌，祢是我的
脚步。”我是不会用经文祷告的人，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我，我不会这样祷告。再
有一次更奇妙，当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我冲口而说：“我的心默默等待。”很
感谢主，祂常与我同在。

一生難忘的2012年
程為偉

如

果問我對2012年有什麼感受， 我會不假思索的回答，

不在。

不錯, 好。 但這兩個詞我覺得真是不夠給力, 我的

在神的國裏面，2012年

孩子

我們全家只是剛剛推開

來到美國，我想和弟兄姐妹們剛來到美國的感受一樣，內心

那扇門，基督張開雙臂

充滿期盼和憧憬，都知道這是一種美妙的感覺；工作方面，

擁抱了我們，每當面對

雖然麻煩不斷，但總能峰迴路轉；還有一喜事，我老婆懷上

神的時候，我總覺一股電流從我全身經過，頓覺精神百倍，

了小寶寶，我又要當爹了，一年前我可做夢都沒有想過的事

我告訴自已，進入神的殿，要好好聽神的話，好好的履行和

哦。但這幾件喜事還不夠震撼，2012年真正發生在我身上

神的約。在我的生命裏有一個新的里程碑，上面刻著2012。

2012年應該是wonderful。細數2012，

我帶著老婆，

的，對我生命有重大影響的事情是我認識了這位神-----耶
穌，是祂的恩典把我們全家帶領到祂的面前----亞特蘭大靈
糧堂，認識祂使我們全家蒙福，是這位神把我的生命帶到新
天地。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陈海兰

說起我心目中的這位神，祂是真的愛我的神。去年我們全家
來到亞特蘭大，舉目無親，一切從零開始，教會的弟兄姐妹
給了我們很多幫助，不斷給我們提供各方面的資訊，我們家
也很快的安頓下來，也都很喜歡這個地方，感謝神的厚愛。

感

谢主，在2010年神很奇妙地赐给我绿卡，2011年的1月
份过年期间，我可以回中国，接我儿子来美国。

回中国之前，我很深地想念我的儿子，很迫切地想让他来美

這位神總是看護著我，每當我心情低落時，來到神的面前，

国。我就祷告神，在神面前哭泣，我知道神是我唯一的帮

祂從沒有讓我失望。初到美國，我的工作要重新開始，我沒

助，因为我是单亲妈妈，要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而我的

有任何人脈，英語水準又一般般，只能在網路上尋找一些自

工作不稳定，在餐馆工作常被老板炒鱿鱼。工作不稳定，

認為有用的資訊，然後去拜訪。有時坐機飛到別的州，有時

生活上就有困难，都没有积蓄。那时候没工作也没钱，连

開車一天十幾個小時，幾個月下來，工作沒有一點進展；還

回中国的机票钱都不够，又是第一次回中国，没钱非常不好

遇到幾個騙子，我也開始懷疑自已。我在心裏呼求神，給我

意思。我就一直为这事祷告，因为根据这种情况，假如孩子

指點迷津。真的神奇的事情發生了，有一天下午我在家裏坐

来了，我却没有能力抚养他，会是个大问题。但我知道一件

在沙發上看電視，手機上面來了個郵件，是一個供应商發來

事，如果神要我这么做，他就会负责到底，会解决我所有的

的，他住在Johns

我們一拍即合，他能提供很多我

难题。在祷告中我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我就凭着对神的信

需要給公司採購的貨物。以後幾個月，我的工作只是在Star

心，先跨出这一步，神就一步步带领，预备给我所需要的够

Bucks喝一喝咖啡，就把工作搞定了，真是神的美意。還有一

用的金钱。当我要坐飞机的那一天还很紧张，因为从决定回

件事情，有一次週五，一般八點鐘我們來教會查經，我女兒

中国那天起，我一直不知道我们母子来美国以后要怎么办。

那天從七點鐘開始不停的哭鬧，八點了，哭了一個小時了，

我不敢多想，只有靠对神话语的信心，因神说“我是你的牧

還是不停，怎麼都不行，我們也找不到原因。惠國兄弟打電

者，你必不至缺乏”。我心里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

話問我去不去教會，當時心情差到了極點，我對惠國說今兒

神真的很信实，祂的话不落空，祂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

晚上我不去了。但我放下電話，心裏有強烈的願望，我還要

我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

去教會。八點半，孩子不哭，我們抱起孩子就去教會，小組

事，倚靠耶和华的必不

討論後，牧師和別人說話，不是在對我說話，我站在四五米

至羞愧。现在，我不但

遠的地方，聽到了牧師的話“和孩子的關係最好改善了，當

买了车子，神也赐给我

孩子惹氣，不聽話時，你只要多給一點微笑，多給一點愛，

一个相当好又稳定的工

就能改變你跟孩子的關係。”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開始

作，让我在祂里面得着

實踐這句話，哦，功效神奇呀。接下來的日子，我改變了，

平静安稳。现在我和我

孩子也改變了。神的精心設計，我真的感歎，祂的愛， 無處

儿子都没有缺乏。

C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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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小组聚会中的收获
徐婧瑶

专

心在神，神为中心		

净。同时，我也学习效仿榜样，尝试顺服神去把祂的爱传达

每次聚会之前半小时，小组长带领他的全家敬拜讚

给祂爱的人。

美，先邀请神，当我们弟兄姐妹到来的时候，从彼此问候到

常常感恩，随时悔改

敬拜，查经，祷告及会后的沟通时间，都被神紧紧地抓住，

我们小组最常有的破冰节目就是会前一分钟分享一周中最感

我们很难去谈论神以外的事，来之前一周的疲累，心里的问

恩的事，很有效地把我们的思想从世界中拉回来，并训练出

题，冷却硬化的心都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地被神融化和恢

一个经常感恩的习惯。每个周日午饭的时间，小组长常常问

复！会后的讨论也主要是彼此鼓励，彼此关心。当我们沐浴

候的话就是“这一周怎么样？”而这一句再简单不过的问候

在神的馨香之中，就很自然地从世界分别出来。

却每次都带着圣灵的同在，我没有一次可以选择逃避而不面

接受训练，担负责任

對，那一刻是我在神面前很认真地省察自己心思意念和言行

我的小组长很注意利用各种机会来训练我们，从查经，敬

的机会，也是及时悔改得洁净和被鼓励的机会。

拜，为每个小组员守望祷告，为每个组员过生日，到会后点

彼此交通，受益匪浅

心的准备，我们每个人因为分担的小小责任开始学习对神对

在查经的过程中，弟兄姐妹的提问往往是我接下来几周沉思

人认真，逐渐养成固定参加查经，不断地胜过老我“随从肉

的中心，并带下对神话语更多的渴慕和对神真理更深的认

体”的习惯。

识。在彼此分享中我也从神在其他姐妹身上所行的，学到很

接受神爱，给出神爱

多宝贵经验。

对于我的个性，接受比给予更难，但在这样一个充满从神而

与神立约，蒙神带领

来的爱的大家庭中，我一点点放下四围的警戒，逐渐可以自

我在和小组长每周为所有的小组员代祷的过程中，我先是试

然地接受组长递来的一碗热汤，生日时精致的蛋糕。以至于

着顺服，很快就尝到了在代祷中被圣灵引领的喜乐，和神的

组长来家里拜访离开时，帮我把厨房和孩子的玩具收拾干

关系在这样一个固定祷告的过程中有了更深的连接，而神给
我最大的额外祝福就是自己无数次在低谷的时候，小组长的
祷告把我带到神的怀抱里，何等甘甜宝贵的经历！

写作上的开启
Joy Mao

今

年九月初开始教老二书亚如何写作， 在教学过程中，

法，用爱把我们提拔起来。

常常很不愉快，书亚时常叹息，还没打战就宣告失

之後我更多祷告、依靠神来教书亚写作。有一天早上起来

败的态度，把我这个妈弄得好生气、好挫折。书亚也深感失

时，主给我一个启示，“主没有给书亚太多在语言上的天

败，我迫切向主祷告！

赋！”忽然我全都明白了，是啊，书亚是不善於言辞的孩

那天是星期三，白天又因写作很不愉快，晚上到祷告会，主

子，教他需要更多耐心，需要速度慢一些，需要更多的鼓

大大的怜悯我，用祂的灵多多的充满我，深感自己的卑微渺

励！需要更多的祷告！我的先生早已向我提到这点，终于我

小，主仍然那么爱我，想到自己对书亚的态度就羞愧，於是

明白了。从那天起，我用全新的态度来教书亚，半年后，书

轻轻地走到书亚身旁，对他说，“妈妈爱你，永远爱你，不

亚已开始喜欢写作了。荣耀归与神，祂能在各样事上教导我

管你如何，妈妈永远爱你！”说了好几次，并请他赦免我

们得胜！

的态度，书亚被爱扶起来了，整个人开心起来。这是神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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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的一年

毛应清

更

新我灵：

的领导，上亿的富翁，商界的名人，合作公司的老总，经销

2011年感恩节期间我本来不打算参加教会的感恩节特

商，学生，教授，还是社会基层的服务人员，门卫等，神都

会。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公司为了庆祝公司成立十周年，让

赐我机会同他们分享。除了广州，神也带领我去了七个不同

公司的全体员工及家人参加感恩节时为期三天两夜的巴哈马

的城市和地区，在每个地方神也都赐给我饥渴慕义的灵魂，

游轮旅行。但因服事的缘故，最后我还是极不情愿的选择留

同他们分享上帝的爱。神也赐下两次的机会在地方教会分享

了下来参加特会。却不料神在这次的特会中深深的更新了我

神的话语，鼓励当地神的儿女。也同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建

的心。特会的第一天神让我看到自己内心的污秽。“我得罪

立了深厚的友谊，看到这群信主时间还不长，但却充满活力

了天，也得罪了你。”我的内心向神不住的发出呼喊。在特

的弟兄姐妹，我的心也深受激励，也深深体会到那报佳音传

会最后一天的洗脚聚会中，我仿佛看见耶稣在最后晚餐前为

喜讯的喜乐。

门徒洗脚的事，真实的做在我身上。我的心深深的被上帝的

经验教训：

爱所触摸，而在神面前大大痛哭。神的爱更新了我的灵，也

这趟的中国之旅，神也让我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在一次的

燃起了为神而活的信念。之后不久神就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意

公交车上，我发觉有人在我上车时拥挤我肩上的背包，以至

念，2012将是行道的一年。如果说以前是重在神话语的装备

于我的注意力全在肩上，上车后却发现我腰间的手机已经

的话，那么这一年将是活出神道的一年。我的心裡充满了期

被小偷拿走。神用这件事提醒我仇敌往往会用声东击西的

待。

方法，夺走我们的注意力，藉工作的忙碌夺走我们对主的爱

神赐机遇：

和关注。另一次，当我因工作的忙碌每天与神的相交变得机

2012年初因工作的需要，公司决定让我从二月起到广州的子

械时，神用一个钱包还存但里面的钱被盗的异梦，提醒我每

公司工作半年。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真是很高兴，认定这是

天必须要与主有真实的生命相交而不能只有一个空壳。再一

神带领我离开我的安逸窝而与他同行的时刻。同时我也为不

次，当我的心被世界的钱财所动时，当晚神用钱包被盗之事

得不与家人暂时分离（家人两个月后加入我在广州的生活）

提醒我不要与世俗为友。神随时的提醒是很真实的，每一次

而担忧。 在我成行前一个月的一个晚上，神在梦中赐给了我

都把我的心更深的带回到祂的里面。

两段经文（来1：9，赛42:6）大大的安慰了我的心。神应允

这事出于我：

他会用喜乐油来膏抹，并会用手搀扶并保守我们。带着神所

几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如飛而过。坐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回想

赐极大的平安，二月初我便一个人先踏上了广州之旅。

神在过去几个月来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我的心久久不能平

与神同行：

静。由于天上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原因，我们的飞机不得

初到这人生地不熟广州的第一个主日，我一个人在公园的一

不在广州机场迟飞了两个多小时。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棵古树下寻求神的带领。这时约翰福音中耶稣看见拿但业在

我的手机收到最后一封短信，给我这趟的中国之旅划上了一

树下祷告的事，活现在我的眼前。神好像在跟我说他看见我

个完美的小结：“天父有一个信息传给你，好叫你上面的黑

所行的也知道我的一切需要。我的心裡顿时充满了神同在的

云消散，这个信息很短，只有五个字。但是祂要你铭刻在心

温暖。当天下午神让我认识了一位回国工作还未信主的博士

中，又要把它当作一个枕头来安放在你疲倦的头，使你真能

后。在交谈之中得知他对圣经的学习很有兴趣，于是就在他

高枕无忧。这个信息就是‘这事出于我’（王上12：24）。

的宿舍建立了第一个查经小组。两周之后，因公司员工的邀

你有没有想到过，凡是与你有关的事，也都与祂有关？因

请，我也在员工宿舍建立了每周两次的查经班。在回国工

为‘摸你们的就是摸祂眼中的瞳仁’（亚2：8）。我看你为

作的这几个月来，神给我开了广大的福音之门。几乎每一天

宝，为尊（赛43：4），所以他要训练你，陶造你，提升你，

都有机会同陌生人分享上帝的爱。不管是公司的上层，省市

使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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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
2年半后抗癌过程的感恩

2

姚文兰

010年初，我开始有一些不明原因的

活到5年寿命的人）不到18%，末期肺癌

疗，教会从牧师`师母到我的小组长及

长期咳嗽，家庭医生开了抗生素給我

的病人平均只能活过6个月，最长的也

很多弟兄姐妹，给我带来无限关爱和

服用，也不见有明显的好转。医生决定

不超过18个月。而我从确诊到今天写这

帮助，神的大爱一直贯穿在这个属灵的

让我照胸部X光和CT扫描检查，发现右下

篇见证，已整整超过了2年半，我想这

家。

肺有一个3公分大小的肿瘤，而且CT扫描

都是神的大能，恩典和怜悯，否則我早

在用Tarceva治疗了14个月以后，我的

还发现胸腔有大量积液。医生和医院马

不存于人世。

肿瘤又复发了。鞭向治疗药物的缺点

上安排我做活体穿刺手术，就是所谓bi-

神对我的恩典，从开始时的治疗，到日

是癌细胞在一段时间后对药物产生抗药

opsy，以确定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几

后的点点滴滴，我这枝拙笔，几天都写

性，进而产生新的变异，造成肿瘤复发

天后报告出来了，肿瘤科医生告诉我，

不完。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能举几件

式形成新的肿瘤。其实所有的抗癌药

我已经是末期肺癌，连胸腔积液经化验

让我特别感恩的事情。

物，包括传统化疗，都有这个问题。所

里面也有癌细胞。

在我确诊为末期肺癌的前一年，美国生

谓的抗药性，就是当一个人长期使用一

听到自己的诊断结果，我脑子里一片空

产了一种专门治疗由EGFR基因变异所

种药物，身体就对这种药物不再有反应

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倒是身旁的丈

造成肺癌的特效鞭向治疗口服药——

了，在抗肿瘤药物上这种特征更明显。

夫抱头痛哭，我却连眼泪都流不出来。

Tarceva，有效率在75%左右。我的各项

我跟丈夫都不同意医生的安排去进行传

那一年，我39岁，可爱的儿子Andrew才2

条件都是使用这个药物的最佳人选。经

统治疗，经过搜索，我们决定去美国顶

岁半。

过辗转，我确定了一个Emory大学的印

尖的以肺癌治疗为主的癌症中心，位于

医生两天后就安排了全身CT扫描，看有

度肿瘤医生R医生，为我的主治医师。

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市的范德比尔大学肿

没有转移到身体别的器官，结果出来后

这位R医生马上决定用Tarceva作为我的

瘤中心，进行一种极为先进的临床新药

万幸的发现：原来我的肿瘤只在右肺，

治疗手段。服药不到一个月，我的肺部

的人体实验，即所谓的clinic trial，

虽然有一些胸部淋巴结转移及胸膜转

肿瘤基本上都萎缩了，原来的胸腔积液

主管这个项目的是，美国著名的肺癌治

移，但尚未有末期肺癌病人常见的肝

也完全消失。虽然我也有不少副作用尤

疗及研究专家，P医生，而且他还是一

部、脑部等部位的转移、扩散，否则治

其是皮肤问题，但是这点代价换以控制

个华裔。经过各种检查和必要手续后，

疗起来会非常棘手。

癌症，完全是值得。每次回R医生诊所

我于2012年1月18日正式加入了这个临

从此，我成了千万癌症病人中的一员，

复诊时，R医生对我的治疗效果如此神

床试验新药项目，全世界一共才6个肿

开始了艰难而痛苦的癌症治疗之路，不

奇不断夸赞。我后来才知道，Tarceva

瘤中心有这个项目。

但经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考验，而且经

虽然3年前就已经正式上市，但医疗界

虽说Vanderbilt大学所在地的Nash-

济上也面临严峻挑战。

对完全用Tarceva治疗肺癌而不采取任

ville离我所居住的Atlanta市是6个肿

从一开始，神就把战胜癌症的心态，放

何化疗还在一个试验阶段。很多病人还

瘤中心最近的，但开车单程也要4个

在我心中。现在，整整2年半过去了，虽

是愿意用化疗，或是Tarceva加化疗，

半小时。神的带领和保守，是很奇妙

然这条路是如此的艰难，但神的恩典和

极少有像我这样的病人，只用Tarceva

的。2011年11月底，我在开始去Nash-

医治一直陪伴着我，神也感动许多人来

作为第一线治疗而取得如此好的疗效，

ville作各项咨询及检查的时期，有一

帮助我，我并不是孤身奋战的。

很多医生说这在医学上是个奇迹。但我

次从纳市返回亚特兰大途中，在靠近田

神恩浩大

知道创造这个神迹的就是我们的上帝。

纳西州首府这一段的24号高速公路上，

虽说我怀着战胜癌症的心志，加上“初

在我抗癌的第一个阶段，大概16个月左

因天下着小雨又阴暗，在我们的车前面

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卻还不知道这

右，我的癌症完全被控制住了。

已经有连環車禍，而先生因长途开车疲

个疾病有多可怕。肺癌是所有癌症中死

这期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我原来

劳，也不小心撞上前面最后一辆车。我

亡率最高，最难治疗的一种癌症，因为

认识的一些外州的弟兄姐妹，都迫切为

们的车，不但车前部的钢板整个撞得拱

用于治疗肺癌的化疗药物只有几种，而

我祷告。有很多人为我提供各种抗癌方

起来，里面的发动机也暴露在外面，车

且毒性大，副作用惊人却收效甚微。肺

法、食谱及各类属灵书籍。一直到后来

灯全撞得掉在地下，但我和先生一点

癌的5年生存率（即被诊断后到过世，能

我必须去田纳西州的另一间肿瘤中心治

都没有受伤，只是受了惊吓。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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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后警察处理完现场，我们的车还能

在帮我积极寻找最佳治疗方案，从一个

上，或是某个有医治恩膏的人一个祷

启动，我们打着紧急灯一路开了两个多

门外汉，变成半个专家。其实我生病

告，绝症就奇迹般的治愈的这类见证。

小时，顺利回到了亚特兰大。第二天早

前，我们的婚姻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裂

刚开始，我很热衷于这类的见证，我也

上，车卻怎么也不能发动，估计撞车时

痕。直到我被确诊为末期癌症，丈夫抱

想自己的病赶快好起来，不再受不停求

车的电池撞坏了，一晚上电都漏光了，

头痛哭，在他看来希望完全破灭，这一

医看病的折磨，也不再受捆绑。可是在

但感謝神我们还能把车開回家。

刻我们似乎彼此谅解了对方。虽然我

这类的医治会上我并没有得着。

回亚特兰大后，被撞坏的车需要修理。

们的婚姻一直不是风平浪静，但我得病

那些见证，看多了，我有许多思考：那

询价后得知修理费用是车二手值的2-3

后，丈夫还是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尽管

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医治神迹，是否也

倍，另買一辆车又太匆忙，加上资金也

有不错的医疗保险，但自己也有要承担

能发生在我身上？我怎样才能得到神的

很紧。正发愁的时候，神感动友堂一位

的医疗费用，使得原来并不宽裕的家庭

医治？神的医治，是否有某种公式？带

黎姐妹，将她家一辆多余的旧车赠送给

经济雪上加霜。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帮

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仔细地读圣经，老

我，车虽然旧，但是性能还很好。只是

我找了很多资料，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我

老实实地从创世纪开始一章一节地读。

由于车型较小，不适合跑长途看病。这

的病情及最好的治疗方案。在跟医生讨

一开始我是带着医治的疑问去读圣经，

时先生的一位朋友，因频繁地需要在中

论我的治疗时，胸有成竹地发表自己的

信主以来虽然圣经也读过一两遍，但那

国大陆出差公干，就将他放在美国家里

见地，完全不像一般的病人家属，对患

是从头脑去读，不是从心里去寻找神。

的一辆旧的凌志车借给我开，甚至帮我

者的病情一知半解，听凭医生发落，我

我逐渐明白，我要寻找的，是生命的答

支付这辆车的一年的保险。他自己回美

去Nashville看病，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开

案，而不仅仅是身体得医治。光是身体

国时，还去车行租车使用。这两件关于

车很辛苦地陪我去。他还未信主，能陪

得了全然医治，如果与神没有生命的连

车的事，让我真正感到神的供应和大

我一路走过来，也让我对他满心感激。

结，也是徒然。

爱。

我心爱的儿子Andrew，我得病时他才2岁

属天医治仍然是一个很深奥的神学问

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工作的政府部

半，现在快5岁了。虽身患绝症，但我

题，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解释清楚，但我

门，许多他认识的，甚至不认识的美国

还能亲力亲为地每天照顾儿子，看着他

所有对神的问题，我相信，神一定会

同事们，把他们有限的年假捐献几天给

长大。他虽然调皮，可还是一个乖巧懂

在祂的时间，给我所要的答案。因为神

他，大家捐献的年假天数加在一起，足

事的孩子，也常会为我祷告：“主耶稣

说过“寻找的，就寻见”。那些让我头

够应付我先生带我去田纳西看病的勤缺

啊，求祢医治妈妈，让她不要生病病，

疼的诊所预约，反而成了我读经的好时

天数。在人人都要拼命保饭碗的现实大

也不要让她有肿瘤。奉主耶稣的名祷

机。每次在诊所漫长的等待见医生的空

环境下，照先生這樣经常请假带我看

告，阿门！”一个4岁多的孩子，却已知

档，我就抓紧时间读经，我想从圣经的

病，不但要扣工资，而且工作都可能不

道有耶稣，已经知道为他所爱的母亲祷

每一个层面去认识神。

保。但他的很多同事们，甚至以匿名的

告。不知他是否明白耶稣最爱孩子及他

在结束这篇见证前，我的生活依然充满

方式捐献年假给他，让他既不因请假太

们单纯的祷告。对儿子的爱及儿子对我

了艰辛和挑战，但我每天还是想来亲

多影响工作，又能如期带我去田纳西治

的爱，也是让我坚强面对疾病的动力。

近，感谢神。不是因为身体得到了医治

疗。这个临床试验项目刚开始，我每个

属灵之路

或所有的难处得到了解决才来感谢祂，

星期都必须回Vanderbilt大学肿瘤中心

坦率地说，我信主八年以来，灵命上还

而是这位为我死，又为我复活的神是唯

看诊，以后才慢慢变成2个星期去一次。

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生病以

一能让我依靠的，而且神也乐意让我去

在路上的频繁长途奔波，如果不是靠大

后，很多弟兄姐妹给我看疾病得医治的

寻求祂，亲近祂，依靠祂。祂也一定会

家支持，真是难以想象。

见证，还有一些姐妹带我去医治特会，

将我特别的命定显明给我。

从我开始这个临床试验，教会的牧师、

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不止是医

师母及个别弟兄姐妹，在百忙中抽出时

生，药物可以治病，原来神也可

间，请假带我去Nashville，也让我的先

以医治人的，医治的神迹也可以

生有机会休息一下。教会的众姐妹们，

发生在今日的教会，不仅仅只是

轮流为我定时送来饭菜，让我能有体力

圣经上记载的耶稣时代的故事。

应付各种治疗，减轻我身上的担子。

于是我开始看很多关于医治方面

不是一周二周，而是持之以恒的长期坚

的属灵书籍，也听一些见证，尤

持，基督裡的愛，我銘感於心。

其是一些癌症病人最后连医生都

我的先生祖政，从我生病到现在，一直

束手无策，却在某某医治大会

23 感恩見證集

同時也在11/5日那一天,我聽了一位姐妹給我的一張CD. 其中
講的是聖經中一個人物名叫比撒列.他是建造摩西會幕中器具
的巧匠,在信息中講比撒列這個名字的原意是在全能者的翅膀
蔭下. 我們天然人靠自己無法完成神要給我們的工作,但在神

在工作中經歷神
郭靖

的蔭庇下,祂會賜下必要的幫助,並用三個英文字母R代表.它
們是: Revelation 啟示, Relationship 關系和 Resources
資源.回想我的項目的整個研發過程,在啟示方面,正如前面提
到的,神借夢賜下啟示亮光.在關系方面,雖然我的團隊中只有

兩

年前我在公司負責的項目做了系統上的更新,但我們還

我一個人在亞特蘭大,但我的主管,團隊中的其他成員以及其

有一部分的客戶仍在老的系統上.2012年我要做的一

他團隊中甚至我以前不認識的同事們,都在這一點或那一點幫

個重要項目,就是把這部分的客戶從老的系統轉移到新的系統

助過我.在資源方面,通過這個項目,我發現TIBCO這個軟件是

上.這樣的改變對我所在的團隊影響挺大的,關系到超過145萬

非常有用的工具.

美元以上的年利潤.因我是團隊中唯一對老系統有十年以上工

我記起2012年5月我為這個項目去DBQ,IA,我的團隊其他成員

作經驗的人,主管就把這個項目交給我.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個

所在的城市的一個有趣的經歷.在去以前和在DBQ的時候,我都

大挑戰,雖然我對老系統有經驗,但對新的系統我是新手,很多

請師母為我禱告.5/17日我的主管組織我們團隊利用中午的時

方面都要從頭學起.再加上我們開始使用一種叫TIBCO的新軟

間去打保齡球.當時我的團隊中只有我和另一名印度同事是

件,是我不太熟悉的領域. 從5月開始,我著手策划並設計這個

女的,其他八,九個人都是男同事.那個印度女同事對我說:我

項目.就在那個時候,我讀到Bill

Johnson牧師在一本書中關

們只觀看就好,不要參與.我過去也像她一樣,體育運動是我

於神的智慧的描述.他寫到:從神來的智慧源於公義,通過創造

的弱項,在這種情況下,我常常會選擇退縮.而且我在讀研究生

性表達出來並以卓越作為标准.這句話很觸動我.面對來自工

的時候曾打過一次保齡球,球總是滾到兩邊的溝裡去.但這次

作的極大壓力,我就在家裡跪著禱告說:“主,我的智慧不足,

在DBQ,我心裡生出一種勇氣,就鼓勵那個女同事說:不要怕,這

但祢是智慧的源頭,求祢賜給我祢的智慧和亮光.我願用我手

只是為增進團隊關系,我們先玩一局看看吧.我們都選了最輕

的工作來將祢的創造性和卓越性表達出來.”從5月到8月,我

的保齡球,剛開始時確實常有球走到一半或快到目標時,滾到

開始了這個項目所需軟件的編寫工作.

旁邊溝槽裡的情況,因此我每一次投球,都在心裡禱告說:“主

8月13日早上,我做了一夢.夢中我看到一個數學公式.這個公

啊,求祢來掌管我的雙手,幫助我擊中目標.”.奇妙的是,不止

式是立體的.公式兩邊是一格又一格排列得很整齊的文件櫃.

是偶爾的一兩次,當我投出球時,雖然力量不大,眼看會錯失了

文件櫃的每一個抽屜裡各有一些文件夾.文件夾都有編號.在

目標,但球卻好象長了眼睛似的,會轉一個方向,結果就碰倒了

夢中我使用這些文件夾,很得心應手.夢醒后到公司上班,根據

不少酒瓶狀的目標,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勇氣.我開始感興

這個夢的亮光,我把復雜的任務分成幾個便於處理和管理的小

趣起來,第一局結束后,印度女同事就退出了比賽.但我繼續打

任務, 並將每個小任務所涉及的步驟,從第一步到最后一步都

下去,第二局我越打越好,又投出了幾個會轉方向的球.比賽結

排上順序,重新設置組織好,就像夢中整齊的文件櫃和文件夾

束后,我發現心裡對這項運動的膽怯完全沒有了.因這經歷太

一樣.每一個程序既是有次序的,又可以單獨使用.這樣軟件的

特別了,我就上網查跟打保齡球有關的信息.這才發現,初學者

總體框架就出來了.我把最初的設計給我的主管看,他看了以

打保齡球是直線,再高一級打的是曲線.我忽然領悟到我們的

后說好.從此他就放心,也不再插手過問細節了.

神很幽默,當我們把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交給祂,祂有時會帶

到了10月底和11月初,我設計的這個軟體開始正式做客戶的

領我們走更高的層次來完成使命.

系統轉移工作,它的好處就顯明出來了.它減免了許多以前需

在11/17日我讀到一篇介紹耶魯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沃弗

要人工所做的繁瑣的任務.但同時,我也發現因不同的客戶的

(Miroslav

不同狀況,又出現了許多新的任務.在11/4日周日的早晨我又

到基督徒的生命是在聖靈裡的新創造.聖靈決定基督徒的整個

做了一夢.夢見自己要面對一件比較難的課題.剛開始的時候

生命,包括屬靈的和屬世的.因此,基督徒的工作必須在聖靈

我不知如何下手,花了挺長的時間試著在一塊白板上列出一些

的感動和在來臨中的新創造的亮光底下來從事.這就與Bill

要點來,這個過程幫我理出了頭緒,最后我有信心地說出了這

Johnson牧師所講的智慧是神的創造性和卓越性的表達有異曲

個課題的解決方法.第二天11/5日,我到公司上班,就根據這個

同工之處.這樣的認識改變了我的工作觀.我發現神是如此浩

亮光,把所有可能在客戶轉移時,會遇到的情況都列出來,並用

大,但祂會讓我們在人生的每一個層面包括工作的層面遇見

TIBCO這個新的軟件,建立解決各種情況的工具箱.這樣又提高

祂.我知道我前面的工作和生活會有更大的挑戰,但我更期盼

了效率. 后來我因此在公司得了兩個鼓勵獎.

著更多地像這樣地經歷祂並將祂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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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f)寫的一本書<<在聖靈裡工作>>.他的書中提

耶和華拉法 – 醫治的神

总勸说他少用手机，他就是不大听。因
为我的邻居就是用手机太多，在手机常

鄒新虹

2

然是一个二至三公分的肿块。我记得我

触到的脸部引发了口腔癌。看着紧张的

012年的夏天，我的丈夫湯姆的左脚

问他的感觉如何。他说昨晚当我们祷告

湯姆，我说在去看医生之前，我们先祷

大脚趾有一天被后院的什么虫子咬

后两个小时，脚就明显地好转，只是深

告吧。我按手在那肿块部位为湯姆祷

了，长了一个癤，非常的痛，两三天都

更半夜，他不想叫醒我。主耶稣真是垂

吿。

不见好，影响到他穿鞋走路。湯姆是不

听祷告的神，一个小小的祷告都获垂

两天后，那个肿块奇迹般地消失了。我

轻易要去看医生的人，这次痛得他说要

听。我和湯姆都很高兴和感恩。

们都松了一口气。心中充满感恩。

看医生，那天刚好是周末，本打算实在

2012年秋天，湯姆独自开車十二个小

家里孩子生病，他们都要我们做父母的

不行就去看緊急護理。 我对他说，我们

时，去佛州南部参加一个培训。在回来

為他们祷告，我问他们為什么，他们说

祷告吧!

我们随即低头祷告，求主耶稣

的路上，他发现他的左顎有一明显的肿

每次祷告后，他们就会感到好一些。一

医治湯姆的脚，当时已是夜晚，我就去

块。那正好是他打手机时常用的部位。

次又一次，我们的祷告被垂听，家里每

睡觉了。

他非常地担心。想着这十一，二年用手

一个人的信心被建立和培养，祷告已成

第二天清早，我去看湯姆的脚。哇，和

机这么多，会不会对左顎造成了损害?

了我们家中必不可少的操練。

昨晚上大不一样，红肿已退，周围的肤

就这样，十个小时的车程，他担心了一

色看起来也很正常。我赶紧叫醒湯姆，

路。回到家，马上给我看。我一摸，果

在基督里长进
周晖

圣

灵赐下的代祷

时候，天父何等喜悦。因为我回父母家，姐姐也特別从外地

先生的工作有很大的挑战性，永远也不能预料到下一

趕回来。暂时离开自己的小家庭，我好像回到从前在父母家

个进来的病人情况如何。所以常常都为他的工作祝福祷告。

的日子，买菜做饭，与父母享受天伦之乐。我们一起唱诗歌

其中有两次却特别地作了洁净祷告，不容许沾染污秽，不要

赞美主，一遍又一遍地唱，一直到神的爱触摸到每一个人，

带进车子和家中。等先生回到家，才知道原来当天看的病人

每一张臉都灿烂，每一颗心都喜乐。多年生病的母亲还一起

中有疑患皮肤寄生虫感染。于是不禁大大惊叹和感谢，上帝

拍掌起舞。最后一天，姐姐做了接受主耶稣为她个人救主的

不仅什么都知道，祂也愿意赐给我机会在祷告中与祂同工，

祷告。这次中国之行因为有神，真的很特别。

在人心所料不到的事上，圣灵更是亲自代求。好叫我们经历

学习聆听神的声音

祂的作为和奇妙，明白所祷告的早就在上帝的保护和遮盖之

今年初上约书亚主日学的时候，牧师發放作业，要从第一

下，从而可以在信心里把祷告的事真地交托给上帝，使心里

章中写一篇讲道的提纲。第11节”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

真正有平安。

之内...”这几个字就一直在我脑海里。于是写了”时候到

喜樂的傳福音

了，当预备食物”为题目的提纲。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去年有機會出差回国开会，於是顺便回家看父母。为节省整

近了，我们众人要积极装备自己，为自己和神的家预备灵

个行程时间，特地选了凌晨1点的飞机。当我结束一天的工

粮。刚好那个主日是我带敬拜，也是郭牧师特会前的一个主

作，匆促打点行李，终于在飞机上坐下来。闭上眼，主的同

日。我就祷告神，用什么诗歌可以预备我的心來领受特会

在充满了我，顿觉所有的疲倦都褪去。十几个小时的飞行，

的信息。结果”耶和华赐下欢欣快乐”，”耶和华行了大

就这样浸泡在神的同在中，饱尝祂的慈爱和更新的大能。回

事”從我心里唱出来。”庄稼成熟各处在收割，已临到全世

到中国，不管是会见17年不见的老同学，还是坐出租车，或

界各地”，"祂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祂将列国得地赐给我

与第一次见面的人，都有机会分享自己信主的见证，分送福

们”.... 这些诗歌也更加提醒我要好好儆醒祷告，读经，预

音册子。上帝使我对待他们的态度言语都充满爱与柔和。分

备主的日子。后来听到郭牧师的信息”末日的新妇战士”以

享的过程中，更是看到人心的干渴，深深体会到人们多么需

及”更高层次的儆醒”的时候，我的心早已预备好了。感谢

要主，好像也摸到天父的心 --- 当祂儿子耶稣基督被传讲的

主，祂是又真又活的神，祂的恩典数算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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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着
Jeff Yan

2

011年七月，头顶着海外英才的桂

委屈，但却无可奈何。在那段黑色的日

放我走）

冠，怀揣着已基本开发完毕的3款商

子，我自己内心异常苦毒，每天在无人

，我想这

业智能和移动互联网软件以及政府对项

的时候都对空大喊，有时也呼喊祖宗的

次一定完

目前期投资的承诺，我信心满满的回到

名字，但感觉收效甚微，有时真想一死

了： 我缓

中国大陆，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好功

了之，我感觉已走到人生的尽头。

缓的摇下

成名就，光宗耀祖。可是，事情的发展

真如有人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车窗，交

远不是我设想的那样，首先是对市场特

回想起自己十几年前曾经受洗信主，后

出驾照和

别是对用户不愿意轻易下载移动应用软

来由于心傲气盛，远离了主。在这人生

车辆登记

件缺乏深刻的认识，再加上政府办事拖

困苦之时，我想到了主，我情不自禁地

证，象一

拉，缺乏诚信，使我在中国的这段时间

在一天的早晨，大声地呼喊主名，求祂

只待宰的羔羊听候发落。在听了我的陈

身心俱疲，最后决定还是在2012年六月

宽恕我的罪过，重做我生命的救主。后

述后，警察叫我坐在车里等候…

份回到美国新泽西家中，寻找工作照顾

来的几天，我内心有了平静，突然一个

默地坐在车里，默默地向神祷告…奇迹

家庭。

意念来到心中，为何不给在亚特兰大我

发生了，警察回来后，给我敬了个礼，

可是这好象是厄运的开始，由于美国经

以前的同事王惠国打个电话呢？也许他

叫我下次注意，本可以对我进行粗心驾

济近几年的不景气，找工作的情形和前

那边会有一些机会。可是我内心也不是

驶（reckless driving）的处罚，但鉴

几年已大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还对

很确定，因为惠国所在的行业近年来受

于我外州来此工作面试，不予处罚。这

自己说不是好工作不去。可接下来的几

到国际竞争的压力，总体上受到挤压。

时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下车

个月，在寄出一百份左右的简历杳无音

果然，惠国跟我讲暂时没有机会，但他

一再强调罚单请寄到我家，可警察明确

信后，我真有点坐不住了，看着每个

愿意替我祷告。这样又过了几天，惠

对我说，既无罚款，也不记点也不做记

月四千多块的房屋贷款及家人严肃的表

国电话告知我，突然地，公司有一个空

录备案。更为奇妙的是，我居然一分钟

情，我内心感到无比的沉重。更要命的

缺，而这个空缺是由于公司中一个人的

不差的来到面试地点，我到现在都还不

是，我这时患上了失眠症，晚上睡不着

奇怪举动而突然产生的。他问我愿到亚

明白我为什么能准时赶到公司，时间仿

觉，白天又特别累，每天都是强打起精

特兰大来面试吗？ 感谢主，我的呼求，

佛停止了一段，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切都

神，除简单地照顾女儿的生活外，什么

惠国的祷告得到了主的回应，我还有什

源于乔治亚的警察比新泽西的警察善良

事情都不想干。后来，接到纽约一个创

么不愿意的呢。再一次感谢主，我在公

（nice），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主在做

业公司（startup）的电话面试，我竭

司的面试非常顺利，现在我已经在这儿

工。

力准备，交谈的结果我觉得也还不错，

上班4个多月了。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弟弟查出肝癌，我

可接下来的书面答题我却没有搞好，倒

在这儿，我愿意再分享一点我那次的面

又面临着新的试炼。可是感谢主预备

不是题目有多难，而是我想得太多了，

试经历：清晨8：15am，我从下榻的旅馆

我，使我不至惊慌。我向他及家人传神

把本来他们认为是一个简单的是/不是

出发，那天天气有雾，在旅馆门口左拐

的福音，他们也愿意接受耶稣为生命的

（Yes/No)的问题，我加了一大堆的如果

弯上高速时由于人生地不熟，闯了一个

救主，心意转向神，作神的仆人。为

怎样怎样….才能怎样怎样….,结果他

黄/红灯，我的车刚上了高速，后面的警

此，我感谢神，因为祂已经成就，祂是

们认为我缺乏逻辑，不能胜任他们的要

车就给我闪起了红灯，我只好将车停在

宇宙的创造者，在祂还有什么事是难成

求。听着那个年纪轻轻的哈佛工商管理

路边，回想起前两个月在纽约市和新泽

的呢？我们做仆人的，就是一心一意跟

硕士对我的答案品头论足，看着自己明

西刚吃的两张罚单，又想起早晨8：30am

从主，愿祂的国祂的义早日临到这世

显比他强得多的专业知识，我心中满是

的面试（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警察才能

上。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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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

禱告得勝
陳盈妃

今

年(2013)二月份的一個早晨帶著

得勝使我一天充滿喜樂。下午我迫不及

兩個孩子上學，因還有幾分鐘的

待的和兩個小孩分享，我知道為什麼遲

時間就把車開到前門停車場，陪他們進

到要感謝，兩個孩子聽了也充滿感恩，

學校，我們邊走邊繼續聊剛在車上的話

並且明白了遲到就是遲到，十分鐘，一

題，正當我開門的同時，校鐘也響了，

分鐘，一秒鐘都是一樣。感謝上帝教導

一邊叫小孩進去，心裏也覺得還好準時

我 --- 危機處理，並且給我們上了一堂寶

到，當我轉身要回停車場時，站在門口

貴的課。

的一位老師對我笑著說:

麻煩到裏面簽

到，我沒反應過來，她又說了一次請到

信心

裏面幫妳的小孩簽到，於是我順著她手
指的方向，轉身開門進去，赫然看見以
為已經進教室的小孩，被另一位老師留
在辦公室門口，等待我進去為他們簽
到，我們莫名的看著彼此，兒子抱怨的

周秋芳

感

謝神在2012年從歲首到年終保守

環境時,他就害怕下沉.我也與當時的彼

我及我的家人平安.2012年的一月

得一樣,第一次有信心地信靠神,而且神

麼？為我們遲到感謝神？我對他們說我

因公司與另一公司的契約關係,所有公司

說不要怕,但事情進行到一半時,我就因

現在也不知道回去再告訴你們。離開校

的人都不能工作,我在家待了約一個月才

風大(聽人的聲音及意見)就害怕,

門我問神為什麼？並有口無心的禱告感

上班, 但也感謝主, 在弟弟及媽媽來探望

了.因此我還要學習不管身處在什麼樣的

謝主讚美主，感謝主讚美主，感謝主，

我之前, 我已回到工作崗位, 所以沒有讓

環境,要相信上帝必會與我同在並拯救

我感覺被冒犯了，為什麼今天這樣算是

媽媽擔心.

我。讓我們一起學習多定睛在耶穌，不

遲到，以往都沒問題，那2位老師也太小

到六月中時我的公司通知我,因公司與公

要專注在環境！

題大作了吧，求神幫助我不要一直陷在

司的契約關係,要換到另一個公司工作,

這個情緒裏，能夠凡事謝恩。接著開始

但工作內容不變.感謝神因為換公司,所

你要專心倚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

讚美祂的救恩，上帝的全能，智慧，恩

以可以跟他們談薪水.在談薪水時,我必

聰明，在你一切所形的事上都要認定

典，一股暖流從心裏湧出，嘴裏充滿發

需寫email與他們協調溝通,以前我都會請

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6）

自內心的感謝，感謝那兩位老師忠心的

先生或朋友幫我過濾一遍我的信,但這一

職勤，感謝他們在這樣的小事上順服，

次他們都沒有空,所以寫完email後,便向

想必從校長到老師，工友，一定也都很

神禱告,相信神會成就,就將信寄出.心中

認真工作，感謝主我的小孩被交在一群

也有平安.過了二天,新公司同意提高薪

可靠的人手中，求神保守當他們執勤勸

水,但未達到我的要求薪資.第二次溝通

導時，不會冒犯到家長，也不會因冒犯

時,我忘了幫助我的神,反求問人的意見,

別人而有危險，求神也祝福做父母的，

結果每一個人的意見都不同,導致我心慌

能夠機會教育我們的小孩䏻順服而不是

及焦慮,結果第二次的協調,我失敗了.但

抱怨。沒想到我的小氣，被冒犯，使怒

我還是感謝神,因為在這不景氣的時候,

氣進入我的心，同時聖靈也教導我，要

我還可以加薪.

凡事謝恩，因而釋放了我，這樣看似一

但這件事也讓我想到聖經馬太福音14章

件微不足道的事，可能會讓我一直不開

22-33節中記載,耶穌履海那一段中的彼

心，一直抱怨，但是當我選擇轉向神

得,當他定睛在耶穌身上時,他可以在海

時，神教導我禱告並且得勝。這早晨的

上行走,但他轉移注意力將眼目放在周圍

說：媽咪妳從後門，老師都會讓我們進
去，我說：感謝就對了。女兒說:

為什

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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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爭戰 靠主得勝
陈佳唯

上

星期是孩子们学校的电影日。影片是由学校学生们投

点好转，都同意说电影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符合以上经文

票选出来的。周五晚我们全家带着椅子，被子，枕头

所描述的。

和点心，开开心心的去了。电影开始后，我才知道是一部鬼

最后我们复习了伊甸园中蛇引诱夏娃的经文。这时我感到圣

片。它是用卡通的方式将不同的鬼怪，譬如僵尸，木乃伊，

灵的同在，气氛完全缓和温馨，他们都安静下来，静静听我

吸血鬼等变得很“可爱”，也很搞笑。我的心非常不平安，

讲。我提醒他们撒旦常化装成光明的天使引诱我们，亚当和

好像快跳出来的感觉，简直就是头晕作呕。我犯了个错误，

夏娃与神的关系本來很亲密，却经不起被撒但的诱惑。撒旦

就是没有查清楚内容就答应他们來看电影。

扭曲上帝的话：“神岂是真说…”听起来好像对的一样。我

我注意他们俩的表情，希望看到他们一丝的害怕，以便可以

们真的要很谨慎以免中了牠的诡计都还不知道。

很平安的把他们带走。他们却看得津津有味，完全没有动

两个孩子忽然开心起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并

静。怎么办？叫他们离开嘛，却怕他们当场闹彆扭不肯走。

为着自己的坚持和态度向我道歉。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感谢

我看看周围的人，似乎看得很入神。是我想的太多吗？于是

主他们从小认识神，圣经的话真有用，有绝对的权威。顺服

我向神祷告，心中依然没有平安，心蹦蹦的猛跳，完全坐不

就是蒙福。同时这件事情的发生也让我更谨慎，也努力的坚

下来。我决定带他们离开。他俩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脸

持他们和我自己一定要每天读圣经。 我祷告求神带领这世代

拉得长长的，拖拖拉拉了很久，终于收拾好东西上了车。

的孩子，靠主胜过环境的诱惑。当大家都很安逸，都觉得魔

我有点后悔带他们去，但同时也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来教

鬼不止不可怕而且很可爱時，正是我们要起来争战的时候。

导他们神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在车上我祷告求神使用我的
口，也祷告神赐下合适的圣经经文，同时也求神平静他们的
心，给他们颗受教的心，但感觉争战很强，女儿吵着说只是
部电影，没什么，而且大家都在看，校长老师都在看，态度

陪伴我走過低谷的神

非常强烈坚决。回到家我叫他们把圣经拿出来，到我房间去
一起读。他们偏偏和我作对，顶撞我和互相玩闹，根本不专

李英美

心。叫他们翻圣经，他们说找不到，也胡乱读。那时我简直
气坏了，真想好好的揍他们一顿，我深深吸了口气，祷告神
给我智慧和耐心。那些不该说的话好不容易全吞了下去，真
的很不像平时的我。
我首先叫他们读歌罗西书3：20

在

经过2011年清泉裸程後，体認到神的愛及旨意，以及
綑綁得著釋放。到了2013年則是順服及信心的操練。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

去年，因腿不好而搬到平房，但因景氣不好，舊家不好賣且

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并问他们想不想得主的喜

會虧損很多錢。当時我內心非常焦慮，感覺过去貧窮的靈又

悦，他们都说想。我女儿偏偏和我作对，他问我下一句经

來攪擾我，再加上習慣控制家中大小事，要順從先生的決定

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他问我什么是惹儿

-- 不賣房是很难的，而且我又必須負責管理財務金錢(先生

女的气。

要我負責)。那段日子每天因不安的情緒而跟神求印證及討價

我们继续读了以弗所书6：10-12“你们要靠着主，依赖祂的

还價。經过一些印證，我們就決定搬家，然而兩個房子及3個

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

小孩的照料，再加上工作及身体不好，以及情緒的不穩(因过

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

去先生与我同時失業过，如果事情不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確

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定，是不敢去做的)，这次搬家事件，我沙盤推演的結果，只

恶魔争战。”我告诉他们什么是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你轻忽

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我只好每天到神面前，把煩惱交托給

它的可怕，觉得没什么，觉得它不存在，觉得很好玩，就好

祂，並求恩典力量賜予我。也是因著对神的信心，而有勇氣

像这部电影一样。

面对每一個問題，並且在情緒低落時，靠著敬拜讚美得到積

接下来我们读腓立比书4：8“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

極正面的能力，更加感受到牧師所說的，信靠神並不是從此

的，圣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

人生就平順，而是有一位神陪伴及幫助你，渡過一切难題，

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他们的态度这时才开始有一

進而達到得勝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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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听到。我早在2004年就成为AAA的会

了耶稣为救主，但一有机会，还是会说

员，但8年下来，真正我用到AAA俱乐部

谎。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来到神面前悔

服务的次数只有2-3次。兩年前我查出

改。今年在UPS商店发生的这件小事，

末期癌症后，家里多了很多的医药费支

神提醒我，并引导我该怎么做。我知

出，我们不但省吃俭用，还把能节省的

道我完全可以享受到这15%的折扣，节

国有句古话，叫“勿以恶小而为

开销都去掉了，这当然也包括一年$66

约到那93cent，店员小伙子也绝不会

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是中国

元的AAA俱乐部会员费。

打电话去AAA俱乐部去核对我是否是会

人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观

虽然如此，在我没有缴年费的情况

员。但我知道若这样做，我就是说谎的

念。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在小事上做

下，AAA今年还是像往年一样将印有有

人。我只是AAA名义上的会员，因没有

恶，却要在小事上行善。巧合的是，《

效日期的会员卡寄给我，因为我是他们

缴费, 今年就不是真正的会员。我若这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10到12节，我们的

的老会员。所以当UPS商店的小伙子问

样做，可以骗过UPS商店的工作人员，

主用了一个不义不忠心的管家的比喻，

我是不是AAA俱乐部会员时，我马上脱

但我骗不了神。神在当场就说了“惟有

来阐明了这个律的法则，即“人在最小

口而出说“是“。这个小伙子就飞快地

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

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

在电脑上打价格，27美分的一张文件

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

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今年

纸，乘上23页，再扣去15%的AAA折扣，

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

一月中旬，我有一份重要的文件，需要

我要付的总价钱是$5.28。15%的折扣能

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1章

影印存档。这份文件大约有23页，而且

给我省下93cent，还不到一美元。在经

第8节）

是一种特殊尺寸的纸张，不同于我们平

济宽裕的家庭，这一美元不是值得考虑

我何必为了区区不到1美元，就失去天

日常用的A4尺寸纸张，我家里没有复印

的事。我怀疑今天在美国的大小马路

国的资格。光是接受耶稣作为生命的

机，我就只好去离我家不远的一家UPS

上，地上如果有一美元，是否有人会去

救主，是不够的。神要我们做一个得胜

商店，看看他们那里能否帮忙我影印这

捡。但对我来说，能省下一分钱，就是

的，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得胜”的含

份文件。那天在店里上班的是一个戴着

一种胜利。我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开

义，当然也包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对神

眼镜，胖胖的美国小伙子，说话非常和

销都要依赖丈夫的供应。先生的收入不

忠心，遵守神的原则。我知道我今天要

气。我就把这份文件拿给他，问他这里

多，我每个月的医药费，会占去他收入

么一意孤行，继续去骗人得到那不到一

有没有这种规格尺寸的纸张，能帮我影

的1/3，家里还有一个不到5岁的儿子。

美元的折扣，占点小便宜却失去更大更

印。他用一把有刻度的尺量了一下文件

省钱哪怕是一分一厘，也是这个家庭的

美的属天产业，或是老老实实地接受神

纸张的尺寸，然后跟我说这是“Legal

目标。那个小伙子在电脑上打好了价格

的提醒，做一个诚实人，做一个在小事

size”的尺寸，在他们店里影印一张要

后，请我出示AAA会员卡，他就转身去

上也忠心的人，以便将来接受主托付的

收美分27，而一般的A4纸影印一张只要

复印机上帮我影印文件去了。

真实的钱财。我想我知道我要选择哪

15。我马上就问他：“我这份文件有23

那天凑巧的是那张AAA的会员卡在我钱

样。

页，超过20张以上的影印数量是否有折

包里。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一种不安

当这个店员小伙子把印好的文件交给

扣？”这个小伙子摇了摇头说：“很抱

的感觉，有这么一个意念：“在最小的

我核对并准备让我付钱的时候，我微

歉，因为这是‘Legal size’的尺寸，是

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我知道

笑地对他说：“谢谢你，能否请你把

特殊尺寸，影印多少张都没有折扣，如

那是主的话，但当时我想不起来这是在

刚才的AAA卡折扣去掉，重新算一下

果只是普通的A4尺寸纸张复印，在我们

哪节经文里面。過會兒，又有一句话跳

价格？”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连问我2

店里，张数超过20张有15%折扣。不过如

入我的头脑中：“一切说谎的，他们必

遍：“Why（为什么）？”我只好善意

果你是AAA俱乐部的会员，在我们这里复

不能进入神的国”。在我印象中，那是

地“骗”他说：“我要申请一个别的信

印任何尺寸的纸张都有15%的折扣。你有

圣经启示录中的话，只是不记得这一句

用卡奖励项目，先不用AAA卡。”

没有AAA卡？”

经节是在哪一章哪一节。但是这句话非

付完了全款，我从UPS商店出来，我在

他刚说完，我马上就激动了一下。AAA俱

常清晰地在我头脑中。后来我回家翻阅

心里轻轻地对主说：“主啊，祢要我

乐部是美国最大的汽车会员俱乐部，不

圣经，在启示录21章第8节找到这句话

在最小的事上忠心，诚实，当然也希望

但给会员提供紧急汽车的电池充电，换

的出处，虽然出處经文并不是与神提

我在大事上忠心，在钱财上也忠心，诚

轮胎等服务，而且也让会员享受一些指

醒、警告我的那句话完全一样，但内涵

实。愿祢的灵常提醒我，帮助我胜过我

定的酒店，租车的折扣，但是在UPS商店

是一样的。

里面一切的私欲，做一个得胜的基督

影印文件也能有15%的折扣，我还是第一

人的本相是那么肮脏，虽然我已经接受

徒，将来与祢在宝座上同坐。阿们。”

神的原則不分大小
姚文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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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地為業
陳嘉偉

時

光回溯到2010年春天，當時爸爸剛走

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

一衛浴的房子。那家具呢？和同學們跑了幾

半年左右，媽媽去加州陪妹妹生活，

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

次moving sale，搬了幾個畢業學長的家具，

而我則在亞特蘭大開始博士班的學業。當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

教會的弟兄姊妹們也慷慨地送了我洗衣機，

時，我不斷說服媽媽和妹妹，一起搬來亞特

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

烘乾機，衣櫃，書櫃，鍋碗瓢盆等等…。沒

蘭大，只是內心也不是那麼有把握，等他們

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

花什麼錢，我竟然就湊齊了三個人所需用

過來了以後到底會怎麼樣？…只知道應該會

你的

的家具，感謝神！而那個Angela送我的洗衣

比他們留在加州好。

神對約書亞說：摩西死了，你要起來。（神

機，很神奇的陪伴著我們，直到我們後來買

2010年四月的某一天，媽媽在加州的社區大

對嘉偉說：你的摩西《爸爸》雖然死了，但

房子搬出去的前一個星期才壞掉，感謝神！

學圖書館外面的水泥樓梯上跌了一跤，摔得

是你要起來）

2010.05 找到指導教授

頭破血流，我在亞特蘭大聽到了這個消息，

神對約書亞說：帶我的百姓過約旦河去我所

終於，老師答應要收我做學生，並且在下個

內心十分的驚恐與難過。

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凡腳掌所踏之地都

學期開始給我獎學金。感謝神，博士生涯正

「鼻子耳朵都有滲血。」「我們被送去醫院

是你的。（神對嘉偉說：帶你的媽媽和妹妹

式開始。

了，可是沒有保險怎麼辦啊？」「媽媽坐直

來亞特蘭大，這地我要賜給你）

2010.07 媽媽妹妹來到亞特蘭大

升機去醫院耶。」…電話那一頭傳來的是妹

神對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謹守我的誡

終於，媽媽和妹妹來到了亞特蘭大。我預備

妹驚恐的聲音。（詳情請見2011六周年見證

命，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做為見面禮，而在那之

集，靠著主我們能走得過去）

你當剛強壯膽，你當剛強壯膽，因為我必與

後，上帝就免除了我下廚的勞苦，感謝神也

由於剛剛經歷喪父之慟約莫半年，那個陰影

你同在。(神對嘉偉說：你不要怕，帶媽媽妹

感謝媽媽。在這個搬家的過程，也有不少上

還十分的強烈，遇到這種事情難免會往最差

妹來亞特蘭大是對的，遵守我的誡命，我必

帝的幫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很順利

的方向去想：該不會爸爸走完媽媽也要走了

與你同在）

的把媽媽妹妹在加州開的車運過來。原本我

吧？內心極其低沉，在宿舍裡不斷向上帝禱

此篇見證，就是要述說在這三年間，神如何

都跟他們說不要帶來的，因為那台車很老

告，質問祂為什麼讓這種事情發生，而且還

幫助我與我們一家，在亞特蘭大得地為業。

舊，是十萬哩左右的1996 Camry V6。沒想

要發生兩次？為什麼不讓我摔跤代替媽媽摔

2010.04 我買到車了！

到運來以後，花了一千五給Cathy做個大保

跤？除了淚水，沒有回應。

買車這件事情，著實困擾了我許久。我的預

養，接下來竟然都沒有出過什麼問題。2012

第二天早上，讀聖經。讀經進度剛好是約書

算不高，又想要買一台耐用好開的車子，因

年我還開著這台車來回Lexington,

亞記第一章的起頭。

為將來可能要給媽媽和妹妹開。從年前就開

（760哩），芝加哥（1450哩），奧蘭多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曉諭摩

始做功課，我發現，要用這樣的預算買到理

（970哩）一次。每次坐上這台車，發動引

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說、我的僕人摩

想的車子，除非是跟私人買二手車（Georgia

擎，我都不禁發自內心的感謝上帝。

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但

私人買賣車不抽稅，稅~10%），然後再請

2010.08 老師給我全額的工資

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們

Cathy幫忙檢查，不然毫無可能。努力禱告用

由於經濟不景氣，學校不若文件上寫的，會

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

力禱告，在各個網站上找車子。再嘗試了三

發給每個博士學生一個月兩千美元的工資。

賜給你們了。從曠野、和這利巴嫩、直到伯

次試車和被拒絕的滋味以後，終於被我找到

取而代之的，老師們都會給學生一段試用

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處、

那台上帝要給我的。感謝神，用九千三的價

期，只給七成左右的薪水。每個組試用期不

都要作你們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

錢買到了只跑三萬五千哩的2007Corolla。事

一樣長，有的半年，有的一年，有的四年。

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

後證明，這台車真的很不錯，開了三年，就

感謝神，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我的試用期特

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

只有保養換輪胎換電瓶而已。感謝神！

別短，只有三個月！

不丟棄你。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

2010.05 租房子，家具神奇的出現

2011.03 申請到教育部留學獎學金

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

媽媽妹妹要來，勢必得租個房子。當時一群

感謝神，以及同學老師的幫助，我獲得了中

許賜給他們的地。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

好同學們搬出宿舍，我們就一起找房子。努

華民國教育部留學獎學金。一年多了一萬六

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

力禱告不斷禱告，東奔西跑比價比安全比地

千美元的收入，為期兩年。感謝神，這筆收

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那裡去、都可以順

點，終於在Lindbergh找到了價錢合宜，兩房

入著實幫助我們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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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與你同在。

KY多次

2011.05 媽媽找到工作

理家務，租房子，考駕照買車開車…等等，

他們的計畫被國家能源局中斷。

媽媽在家裡閒了半年，開始拚命找工作。感謝

更重要的事是，她在那邊認識了一群教會的

2012.04 妹妹進入GSU

神，還有教會的人幫忙，媽媽先是在教會教主

好朋友，每個星期都可以很穩定的去小組和

感謝上帝，妹妹的人生總算也有前進。來美

日學，然後開始找教中文相關的工作，終於在

聚會，我們也一同遊歷了許多美國著名的景

國後，不斷的嘗試轉入州立大學，終於在這

五月的時候拿到一份較長期的工作。竟然是教

點。感謝上帝，這一切都像是預備好的！

一年的四月成真。內心百感交集，不斷地感

黑人學齡前的小孩中文！一開始只是家教性

2011.08 妹妹拿到Instate身分

謝上帝。

質，沒想到一年後竟然變成去一個私立學校當

妹妹來到喬治亞州滿一年了，我們要幫她申

2012.07 買房子

中文老師並且身兼中華文化學校的老師，建立

請instate的身分，這件事情事關重大，將會

感謝上帝，我的上帝。我們買到了房子！08

了不少人脈關係，還介紹其他人一起去上班

影響接下來她轉州立大學學費的巨大開支（

年之後的房價泡沫，到12年似乎到達谷底。

哩！

五位數和四位數的差別）。由於美國經濟不

在妹妹確定將於GSU讀書後，我們便開始著

2011.05 教會中文學校成立

景氣，不再像從前在州內居住滿一年就可以

手買房子，以便減少房租的開銷。經過了三

感謝上帝，可以在教會成立中文學校，讓妹妹

自動變為州民，必須要額外證明：“你不是

個月的努力，看了好多次房子，歷經了兩次

有了人生中第一份較為正式且長期的工作，使

因為教育目的而來才可以。”也沒有人教

下標的失敗，最後終於在離學校不遠處，買

用自己的才能，幫助別人。感謝神，到現在將

我，應該是聖靈教我的，我幫妹妹寫了一封

到了一間兩房兩衛浴的小公寓，做為接下

近兩年的時間，沒有斷過，班級數也從兩班增

信，大意是說：妹妹來喬治亞州是因為父親

來全家在亞特蘭大安身立命之處。感謝神，

加到三班。重點是，班上的小朋友們，中文真

突然過世，她哥哥在這邊攻讀博士學位，她

為了要買一個適合的房子，多次，我們全家

的有進步！感謝神，妹妹終於嘗到付出努力後

來，是為了家人團聚而來，不是因為教育目

三人一起禱告，一起討論。還記得，當時我

的成果。

的。她之前在加州早就在付instate學費了。

跟媽媽都想要買其中一個房子，就因為妹妹

2011.06 人生第一篇Paper

我就拿著這封信，帶著媽媽妹妹一起去她學

一句話：不喜歡陽台正對著停車場。我們就

在四月左右，我的人生第一篇Paper被接受

校的辦公室，當面解釋給辦事人員聽。感謝

停住不買，以至於才能等到現在這個房子。

了。這篇paper完全是出自上帝的帶領！我會

神！這個instate就這樣被我們拿到了！收到

比較起來，現在這個實在是比當初那個好太

這樣說，是因為這個題目我做的非常不順利，

通知的時候，我的心裡簡直是充滿了哈～利

多。感謝神，祂在其中教導我們全家如何彼

處處碰壁。又因為是新的題目，老師無法給我

～路～亞～～

此溝通，團隊合作。

很多指導，我只能不斷向神禱告。沒想到經過

2011.08 新的博士班Project

2012.12 全家人奧蘭多出遊

半年左右的工作，用了很多方法正反兩方去驗

雖然我之前做的project有一些成果，但是，

感謝上帝，2012年我們在佛羅里達州畫下一

證，我發現是學校的量測機器壞了，而跟我們

最後並沒有拿到funding，老師於是安排我做

個美好的句點。明明是出去玩，但是我心裡

合作的公司也量錯了。等機器修好以後，配合

一個新的project。這個project充滿了挑戰，

其實有相當大的壓力，常常禱告神。原因在

之前正反方驗證的方法，就組合成了這人生第

是一個相當新穎的技術，願景是可以大大降

於，此次出遊，除了媽媽妹妹以外，我女朋

一篇Paper。完成的時候，真的感覺---有神！

低太陽能電池的成本，並且有機會提供更高

友也一道同行。婆媳已經不好處理了，還有

這篇原本只是一個conference的paper，後來被

的效率。提供資金與材料的是一個加州的

個小姑，而我是所有關係的交集。他們意見

選為口頭報告的paper（我就以一個菜鳥學生

start-up，充滿活力，可以一個星期打電話三

不一樣的話，我真的是哪一個都不好意思得

的姿態，第一次去conference就站在台上做報

次問我在幹嘛，訂了目標就一定要執行。感

罪，卻又得顧全每個人的想法。感謝上帝，

告給一兩百人聽），後來被提名為學生最佳

謝上帝，我何德何能，身為一個博士班的菜

我們出去玩一個星期，快快樂樂出門，平平

的paper候選名單（雖然沒得到最佳獎），後

鳥學生，竟然可以玩這麼大的槍？跟兩三個

安安回家，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來又被推薦去發表在Journal上面，近乎是全壘

博士合作，並且研發的東西就是他們這家公

以上，是這三年中，特別神奇的經歷。感謝

打！而這中間真的有神奇妙的作為！

司將來要賣錢的產品，一般博士生可能一輩

上帝，祂與我們同在，帶領我們一家在亞特

2011.07 女朋友來美國

子都在追尋的經驗，竟然就要交給我？哈利

蘭大得地為業。最後再提一個小小的見證，

感謝上帝，他照顧我的家人，也照顧我的女朋

路亞，由於是很新的東西，所以起步真的是

來描述我如何努力跟隨神的心意，來平衡一

友─鈺容。鈺容在台灣也是博士班的學生，她

很難，前途常常是一片混沌。又有時間的壓

下這篇充滿祝福的見證。在過去的三年間，

有機會透過交換學生的機會，來美國肯塔基大

力，因為startup若是沒有好的data如何跟他們

周末的時間我大多投資在教會各樣的大小聚

學，跟他指導教授的指導教授做研究為期一年

的投資公司拿錢呢？搞得好像他們倒閉就會

會與事工上；雖然收入不多，但是我對於教

半。感謝神，我們不必在地球的兩端，像牛郎

是我的錯一樣。

會的奉獻，卻從稅前10%慢慢增加到15%。

織女一樣一年見一次面，變成在同一個時區，

感謝神，我又再次經歷了上帝親自指導我做

感謝神，我如何量給祂，祂也如何量給我，

每天都可以講電話，並且三個星期一個月就可

實驗的神奇帶領。在不斷的嘗試之後，2012

而且祂總是比我還要慷慨！

以見一次面。感謝神，鈺容在這段時間裡不但

年4月，我終於達到了他們設定的一個重大

研究上有很多進展，也學會做菜，一個人料

的目標，雖然晚了3個月，但是至少沒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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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工記

开

移民記

长途到外州上班，周间工作周末回家，已有三年半
了，有了身份后，就想在当地乔治亚州找份工作，不

江大強

要再开长途又可与家人一起。
於是就开始找工作並將个人简历表寄出去。然后祈祷上帝赐
一份离家不超过半小时车程的岗位。果然两周后陆陆续续就
有几个面试机会，第一个面试公司离家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左右，第二个面试公司离家也需大约五十分钟，一周后第二
单位发邮件表明已有其他更好的人选，心里很失望。但第一
个面试到今天还没回应。
然后又继续把简历电邮出去，不久，就有第三个面试机会，
这公司离家不远，二十分钟左右。心想应该就是这间，果然
面试两天后就被录取，可是要背景调查必须通过才行。同时
又有第四个面试机会，这单位工作性质是四天要飞到他州工
作，周五在家上班，虽然待遇比其他公司好，但这种工作性
质不是我所祷告的，几天后虽然知道不被录取，但心里却急
了起来，因为已被三家公司拒绝。现在只剩最后一家，还
没结果因他们还在背景调查，当我被告知他们查不到我七年
前的工作经验，我就开始找这些文件资料，因时间有些长，
很多文件都不知所終，很是担心和忧虑，以为这工作机会又
要没了。晨祷时，好像听到上帝说不要用你的力气担心和忧
虑，要起来赞美祂，於是我就播放诗歌开声赞美祂，几分钟
后，突然心中就开始喜乐起来，自己也觉得惊讶。当天过不
久，当我搜查多年前电邮时竟然找到所需的文件，非常的感
谢主，就马上补上这资料， 果然当天就正式被录取。后就辞
职，就在辞职最后一天，竟然还可以得到公司所发的年终獎
金，以为辞职就没份了，真的感谢神的恩典以及牧师和弟兄
姐妹的代祷和关心，神垂听他们的祷告使我渡过难关。
上班后发现即使高速公路有时会严重塞车，都有其他小路可
到达公司，另外还发现旧同事也在同一间公司上班，地点却
是在底特律总部，他需搬到北部去因为他说当他被聘时亚特
兰大空缺还没出来。感谢天父的怜悯和带领赐我当地工作机
会，将荣耀颂赞归于至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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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年三月初，和家人开开心心的到亚城移民局辦绿卡，
最后一道手续盖手指印，盖过后几天，收到移民局回信说

我指纹不过关，得在两周后重盖。所以过了几周后再去移民
局。可是同样的过了几天，又收到来信说指纹不行。 这次可
有点急了，两次都不行，心想為啥不过。到底我指纹出了什
么问题？第三次去盖，有点紧张，手心出汗。就祷告上帝，
因担心又过不了。 几天后没收到回信， 很开心，心想大概
没事了， 可是几个月过去，绿卡还没下来，我公司同事比我
晚三个月辦绿卡，人家已经拿到了，而我还没消息，这时心
特急，可是又作不了什麼，打电话到移民局，得到回复是要
继续等。这次就很努力祷告求神开路，等了几周后还是没消
息，心里很烦，又紧張又急，可還是不能作什么， 因这是美
国联邦政府的事，是属于执政与掌权的， 我能做的只有单单
祷告又祷告，等候再等候， 别无他法。
八月份，移民局宣佈绿卡名额全满，不发绿卡，要等到十月
份，移民局才开始处理绿卡。十月一日，移民局便开始处
理绿卡，十月尾就收到来信说指纹又不过关，

要我去辦良

民证，於是便到警察局，向他们申請良民证，然后寄去移民
局。大约四周后，十二月初，全家人就收到绿卡，这时才安
心下来。觉得这是神赐給我们一家最棒的圣旦礼物。
從这次经历，让我学到等候与忍耐的功课 ，延迟和等待常常
是神用来熬练人心的其中一个管道，看看我是否对待绿卡身
份比祂更重要 。感谢上帝再次考验我的耐心与信心，过程辛
苦，还好祂的恩典够我用，使我忍耐到底。因为万事都互相
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8:28）

喜樂的收穫
張文靜

我

是2012年5月28日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我深

平时的衣物、房间（除学习用品）多是由我来

深体会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

清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要是在以前，

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林后5：17)

我一定会不问缘由便数落她浪费，乱扔东西；

我于2002年从大陆来美。在美国的十年里，无论是

可是那天我并没有这么做。我打开垃圾袋，发

工作还是生活都与在大陆时截然不同。在大陆，一

现袋内多数是笔记本和一些成绩单、废纸。

日三餐均由奶奶或妈妈料理，琐碎的杂事由爸爸

哦，这么多的笔记本摞起来能有一米多高。我

负责，就连我的女儿都是由我的父母带大的。在

坐下来仔细翻看笔记，虽然内容看不懂，但

美国，不但三餐和家务要由自己来做，而且不懂英

是字迹工整、页面干净，我禁不住逐个翻阅起

文，办事困难。虽然账单、信件有女儿帮忙处理，

来。这时，女儿告诉我说这些笔记是她从高一

也时常误时。最重要的是发生三件大事，对我在精

到大三（女儿开学后就读大四了）所记的学习

神和经济上打击很大。一，妈妈在我来美的第二年

笔记，本应及时扔掉，只是因为高二时，有位

病重住院，两个月后便不幸病逝。而我当时的身份

刚来美国不久的女孩向她借用笔记，事后对她

若回大陆再返美，需持回美证。因为回美证的申请

感谢万分。为此，女儿便一直保留着学习笔

需要三个月，我没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这让我终

记，希望能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听此言，我

身遗憾。二，因为我的原因，在女儿和她爸爸来美

为女儿有助人为乐的思想而感到欣慰；同时，

的第三年，我和丈夫离了婚。而且离婚这件事至今

看过所有笔记后，我简直不敢相信：每本都字

都不敢告知在大陆双方的父亲。三，2008年只因一

迹工整，一点也不潦草。这一点，我是绝对做

个阑尾手术，我就陆续收到近四万美金的医疗费账

不到的！我记笔记，常常是开始时工整，后来

单。虽然在我的老板和男朋友的帮助下，我的手术

就潦草，有时甚至自己事后都不认得。我为自

费用降低到六千多，这样高额的费用仍使我忧心忡

己做事、学习不认真而感到羞愧。不少亲朋曾

忡。

问我，她在房间里都干什么你知道吗？我当时

工作的不如意，情感生活的不顺心，使我变得性子

的回答是：“应该在学习吧。”三年前，女儿

急，脾气躁，怨气多，难得有喜乐。

高中毕业，我的两位朋友，同时也是我女儿同

“你們要将一切焦虑卸给主，因为他顾念你們”(

学的妈妈，打电话向我致贺，说我的女儿同时

彼前 5:7)

被乔治亚大学，乔治亚理工，乔治亚州立大学

记得我受洗时，满怀兴奋地走下水，奔向永宙牧师

这三所大学录取。我曾不以为然，现在我确信

时，听到他说：“好喜乐的过来了。”是的，那以

女儿多数时间待在房间内是在学习，并被女儿

后的生活里，由于有喜乐的心情，我对人对事变得

的韧性而折服，为她认真学习的态度和成绩而

宽容了。

感到欣喜。

两个月后，我准备搬家，便和女儿分别整理各自的

其实最值得喜悦的是：信主后，喜乐的生活，

衣物。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两个大垃圾袋里装

让我从两袋垃圾里看到更喜悦的人和事。主

得满满的堆在女儿房门外。我感到很纳闷，因为她

啊，感谢祢，祢是我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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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的人有福
李芬清

我

老公連新是一个单纯清心的人。在2013年2月21日晚

来的关系。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而已。有一天在敬拜中，当

上連新敬拜赞美神后，有感动就弹起钢琴来。被我大

我坐下来领受神的爱时，忽然我小女儿跑过来，躺在我怀抱

女儿听见，她对我说:

妈妈，爸爸弹的钢琴，好像真有一首

中问我:

妈咪，你爱你小女儿吗？你爱你宝贝女儿吗？我说

歌曲的旋律。我就注意听，真的很好听。但是我也没有把他

你这么乖，我怎会不爱呢?

她躺在我怀抱中一会儿就跑去玩

所弹的放在心里。到2月23日星期六晚上，我们小组在电话线

了。就在那时刻，我的脑海里有一美妙的感觉闪过:

上祷告。有一位姐妹分享她女儿在弹钢琴时，看到主耶稣的

亲生的女儿，衪是我的阿爸天父。这感觉是非常美的，是我

宝血滴在她的乐谱上，要我们继续为她女儿祷告。她的分享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在这三年里，我一直经历神在我身上作

引起我的注意，让我想起連新前天弹了一首好听的曲子。因

为，我己经相信衪存在，也相信宇宙万有都是衪所造的。那

此我就为連新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主啊，如果是祢要通

为什么衪要把这样神奇的意念放在我的脑海里呢？我知道这

过連新把祢属天的音乐弹出来，我请求祢继续在他身上做操

是神在启示我，我呼喊衪阿爸天父，不要只是一个名称或感

练的工作。他没读过多少书，对钢琴一窍不通。我再次请求

觉而已，而是真实的父亲与儿女的亲情关系。我非常感恩，

祢在他身上得荣耀。当晚連新有感动再去弹钢琴。果然他弹

衪让我更深刻地明白，祂是何等爱自己亲手所造的儿女们。

出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来，我叫小女儿把它录下来。我们听

也希望自己儿女来回应衪的大爱和见证衪真实的存在。

了录音后，都觉得曲调清新又优美。我的小女儿简直不敢相

只有造天地万有的神能让連新弹出这好听的音乐。现在連新

信，连说几句这不是爹地弹的，因为她知道她爹地的水平。

早晚先敬拜祷告，接着就在练钢琴，我真的很感恩。我的心

但这也是她亲自为爹地录音下来的。我对她说，这是天上的

只有一个字＂信＂，相信神爱自己亲手所造和拣选的儿女。

父神通过圣灵在爹地身上引导他而弹出好听的音乐。

愿人人都来经历创造天地万有的父神真实的爱，也愿人人都

回想这个经历,对我来说这也不能算很稀奇。因为神本来就真

得到衪祝福与赏赐。

我是衪

实存在，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现在我们只不过与衪回复原

醫治釋放
陳敦玲

有

一天师母有感动，要

不能安静，那几天我在家里很大声用方言祷告圣灵就像火臨

学娟約我，一起為

到我，我在神的面前大哭。神让我看到我到处去寻求爱，我

我不到一歲的儿子長期腎臟

希望这个人多爱我一点、那个人多关心我一点。当他们忽略

感染得医治祷告。主日下午

我或對我說話语气重一点我就很容易受伤。常常躲起来哭。

我們就去了师母的办公室。师母提議我们一起祷告，看看神

我呼求神快来帮助我，医治我的内心深處，我對主説：神啊

有什么啓示给我，當時我就看到我和家人去看我先生的那一

孩子知道错了，求袮原谅我。我向神大大悔改，也對神說：

幕，我抱着师母一直痛哭，记忆回到了那个場景，我嘴巴一

神啊我要你丰盛的生命，我要不断选择跟随袮。那幾天神的

直念我不要他躺在那里；我不要他丢下我一个人！我緊緊地

爱多次大大地充满我。邪灵赶出去了，可是它还不甘心，總

抱着师母大哭。师母说你一直都没機會跟你的先生说再见，

設法回來，譬如我去找姐妹帮助的时候若有哪个人拒绝我，

你要不要现在跟你的先生说再见?

我就安静的跟先生说再

就會有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说：你看她不愛你。我就斥責那

见。师母抱著我为我祷告。邪灵突然從我里面彰显很凶地要

个声音：我是属神的。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闪电打

傷害我的兒子，师母與学娟為保䕶我的兒子，就攔阻我，據

雷好多电线杆都掉在地上。我站在那里不动。有一隻好慈爱

說當時我就想去打她們，然后牧师进来帮忙。我整个人就晕

的手牵着我向前走。醒来我感到满满的爱，我可以向前走因

过去了。醒來後，师母问我怎么样我回答了还好。我知道邪

为有耶稣带着我向前走，谢谢耶稣医治我释放我，同時也让

灵还在隐密地方就是我的身体。我很感谢Fenny，接下來连着

我的儿子本來要吃一年的抗生素现在也不用吃了。赞美主。

几天帮我看小孩，我就不断的用方言祷告。平时方言祷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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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宣教之旅
林安琪
决定祷告来平静我的心。第一天到学校

间了，我兴高采烈的去看纸条，发现成

里表演的时候我好紧张，差点忘台词。

绩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算算也才60

下课的时候听到学生说“老师再见”我

percent吧。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呀？

表面上装的平静，心里面呵呵在偷笑,

心里非常自责。到了下午第二个学校的

年是俺第一次去TAIWAN ADVENT，

想着跟我差不多大的人，竟然叫我老

时候，我们也做了见证，当我们在收纸

去之前呢俺也是很紧张的,但是经

师。第二天去的时候，就好多了，虽然

条的时候，我的心好沉重，也不知道为

过大家为我祷告后,有一句俗话就到了我

早上起来非常累，但是看到那些学生累

什么。下课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成绩的

的脑子里,那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早死

的感觉都不见了。

时候，竟然是100

晚死都得死"，然后俺就放心的去了。

第四天是最重要的一天，是要传福音，

奇妙，竟然用这么奇妙的方法来安慰我

我跟Michelle是先自己去旧金山，再跟

那天我们隊里面的人都挺紧张的。我自

们第一次失望的心情。经过这件事情，

牧师會合，当我在旧金山下机的时候，

我安慰还是没办法平静，只能祷告了，

我发现原来不是你我，就能让这些学生

我发现我的耳鸣得很严重，我记得以前

心就平静了...想想不就是分享自己的

来相信神，而是神能，就像牧师说的，

去中国的时候，要好久耳鸣才能好，当

故事，把神爱我的爱分享出去而已，一

我们只是撒种的，撒完种剩下的就交给

我们在机场看到牧师的时候，我有看到

定可以的！到了教室，我们就討論今天

神。

家人的感觉，我就跟牧师说耳鸣的事。

的话题，然后就要讲见证，讲着讲着也

这次的宣教之旅，我觉得是一個最有意

牧师教了我很多方法来让气出去，可是

就顺了.后来我们帶領做决志祷告，再

义的暑假，明年还想去，也希望我们

都没用，最后牧师决定为我祷告，刚开

给他们发纸条，他们会在纸条里写，他

TOG 的年轻人，可以一起去經歷神！

始还是没什么变化，后来到了地铁里的

们刚刚有没有做那个祷告。到了吃饭时

今

percent。神真的很

時候我的耳鸣就好了，然后到台湾下飛
机的时候竟然什么感觉也没有，感谢神
医治了我的耳鸣。

祂使我自由

以前因为看了太多台湾偶像剧，台湾成
了我一直想去的梦幻之地，可没想到到

柯雅仙

了那边以后，竟然又热又潮湿，心里就
想我怎么可能呆在这里一个月？然后我
们就到了受訓三天的地方，感觉好陌
生，而且我本身就是不太喜欢跟陌生人
聊天或互动，更让我受不了的是，我们
还要跟50几个人睡一个房间！这是跟俺
开玩笑吗？没办法！只能祷告希望神能
帮我撑过这3天呀。后来我就听到了一个

一直很喜欢看香港连续剧，虽然

我

午就出来，每天我都很期待）后来想说

没有给生活造成太多的困扰，

还不如快点洗完再看也不遲，就没有拿

但是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不知有多少

电脑到车库。但是一边洗车一边还在想

次下决心不要再看了，大概有两星期左

那个连续剧。说起来好玩，当我洗到

右，一碰到一些喜欢看的连续剧又掉进

一半的时候，突然一个很清楚的意念

去。这样反反复复的好多年，也常常为

进来：你为什么都没有这么期待与我

这件事祷告，好像就是没办法胜过。直

相遇，像期待连续剧每天更新一集一样

好消息，我第一个礼拜是跟自己教会的

到今年的12月初，一次很奇妙的经历，

呢？当圣灵这样光照我的时候，我简直

人在一起,這使得凡事更容易忍受。

让我完全没有了看连续剧的念头。那天

无地自容，神这么宝贵，我不期待每天

在去第一个学校之前，我一直在想该怎

傍晚的时候，心里想很久没有洗车，把

与祂相遇却期待那些毫无价值、假的东

么办，因為我很怕上台，可偏偏我演的

车洗一洗吧。然后心里又有另一个想

西，我就向神悔改求祂帮助我，把每天

人物，还是那种彪悍型的...想想都恐

法，要不要把电脑也搬到车库，这样我

期待与祂相遇的心赐给我。就这样我对

怖，学生会不会以为我是恶婆娘呢？这

就可以一边洗车一边看电视（因为我正

连续剧的期待再也没有了，感谢主，因

时候很多不好的想法全出来了，所以我

在看的那部连续剧每天更新一集，到下

著祂的恩典我终于胜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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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
林芝霞

圣灵的奇妙

在我这次车祸中我感受到了神的作为，
这简直是神迹。

陈俊平

前天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由于晚上开
车视线不好，我都开得很小心，但儘管

2013年3月22日周五晚上,我的头痛得很

头痛.我心里想怎么会这么巧,这正是我

厉害. 脖子后还有一处是肿肿的. 我头

需要的信息.不如就照着文章里讲的方法

痛的毛病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也

试一试. 我就切了几片生姜,放入适量的

没有发现有什么药物特别对我有帮助.我

水中.

的太太秀鹰一边为我按摩,一边为我祷告

服地放进姜水里的温度,还放少量的醋和

说: 求耶稣来除去我的头痛, 医治我的头

盐.

和脖子.我当时并不太相信她的祷告会有

手和双脚分别浸泡在姜水中.奇妙的是,

什么能力.我四岁的小孙女也跑过来学我

还不到十分钟, 我的头就不痛了.到我写

的太太的样子, 说请耶稣来医治爷爷,使

这篇见证的时候头也不痛.

爷爷身体健康.

我明白过来了,上帝实在是听了我太太和

好不容易等她们把我这

然后一起煮到可以把手或脚很舒
最后我就照着文章中讲的把我的双

样搞完了,我就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孙女的祷告.

有一台手提电脑.

我很想上网看一看新

指示我,用这么简单又很有效的方法来快

很快有一篇名为<<生姜的好处>>的

速地医治我的头痛.我很兴奋地跑去对我

文章使我的眼睛一亮.文章中讲了好几条

的太太和孙女连连地说: 圣灵太奇妙了,

生姜的好处,

圣灵太奇妙了!

闻.

其中第一条就是可以缓解

又借着圣灵这么奇妙地来

我开得再小心别人也撞上了我的车。当
时我被很大的撞车声给震坏了。心想我
的后车箱肯定没了，我当时顾不上我的
车了，趕紧报警，生命是最重要的，在
警察还没到来时，我问坐在我旁边的室
友：＂你怎么样？＂她说腰很痛。当时
我倒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我们两个都
不敢下车，对方就一直敲车门，我就
是不开门。后来警察来了，为我做了笔
录，给我一张纸就叫我们可以走了。我
背着沉重又着急的心情慢慢的开车回
去，到家后赶紧下车看，我的室友和我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竟然
只刮了一点点，我的室友一直说怎么可
能只有这么点伤呢？那么大的碰撞声，
当时我马上就想到是神的荣耀关照了
我，我一直感谢主。感谢主，真是个神
迹。我和车都没什么大碍。

困苦人的神
陳素蘭
年二月28日與先生永年赴醫院檢查身體，抽血後再去

去

的小組長一起禱告，當我們用悟性及方言禱告後，她問我有

做掃瞄，發現他長了三個銅板大的硬塊，醫生要他做

得著什麼?

切片檢查，但因我們沒有醫療保險，而且在美國看病實在很

已看到，並且與我分享她從主得的領受，以賽亞書42:16 我要

貴，因此作罷。永年說，不管好壞，都要以樂觀的態度來面

引瞎子走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在他們面前使

對。

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平直，這些事我都要行，並不離

三月4日看到永年的兩腳，有深褐色圍繞著腳踝，而且腫脹的

棄他們。主啊，祢雖然以艱難給我當餅，以困苦給我當水，

很厲害，用手按下去，陷下很深的洞並且久久不能恢復，以

但祢有豐盛的慈愛與憐憫! 祢必垂聽我哀求的聲音，祢必應允

為腎臟出了問題，一邊為他禱告求神醫治，一邊為他做腳底

我，醫治永年的疾病。

按摩。但發現我的手指無法負荷這長期的體力透支，只好求

11月26日我在禱告中，用舊約耶利米書17:14來禱告:呼求主耶

主加添力量。

和華醫治永年的病，他就得著痊癒; 呼求他得拯救，他就必得

九月初，永年要我到我們的洗衣店，去學習認識每把鑰匙的

救; 因祢是我所讚美的。現在永年的水腫完全消失，兩腳的皮

作用，好像在交待後事! 我問他身體還好嗎？他說還好，但是

膚也正常了!這是神極大的恩典，榮耀歸與父神!

總要做好準備以防萬一。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無力，於是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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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沒有，但好像看到一道光，她說沒錯，她

My Testimony

David Jenkins

I

have come so far, and have a long way to go! I have been in the desert of

3) A few months ago, Pastor Falicia asked everyone in the service if someone

pain and depression in my past, and now I am free. I see God answering

would like to teach the middle-schoolers Sunday school. At lunch I went to her,

my prayers, and me, on my knees every morning praying to God and reading

and told her I wanted to do it. She told me she would consider it. I really did not

his word. Last year, and years before, I was not doing this. I was not going

think she would say yes. I did not have a very good record of going to church,

to church, depended on myself instead of God, did not pray, and felt anger

or I was coming late, so I understood her hesitation, I would too! But the next

towards those that hurt me. I did not forgive anyone that hurt me, and sadly,

week I went to her at lunch and asked if anyone had volunteered to teach them.

did not even forgive myself.  

She said no, and I told her I REALLY wanted to do it. She said she would pray

Four huge things happened:

about it and get back to me. She did get back to me, and told me I could do it for

1) I, after being saved for so long, at least I thought I was saved, I got baptized

two weeks, and see how I do. The first class I was so nervous! I had tutored high

at Lake Lanier by Pastor Sam. A truly awesome day! I was so happy. But I

school students, but never taught a Sunday School class before! But at lunch

was naive. I thought it would make everything instantly better, my life, my

I was approached and asked how I did it. I said, did what? They said, none of

pain, my depression. It did not. I was very confused as to why this was. I did

the children left your class the entire time, and that that was a huge accomplish-

not understand. I was disheartened. I still did not attend church regularly, I still

ment! I didn’t have an answer! They still do not leave the class even though

was hurt by those that hurt me, I prayed very little, I was not reading the Bible.

they know I would not stop them. They have totally taken my heart, and I love

What I did not understand was that it was ME that needed to change. Getting

and care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I try to make the classes interesting,

baptized would not make everything instantly better. It was just a first step.

and I pray for God to let the Holy Spirit speak through me to them.

2) My Mother gave me a book about being healed of unforgiveness. She has

So, that two weeks, has turned into I think, two and a half months! It is the

given me many books over the years, and I never read them, but this one was

highlight of my week! I pray for each of them on my knees every day, and I can

different. I read the first few pages, and then read the entire book in 2 days. I

feel it when they pray for me. For them, they would probably say the firemen

had no idea what a poison unforgiveness is to a person. I knew I needed to do

coming to class to talk about saving lives, like Jesus saves us, would be their

something, I felt COMPELLED TO DO SOMETHING! I started by calling

favorite class so far. For me, my favorite class was a picnic we recently had

or emailing all those I had unforgiveness for, or those that I hurt. I was deter-

outside where my brother held over the children his prayer shawl as I blessed

mined to reach as many as possible. I then emailed or called those that had hurt

each one individually as done in the Old Testament. I felt God leading me to do

me, and told them I forgave them. I was feeling better and better! There were

this the previous Friday. My heart was singing, I felt such supernatural joy, and

three people that had hurt me, that I contacted to say I forgave them, and they

the children said they felt something too, but were at a loss for words as to what

did not respond. I was hurt at first, but feel now, that is okay, I did my part. I

it was. It was a glorious day! My favorite class so far! I have invited special

then with my Mother went to her friend Linda who is a STRONG christian,

guests, and continue to, and the children STILL stay! Glory to God! My goal is

and was telling her about what I had done and was doing, the forgiving of oth-

to make God real to them, make Him understandable, make Him important in

ers. She said she had a word for me from God about my heart. Then something

their lives, and for every one of them to join me some day in heaven for a great

very strange happened. I told Linda I knew word for word what she was about

reunion! What a joyful day that will be!! My life is about half over, theirs is

to say. I asked her to say it. She said that my heart looked like a piece of meat,

just beginning! I thought I was reaching them, but was not sure until I got sick

all chopped up and bloody. It was exactly what I knew she was going to say!

with the flu and could not teach. They were so upset, and were praying for me.

I was in awe. She prayed for God to heal my heart, and to continue forgiving

I started crying after hearing about this, it went straight to my heart! Some are

people. I did, and am. I felt the spirit of depression lift off of me, I felt happy

even bringing their friends, which is fantastic! I wish each one brought a friend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and we filled the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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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ll the parents of my students, please know they have such wonderful kids,

studying to make it even better, but I praise God for what has happened so far!

and it is an HONOR to teach them. They bless me every week! They humble

I could NEVER do this class without his guidance, and wisdom!

me, and challenge me, and I try to be up to the challenge. I cannot say enough

I love my church, my students, and what God has done for me! But I am a work

as to how these kids have affected my life, they make me so happy! We have

in progress, and it is so exciting to see God answer my prayers, use me to help

the BEST kids in our church!

others, and help me understand his word. I pray God blesses everyone in my

4) For 2013 My goal is to grow closer to God, increase my faith, continue to

church, and anyone else that reads this. God can change your life as well. He

pray on my knees and read God’s word, pray for my students and their fami-

has changed mine!

lies, and my church every day. Improve my Sunday school class by praying and

My Fortress

I

Eileen Wang

n the summer of 2012, I embarked on the

schools throughout the day, a middle school and

predicted schedule of events failed to transpire,

Advent Taiwan mission trip with our church.

an elementary school.

and I was feeling horribly discouraged. The latter

Even before the mission trip had started, I found

Before this trip, I had skillfully dodged most ev-

half of the day, however, was a joyful experience

myself buried under self-perpetuated anxieties for

ery opportunity to be on the stage and was un-

that renewed my perseverance to try to befriend

the two weeks to come. From meeting new people

comfortable meeting strangers as well. I sincerely

these kids. The elementary kids were pure and

to having to stage myself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wanted to do the will of God and share his Word

warm and filled with a vivacious energy that eas-

and perform, I had no idea how I was going to

with others, but I couldn’t seem to shake off my

ily put a large grin on my face. They had endless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is mission trip. But as al-

fears and worries. Our group consisted of many

and very amusing questions for me throughout

ways, God is gracious and merciful, and He would

members from our church, with John as our team

my lesson and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d in all

lovingly remind me that through Him all things

leader, my own mother as our team mom, and

the activities I had prepared.

are possible.

of course Pastor Sam as our team pastor! We

God heard all my prayers and answered them,

The trip started off with training, and knowing

were deployed to ChangHua, Taiwan. Even be-

for over the week as I prayed both my middle

that I had to teach and sing and act in front of

fore my own personal fears, there were numerous

an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y opened

a crowd left me silently dreading the weeks to

obstacles the team had to overcome. We had to

up their hearts and my friendship with them

come. The structure of the trip was as such, three

adjust to the sweltering heat of Taiwan, which is

grew over the course of the week. Many of them

days of boot camp training. Following this, we

always accompanied by a choking humidity that

in the countryside had broken families or less

were deployed to either an elementary, middle, or

us Georgians never experience. Living with oth-

than favorable home situations, and it was truly

high school where you would be teaching a class

ers, sleeping without the comforts of a soft bed,

amazing how their attitudes changed.

of students through activities and lessons. The

and rising early every morning to devotion and

But the hardest part for me this entire week was

first hour of the day would consist of your skit,

prepare for our day were a few of the adjustments

knowing I had to share my personal testimony

songs, and games for the day and then the rest of

we had to accustom to.

on the fourth day. I was deathly afraid I would

the day was spent in class. The skit was based with

The first day I braved the performance with a

share my testimony, and after asking if anyone

an overarching theme of forgiveness in mind,

tight, nervous smile. The reactions of the student

wanted to receive Lord Jesus Christ as their sav-

containing large Christian themes that we could

were hardly encouraging, for the middle school

ior, I would be met with a harsh and complete

touch upon in class. On the fourth day of instruc-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everything halfheartedly.

rejection. The fourth day was the day I had been

tion, we would share our personal testimonies

I felt their skeptical glances on me as I bobbed

dreading the mos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mis-

and invite these students to accept Jesus Christ

my way through the silly dances. Becoming a

sion trip, but God’s grace is more than enough.

as their savior. Our first location was in your ste-

teacher was also a strange feeling, as I was sud-

While I was practicing my testimony in front

reotypical small town setting, one where all the

denly entrusted with authority over students only

of our team, I collapsed into a nervous, sobbing

townspeople knew each other and one where

two to three years younger than me. I stumbled

wreck as I tried to power through the words I

you were greeted with long, rolling countryside

through the day, frustrated and flustered and

had rehearsed in my head. I shook with trem-

landscapes everywhere you went. We taught two

disappointed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day. My

ors of fear, unable to control my worrie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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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day. After I had finished the last words of my

My salvation and my honor depend on God; he

ever dreamed of !

testimony in a blubbering mess, my team offered

is my mighty rock, my refuge. Trust in him at all

This testimony only describes a few of the bless-

me encouraging smiles, and congratulated me on

times, O people; pour out your hearts to him, for

ings that I received over the course of Advent

getting it through. They prayed for my anxieties

God is our refuge. “

Taiwan. God’s presence was so thick, so appar-

and assured me God would come through. And

That night as I prayed for each student, I also

ent those few weeks. I learned the valuable les-

this was a powerful truth that I meditated upon.

prayed for myself so that I could stop doubting

son that despite my own weaknesses and faults,

Even if I couldn’t trust that my own testimony

myself and instead turn to depend on the al-

God could definitely use me to bring blessings

was convincing or powerful enough, or worry that

mighty Lord God. The next day was so obviously

to these students of Changhua. Our God is an

my own abilities weren’t enough I could whole-

filled with God’s blessings I couldn’t restrain

awesome God,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mag-

heartedly depend on God. Psalm 62: 5-8 says,

myself from praising God and thanking Him for

nificent, how great, and how glorious those two

“Find rest, O my soul, in God alone; my hope

working so powerfully in the student’s lives. Over

weeks were.

comes from him. He alone is my rock and my

80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had chosen to accept

salvation; he is my fortress, I will not be shaken.

Jesus Christ, a figure higher than I could have

God Given Tongue
Brenda Faulk

G

od has helped me in my words. In my daily

Bible has been around for centuries so it is bound

speech many have told me that I am not

to have something. Somehow I found Proverbs

very respectful in how I talk. Many people don’t

17:28. It says, “Even fools are thought wise is

wish to talk to me. When I try to converse with

they keep silent, and discerning if they hold

someone they usually say the answer bluntly and

their tongues.” I read this and at first I thought.

walk away or they just ignore me. As a result I

‘I already did this. It didn’t work. Into the mind’s

decided not to talk to anyone and just leave

recycle bin you go.’ But the Holy Spirit kept on

everyone alone and just sit where everyone is.

poking me with it all day long. I thought about

I decided only to talk when somebody said

it some more and decided I could talk just more

something to me. I did so and it didn’t turn out so

about school or problems. It has worked! I have

great. I felt more lost than I did in the beginning.

talked to other teenagers better. My conversations

I felt more and more like an alien or more like a

with adults have improved. Best of all, I am not

statue since I just sat there. I then decided to do

told that my language is not

some research. Since most of the people around

respectful as much. Since then

me talked about anime and music I decided to

I have read another passage

listen to their music and watch anime. That was a

on speaking. James3:8-9 says,

horrible idea. Because of that I am now glued to

“No human being can tame

anime and found out that today’s music was far

the tongue. It is a restless evil,

worse than what I originally thought. I tried to

full of deadly poison. With the

use my new knowledge to talk to others, alas this

tongue we praise our Lord and

idea did not work well either. Justin Bieber is a

Father, and with it we curse

definite conversation starter fail.

human beings, who have been

Since my ideas fail, I decided to read my Bible.

made in the God’s likeness.”

My idea was that God answers all issues plus the

Give Thanks

T

Hayward Faulk

hank you God my land is well watered. We have fruit
from our garden and a blessed home to live in. Thank you

God for preserving us through the storms of this year, for we
were never hungry and we never ran out of anything we needed.
Thank you God for preserving us, I praise your Hol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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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My Heart Belongs

Alan Zhang

The fickleness of Georgia’s weather is well known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re were

Suddenly the urgency, the faith, the passion

to its locals, who are well accustomed to taking

many worldly things that held me back, some of

which I desired, they all seemed so unimportant.

off their jackets for a February morning, only to

which I struggle with now, including lust, pride,

All that mattered at that point was being able

put them back on as the temperature plummets

anger, and, perhaps worst of all, apathy. Being a

to worship God, to bask in the love that He

the same afternoon. The blaze of the summer sun

freshman in college, indifference was the worst

offered, and to know that He was there beside

could, with not low probability, be followed the

framework under which to abide.

me. In the midst of this Spirit-filled worship,

next day by spring showers and then succeed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semester of

the pastor’s voice bellowed with an altar call, a

by the stings of the winter chill.

freshman year, I was invited by my brothers

call for the congregation to come to the front

I see in my heart a microcosm, not so different

and sisters at the Journey Church of Atlanta

and receive prayer. The members were quick to

from my rural home state. This sphere rests in

to attend a retreat and experience God’s love.

accept and receive prayer from the pastor, so I

tranquility, then falls into tumult, basks in sunlight,

Being reluctant, I missed the initial deadlines

found myself waiting in line, anxiously praying

then hides under the clouds. Unfortunately, this

to apply and attributed that lack of motivation

for the abundance that God had prepared for

microcosm is not simply parallel to the world on

to monetary problems. Although I did have a

me. When I finally arrived, face-to-face with

which I tread, rather, it reflects the ever changing

desire to encounter God more, I was also held

the pastor, I lowered my head and heard God

seasons of the land in which I am planted. In

back by my complacency. In the end, however,

command through the Spirit-filled words of the

the days of the lush, the healthy, the verdant,

the forwardness and persistence of my brothers

pastor, “Remain in me”.

my countenance adopts the same excitement

and sisters broke through my reluctance, and

The pastor then finished His prayer and left

for growth. But there are days when the leaves

on the same week, my father, just returned from

me with a chapter upon which to meditate. The

become brittle, shattering underneath my listless,

China, gave me an allowance that extinguished

chapter was John 15, which begins, “I am the

defeated steps.

my financial excuse.

true vine, and my Father is the gardener, He cuts

This was the state of my heart, governed and

Upon arriving at the retreat, I decided to earnestly

off every branch in me that bears no fruit, while

manacled by daily happenings. There were joys

dedicate my time to seeking God. I was already

every branch that does bear fruit He prunes so

and anxieties, that much is true, but both were

at the retreat with limited access to technology

that it will be even more fruitful... Remain in

inconsistent and, admitted without pretense

(in fact, my cell phone stopped receiving signal

me, as I also remain in you.” The microcosm of

or euphemism--meaningless. Some days my

altogether at the retreat site), so the only option

the heart reflects the world around it, and the

attention would be robbed by fear due to my

I had was to make the best of the time. In my

world in which I am planted is the world which

weak digestive health. On others, it would be

heart I hoped for more passion, more urgency

provides me nutrients. The quality of the fruits

relinquished to friends or games. Days went to

and more faith.

produced always depends on the source of its

walking on the world of dust, but only minutes

Ephesians 3:20: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nutrients, and to be planted in this world of ever

were spent at the foot of the heavenly throne.

immeasurably more than all we ask or imagine.”

shifting temperament is to produce inconsistent

“They are not of the world” - a common Christian

This verse was the highlight of the first sermon,

and transient fruits. To remain in Jesus is not

adage, proliferated through every sermon and

and it’s amazing how quickly the Lord took this

self-denial, as self-denial is merely a product.

media relating to Christianity. Often, this line is

Word and showed me the truth of His promises

All the fruits of my person have been grown

used to express the idea of denying one’s self of

through it. The retreat focused heavily on prayer

from the world, but choosing to remain in Jesus

worldly desires, or consecrating one’s self from

and worship, and the worship was the most

is choosing to bear the fruits which will come

the ways of the world, whether that be politics or

powerful I had experienced. God was there,

from Him. In the end, being “not of this world”

militarism. At some point, in my mind, to be not of

dwelling among us. He was waking hearts to

is only tenuously related to the struggle against

this world meant to push one’s self out. Everyday

life, and I couldn’t help but find myself crying

the self; to be “not of this world” is simply to

became a struggle to force myself out through the

my most joyful tears. With each song, God

remain in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 John 15:9),

eye of the needle to enter into a somewhat vague

revealed a bit more of His heart and of my heart.

and to love others ( John 15:11). Thus, to rece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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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s is never self-centered, but is always focused

immediately utilized it. After starting up, my

the document - “Fruitbearing”, a file containing

outward on loving others.

phone suddenly displayed a notification about

Bible verses and commentary, the first of which

The fruits that God promises are abundant,

a document which was downloaded on Friday

was John 15.

and He is always faithful, watching over the

of that week, when my phone was essentially

Now, I often meditate and pray over the idea

growth of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no matter

out of power. Not a person had used my phone

of remaining in Jesus. Galatians mentions nine

how small, young, or weak. A week after the

between Friday and Sunday, and immediately, I

fruits, love, joy, peace, forbearance, kindness,

retreat, I went home to attend my home church,

became very cautious, calling or chatting friend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

BOLCC. There, I returned a phone charger to a

about whether they had put the document on my

control. I am truly thankful that my Father

sister so that she could use it for the weekend.

phone. No one had a clue about the document

watches over me personally and throws in some

Consequently, my phone was unusable for the

I mentioned (and they probably thought I was

pleasant surprises in my life. I am thankful that

entirety of the weekend. By Sunday evening,

strange, getting flustered over a text file on my

I am firmly planted, not in the whimsical and

I had reacquired my phone charger, and

phone). The reason for my panic was the title of

capricious, but in eternal love.

Asccending
Sidney Beck
I had a job issue and little trouble with my back few months ago. Most

I knew that one spark could set the shed ablaze, taking my movies with it.

of the people that I work with are younger than me, therefore I felt very

I lay back in bed, fear and sadness in heart. I cried out to God from the

competitive. Since I was so competitive I did not take it easy like I should

depth of my heart. I told Him that the TV was not my idol. True, I enjoyed

and worked like I did when I was younger. One day, in January, I hurt

watching while I was lazy in my home, but it was not going to be my idol.

my back. Funny thing is that while I was in the hospital, bedridden, I was

I continued to press on and cry out to him for a long time. I finally prayed

named “associate of the year.” I didn’t like being stuck in bed. I just wanted

that, “If sin is what stops the Holy Spirit from coming and fulfilling my

to get out and do something. I felt so horrible.

spirit, please give me a little touch. That way, I know that you are a Holy

There is always one thing my cell group leader kept arguing with me all the

God who still has mercy on me. Please take these bondages and curses

time, which is about me busy watching DVDs in my spare time. I love to

away from me. Let me be able to feel your peace and joy again.” I kept

watch old movies, old TV shows, and all sorts of things. Unfortunately she

crying out to Him, “Remember me. Lord, remember me!” After a while

keeps telling me that is a waste of time. One day when I was lying in bed

I fell asleep. The next morning I rolled to my side toward my nightstand

enjoying my TV shows my cell group leader calls me. Of all things to say

to read my Bible. The very first words I saw were, “Lord, remember me.”

she says, “Sidney, turn your TV off.” I was fully medicated therefor I was

It was from the book of Judges. Samson was crying to the Lord and was

not thinking properly. Like always, I tried to say why I didn’t want to, only

saying, “Lord remember me.” After reading those words I started crying to

this time more aggressively. We started arguing about it. Things went in and

the Lord again. I knew that the Lord had heard me. That day I fasted and

out of my mind. One phrase that circled a lot was, “I don’t have much left

read Judges, Ruth, and 1 Samuel. God shined His light on me and I started

in life in this point; I can’t even get out my bed by myself right now. And

to love reading his word. I didn’t watch TV for a week. God gave me his

you are telling me to turn my only entertainment off.” She knew that I had

peace and joy. I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some movies that I shouldn’t own. Previously, I had thrown some away, but I

Thank you God for loving me and working on me. I know that I am a work

still had some at home. In hot anger I told her, “So what do you want me to

progress and I thank You for being so faithful to me. I still watch some

do? Collect them all and have a bon fire?!” She responded, “Careful Sidney,

TV, but I don’t want to make an idol out of it. I will study my Bible every

your words have power.” She needed to do something so we hung up the

day. (Please do pray for me). I thank You for hearing my cry. Thank You

phone. Right away I started smelling smoke. Fear took hold of me and I

for healing me. Thank You for using my testimony to help others in the

looked out of my window toward my storage shed (that’s where my main

kingdom of the Lord. Amen

movie collection is at). My next door neighbor had started a huge bon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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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糧點滴

Family Fun Night

Family Fun Night

Bridal Shower

兒童獻詩

中文學校母親節表演

短劇"住棚節的故事"

短劇"如何傳福音"

七周年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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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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