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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週年見證集  序言
文 / 徐永宙 牧師

誰

也沒有想到 2020 年會是這樣一個特別的

體上需要的新設備還容易解決，但是沒有人懂如何

年份，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全世界都

操作，才是大問題，感謝神感動幾位弟兄姊妹，加

處於一個“被動的自我隔離”的狀態中，並且一

入影音團隊，勻出時間，彼此學習，不斷地進步，

直持續到現在，還沒有緩解的現象，如果我們以

完成艱巨的任務。而所有的聚會也都改到線上，

為一定要等疫情結束，才是好消息，那一定是錯

使用不同的 Apps，可真難為了一些年長的會友，

過了：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然而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在小組長們耐心

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8：28)。這

地教導下，都學會了，為長者也為小組長喝彩。

節經文所要告訴我們所要有的“正面”的思考。

今年一月，四位同工在疫情前，去到了東南亞

在美國總統宣布 3 月 15 日為全國禱告日，民眾

的柬埔寨，為四十多位宣教士舉辦研習會。會後，

需要保持社交距離之後的下一個主日，聖靈給我“不

兩位接著去探望一位回到國內的姊妹及她的教會，

要浪費疫情這段時間”的信息。在結論中，我是這樣

誰也沒想到這會是2020年最後一次短宣。只是疫情攔

說的：如果你只注意外面的防疫，而沒有靠聖靈防

阻不了青少年們宣教的熱忱，他們藉著新科技，在線

備罪，你就會浪費這次疫情。如果你沒有好好利用

上使用 ZOOM 這個 Apps，成功地將每一年暑假的短

這次疫情，讓它成為基督真實和榮耀的見證，你就

宣活動，Advent Taiwan，搬到了3C的螢幕上，雖然人

是在浪費這次疫情。因為不論早晚，我們終要去見

不能去到台灣，反而有更多人參與，並且還訓練與結

神，你有在預備嗎？我們的一生，在神給我們的這

合友堂的孩子們一同參與，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呢！

一段疫情時間中，有沒有浪費，終需向神交賬的。

在大人方面，教會也推動小組認領宣教士(國)

此時回顧這一年，我們非常感謝神，在這本

，以禱告和奉獻，認領了六個東南亞的國家，支

見證集裡，看到弟兄姊妹們，沒有浪費這段時間，

持宣教士傳福音的工作。十二月中，超過十位會

盡管外在環境改變，我們仍然正確地走在神所預備

友開始「家門口宣教」的福音工作，以愛心在寒

的道路上，見證了神的恩典處處都為行真理的人預

冷的冬天，去服事在美國的難民，他們大都因戰

備。因著疫情，教會需要上線開啟“直播”，在硬

亂，來到美國，卻因為各種原因陷入困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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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工，讓一些弟兄姊妹活躍起來，他們也許
沒機會出去短宣，這個事工給了他們服事主的機
會，他們充滿了熱情，我相信未來必有豐收。
教會的屋頂已達到使用的年限，每逢外面下
大雨，裡面就有八十多處地方漏水，在決定全部
換新的同時，管理部建議將老舊的 14 部空調一併
換新，免得以後修理空調時，損及新的屋頂。兩
樣工程初步估計約需 20 萬美元，在教會剛買堂兩
年，還在負擔還銀行貸款及弟兄姊妹們的無息借
款的情況下，這是很大的壓力，最後決定籌款一
半，在風風雨雨中，兩個月內，我們經歷了摩西
蓋會幕的恩典，我們宣告說：奉獻已達所需，不
必再為此奉獻了。年底時，財務部報告，教會的
什一當納，與宣教的捐款不但沒有減少，還有增
加，我們心裡感謝神，這真的是恩典夠用的一年。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 羅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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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文 / 徐永宙 牧師

月初與師母及兩位同工到柬埔寨，為宣教士

一

回家後，雖然有服葯(十天份)，但是頭部的抽

們舉辦訓練研習會，由於剛由寒冷的北美一

痛，又令我連續兩個晚上一再地痛醒。這樣子連著

下子到了熱帶的地區，加上12小時的時差，原本睡

三個晚上的不能成眠，實在是太痛苦了。第四天我

眠就比較淺的我，在晚上更是睡得不好，但是處於

請師母按手為我禱告，一起敬拜神，感謝主。抽痛

聚會的亢奮之中，卻也不覺得累。等到聚會結束回到

的時間間隔立刻開始變長，程度開始減弱。到了晚

台北，又是同學會，又是與哥哥嫂嫂吃飯，都沒有休

上，抽痛完全消失，我終於可以睡著了。十天後複

息。這期間師母去了國內探望教會，等到我去桃園機

診，已不再需要口服葯，只需在患部繼續擦葯就可

場接她回到家時，我的嘴角、鼻子下方、頸子上都起

以了，1月27日才得以順利的搭機回到亞特蘭大。

了紅疹。本來還不以為意，擦了一些皮膚葯，但是到

當美國的疫情還不嚴重，二月底同工們開會時，

了傍晚，後腦勺的右邊與右耳的中間部位開始抽痛，

聖靈就提醒我們要有直播的準備。那時怎麼直播，需

大約每一分鐘，就像是有根針在那裡戳一下，極端的

要什麼硬體，什麼軟體，完全沒有概念。同工會後，

不舒服。到了晚上，紅腫面積擴大，抽痛已經變成每

惠國弟兄與我分頭尋找資料，短短的一個星期，3月8

十五秒一次，整晚無法睡覺。第二天早上去醫院，證

日，我們竟然能試著在教會裡直播。沒想到還在研究

實是得了「帶狀皰疹」，醫生說好在沒有長在眼睛及

如何改進細微處時，3月15日，總統宣佈了「社交安

耳朵部位，否則麻煩就大了，最可能的原因是勞累過

全距離」的政策，我們也就在一團忙亂中，打鴨子

度，導致免疫系統衰弱，以致皰疹病毒活躍造成的。

上架，真的開始了直播。一開始時手忙腳亂，有些錯

頭部的抽痛，則是神經末稍受到病毒的感染產生的。

誤發生，聲音，畫面也都不理想。感謝主，讓惟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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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他過去有影音控制的經驗，提供了很多寶貴的

走最多的一年，快走中聽了許多信息、詩歌，這些

意見。但是每次直播，不是我，就是惠國必須在控制

都滋潤我的心靈，也幫助我的身體恢復健康。雖然

台，我們發出需要人手的呼聲，感謝主又陸續地感動

在疫情裡，很有`壓迫感，或是緊迫感，也的確是比

了James， Helen， 王昕加入團隊。另外，在居家避疫

從前忙得多的一年，然而回頭看，我想到聖經的話：

這段時間中，敬拜主領使用Youtube上的詩歌專曲(MV)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

。我們發現，臉書(Facebook) 公司會針對這個，將他們

65：11）。我深深地覺得這是有最多恩典的一年。

認為有版權的歌曲消音，因而造成困擾。我們就盡可
能不使用詩歌的畫面，而用自己打的字幕。還有就是
在網上播放MV時，會受到網速及廣告的影響，又有
可能會斷線。為了這一個需求，我重新將過去在教會
已經使用了多年自己開發的「中英詩歌投影系統」程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祢的路徑都滴下
脂油。
— 詩篇 65：1

式，作一番升級。因為每次尋找詩歌的MV，都需要
上網，又需要聽，有時又需要找歌譜，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增加了一個功能，就是程式中找到歌的同時，
也可以自動地上網找到MV及歌譜，並且還可以下載
到電腦裡，這樣就不怕斷線，也不怕網速太慢，也
不會有廣告插播。並且下載儲存之後就不必再上網尋
找。其次是提供不分繁、簡體中文，都能找到歌詞的
功能，完成這兩個功能的升級後，我將它也介紹給別
的教會，與大家共享資源。後來，敬拜主領反應，有
時歌詞出現的時間不夠快，因為是人手操作的關係，
難免有分神，或是對歌不熟，必須等到主領唱出之
後，才知道要投影什麼歌詞。不像MV的字幕是先製
作好的，歌詞總是能配合歌曲的速度出現。為了這
個，我想了一陣子，神給我看到一些影片中的Closed
Caption (CC)的功能。於是我也將這個功能加到程式
上，這樣子，操作者，可以預先將歌詞預備好，到播
放時，只要與MV一起按鍵，之後就可以同步播放。
還有就是在疫情期間，我享受了學習的
樂趣。除了上面所說與直播有關的知識及操
作外，無論是為了教會，或是我參加的一個
宣教事工的團體，在網站上，在製作MV的短
片上，我都像是個新手。但在學習之後，看
到成果一個個的展示出來，我心裡很快樂。
另外這也是我與妻子到家後面的公園，一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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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日是主日，我在教會忙到6：30才回到家，因為很累，兩手又
都拿著東西，我懶得放下東西彎腰脫鞋，站在由車庫進門的台階前

面，想把腳上的鞋甩開，沒想到一個動作沒站穩，鞋子是飛出去了，
我整個人也往後倒摔在地上。因為衝力很大，立刻感覺傷到了腰、
臀部和尾椎，在地上坐了好一陣子，確定沒傷到骨頭才敢爬起身來。
還對站在我旁邊來不及伸手扶我的外子自嘲：好在身上的肉多，墊子
厚，不然老骨頭恐怕招架不住！
沒想到幾個小時之後，身上開始痛 得很厲害，尤其是尾椎的地
方，起身坐下都很困難，當天晚上躺在床上更是痛到睡不著覺。正好
兩天之後約了醫生作年度身體檢查，就告訴醫生我摔了一跤，尾椎很
痛，她聽完我的描述，跟我說：應該沒有骨裂，但這樣的情況沒有兩
個月是好不了的。
當時我想只要確定骨頭沒事，花點時間肌肉拉傷應能好，這些日
子就忍著點吧，都怪自己不好好脫鞋。
禮拜三晚上禱告會，我們正唱著「唯有耶穌」：
耶穌祢能 使瞎眼看見 耶穌祢能 醫治傷心人
耶穌祢有 權柄釋放 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唯有耶穌 掌管天地萬有 唯有耶穌 能使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 大能赦罪行神蹟 耶穌 無人與祢相比
突然有一股奇妙的信心臨到我，在唱第二遍的時候，我鼓勵每
一個人為自己身上的疾病呼求醫治，沒想到我身上摔傷的肌肉痛就在
那一刻完全得痊癒了，而且當天晚上就一覺睡到天亮，之後也沒再疼
過。
太奇妙了，感謝主的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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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
得醫治
文 / 陳德玉 牧師

讀經
的恩典
文 / 陳德玉 牧師

早

晨五點多醒來之後，發現腹部隱隱作痛，沒有多想，梳洗之
後坐下讀聖經，但肚子痛得使我想吐，很影響我專心。

漸漸痛的力度增加，再次上廁所，幫助也不大。雖然繼續讀
聖經，但2個多小時過去，實在痛得不舒服，我開始想：我需要請
禱告小組為我禱告，然後去約我的腸胃科醫生檢查。 唉，約了醫
生恐怕今天就沒完沒了了！這樣一想，就強迫自己回過神來，專心
於今天的經文，繼續讀馬太福音第六章。讀著讀著，就在讀耶穌說
不要憂慮這段話的時候，突然肚子不痛了，痛和不痛差別太大了，
立刻被我察覺。已經連續痛了三個半小時的肚子，怎麼會好好的不
痛了呢？我站起來走上樓，把洗好的衣服扔進烘乾機，再坐下繼續

恩上加恩
文 / 陳德玉 牧師

讀，還喝了一杯水，繼續慢慢地把馬太福音第七章讀完，肚子再也
沒痛過。
沒有驚天動地的感動，沒有突然抓住我的語句，只是讀著神
的話，我經歷了身體得醫治。

自

從新冠病毒橫掃全球以來，我們姐弟四人就固定每週一早上與老
母親視頻團聚，大家嘻嘻哈哈好不熱鬧！

九月的一個周一，在聊天時，媽媽提到這幾天腹部隱痛吃不下東
西，我們都告訴與她同住的弟弟要帶媽媽去醫院檢查。當天視頻結束
前，照例我們一起禱告，大家特別為媽媽禱告，當時我衝口而出：恩上
加恩。好像這句話是從腹部出來的而不是從腦部出來的。
第二天弟弟帶媽媽去醫院檢查，由於血液的數據證明身體有感染，
醫生要求媽媽住院。經過一連串的檢查，醫生認為結腸發炎，腹腔有感
染，要求媽媽開刀。因為三年以前媽媽患闌尾炎，醫生也是要她開刀，
當時母親才89歲，她就拒絕開刀，現在92歲她更是不考慮開刀。我們尊
重她的決定，但第一時間就請教會的禱告小組為住院的母親禱告，同時
每天早晚我們姐妹輪流在視頻中為媽媽禱告。
由於血液報告一天比一天不好，住院的第四天，醫生開了病危通知
書給弟弟。住加拿大的妹妹立刻打電話跟我商量是否應該快快回台灣，
但是由於疫情之故，回台灣的人必須 隔離 14天，所以就算我們第二天回
去，也不能到醫院照顧媽媽。我想到幾天前衝口而出的「恩上加恩」，
就安慰妹妹說：我的禱告不是希望神再次醫治媽媽，更像是住在我裡面
的聖靈在宣告這會是恩上加恩的經驗，既然局勢也不允許我們回去，我
們就繼續禱告吧。
就在許多的禱告和藥物的治療下，媽媽住院9天之後平安出院，正
如神在之前賞賜的應許：恩上加恩。
出院不久媽媽慶祝了她93歲的生日，作女兒的我，對神有說不盡的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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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台灣視訊短宣
文 / Joy

Mao

020年新冠状病毒在全球爆

2

么样让短剧更有趣呢？我们想

因为在所有的活动都关闭时，神

发，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

到用不同的背景，让人感到身

为我们大大开门，要对300多位

台湾短宣也因此取消。那时我

历其境，这都是神给我们的灵

孩子传讲耶稣的爱，我真开心。

在想，“那我们青少年夏天要

感，否则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把这大好消息跟夏令营的小队

去那里服事呢？” 我们教会同

神的感动使我们的视讯教学有趣

长分享，期待他们会继续帮忙。

工就祷告神，求神为我们青少

又有创意，台湾的小孩反应都非

但是没想到小队长看到那么多的

年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开宣教的

常的热烈。如果不是神的帮助，

学校与学生参加，心里就害怕动

门，上帝很奇妙地为我们开了对

真的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时间

摇了，觉得这个使命的挑战太大

台湾小学视讯教英语的门。这次

把教材、训练内容预备好。神

了，我们无法担当。我努力地鼓

台湾视讯短宣，我可以用腓立比

也感动我们六月份先在我们教

励小队长，请他们不要害怕，是

书4：19来形容： 我的神必照他

会办儿童线上夏令营，使我们

神开的门，神一定会预备，不要

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

的青少年有机会在线上练习，

只看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力资源，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七月时就可以预备好对台湾教

要选择像迦勒约书亚，当别人看

神让我们经历他在各

学，这都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到大巨人时，他们看到的是伟大

方面的丰富供应		

的神。可是好些小队长都动摇
神也预备足够的青少年和

了，所以那天我很快地结束我

神感动同工来帮助：那时我

队妈来参加，当我们在自

们的会议。随后我和Joshua在房

跟神祷告，“主啊！这是

己教会举办线上夏令营时，有

间里跪下来，宣告主的恩典够我

你的工作，求你感动人来同工，

23位青少年愿意担任老师，教会

们用，既然是主开的门，主一定

与我一起扛这重任！”神很奇妙

参加夏令营的孩子有30位。六月

会从四方召聚人来做这件事。“

的感动了Joshua、Melody、Sophie

底时，我想台湾顶多3 - 4所学校

主啊！你一定会供应的，你的供

来担任同工。那时我们天天在一

会来参加。但没想到六月底的时

应一定会超乎所求所想！” 祷

起策划，常常祷告，特别是没有

候，台湾同工给我们信息，说明

告完才一个礼拜，我们教会有13

灵感时，更加迫切呼求。在很短

有10所学校共有300多位学生报

位青少年，愿意继续参加对台湾

的时间里，神让我们把过去在台

名参加，还有很多台湾志工。看

的视讯教学，Delaware 那边的教

湾服事成功的要点整理出来，

到这么多学校的学生参加，福音

会从3位报名增加到10位报名，

于是我们把短剧搬上zoom；怎

的门大大打开，我的心好兴奋，

最后还需要告诉他们人员已经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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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能再接受更多的报名。加

里心里想，“

拿大和台湾也有几位青少年来参

主觉得我要的

加，总共27位青少年参加台湾视

太小了，那要

讯教学。神也感动9位队妈来帮

什么才是更大

忙，陪伴青少年与协助翻译。

的呢？”当我

为期两个礼拜的训练，一个礼

继续安静等候

拜三个下午，每次2-3小时的训

他，求主教

练。视讯是5天的教学，我们美

我如何求更

国负责1个小时，台湾志工负责

大的。没有

2小时的教学。每次教学前青少

多久，里面

年需要花5-6个小时预备。在预

就有一个呼

备的时候，每一队都很用心要

求，“神啊，

把最好的献给神和台湾的孩子。

求你来造访这
些青少年，

神也教导我们祷告。视讯教

也造访台湾

学由我们来负责所有的教

300多位的学

材设计，因预备时间很短，台湾

生和志工，因为他们很多都还

泼关系。神的工作真是奇妙啊!

的同工催促我们把教材尽快准备

没有信主！请你来造访我们，

神不受任何环境的限

好，所以我们得拼命赶工，并且

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所以

制，在疫情所有的活动都停

向神迫切祷告。有一天我跟神祷

神在那一天教导我祷告，这也

止时， 神仍为我们打开福音

告，“神啊，请你给我们恩典，

成为整个营会的祷告。在训练

的门， 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

能很快的把教材准备好，而且是

的时候，我看到很多青少年因

一切所需，使我们2020的台湾

充满创意有趣的教材！”祷告完

为参与这个视讯夏令营，就拼

视讯营会，充满神的恩典。

安静等候时，神放了一个奇妙的

命的祷告。其中几位在参加夏

意念在我里面，“你要我把教材

令营之前跟神的关系疏远，由

快快的设计好，你的祷告太小

于营会有很多的祷告，他们再

了，要求大一点的！”我愣在那

一次回到神面前，恢复与神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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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使海鷗飛起來
文 / Joy

Mao

"主

啊！该怎么办？”多

妈看到成绩单时没讲什么，只跟

领域里，到最后这孩子读到了博

年前对家里面老二书

孩子说，“妈妈下午带你到海边

士，就像一只海鸥飞起来了。

亚各种状况，我实在是觉得无

走走散散心。”下午到海边的时

这个故事开启了我，使

能为力，只能到神面前呼求。

候，妈妈问孩子，“你在这里看

我深深觉得书亚就像这一只海

记得有一天教书亚英语写作与

到什么？”孩子回答他，看到海

鸥，神会使他飞起来的。所以

文法时，好像教了半天，他还

鸥、小麻雀、贝壳、海洋等等。

那天回到家时，就把这个故事

是不能明白。英语写作花了两

妈妈就说，“你看得很好！”然

告诉他，并宣告说，“孩子，

个小时，他只写一点点东西。

后妈妈就问，“你看麻雀跟海鸥

你会像海鸥，虽然起步慢一

看到他空荡荡的纸张，只有几

有什么不一样呢？“孩子看到

些，但上帝会使你飞起来的！”

行字写在上面，里面充满生气

那个小麻雀飞得很快，翅膀一

上帝使这个孩子，慢慢

与挫折，于是说了他一顿，他

拍就飞起来了。海鸥呢，海鸥

飞起来了。先是在 IHOP 24小

低下头来不断的流泪，真的不知

比较大，起飞的时候要慢慢的

时祷告中心的夏令营，上帝让

道怎么帮助他。晚上先生回到家

跑了好多步才飞起来。所以他

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孩子，是

时，把白天的事情告诉他，他好

不像麻雀一样，一下子就飞起

神所喜悦的。书亚开始认识他

心的告诉我，“书亚没有语文的

来。妈妈对孩子说，”你就像

在基督里的位份。然后好几次

天份，把标准放低点，自己容易

一只海鸥一样，虽然起飞比较

上帝在教会或是家里的敬拜祷

些，他也轻松些。”书亚不仅学

慢，但飞到天上，却比麻雀飞

告里奇妙的临到他，把他带出

习缓慢，甚至在生活上也令我担

得高，比麻雀飞得远。”这话

心里的黑暗进入光明，分享其

心，常常躺在地上，好像什么都

深深鼓励了孩子，从此以后他

中有一次比较深刻的经历。

不太想做。当我叫他做事时，他

看他自己就是一只海鸥，起步

有一些日子仇敌不断的控

总是叹息来叹息去，常常抱怨，

慢一点没关系。这孩子慢慢的

告他，提醒他生命中所做过的错

有时让我真的受不了，就跟他说

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不再是留在

事，并不断的告诉他，“你这么

教，他不开心，我也很担心。常

放牛班了。到初中的时候，他还

糟，看你所做的这些事，你根本

常到神面寻求主帮助 使我可以

是落后一些。初中毕业的时候，

就不配人爱你！”这些声音使他

教养这孩子，带领他走正路。

他已经走到中段班了！高中毕业

活在痛苦里，不知不觉地他真的

有一个主日牧师讲道中说

的时候，他已经走到前段与中段

觉得自己不配爸爸妈妈爱他，就

了一个很鼓励人的故事，故事

之间了。在大学时期，当其他的

把他自己心里的门给关上了，活

内容大概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孩

同学都飞累降落跑去玩时，这孩

在黑暗的幽谷里。有一天在教会

子在小学的时候，在班上是倒数

子就像海鸥一样飞在上面，快乐

的祷告会，我提醒他开口祷告，

第一名，常常考不好。但他的妈

的不得了，沉浸在图书馆和知识

他听到时不是很开心，但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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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开口祷告。一段时间之后，

放弃，不断的祷

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

告求神来开路。

耶稣把他抱在膝盖上，然后在他

乔 治 亚 州

眼前，让他看到他过去所做的错

给优秀的高中生

事。他就问耶稣说为什么让我看

预备州长荣誉学

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让我很

生的暑期课程训

痛苦，耶稣就看着他，告诉他

练。要参加这个

说，“因为我赦免你了！”那天

训练，需要有老

神的爱充满了他。从那天开始，

师的推荐，并经

他真的明白耶稣舍命的大爱。认

过四轮的筛选，才有机会被选入

识了自己在主里的位份和主的

参加这项课程训练。书亚喜欢数

大爱，生命预备好要起飞了。

学，不喜欢历史语文，没想到历

从小学到初中，我们是在

史语文老师推荐他进入这样的甄

家教育，我是孩子们主要的老

选，数学老师却没有推荐他。感

师，高中时就把他们送到公立学

谢主，因着高一数学课程学到的

校学习。数学是书亚最擅长的，

功课，他没有放弃，一直祷告，

所以我们期待他进入高中时，可

继续去找老师，甚至到校长那

以进入最高级的数学班，但因原

里，经过好几番波折才得到推

来在家教育的数学教材与公立学

荐进入甄选。一路上神也教导他

校有些出入，所以入学时参加数

不断地祷告，也调整他的心态，

学考试没考好，他被分到最初级

使这所有追求是为讨神喜悦，不

的数学班。收到结果时我们都非

是为自己追求荣誉。感谢神，最

常难过，一起祷告求神帮助。神

后神使他被选入暑期课程训练。

感动我们不要放弃，继续地跟老

高三进入高四的暑假，是

师沟通，最后学校答应他在高一

很多高中生好好准备考SAT的时

上两门数学课，并允许他在网上

候，但为了帮助教会的儿童夏令

再加一门数学课，总共在高一时

营和台湾暑假的视讯营，书亚没

上三门数学课。没想到這次的爭

有时间准备考试。在八月带他去

取，让他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功

参加第二次的SAT考试时，我祷

课，特别是面对困难时不轻易

告主，“主啊，你说要先求你的

国和你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
我们，求你祝福书亚考试，使他
充满平安，特别给他语文上的恩
典！”考试成绩出来时，我们都
大大的赞叹，上帝帮助了书亚
有个超水平的表现，成绩非常
好，真是神的帮助！申请大学
时，由于过去经历很多的波折
坎坷，神一路都帮助他，使他
大学论文充满奇妙的故事，加
上神帮助的SAT的高分，使他进
入了他梦想的乔治亚理工学院。
一路上都是神的恩典，
是神帮助，现在是二月份了，
书亚刚收到学校通知，他将
以全校第二名毕业。这一切
都是神的恩典，神使这起步
慢的书亚像海鸥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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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神在母親身上
的恩典
文 / 毛应清

020年初与在国内的妈妈通电

2

虽然偶尔也会有些压力，我们就

常觉得心绞痛直到喉咙，对什么

话时，母亲提到年底时农村

再祷告。神总是这么信实，时间

东西都没有胃口，人也很软弱。

将旧屋换新房，需要一大笔钱

到了，祂果真奇妙的供应了！

妹妹们带妈妈去看遍了各种门

购买房子。这是我有生以来，

十月时我的公司神迹般

诊，都没有任何的起色。妈妈怕

妈妈第一次跟我提到金钱上的

的宣布要给员工发红利，这可

我们担心，就一直瞒着我们。但

需要，我知道她渴望我能够有

是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十一

身体不断地虚弱，藏不住了，才

所帮助。但看看家里的存款，

月初，当我拿到这沉甸甸的额

告诉我们。我仔细询问她身体症

我实在不知道到年底时能不能帮

外的收入时，我的心欢喜跳

状是如何？到底是怎么不舒服？

助母亲，于是我便对妈妈说，“

跃，深信这是神为妈妈特别预

当下神就赐下属天的智慧，使我

时候到了，神一定会供应的！”

备的。回到家时，我与太太

觉得母亲的病症，就像我许多年

虽然口里这么说，我心理实在没

一起感谢神，赞美主为我的

前所患的胃酸倒流情况一样，于

有着落到底如何供应妈妈买房的

母亲供应了买房子的需要。

是我请国内的小妹到药房去买胃

需要，因为我每个月的工资收入

八月份左右，我与妈妈通电

酸倒流的药。果真一周后，妈妈

都是固定的啊。于是把这个需

话时，发现她好憔悴，声音很虚

的身体就渐渐好起来了。两三个

要告诉太太，与她一起到神面

弱。我问妈妈身体如何，她回答

礼拜以后，整个人都恢复健康

前祷告，“主啊，这么多年，

说还好，只是我可以感受到她的

了。现在妈妈如鹰返老还童，每

我们的需要到哪里，你的供应

情况并不好。九月初通话时，我

天欢喜快乐的跟随耶稣。感谢神

就到那里，我们相信祢会预备

再次追问妈妈身体的状况，她才

赐下智慧，医治了我的妈妈。

的！”这一年来，我们就常常到

道出真实情况。原来过去一年，

神面前，把母亲的需要告诉神，

她整个人身体情况都很不好，常

感恩見證集 11

應許之子
文 / 林芝霞

当

我弟媳妇怀孕5个月的时

当时我脑海中就闪过一个名字

候，我就隐约感觉她怀的

诗恩（施恩），就是这个名字

是男孩，但是还没生出来都不

吧! 这孩子就是神施恩于我们家

算數。我弟是家中的长孙，家

的。我非常感恩，在灵修的时

人都期盼他能有個兒子。但因

候，我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面

弟弟曾经患有忧郁症，所以我

前。经上说赞美进入祂的殿，

更希望孩子是活潑健康的，這

我開始敬拜的时候，圣灵就大

比什麼都重要。我每天都把心

大充满我，喜乐的灵进入我里

中所企盼的事带到神面前，只

面，我就大大欢笑起来，这也

要孩子健康就好，不管男女，

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灵里的喜乐。

只要是神所赐的我都喜欢。

当到了临产的时候，上

在我弟媳妇快临产的时候，

帝应许之子跟我梦中看到的一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

模一样，于是我就把我所做的

我弟媳妇生了一个非常健康又活

梦告诉了我家里人，家里人

泼的孩子，当时我非常高兴，意

也非常喜欢这个名字。感谢

念当中知道这是神所赐的。于是

主，我们所得的远远超过我

我就求问神說：既然孩子是祢所

们所求所想，感谢主施恩于

赐的，祢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我，也施恩于我们一家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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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感恩
文 / 曾子珊

一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020年实在是不寻常的一年，也是很不容易的一

2

不耐烦的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

年。全球疫情蔓延，整个世界如一辆奔驰的车，

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

突然跌跌撞撞地失控了。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断绝

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了经济来源；失去了健康，无法享受正常的生活；

主啊，我实在很像马大，总是在繁琐的事

有些人失去了家庭，甚至丧失了生命。看起来这似

务中打转，却没有时间坐在主脚前听主宝贵的教

乎是一场大灾难，有什么可以感恩的？! 然而，靠着

导，没有像马利亚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主

主耶稣的恩典，我却感悟到丰盛，实在应该感谢主。

啊，我的心灵是空空的，我需要您主耶稣，我要

因为疫情严重，美国政府在2020年三月发布了

寻求你的面，我真的想寻见你，回到您的面前。

居家隔离令，所有集会都必须禁止，教会因此停止
了所有的聚会，我本来参与的事奉也因此停顿。

二 尋找就尋見

记得在第一个停止聚会的主日，我不用早早

并不是我不喜欢事奉和服侍人，而是因为过多

起来为主日学备课，不用开车走三条高速去接人来

的服侍和繁忙的工作生活，我失去与主亲密相交的

教会聚会。不用预备唱诗，不用开会，不用做教会

时间，失去了与神建立美好心灵的关系。

的一切事奉，也不用在聚会后送弟兄姊妹回家。在

几年前，我的心里就愈来愈不满足于单单读

家里上网参加主日崇拜，轻松地与家人一起午餐，

圣经、祷告，团契和各种事奉。我的内心有一段时

共渡美好时光。也就是说，我可以多休息一会。

间的挣扎，我实在放不下我服侍了十多年的教会和

于是我从心里说： 感谢主! 突然心里有一个声

弟兄姊妹们。但主耶稣基督的爱深深的吸引我，我

音说： ”你是凭着这些事奉来见主的面吗？” 当下

更渴望可以与主有更亲密更深的关系。我渴望被圣

我的内心非常震惊，不免惶恐自问： 主耶稣认识我

灵充满，我渴望遇见神，我渴望听到主的声音，渴

吗？我与主有亲密的关系吗？回顾这些年忙忙碌碌

望更深经历主的真实，生命可以更加成熟、丰盛。

的服事，我的心是渐行渐远，也慢慢滋生了骄傲，

我向主祷告，求主帮助我找到一个可

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甚至也听不见主的声

以让我更深遇见主的环境，一群爱主追求主

音了。读圣经不过是为了带主日学和
查经，团契等服事，生命并没有真正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

的成长。長此以往，后果可想而知。

里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这时有一个画面出来，(
路加福音10：41-42)
感恩見證集 13

耶稣回答

— 帖前 5：16-18

主啊，这就是我内心深处的呼求：
我寻求你，我寻求你，
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
我寻求你，从心深处呼喊，
我活着为要日夜不停寻求你。
愿你降临，彰显自己；
开我眼睛，看见你无比的美丽。
愿你降临，大能的荣耀在这里；
与你相遇，进入那更深之地。

的姊妹们，一个可以被圣灵充满的地方。
于是我重返灵粮堂的喜乐小组，每周
五晚的查经都让我感受到圣灵的同在，一群

感谢主，主为我预备这个有主同在，有圣

爱主又爱人如已的姊妹也深深的感动我。

灵充满的教会，主啊，我愿意放下过去的一切，

疫情期间不用上教会聚会了，有更多

来这里好好的寻求您，单单爱我的主耶稣基督。

时间在家了，我就开始参加亚特兰大灵粮堂

于是，从六月开始，我就来到主为我预备的

的主日崇拜。感谢主，在这里我被主又真

灵粮堂寻求主，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

又活的真理吸引了，圣灵是那么自由地运

的学习环境。借着主日崇拜，祷告会和查经班等，

行，还有那么多真实被主改变生命的见证。

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让我看到自己灵里的光景，需

记得在5/24 /2020主日崇拜牧师讲道是：寻求

要被主管教和修剪的： 如骄傲、自以为是、听不

神的面。这篇道好像正对我说话，主好像知道我

进别人的话、固执等。主都借着圣经和圣灵教导

的心正在寻求神，主啊，我是多么渴望寻见你。在

我，改正我。让我更多的留意圣灵在我心里运行，

回应诗歌时师母分享的经文触动了我的心，诗篇63

改变我对人讲话的态度和语气，接受不同的意见和

：1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

看法，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也愿意学习做一些过

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去不愿做的事情等。我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也有改

当师母带领我们唱回应诗歌<愿你降临>

善，主还帮助我不断的更新和扩展我的属灵生命。

时，我一边唱一边流泪，心被主的爱融化了。

2020年实在是不寻常的一年，2020 年是一个

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内心有说不出的

充满感恩的一年，我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主

渴望，说不出的满足和喜乐。我被圣灵充满，

让我更深更丰富的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有主

被圣灵浇灌，我仿佛可以感受到主荣耀的同

比一切更重要更宝贵。主把我寻回了，我愿意单单

在，与主相遇，听到主的声音，主带我进入那

来亲近爱我的神，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愿我

更深之地。这就是我切切寻求的主耶稣基督。

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在主的同在当中，直到永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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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2020年回顧主恩典滿滿
文 / 陈格格

020年1/19日我登上了飞往国

2

诉我去订回国机票。于是我立刻

14天。这时候国内疫情已经很严

内的航班，满载着我对妈妈

订好了2020年1/19日的机票。也

重了，而美国这边也在开始悄悄

和亲人的思念，开始了漫长的

如愿的回到了我的家乡美丽大草

的蔓延，但是我们不知道唯有神

回国之旅。如今回想这整件事

原内蒙古。虽然冬季没有了绿草

知道。3/15日全面停工停课，那

情的过程，真是感到不可思议。

青青，但是游子渴慕与家人团聚

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可以一

的心情，唯有上帝知道。经过2

早起来没有理由的去订机票，原

天的奔波我终于在除夕的前一天

来神知道很快疫情爆发，我可能

到达了家里，当妈妈抱着我大哭

又要很久回不去看妈妈。现在疫

的时候，那一路的奔波劳累都化

情已经一年多了，可能还要再折

作了喜悦。盼了5年，全家弟兄

腾一年。难道等明年吗，那样我

姐妹4人终于能和妈妈一起过春

就7年没有回去了，妈妈渐渐地老

节了。但第二天姐姐的手机就收

去，而神知道我，怜悯我，不让

到当地防疫部门的通知，疫情爆

我继续等待下去，不让我有任何

发取消一切公共场合的聚会。从

遗憾。主就是这样的慈爱，他知

初一开始基本每天都有新的信息

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所想

和文件下达，感觉情况越来越严

的。感谢主的慈爱没有让我做不

重，但也没有料想到情况会那么

孝女，给我机会回去陪伴妈妈。

糟。在1/31日我已经感受到那种

2020/7/28日我搬家了，搬进

紧急，毅然决定改变原计划放弃

了上帝为我选的房子。回想买房

了之前2/4号飞北京回美国的机

子的经历更是恩典满满。2019年

票，重新买了2/1日从上海出发的

6月开始折腾买房子，看了一些

机票。像逃难一样，非常急迫的

都不满意或者出价不够而买不

离开了家。当晚我们的城市就封

到。一直到去年疫情开始，也

还记得2019年10月的一天早

城了，因出现了确诊病例。一切

没有买到合适的。之前的经纪人

上，我忽然从睡梦中醒来，想念

都那么得刚好，和时间赛跑的感

由于疫情原因没有出来工作，我

起5年没见面的妈妈。在重要日

觉唯有神能做到。我顺利的回到

很焦急，就自己带着女儿出去看

子里没有陪伴她，我常常感到很

了美国，本着对家人朋友同事负

房和网络上查信息，又找了教会

遗憾。所以醒来就有一个声音告

责的态度，我找了个地方隔离了

做房产经纪人的姐妹来帮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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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感恩点滴
文 / 徐惠宣

我

自从受洗以来，虽然有不少时候觉得身心俱疲，灵里也

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买房这事已

软弱，但谢谢主以慈绳爱索紧紧牵着我，从没放弃我。

经折腾得我精疲力尽，就开始迫

我对神的话语，一直很渴慕。以前，总觉得很多读不懂，

切的祷告，让神来安排。有一天

现在跟着小组、教会的脚步，同时也量力而为地亲近神，不仅

我做了个梦，梦到了237这组数

更加享受到神话语的甘甜，对神的倚靠和感谢也与日俱增，

字，当时就想为什么会梦到这

有更多喜乐在心中。

个，是上帝在告诉我买价吗？这

一年多前欧遊回

时候有栋房子出现了，我去看了

来不久，便看到欧洲疫

这房子价格23万。还不错，我就

情爆发的消息，很快的

和经纪人说发个合同看看，可是

美国也开始了。谢谢主

房检过后放弃了，白白损失350$

施恩怜悯，时刻看顾保

的房屋检测费用。接着继续看，

守我生活中的每个层

这套房子出现了，24万，我们看

面。虽然在家上班仍免

完后很满意。小区有网球场，解

不了要跟外界接触，因

决了女儿打球接送问题。我们

着神的恩典，不仅平安

按照23.7万这个数字给出价格，

健康，还能有衣有食。

很顺利拿到了offer。贷款由于准

曾经以为自己糊里

备了差不多半年了，拿到了利率

糊涂，没有好好祷告就换了个工作。新工作各方面条件并不比

2.625，过户当天我都不敢相信

原来的工作好，工作性质也不再是我所喜欢的处理数字，加上了

有这么低的利息，感觉一切都

很多的法规，还有人际间的沟通交流等问题。压力大的时候，抱

是给我量身定做的。简简单单

怨的话语很容易就脱口而出，为此也在神的面前认罪了好多次。

的房子虽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一天，一位老同事来电叙旧，说起了我辞职之后公司重组，

豪华的感觉，但是上帝给的，内

原来的工作被分派给其他几个组，那个职位被取消了。接我工

心满满的平安和喜悦。现在我和

作的那位同事，因此被辞退了。听到这消息，心里被神光照，

女儿住着自己的房子，她打球都

感动也很感恩。主啊，我感谢你！你知道我还没到能退休的时

是自己走过去。感谢神在我需要

候，谢谢你顾念我！在公司重组之前，你就把我迅速地挪到另

的事上给予的支持，神就是我的

一家公司，继续锻炼我，也透过新公司仍然供应我生活所需，

帮助我的生命，只要我相信，在

而我竟还有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求主赦免！是的，我们比

神这里无所不能！哈利路亚。

飞鸟贵重得多!主在我没有意识到时，就已经为我丰富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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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文 / 林敏清

我

在2020年三月份意外的懷孕了，當時我的第
一個念頭是：這孩子不能要。因為若是生

下來，我就有五個孩子，太難了。照顧5個不大的
孩子雖然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但是我不怕苦，
只是姻親的問題搞得我心煩氣燥，覺得對於腹中
的胎兒，也會有不好的影響，心中強烈的意念要

這樣痛苦的日子過了兩個多月，我每天晚上都

墮胎。但作為一個基督徒、作為一個母親，這讓

很難入睡，內心的交戰與掙扎實在太痛苦了。有一

我很掙扎，每夜都在痛苦與眼淚中度過。想到現

天我突然想到，曾經有一位姊妹告訴我她用翻聖經

實的問題，我就想去做流產手術，但又受不了自

來尋求神的意思。我也拿起聖經來，一翻竟然看到：

己良心的譴責。現實和罪惡感不斷爭戰著。我求
神赦免，但同時也與婦產科醫生商量墮胎之事。
有一次我在產檢的時候，醫生告訴我胎盤上
有一塊中型大小的血塊，有可能血塊擴大，孩子
會自然流產，也可能血塊會消失，胎兒可以安全
長大。我聽了好高興，回家不住的禱告，求神讓
血塊擴大，胎兒若自然流產我就不需要煩惱了。
可是沒有想到，下次回診，血塊完全消失了。醫
生還對我說：這是天意，你就安心生下小孩吧！

要留意遵守耶
和華你們神所吩咐的誡命，
法度，律例。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看
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
並可以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列祖起誓應
許的那美地。
— 申命記 6：17-18

在開車回家的路上，我一路哭著對主說：不行
呀，我不能生呀，主耶穌，求求祢取走吧！我每
想到自己的處境，就淚流滿面的呼求神把他/她拿

當下我脫口而出：神啊，祢真的不要我墮胎

走，因為我當時滿腦子想的都是：這實在太難了。

嗎？這未免太巧了，我合上聖經，再翻一次，奇
怪，怎麼還是這段經文？我不甘心，再試一次，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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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感恩
文 / 馮秀月

2

020年新冠疫情遍及全世界，對大多數人
來說，是很困難的一年。但在這一年中蒙

神保守，70多歲的我和我照顧的一位將近90歲
想到連翻三次，都是這一段經文。既然翻了三次，

的老人，我們都健康平安，讓我非常感恩。

都是這段經文，我就想，雖然可能現在困難一點，

2020年11月一個周日早上，這位老人家告

但以後路會漸漸好走吧。我現在若犯罪，總有一天

訴我和他女兒說，他的心臟很難受，呼吸困

還是要面對神的，到那時我也擔當不了。這樣想了

難，腳也腫得很大。我很著急，急忙打電話

之後，我就開始安心孕育胎兒，不再想墮胎的事了。

給教會的一位姐妹，詢問如何去最近的急診

自從一年多前生下老四之後，我的左腿常常

室。在家等待的過程中，他的女兒和我迫切地

會莫名的劇痛，當疼痛發生時，我完全不能挪動左

為他禱告，求主快快地觸摸醫治他的心臟，向

腿，要等一段時間疼痛自然消失我才能動。曾經有

他吹生命的氣息。不一會兒這位老人就平靜下

一次疼痛時我急著要挪步，就整個人摔在地上。這

來了，他自己並不想马上去急診室，我們就只

種情況造成生活上不方便，也讓我擔心懷孕的時候

好讓他先休息。過了兩三天，他才願意去看約

若因為腿痛而摔倒，會很危險。但是奇妙的是懷這

好的醫生。醫生診斷他的癥狀是跟心臟缺水、

一胎之後，這事就沒發生過了，很感謝主的憐憫。

腎臟衰竭有關，就给他開了藥。吃了幾天藥以

整個孕期都非常順利，去年12月12日生下了女

後，老人家就排出大量的尿液。一個月後，腳

兒，我請師母為女兒取名。由於師母知道我整個掙

上的水腫也消失了很多，漸漸地恢復了健康。

扎的過程，她為女兒取名Grace，一方面神發言，保住

在照顧這位老人的工作中，我更多地學習了

了她的小命，另一方面師母禱告時，感受到這個孩子

用基督的愛去愛人，以及忍耐寬容的功課。

是神給我們夫妻的恩典，以後也會成為我們的安慰。

除了蒙主保守我自己的工作以

小Grace出生兩天，醫生告訴我們她的聽力

外，還要感恩的是，因疫情大流行暫

有問題，我為此流了好多眼淚，也請師母禱告

時失去了工作的兒子兒媳領到了政府

求神醫治。經過多次複查，現在快要3個月的小

的失業金，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Grace聽力已經完全正常了。感謝主的醫治，讓

感謝主，在危難的時候，祂垂聽

Grace一出生就經歷了恩典，而抱著她的我，也

並且回應了我們的禱告。祂確實是我們

慶幸神對我說話，阻止了我當時去做糊塗事！

的避難所和藏身處，祂用堅固的膀臂保
護著我們，主恩典真是夠用。我要多多
地獻上感謝，緊緊地跟隨主過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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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簽證奇遇
文 / 邹新虹

在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
来美国是许多人心中

的梦想，我也不例外。为了心
中的梦想，我努力准备着。
经过两年的准备和等待，
在九四年春天，我拿着新办下来
的护照和申请签证的有关资料，
兴冲冲地来到北京美国使馆申请
赴美签证。当时特别幼稚，一点
心里准备都没有，结果被拒签！
当时我觉得就像是一盆冰水当头
泼下，从头到脚，因为没有任何
心里准备，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下
来了，万念俱灰，十分沮丧。接
下来的几个月，通过申诉，再
申请，仍然被拒签。后来又打
听到 ，只要被拒签过，名字就

转眼到了九四年十二月

要被叫到了，我紧张地等待着。

有了案底，更不容易过签了。

初，有朋友好心告诉我美国人

突然签证大厅的扩音器传来标准

美国的北京使馆是个热门

的圣诞节快到了，也许他们心

的中文呼叫声-74号“邹晓虹”

地方，我清楚地记得在那还见

情好，说不定很容易签呢。那

。这个声音是美国签证官史超

过著名的主持人杨澜，她在申

时假名护照刚刚办好，就藏在

先生，他是地道的美国人，史超

请再次赴美的签证。我非常羡

家中，带着原来真实姓名的护照

是他的中文名字。我坐在那儿，

慕那些拿到赴美签证的人们。

和原来的申请材料来到了北京。

十分震惊！号码是对的，可是这

因为太想来美国了，我准备一

在美国使馆门前晃了快一

名字，他们怎么知道的？！美国

切重新开始。托人又申请了一

个月，年末的一天早上，我终于

的CIA也太厉害了吧！藏在我家

个新护照，名字从邹新虹改成了

鼓足勇气，交了申请费，走进了

中的秘密让他们这样大庭广众

邹晓虹。准备用这个名字申请美

美国使馆的签证大厅。临近中午

之下曝光！那本叫”邹晓虹”

国大学，再申请来美国的签证。

时分，记得我的号是74，很快就

的中国护照只有帮我办护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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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父母，还有我知道。没

礼貌向我道歉说把我的名字叫

故事，但真没我的奇葩。因为

别人知道啊！我还没有用在任

错了，然后就叫我去另一个领

心中的秘密不想让别人知道，

何地方，还好端端地躺在西安

取签证的窗口。前后不过半分

我从不提我签证的故事。来美

的家中呢。这下我全完了！为了

钟。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连个谢

国后四年，谢谢主内热心的兄

不叫他们逮着， 我坐着不动。

字都没有。到了另一个窗口时，

弟姐妹的带领，同样是在十二

接下来又是一遍“邹晓虹”

我才明白我签上了！史超先生一

月，我受洗归于主耶稣名下。

，然后一遍正确的“邹新虹”。

句话都没有提我的申请材料，因

多年以后，在一次查经聚会上，

没办法，我发瞢地站起身来，机

为申请材料没有任何变动，按理

我和一位姐妹分享我的这段签证

械地朝史超先生的窗口走过去。

说不应该发签证。中国字各种各

经历，才深知主的恩典！在我还

脑子一片空白，他会问我那本假

样，为什么史超先生偏偏叫错成

没有认识祂的时候，祂竟这样

护照的事吗？怎么回答啊！我麻

我的假名？此时，兴奋和惊喜冲

奇妙带领我，同时幽默且戏剧

木地走过去。据说这位史超先生

昏了我的头脑！实在没多想！

性地指出当时只有祂知我知的

是这几个签证官的上司。我走到

我就是这样来到了美国。

罪。认识主耶稣以后，我的生

他的窗口，史超先生先是很有

我听过看过很多来美国的签证

命从此不再一样，哈利路亚！！

小小气針和充電器
文 / 邹新虹

二

零二零年夏天的一个早

吗？我拿起气筒检查一下，果

能在这杂草丛生的后院找到呢？

上，我和伟伟在后院

然已经不在气筒上了。如果没有

夏天的太阳很快就要开始爆发它

玩。我看到平时用的手动打气筒

这枚气针，这个打气筒对我们就

的威力，我已经感觉到了热。

被孩子们丢在后院，日晒雨淋已

没有用处了。我问伟伟，这个气

我一边生孩子们的气，一

经有好些日子了。平时这个气筒

筒除了在这个地方，还在哪里待

边很想把这枚小小的气针找到。

总是被我小心地放在车库，就是

过？孩子用手指了一大片地方。

可就算是水泥地，在夏天耀眼的

因为上面有枚气针很容易掉落。

我一看，头发懵了，这个比针线

阳光中也很难找得到，更别说

我心想气筒上那枚小气针还在

活儿的针稍微粗的气针，怎么可

这一大片草地了，一定是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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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无用功。因为心里急，

今年一月中旬的一天早上，

手乱翻，抓到一段黑色的电线，

就呼求主，“主耶稣，请不要

我做好了最后一搏的心里准备，

我帮他往外拽，忽然看到拽出来

让我把时间浪费在这无用的功

到车库看能否将遗失已久的充电

的接头就是那特有玩具车的充

上，请帮助我找到这枚气针！”

器找到。这是老小伟伟的两米多

电器的接头。我兴奋起来，快

一边祷告，一边来回地找。

长玩具车的充电器，我们已经快

速地把它拉出来，果然不出所

就在我祷告不到三十秒的

有两年都找不到，如果没有这个

料，就是这个失踪了两年的充

时间内，奇迹发生了。我突然

充电器充电，玩具车就完全开不

电器！我和孩子都很兴奋，我立

看到离我的脚不到半米远的地

动，放在哪儿没有任何用处還佔

刻情不自禁地张口大声赞美主！

方，这枚我极力想找到的气针

地方。伟伟这几天一直费力地用

我和孩子们就这样在生

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哇，我一

手推着玩。已经有了找到那枚

活中经历主的信实，事情虽

下子捡起来。就是它！仔细一

气针的祷告经历，我先做了祷

小，可是经历的是主的爱！

看，至少两个星期的日晒雨淋

告，”主啊，帮助我，带领我

却仍完好无损！上帝充满了怜

怎么找。”我家车库是堆杂物

悯和慈爱，这么小小的愿望，

的地方。我先从一个大抽屉开

就在我祷告之后的短短时间内

始，那是我记得的最后出現之

满足了我。这几年为了不同的

处，此前已经在那找过，但没

事情在向上帝祷告，有的，就

找到。我一点点往外拿杂物，

像这个例子，蒙垂听，也有的

十分钟过去了，连个影子都没有

不按我的想法走。但是过后从

看到。伟伟这时也跑到车库帮我

不觉得祷告没有被听到，只是

找，我之前告诉过他，如果找不

有的事情太大，太复杂，神的智

到，就要爸爸在网上找找看，是

慧和时间永远超过了我的想法。

否有卖这个特别的充电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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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目睹組員們奉獻的見證
文 / 郭靖

在

2020 年為教會換屋頂

獻(為了誠信的緣故，必須兩位

他說他並不是期盼神給他多少錢

的奉獻一事上，我有幸

同工一起開奉獻箱並計算奉獻)

的回報，他向神要的是在疫情

親身目堵了我小組中兩位年長

。上週日我看到你的什一與換

期間全教會從大到小蒙主的保

的弟兄姐妹的擺上，同時也深

屋頂的奉獻支票，我看到你在

守，大家得平安。他說他已經

深地感受到了聖靈感動人的工

收入如此有限的情況下，大筆

知道神已經應允了他的禱告。

作，值得把他們的見證記下來。

的奉獻給教會換屋頂，我被你愛

我們小組還有另一位70多歲

我們小組有一位 70 多歲的

教會的心深深感動。同工們已經

的姐妹，她的工作是照顧一位老

弟兄。他的收入並不寬裕，當

代表神收下了你換屋頂的支票，

人。她說她很感恩，現在神還給

他剛聽說教會換屋頂需要錢的

這是你做在神面前的一件美事。

她健康的身體和這份工作，她從

時候，他確實有點掙扎，他詢

但是不會去兌現它，我們會把它

心裏想為教會的屋頂做奉獻，但

問小組中跟他熟悉的一對夫婦，

永遠存在神的面前作為紀念。親

她的收入也很有限。今年是她第

並真實地分享了他的掙扎。但後

愛的弟兄，求神在各方面大大的

一次因有工作的關係，而可能拿

來這位年長的弟兄還是把給教會

賜福你！德玉及財務同工們」

到退稅，但她不知會有多少。她

的什一和換屋頂的支票放入了兩

當我接到師母的這個短

禱告求神在退稅的事上幫助她，

個信封，拿到我家中，讓我周

信以後，跟這位年長的弟兄聯

她就可以在換屋頂的事上奉獻

日轉交給教會。作為小組長，

系上了。他卻在電話中告訴

了。但退稅的工作並不像她想

因我從那位太太的口中知道了

我，在他為換屋頂奉獻禱告的

的那麽簡單。她看到換屋頂的基

這位弟兄曾有過掙扎的情況，

時候，他一打開聖經就看到林

金快要夠了，就主動打電話告訴

在我去教會轉交支票的時候，

後 9：6 節：「少種的少收，

我，說她有感動一定要參與，即

我就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師母。

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

使退稅的錢還沒有拿到，也要先

7/25 師母給我發來了一個短

這位弟兄說，這是他第一

從我這裏借一筆錢奉獻給教會。

信，說她給這位年長的弟兄發了

次經歷神藉著聖經，對他這麽

從這兩位年長的弟兄姐

一個短信，讓我去跟進他。短信

清楚地講話，所以他對我說，

妹為教會屋頂奉獻的事上，我

的內容我還保留著，原文見下：

如果教會不收他這張支票的話，

看到聖靈的作為，和這兩位年

「親愛的 XXX，通常我是不管

他就會把現金送過去。我聽了以

長的弟兄姐妹樂意擺上的心，

奉獻的事，但因為疫情期間財

後非常地感動，把這件事情跟師

勇於順服的行動，真是非常寶

務同工不是每一個禮拜能到教

母分享了，請財務同工把這張支

貴，是我們的榜樣，我相信我

會，所以需要的時候他們請我

票兌現。這位年長的弟兄後來在

們的神一定會紀念他們的。

幫忙，一起打開奉獻箱計算奉

我們小組分享這件事情的時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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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2020網上英語營見證
文 / 郭靖

我

和兩名青少年Chris 和

我趁機問國小的學生們，有多

在時間管理上Stephanie 有

Stephanie 參加了這次7

少人害怕在課堂上回答問題的？

很大的進步。在我們進行

月19-25給臺灣學生舉辦的網

有挺多的小手舉起來，我再問他

培訓的頭一兩周裏，她常常不

上英語營。我很高興親耳聽到

們，現在的Chris老師還害怕嗎？

能準時地參加訓練，總是由隊

Chris 和Stephanie 在小隊裏用

他們都說不害怕了。我就說你

媽們跟她的媽媽Karen 聯系，叫

英文所做的見證，我在這裏代

們要記得Chris老師接受耶穌的

她上線。這讓她很難過，她決

表他們用中文分享給大家。

大愛，並且使他不再害怕的故

定改變。在最後給臺灣學生教

Chris住在加拿大，這次他

事。後來在小組分享時，Chris

課的一周裏，她很自覺，不再

在英語營跟臺灣的小學生們分

說，在這次英語營之前，他又

需要人叫她，她可以準時上線教

享了他的見證。Chris小時候很

回到自己舒服的生活圈裏，靠著

課。她說時間管理的技能是可以

害羞，不跟別人講話，也不敢在

自己的驕傲行事。這次營會教導

用到營會以外的日常生活中的。

課堂上發言；他不善於交朋友，

他，不論他到哪裏，不管是在臺

就怕別人不喜歡他，拒絕他。前

灣，或是在他教網課的時候，都

這次參加英語營之前，她對

兩年，他第一次去臺灣短宣的時

要全心信靠神，尋求神的同在。

讀經和禱告失去了興趣。

候，甚至聽不太懂中文，很多

這對於將要獨立生活的他，是很

但在營會中，她體會到不論做

次甚至因為心中不安而離開教

重要的學習。因我們小隊是用

什麽事情，她都需要神，她又開

室，更不用說教課了，Chris以

Google meet教學，個人帳號沒有

始透過禱告讀經來跟神接觸了。

為自己再也不會去臺灣了。然

辦法錄像。Chris找到了另外的

而在去年第二次去臺灣宣教之

軟件，負責我們小隊課堂教學的

這次營會幫助她對自我

前，他先遇見了耶穌，領受祂

錄像，使我們從第三天到第五天

的形象更有信心。她

的大愛和平安，Chris的懼怕被

很寶貴的教學內容都有錄下來。

說，在網上教課的時候，無論

除去，突破就跟著發生了，他

在小隊分享

她的感覺如何，在課堂上一定

可以自由放膽地一個人教課了。

的時候說，她本來不想參加

要把鏡頭打開，她就學會了接

今年是他第三次教臺灣的

這個網上英語營的，但最後

納自己，也更加喜歡自己了。

學生英文，不同的是在網上進

她很高興地說，幸好她參加

行。在他分享他的故事以後，

了，學到了至少四點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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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ie

儘管是在網上，神卻把對

我兩個在我看來又大又難的任

克喬納先知性的特會，有人為我

臺灣學生的愛澆灌在她心

務。我知道靠自己的力量不能

禱告時，在異象中，看到在我家

裏。因為只能有一位在第四天

做任何事了，只有把這兩個工

有很多的孩子，我在當時覺得是

講見證，我就安排她在每天根

作任務交托給神。7/22上午在工

不可能的事。但我這次被喜樂的

據短劇的內容，講一段她自己

作上經歷了二個大神跡。第一個

靈大澆灌的時候我知道神喜悅我

的故事。她欣然接受，並很誠

任務：我同事測試不過的程序，

回應祂的呼召來服事青少年。7/23

實地分享了她自己偷偷玩電動

我沒做任何更改，當我再試時竟

早上按教會讀經計劃，我讀到以

遊戲的事情，帶來與家人不和、

過了。第二個任務：我發現經

賽亞書35：10： 永樂必歸到他們

成績下降等壞結果，以及後來她

理把IP網址中的一個數字8錯誤

的頭上；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

向父母悔改認錯後得到饒恕的經

地當作0了，我不需要做什麽，

憂愁嘆息盡都逃避。感謝主，祂

歷。她用自己的故事拉近了跟臺

問題就解決了。這個經歷讓我

用祂的話語來印證我的經歷。

灣學生的距離。她也很有創意，

在接下來的三天英語教學中，

她帶領的帶動唱，直到最後一

多多等候神，經歷重新得力。

堂課，學生們還記得很清楚。

2）確定服事青少年
是神對我的呼召

我自己在這次英語營的
服事中，有兩個主要的得著：

1）等候神重新得力

7/22日下午在Advent 臺灣的
預備會上，我們每個小隊要錄制

這次在Advent 臺灣網上英

約五分鐘的感謝學校的視頻，在

語教學中，因為我上午要上班，

Joshua 跟我們分享的文件中有這

下午參加課程的預備和錄像，晚

樣的註示：YOUTH ONLY (except

上又要教學。教學結束後，又要

Guo Jing)，我竟然被算成Youth中

跟臺灣的學校交流第二天的短

的一員了。在那天傍晚上課前安

劇，遊戲和歌曲等事項。前面

靜等候神的時候，感受到被一股

兩天下來已經非常疲累了。周

喜樂的靈充滿而大笑出來。我回

一7/21上班時，我接到經理交給

想起大約一二十年前，去參加雷

永樂必歸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必得著歡喜快樂，憂
愁嘆息盡都逃避。
— 以賽亞書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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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數算2020年疫情中
耶和華的厚恩
文 / 郭靖

2

020年因著新冠疫情的緣

現了一·盆花，裏面有一封來自

這讓我感受到了神藉著社區的

故，我們經歷了非同尋常

社區未署名的信，問候我平安，

人在疫情中表達對我的關愛。

的一年。撒母耳記下7：19中

藉這盆花表明我在社區已經被關

大衛在耶和華面前所獻上的一

愛了，並說可以將這份驚喜傳遞

句稱謝的話，很觸動我的心：

給下一個鄰居。我就把這盆花和

在總數為一萬四千名員工中，

此。這樣下來，每天節省了我

信放在我的一個鄰居門口。後來

有近三千名員工被停薪留職，

上下班開車往返的一至兩個小

我在大約百人的社區走了走，發

還有些人被裁員。但是我所在

時，使得我靈修的時間增加了。

現家門口有這種類型的花和花盆

的團隊是安全的。當我跟仆人

的人並不多，我只看到了大約五

團隊分享時，師母的回復讓我

家。我並不是在社區活躍的人，

很阿們：哇，感謝主再一次保

3

5/5下午我公司的CEO宣布

主耶和華啊，這豈是人常遇到
的事嗎？回想2020一年當中，
我所經歷的耶和華的厚恩，也
是不尋常的，容我一一道来。

1

3/12晚九點半接到我的經

理的短信：我所在公司的同一
層辦公樓裏，有一個員工與感
染冠狀病毒的人有接觸，整個
公司的辦公樓要全面消毒，我
們被通知在家上班，其實我自
從3/4就在家上班了。在3月底公
司要員工們把在辦公室的電腦
及大屏幕等都搬回家，除了在
數據中心值班的少數員工外，
其他的人都在家中工作，公司
決定至少到2021年7月份都會如

2

4/25下午在我家的大門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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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妳! 我心中突然浮現出這節經

統代禱。當晚我

文：妳在我這裡，可得保全！

讀經的時候，

4

讀到腓立比書4
5/12晚10：30開始，我在公

：13給我當下新

司值班周裏負責一次大的系統

鮮的話：“靠著

更新，到5/13晚7：30教會禱告

那加給我力量

會的時候，我只睡了三個小時，

的，凡事都能

非常疲憊。師母帶領的其中一首

作。”主確實加

歌《求祢仰起臉來》，歌詞摘錄

給我超自然的力

自詩篇4：1，8節：“顯我為義

量和恩典。周三

的神啊，我呼籲的時候，求祢應

晚上公司的系統

允我！我在困苦中，祢曾使我寬

沒有任何問題，連一個警報都

點鐘了，看新聞說大約一百萬佐

廣；現在 求祢憐恤我，聽我的

沒有，讓我有一個好的睡眠，

治亞州的居民家中斷電了。我的

禱告！......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而且系統中莫名其妙的問題也

家只是Internet網絡斷了。稍後我

因為獨有祢－耶和華使我安然居

消失了。這樣，我在周四晚上

又注意到，社區中離我家只隔幾

住。”我邊唱邊禱告，求主讓我

才有力量再做另一個大的系統

戶的一棵大松樹，倒在樓與樓之

睡個好覺。接下來的晚上和第二

更新，從周四晚上十點半又工

間並不寬敞的空地上，倒下的松

天晩上，我沒有收到任何一個警

作到第二天的凌晨四點，白天

樹頂部堵住了社區的街道。幸好

報，好好地睡了兩個晚上。到了

又忙了一整天。真是感謝神，

沒有打到房子，也沒有人受傷。

12/16周三，又有類似的經歷。自

祂知道我什麽時候需要休息，

晚些時候去社區散步，發現社區

從公司的系統進行了2020年底之

並用祂的方式幫助我達成任務，

前面的一家公司門口，有一棵大

前的一系列更新以後，系統不斷

祂所賜的力量總是夠我用的。

樹也倒下了，它是向街道的方向

出現問題。從前一天晚上到12/16

5

倒的，沒有倒在後面的房子上。

晩上，只睡了三個小時，我覺得

10/29日颱風Zeta 臨到了亞

後來在新聞中卻看到，我所在的

自己已經到了身體的極限了。

特蘭大。那天早上我大約四點多

Gwinnett 郡就有一對才二十多歲

在教會周三的禱告會上，Gina和

就醒了，聽到外面的風很大，幸

的年輕夫婦，因大樹倒在他們的

Joy姐妹都為我公司出問題的系

好家中仍然有電，為了安全，就

房子上而身亡。神真是在我不知

從三樓搬到最底

不覺中已經用大能保護了我。

樓睡覺。頭腦還

因此我要說：耶和華－我

沒有很清醒，做

的神啊，祢所行的奇事，並祢

了簡單的禱告，

向我們所懷的意念甚多，不能

就又睡著了。醒

向祢陳明；若要陳明，其事不

來時，已經是八

可勝數。(詩篇 40：5 和合本)

耶和華－我的神啊，祢所行的奇事，並祢
向我們所懷的意念甚多，不能向祢陳明；
若要陳明，其事不可勝數。
— 詩篇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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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ing
新冠疫情中的“射箭擊地”
文 / 郭靖

/27/2020我接到一封電子代禱

3

信息的直播連接。Mei姐妹回

只可惜約阿施只擊地三下。Mei

信，是住在馬里蘭州的Mei姐

復說牧師師母的信息很及時，

姐妹和她的先生就開始照著上

妹發給我的。她說她的先生最近

是很好的提醒，他們夫婦要安

面的方式進行禱告和宣告。

檢查岀來：在他的左肝上有兩

靜，單單尋求主的醫治和帶領。

我在4/11看到先知Chuck

個陰影，右肝上剛發現一個8mm

4/3日我把一篇關於醫治禱

Pierce 發出了一個以關鍵預言- 你

陰影。加上他先生的慢性B型肝

告的文章發給Mei姐妹，其中有

的轉折點出現的一周- 為題的信

炎和肝硬化的歷史，醫生初步

關於禱告宣告和先知性的動作：

息。其中寫到：“讓神的子民的

診斷很可能是肝癌，原本計劃

我奉耶穌的名斥責疾病****

靈裏興起新的力量！讓聖靈的新

在3/27日的手術因此取消了，醫

離開，奉耶穌的名拔掉疾病***，

氣息出現！破除與恐懼和死亡所

生建議他們做肝移植手術。Mei

拔掉巫術死亡偶像的權勢，因耶

達成的協議。在保持謹慎的態度

姐妹發給我這封代禱信，想讓

穌受的鞭傷，我得了醫治，耶穌

中，你可以與恐懼和死亡達成協

我跟她一起為她的先生禱告。

代替我的軟弱，擔當我的疾病。

議，就像約阿施王在以利沙死前

我跟Mei姐妹交情挺深

（宣告的時候做先知性拔出來的

去見他（王下 13 章）。這位王

的，因為我剛到美國讀書時，

動作）堅持宣告七天，一天宣告

不繼續執行上帝給他的無限量的

作她家的室友約有一兩年之

七次，早中晚各宣告二三遍。

規定，只擊地三下。在接下來的

久。她和她的先生都是基督

Mei姐妹從中得了一個亮

這幾周裏，除非我們取得突破，

徒，還是Mei帶我去校園的查

光，她記得舊約聖經中好像有提

否則我們不會停止將生命射入氛

經班，並在那裏信主的，她是

到”先知性”的動作，但她忘記

圍或擊打地面”。我把這個信息

我信仰路上的第一個恩人。

在哪裏。經她的提醒，我想到了

轉發給Mei姐妹。她認為這個信

我跟她在3月底至4月的周

王下13章，先知以利沙叫以色列

息很有能力和預見性，把它下載

末有好幾次一起在電話中禱告，

王約阿施用射箭擊地的先知性行

了，並且她和她的先生一起不斷

並且發給她永宙牧師德玉師母

動，來表明打敗亞蘭人的次數，

大聲呼求，不停“擊打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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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日我收到Mei的更新消

被診斷為AV Shunt 即動靜脈短路

播，Mei常在她方便時收看我們

息說：她先生的肝臟測試的結

的問題，只要做一個動靜脈分流

教會的信息，讓她收益很多。

果表明他的肝功能有所恢復，

血管造影手術即可，不需要肝臟

她對她的教會的青少年很有

並且那個在右肝上曾經引起手

移植了。在5/29成功地做完了這

負擔，我和她在對青少年服事中

術取消的陰影不是癌變。他的先

個手術。9/12日Mei的先生做了

也有不少交流，我們之間連接更

CT復查，再一次

緊密了。借著彼此的代禱扶持，

確認 Cancer Free.

鼓勵我們不停地“射箭擊地”，

在整個過

將生命射入我們周圍的人群中。

程中，Mei的先

後記：當我請Mei姐妹審

生照常上班，並

閱我寫的這篇見證時，她特別

生被排在John.
Hopkins醫院肝
臟移植的名單
中。如果要手
術的話，也要

讓神的子民的靈裏興起新
的力量！讓聖靈的新氣息
出現！破除與恐懼和死亡

到5月份了。

所達成的協議。在保持謹

且公司還跟他的

要我加上：感謝你的小組兄弟

因著疫情的關

慎的態度中，你可以與恐

醫療保險公司聯

姐妹們的禱告；也深深感謝徐

系，他們4月

懼和死亡達成協議，就像

系，給他爭取到

牧師和陳牧師的牧養講道。

份也不能去哪

約阿施王在以利沙死前去

了最好的福利待

裏，惟有專心

見他（王下 13 章）

遇。而且他的工

祈禱，安靜等

— Chuck Piece

作出色，還得到

候神的醫治。

了公司的升遷。

4/29日，

回 顧 這

又收到Mei姐妹發來大好的消息，

一段經歷，真是滿了主的奇妙恩

最新的CT結果表明：病灶的面積

典。雖然在疫情中行動受限，但

大輻度地減少，醫生很有信心地

神的國度反而因此擴張了。因著

排除了癌癥的可能性。陰影現在

疫情，我們教會開始了網上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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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錯誤中的學習
文 / 郭靖

020年在我的工作中發生的

2

經理講了我犯的錯誤。經理和

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作你們

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

另一個同事檢查後，也都認為已

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

顯明了我內心深處的光景，值

經改好了，應該不是問題。後來

全能的主說的”。以及接下來的

得記錄下來，常常提醒自己。

請了這個系統的專家來，他發現

哥林多後書7：1：“親愛的弟兄

12/2日的下午，我做一個與

更新文件上的屬性名字的大小寫

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

系統有關的更新，剛開始做的時

及格式弄錯了，而我是照著更新

凈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

候，在更新屬性的名字時，我犯

文件上改的。這個更新文件是我

汙穢，敬畏

了一個錯誤，趕緊照著更新的文

的經理寫的。我們兩人的錯誤加

林後 6：17-18 和林後 7：1 按照

在一起，造成了產

意思是連在一起的，正因為我們

品的登錄問題，我

有這樣寶貴的應許：全能的主很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

們兩個人在這件事

想和我們建立父親與兒女的親密

不要沾不潔凈的物，我就收納你們。我要

上都有責任。當把

關系，祂是聖潔的，所以我們要

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這是全

這個屬性的名字改

潔凈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

能的主說的。

好以後，問題就解

汙穢。借著我在工作上所犯的這

決了。後來我和經

個錯誤，我看到了我裏面為著自

理互相道歉，我們

己面子的掙扎，需要被潔凈雕塑

都從中學習功課。

的地方。求主進一步光照顯明我

件改好了。後來我發現這個產品

第二天按照教會的讀經進

裏面的一切汙穢，幫助我有勇氣

的用戶竟不能登錄了。我們採取

度，我讀到哥林多後書6：17-18

在人面前快快承認我的錯誤，潔

了重新啟動系統等措施，都不管

：“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

凈我，讓敬畏主成為我的天性。

用。我心裏有相當大的掙扎，要

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凈的

— 哥林多後書 6：17-18

神，得以成聖”。

不要把我開始犯的錯誤向經理講
呢？因為照我看已經改好了。我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凈自己，除去

又掙扎了半個多小時，看著同事

身體、靈魂一切的汙穢，敬畏

們束手無策，我心中很不是滋
味，後來我終於鼓起勇氣，對

感恩見證集 29

神，得以成聖。
— 哥林多後書 7：1

上帝神奇的拯救
文 / 全星

些日子，脑海里浮现出多

这

了后照镜，万一这时有车子由高

年前惊险的一幕，神是如

速公路开下来，不就撞上我了

何拯救了我。过去没有机会写下

吗？还好一辆 车都没看到。我

来，想趁此机会纪念主的恩典。

的心跳得好快，是神救了我的

多年前的一天，下着倾盆

命和车子，是祂在千钧一发中伸

大雨，我开着车从一条高速公路

出大能的手，握着我的方向盘，

下了交流道，就要转进另外一条

使车子稳定下来，又挡住了其他

高速公路时，突然车子失控，直

车辆靠近我，是祂扭转了我的生

奔向左边另一公路的车流。惊吓

与 死 。真的有神喔！祂是又真

之余我猛转方向盘，车子又往右

又活的神！耶稣的名真的大过

边的草堆树林冲， 我又扳回方

一切！我一路上不停的从心里涌

向盘。这交流道是一个下坡120

出对神的赞美，感恩祂奇妙 的

度的右弯，加上从高速公路下来

作为。我想到神的话语，“他

时脑海在沈思一些事情，所以车

求告我，我必应允他；他在患

子没减速，如果这样开肯定车毁

难中，我必与他同在；我必拯

识祢，也愿意把我生命的舵甘

人也.....啊！轮胎因雨水打滑，

救他，使他得尊荣。”（诗篇91

心的交给祢，因祢知我前面的

我手握方向盘一点办法都没有。

：15）是的，祂听见了我在危机

路和方向。一路上虽有搅扰和

那时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我

中呼求祂的名，祂就搭救了我！

阻挡，但在祢的手中必定安稳

的生命不在我的手中，我大叫了

神啊，让我更多寻求认

妥当，我要直直地奔向祢！

两声：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之
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我回

他求告我，我必應允他；他在患難中，我必与他同在；我必

过神来，发现车子斜停在这条弯

拯救他，使他得尊榮。

路中间，我大大的吸了几口气。

—詩篇91：15

几秒钟后才警觉到危险，赶紧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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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積攢財寶
在地上
文 / 陈佳唯

去

年底我有个新学生，她需要我每周上门

事情还没结束，过几天老公莫名其妙跟我要

两次给她上钢琴课。她住的社区有警卫

$20现金，我没问他要用来做什么。后来我才知道

守门，是个高级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社区，外人不

他拿去买彩票。乔治亚州的彩金今年开得很高，

能随便进出，但我有临时通行证可以畅通无阻。

他想搏一搏。但我很感谢上帝几天前用这段经文给

圣诞节期间，整个社区的灯饰漂亮极了!下课后

我打了预防针，以至于我没有随着他的心思波动。

如果不赶时间，我会把车速放慢，欣赏社区的房子

上帝的话是这么有能力！主耶稣，求祢帮助

和圣诞布置。看着看着，心里就想：如果我也拥有

我时时注视于祢，从属世的追求转向永恒，投身

一套这社区房子，那该有多好...于是心神不宁的开始

在祢的国度里。				

了住豪宅的梦想。实际上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
虚荣心又在作怪，那不过只有做梦的份罢了。孩子
们都大了，可能几年后他们都会搬出去，我不需要
住这么大的房子。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真是不必背负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

巨大贷款的担子，现在的房子虽然不大但也够用。

有蟲子咬，能鏽壞，也有賊挖窟窿

一月二十一日，照著进度读经，读到了馬太
福音 6：19-21，神的話像雷声一样轰进来：「不
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
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
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很清楚神在对我说话，此前没法控制的浮躁不
安，立刻安定下来，奇妙地死了这顆追梦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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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
沒有蟲子咬，不能鏽壞，也沒有賊
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
裡，你的心也在哪裡。
—馬太福音 6：19-21

被管教
文 / 陈佳唯

去

年居家隔离的日子开始后，安逸的关在家里

上帝透过这次的经历管教我。我一般很谨慎所收

减少了很多活动，纪律的生活开始有些松散。

到的邮件，不会随便打开，因为之前知道太多受骗的

去年底的某一天，一个平凡的日子，照样打

例子。当处在一个舒适的环境，或许是一个不留神，

开邮件。留意到一封叫我更新邮件资料的信息，

很容易失去了应该有的警醒。也或许自己太骄傲了，

我想都没想就点进去了，根据要求更新了资料。

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受骗。舒适和骄傲都成了我的破口

一月初的一个早上，收到了朋友的短信问我

给魔鬼留地步。圣经上彼得前书5：8说：务要谨守，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被问得有点莫名其妙。后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

来接二连三地收到了许多朋友的电话，原来我的

找可吞吃的人。我真真实实的领受了这经节，认罪悔

邮件被盗用了。这人用我的名字发给所有我存在

改，求主怜悯，拿掉我里面的骄傲，并警醒祷告。

邮件里的联络人，请他们帮忙买一张300块钱的礼

除了管教，我也觉得很被爱。看见周围真的有许

券给我侄女，说我本人现在在旅游，不方便买，

多关心我的朋友在有困难的时候付与实际的行动。

等回来后会把钱还给他们。这些骗子很厉害，第一

							

封信模拟我的口气问安，有回信的就请他们帮忙。
有些朋友一看就直接删除，有的跟那人来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

回交谈了几次，有的一看知道不是我，就回信去

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

骂对方，有几个差点去买，还有一个朋友买了礼

人。

券差点把号码送出去，幸好她临时给我打电话确

—彼得前書 5：8

认，才没有完成最后一个步骤。那天我忙得不可
开交，接到的电话和短信远超过我一年会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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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向平安的路
文 / Grace

Sun

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

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

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

的光”(约翰福音

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8：12)。

2012 年，我妈妈和爸爸在
— 彼得前書 1：8-9

半年里先后被诊断出了癌症，当
时如同晴天霹雳，经过一年的治
疗，先后被治愈。本该庆祝的时

个月是我信主受洗的第

这

时候，又不自觉的在心里默想，

候，我和我先生的婚姻却进入了

六年零二个月。我很少

上帝，你要是真的，就帮我解决

危机。跟癌症斗争成功，不但没

正式的向人做过见证。今年我

这个麻烦吧。于是上帝帮我找工

有让这个家庭感恩，却引爆了多

觉得应该要把上帝与基督耶稣

作，赐给我可爱的孩子，给我先

边的矛盾，我父母和我先生的矛

在我身上的爱与救恩详细的一一

生工作，把我爸爸妈妈弟弟全都

盾、我和我先生的矛盾。孩子幼

数算一遍。神在我不认识他的时

从中国带到我的身边，帮我解

小，家庭矛盾重重，鸡飞狗跳。

候已经把爱彰显在我的身上。从

决各种

2002 年来美国，到我受洗之前，

问题。

尽管在五个州生活过，神卻借不

可是解

同的基督徒的口向我发出召唤，

决之后

就像牧羊人召唤迷途的羊羔，他

了呢？

的声音通过风传到不同的方向，

我就又

羊羔听到了，总有一天会回应。

觉得这

父母搬

是

到了德

最初我觉得生活如此繁忙，

怀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
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
的光。

自

着

对这样
生活的
厌倦，
我带着

— 約翰福音 8：12

孩子和

每个星期还要去教会“浪费”几

己的功劳，跟上帝有什么

州。我先生也找了新工作从中

个小时，还有什么比这更无聊

关系。直我遇到人生最大

部搬去了宾州。一南一北，我

呢。还要给教会钱，难道我是钱

的麻烦和最黑暗的低谷。

们的家分成了两半。本以为分

太多了吗？可是每当有点难处的

耶稣说：“我是世界

开就好了，我父母也高高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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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中国探亲，回去之后体检，

剔妻子。我们不认识神，心中没

指望孩子，他们还年幼无知；指

却发现，我妈妈的癌症复发了。

有平安，做事没有底线，做出的

望朋友，他们只能给一声叹息。

在中国治疗了两个月之后，回到

决定都是从血气而出。不是从神

于是我想到了上帝，在我呼求上

美国继续治疗。那时候我一个人

而来的决定，何谈智慧呢？我们

帝的时候，上帝就差派了他的使

边工作，边和我爸爸带孩子，还

虽然又搬到了一起，却还是没办

者，一位牧师，来给我开门。

要带我妈妈去很远的地方做放

法好好生活，过了半年之后，我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这位

疗化疗，整个人很疲惫。在这

和我先生决定先分居再离婚，

牧师是我去过一次的神州基督

种忙碌和疲惫当中，我同意了

他彻底的搬走了。到此，我的

教会的马来西亚华人牧师，姓

我先生的提议，决定再给我们

人生也彻底进入了死荫幽谷。

王。他是“高高在上”的牧师，

的婚姻一次挽救的机会，打算
搬去东部跟我先生重新开始。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

很快神又给了我一份新工作，

開門。

这样我们就全家搬到了宾州。

— 馬太福音 7：7

如果那时我们有先见之明，
就会明白这是神在帮我们彻底
把我们家庭的脓疮暴露出来。

要带我妈妈治疗癌症，也要与

他的太太是马来西亚人，中文不

因为，我们一家人在生命和婚

先生拉锯孩子抚养权和抚养费

好，看起来不好接近，我们更是

姻面前，毫无敬意与感恩，任

的问题。人生真是黑暗至极。

没有任何私人的交谈。可是就是

意妄为却不自知。我们不认识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

这样，王牧师有一天忽然给我发

神，尽管受了神如此多的恩惠，

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了一条信息，问我说：“Grace

却从不明白。我们都自私任性，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

我听说你要离婚。我和我太太

每天想到的都是自己，想让自己

们开门。”在如此没有指望的

想约你一起吃午饭，聊一聊。”

佔上风，让对方败在自己手中。

时刻，我还能指望谁呢？指望

我从未与任何牧师有如此近距离

岳父母不满女婿，女婿嫌弃岳父

父母，他们现在是老弱病残；

的接触，好像有一种受宠若惊的

母，妻子不与丈夫同心，丈夫挑

指望自己，我却活得如此失败；

感觉。就像学生忽然听说老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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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己吃饭，于是我欣然赴约。

前，得救受洗，得以返回天

我从前是“懒惰”的基督

现在已经忘记了我们具体在午饭

家。我爸爸彻底恢复健康。

徒，不是个每天读经的好基督

时候的谈话，却记得那次午饭是

我和我先生，在分居半年

徒，但我很感恩神赐给我的信

我得救的关键。那次午饭之后，

之后又一次重归于好，并决定

心。因为经过这许多的事情，我

没过多久我们就认识了新邻居，

这次要彻底的忘记从前，好好开

坚信神对我的爱，我喜欢与神说

然后得知我当时租住那个小小的

始。当然，嘴上说着好好开始，

话交流，孤独时 ，我会跟神诉

社区，有两家邻居是去一所叫费

行为上还是没办法完全脱离老

说我的孤独，开心时，我会感

城灵粮堂的家庭教会。于是我被

我。总是看到对方眼中的刺，却

恩神给我带来的喜悦，难过时，

邀请去了那个在地下室改装成会

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樑木。不过神

我会求神安慰我受伤的灵魂，疲

堂的家庭教会。第一次去，圣灵

是在让我们坚固信心的同时改变

惫时，我会求神让圣灵更新我的

就感动我做决志祷告，并决定在

我们自己。离那时的婚姻危机已

思想。也许正是这种多年建立起

两月之后的圣诞节后受洗。我先

经快七年了。这七年中，我们还

来的信心，让我总有恩惠临到。

生呢，至今我也不明白，也要求

是互相磨合着，就像周期运动，

今年开始跟著教会读经，

牧师给他同一天施洗。就这样，

时高时低。但在这磨合中，却生

我渴慕跟神有更深层次的交流，

我们这两个正在分居闹离婚的夫

了忍耐，也真正懂得了忍耐。没

发现有时候想跟神说话，知道意

妻，在同一天得救，受洗了。

有了非要改变对方的心思，多了

思，经文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我

罗马书8：25：“但如

包容对方的心，感谢对方的心。

知道是时候不再懒惰了，也是

果我们盼望那看不见的，就

所以看到或听到我的见证的亲爱

时候让自己的灵命进入下一个

要借着忍耐来热切等待。”

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正在生活

阶段的成长。最后我用一句经

有很多转变是很快发生

中或者婚姻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文来结束我的见证：因我们神

的，然而多数的改变，是要我

难处，我劝你不要马上做出自血

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

们耐心等待的。我们两个怨怼

气的决定，因为这一定不会是正

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

的夫妻，没有在受洗之后马上

确的决定。一定要向神祷告，并

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

变成恩爱夫妻，虽然一同成了

用信心和耐心等待神的回应。

引到平安的路上(路 1：78-79)。

新造的人，却差点在受洗之后
在教会大打出手。我的家庭，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

也没有马上变成和睦家庭。受

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洗之后大约一年多，我妈妈身
体被癌細胞吞噬，在她离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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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1：78-79

向幸福出發
文 / 孙菊铭

020年是困难、灾难、机会并

2

以 帮 到

存的一年。我跟丈夫到美国

她 ， 没

来探望在康州读书的女儿，遇

想到因此

上疫情，女儿毕业找工作困难重

得到了她

重。我们全家在康州和亚特兰大

的幫助，

来回折腾几次，举棋不定到底住

把我推荐

在康州还是住在亚特兰大。困境

给了她的

之中我只能祷告求主指引我们，

好朋友，

结果遇见好机会在亚特兰大住了

意外之中

下来。由于疫情改变我们所有的

我有了一

正常生活轨迹，我们夫妻俩不能

份家政的

回中国，我们和女儿在美国的身

工 作 。

份问题，还有女儿的工作都让我

我 全 身

们觉得压力好大。我每天与我女

心的投入工作中，每天虽然很

正在接洽的那份工作要一周工作

儿读神的话语，在困难中等候，

累，但我总是不忘自己是基督

六天，她不太愿意去。我雇主很

不放弃，期待主为我们开道路。

徒，要好好做事。每天早上出

真诚和热情，通过他们熱心的

有一天在微信中看到一个

发前都向神祷告，求主帮助。我

帮忙，我女儿找到了一份新的

邻居，要生小孩，我想在别人有

真的得到了神的看顾和守护。原

工作，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恩。

困难的时候我应该帮助她一下。

先身体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但

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教会

我就联系她，告诉她我可以照顾

每天都在不断祷告中平安度过。

了我们怎么做人和做事，在主

她。我联系她的时候，她还有半

我尽心帮助雇主家解决困难，关

的眷顾下，我们全家安定下来，

小时就要生产了，本来以为我可

系非常融洽。有一次聊起我女儿

真的感到無比的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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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這一年
文 / 王菁

我

是一个在州政府工作了20

别让我把疫情浪费了。求神把更

是我第三次参加全教会的读经活

年的环境保护工程师，

多的饥渴放在我里面，让我清晨

动。这次我又多了一点认识，感

专长项目是”空气汙染”，我的

就来读神的话语，求圣灵来充满

到我越亲近神，神也越亲近我，

办公室在亚特兰大飞机场附近，

我，指教我，让我明白神话语

祂给我的启示也越来越多，祂

每天上下班往返开车需要三个小

的奥秘，求神对我说话。祷告

会把我需要的话语赏赐给我。

时左右。上下班开车占去了我生

之后不久，圣灵就感动我写读

神感动我在疫情期间做得

命八分之一的时间。因为疫情的

经笔记，神还感动我先用英语

更多的还有祷告。我不仅自己

缘故，州长宣布所有的州政府员

读圣经，之后再中文读。在灵

常常单独祷告，为其他兄弟姐

工可以在家工作，这样我每天就

修中，我常常被神的话大大触

妹祷告，我也坚持准时参加每

节省了三个小时的交通时间。

动，眼泪唏里哗啦流下来，原来

周三的祷告会。仁爱小组的姐

听了牧师3月22日-“不要让

神通过祂的话语来释放我，让我

妹们是我的祷告伙伴。在疫情

疫情白白浪费”的讲道，我就祷

深深地感受到神的同在，让我归

初期，我很感恩宜花姐妹和我

告求神帮助我把时间分别为圣，

回安息。圣经是又真又活的，这

一起禁食祷告；和Ivy组长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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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祷告。还有每月都有的儿

博士研究生，这是他第二年的

身运动、腹部运动、跳舞到拉

童主日学老师的祷告。感谢主，

学习，每周我们在电话视频中

伸。圣灵一点点开启我，带动

神垂听了我为大女儿的祷告，大

读经和彼此敞开心扉，我也一

我，让我原来不会的动作，到

女儿患抑郁症，在禁食祷告中，

直为儿子祷告。求神的灵运行

如今可以軽松做到，自己都觉

我迫切求神医治大女儿的抑郁，

在儿子的身上就是-敬畏的灵、

得惊讶，我也不需要死记硬背

求主的光进到大女儿的里面，所

智慧的灵和谋略的灵，求主带

从上一个动作到下一个动作。

有的黑暗都要完全退去离开。我

领儿子前面的路，让他经历神

在敬拜赞美声中，我与姐

在她的房间祷告，我按手在她的

的大能和大爱。2020年11月11日

妹们一起运动40分钟左右，神帮

床上祷告，我按手在她头上为她

他投了美国的Ethics 道德杂志第

助我，坚固我，也完全医治了我

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大女

一篇文章，谢谢主!求神恩待儿

的右肩膀。从三月份开始，大概

儿因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鞭伤得

子，让这篇文章能够在2021年

上了140次网上免费锻练课，有

完全医治；在祷告中，我也求神

顺利发表。2021年初，儿子获

至少300人次参与了锻练。新年

让好人与她相近，恶人远离。求

得牛津大学夏季全球优先奖学

度假回来之后，圣灵感动我，

主把敬虔的朋友带到大女儿的生

金，神是垂听应允祷告的神。

每天引领姐妹们一起锻练。现

命当中。非常感谢神。神是垂听

在这一年里，我深深地体会

在2021年我们每天都有四十分钟

应允祷告的神。神在大女儿身上

约翰福音15：7-“你们若常在我

左右的锻练，让我们的身体越来

行了奇妙的大事。大女儿自从三

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越健康，成为神喜悦的居所。

月份开始就完全停了所有的抑郁

凡你们所

药，也没有再看过任何的医生。

愿意的，

大女儿今年五月份顺利高

祈求，就

中毕业，进入乔治亚州立大学

给你们成

读护士专业，这个学期在家里

就。(约翰

上网课专心学习，靠主常常喜

福音15：7)

乐，她今年大学第一学期的成

疫 情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 約翰福音15：7

绩获得全A。感谢赞美主！大女

期间，因为一位远方的姐妹身

感谢赞美主！就像万军之

儿的心也越来越柔软，愿意向我

体出现状况，圣灵感动我带领

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

倾吐心意，与我一起读经祷告，

这位姐妹一起在网上锻练。我

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

她已经做了决志祷告，准备在疫

就顺服圣灵的带领。认真准备

方能事。 在2020年虽然新冠状

情结束后受洗归入主名。哈利路

每次的锻练，我们从一周一次，

病毒的疫情对全世界造成了很

亚！谢谢主! 神的恩典何等丰沛!

到一周四次锻练。当我向主承认

大的伤害和影响，但是在这一年

小女儿在去年八月受洗

我是软弱的无能的，神的圣灵就

里，我和孩子们却经历了神满满

归入主名。感谢神的怜悯和恩

加添我力量。我们的锻练课是每

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主。

典。2020年，儿子在纽约大学读

周三、五、六和周日，我们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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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
我愛教會的敬拜
文 / 王菁

祝我们教会成立的16周

庆

加主日崇拜和小组的聚会。神没

常听这首“遇见你”，有恩典有

年，藉着这个机会，回

有离弃我，教会牧师、师母关心

怜悯的神赐给了我平安喜乐。

憶我在亚特兰大灵粮堂最难忘

我，小组的姐妹们常常照顾我。

神是信实的，我要以祂

的时刻。我是 2017 年八月份来

因着神的爱，在一次敬拜中，神

的信实为粮，祂与我同行，祂

到教会的，一到教会，我就被

用诗歌“遇见你”来让我的灵魂

爱我，祂爱我爱到底。我的心

教会的敬拜赞美深深吸引了，

重获自由，让我再次定睛在神的

又欢喜起来，我的灵又快乐

我会因为迟到错过敬拜赞美而

身上，祂医治了我，挪去我的重

了，我选择全然委身于祂，

懊恼。不论是小组的敬拜、聚

担，让我不要只看自己的问题以

我仰望神，等候神，重新得

会的敬拜、特会或是退修会的

致心情低落，要专注在耶稣的身

力，也能安息在神的里面。

敬拜，神通过敬拜的诗歌对我

上。主耶稣是我的拯救，没有任

六个月之后，我按医

说话，把我带入神的同在中，

何挑战和境遇能把我击垮。谢谢

生要求再去检查胃，我的

並在我身上自由工作，我的眼

耶稣，把我从我的罪中拯救出

胃溃疡已经无影无踪了。

泪常常如泉涌出，得释放，得

来，在我所遇到的困境中拯救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自由，得医治，得平安和喜乐。

我。我领受主耶稣的智慧、保

最难忘的是 2018 那年，我

护和看顾。使我在每个低谷中得

先生去世不久，我跌入了人生

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听

的最低谷，时常难以入睡，得

著“遇见你”这首诗歌，我的眼

了胃溃疡。由于先生的公司和

泪大颗大颗的流出来，主耶稣让

三个孩子还没长大成人等许多难

我知道遇见神，就是遇见幸福，

题需要独自面对，让我常常处在

祂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祂以

恐惧、焦虑、担忧和压力之中。

外。在主面前，我才有满足的喜

我知道自己更需要来到教会，参

乐。在那段最难的时间里，我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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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晨到夜晚
文 / 林曦

从

去年4月份开始，因疫情

的时间，都可以属于祢。有次星

的缘故，我没上班在家

期三晚上祷告会，师母说，今天

里，因此有比较多的时间来祷

的祷告会和往常不一样，要安静

告亲近神，神也借着梦告诉我，

在神的面前，聆听祂的声音。

早晩都要花时间来到祂面前，祷

安静的时候我心里就

告亲近主。到了8月份我恢復上

响起一首歌“从早晨到夜

班，时间就不够用了，工作累了

晚”歌词大概是：		

我就想多睡觉。慢慢地就没有每
天祷告了，但感觉非常的不好，
也不开心，我就祷告：神啊，

早晨我睁开眼睛

帮助我有力量和时间亲近祢。

渴望聆听你声音

每天早上起床，如果没有

.........

闹钟响，我都睡得很晚。前段

夜晩我仍要歌唱

道我心中的渴望，知道我

时间我突然都没开闹钟，就醒

向你阐明我心意

想每天早晚都来亲近祂。

过来了，还比较早呀，但每次

.........

我都在滑手机，把时间白白浪费

现 在 我 每 天 早 晨 起
来之后，都能克服手机的

了。我难过又愧疚，我就祷告：

吸引，先花时間亲近主。

主耶稣啊，祢来帮助我，让早上

我的心被深深地感动，

起来的那段时间和晚上睡觉之前

原来耶稣没有生气，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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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的緣故
施比受更有福
文 / 郭信慧

在

上帝的原則裏面，付出

，000塊錢台幣。而且我又在台

會做了一些小組詩歌集。回想起

總是比接受還要更有

北租房子。所以4000塊錢對我而

來，當他們叫我做這些小組詩歌

福氣。當我們付出的時候，上

言不是個小數目。但是我願意順

集的時候，並沒有告訴我是有酬

帝會用祂的喜樂充滿我們的心

服上帝的旨意。因此，我把4000

勞的，這件事讓我第一次明白

靈，而且在我們願意付出的時

塊錢台幣放入一個信封，信封的

我所相信的上帝什麼都知道。

候，上帝會再多加給我們一些

上面寫著那位傳道人的名字。在

去年教會成立了一個歡樂唱

恩賜，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

裡面我只寫著上帝祝福你。在

小組群，我陰錯陽差地成為了教

在我的生命當中很多次都

信封的外面和裡面我沒有寫我

樂理的老師。我花非常多時間找

遇到這樣子的事情。大概三十

的名字，然後我就把信封投到

了一些教材，但是教了一陣子之

多年前，當我還在臺北靈糧堂

教會的信箱裡去了。兩天之後

後發現，這些教材都是英文，對

的時候，有一位傳道人她的父

我收到這位傳道人的電話，她

某些人而言可能有些吃力。後來

親過世。當我聽到消息時，我

請我到她的辦公室裡，當我到

我就想那乾脆我自己編寫算了，

只是為她禱告。但是突然間上

她的辦公室裡，她拿給我一個

所以我就開始著手自己寫中文版

帝給我一個意念，就是上帝要

信封，這個信封裡面裝滿了4000

的樂理教材。我突然發現，原來
我居然可以寫出一

我為這位傳道人奉獻
從台灣到香港的來回機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些音樂教材。我一

票，因為這位傳道人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直以為自己只是教

家人都在香港。那時候

— 詩篇 65：11

琴的老師，從來沒

我才剛遇見神，我也不

有把自己定位成為

确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編寫教材的老師。

出於上帝。我去查了一下從台灣

塊錢台幣。正當我用狐疑的眼光

但是透過教他們，上帝擴充了

飛到香港的來回機票大概要4000

看著她的時候，她告訴我說，教

我對自我能力的認知，並且上

塊錢。那時候我一個月也才賺20

會決定給我一筆錢，因為我幫教

帝把這样的信心放在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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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 哥林多前書 2：9

類似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

這樣做的。如果這一次我沒有去

一再重複上演，那就是：當我

教歡樂唱的姐妹們，我根本就

剛開始寫的時候真是一頭霧水，

一直在限制自己的時候，上帝

不知道我可以編寫這些東西。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麽，但是

讓我知道祂有給我更多從祂而

很久以前當我在一個琴行

最終，因著上帝的恩典與鼓勵，

來的才華，只是我自己沒有發覺

裏面開演奏會的時候，我看到

四首雙鋼琴的曲子因此而完成。

到，或是我根本對自己沒有一點

那個琴行裏面有二十幾架鋼琴。

當十幾年前我遇到非常艱

信心，因為我一直看輕我自己。

我心裏面就想：嗯，如果我能

難的時刻，我以為我的生命就

透過服事教會的弟兄姐妹，上帝

彈雙鋼琴或是三鋼琴，那應該

要結束了，那時上帝在我的心裏

改變了我對自己的認知。我一直

是很棒的哦！所以，我也花了

放入了一個意念，也就是因為這

認為自己不是一個會寫曲子或是

好多時間去找一些雙鋼琴的曲

個意念，使得我重燃對生命的信

會編寫教材的人。長久以來，我

子，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後來

心，並且開始做一系列的靈修音

只知道自己可以彈琴或是教琴。

我想，既然找不到合適的雙鋼

樂。每當我在最困難無法入眠的

看到在歡樂唱的姐妹們的需要，

琴曲，那我就自己寫。可是後

時候，這些音樂成為我的幫助。

我願意付出時間，按大家可以理

來仔細想，不對，我又不是學

不管我們是在順境或是患

解的程度編寫教材。編完以後我

作曲的，我該怎麽寫呢？但是

難中，上帝一直在工作。因為

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是有能力

也就是因為這些念頭，雖然在

上帝的愛一直在我們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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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的飲食
文 / 毛瑞

微讀圣经App打卡，一年

用

拉太书支持我的观点时，圣灵却

就问神：“既然祢愿意大家都做

读完一遍圣经的活动，

用另外一种方式光照了我。正如

聪明的童女，我将祢对我的开启

教会已经进行三年了，我的感

律法是出自于神，是神对人爱的

讲给她听，我没错啊，我在尽

触就是：神的话是我们日用的

表达方式一样，长辈喜欢提及“

心尽力，但为什么会适得其反

饮食，仔细地咀嚼当天的经文，

老话”，那是她多年来生活的总

呢？”那天圣灵提醒我，虽然

祂就会在当天的生活中對我说

结，虽然不见得都符合圣经，但

我的动机是好的，但我的表达

话。下面的三個见证都是神藉

却是爱我们的一种表达。即使我

方式出了问题，语言过于急躁

着当天的经文光照我的生活。

不喜欢她训斥的方式，但应该在

了。我再次蒙了圣灵的光照！

爱里宽容那些属血气的言辞和声
我们家里是两代人生活在

调，于是我的心顿时得到了释

又有一天，我心里正对妻

一起，难免会有一些沟通

放，也不再去为言语计较了。

子的一些做法嘀嘀咕咕

上的摩擦。有一天长辈又提到：

时，我读经来到使徒行传和哥

老话说......，但我心裡却很不以

在读经的时候，神常给我

林多前后书。哥林多教会是个问

为然。我想这些“老话”又不

有很多个人的开启。一方

题极多的教会，但保罗却显出了

符合圣经，我们既然已经受洗

面，这些开启吸引我更勤奋地

极大的爱心在他们身上。回想我

归入耶稣了，为什么我还要顺

来读圣经，另一方面，我也因

与妻子是2012年结婚的，那时的

服那些“老话”呢？那天的读

此看到自己身边人的不足，就

我甚至比哥林多人更糟糕，但她

经进度正好来到加拉太书，保

忍不住要说这说那。有一天，

却以极大的爱心忍耐我。保罗本

罗不同意有人仍用割礼的律法

夫妻之间又为此产生了摩擦，

是罗马公民，在腓立比他本可以

来约束已经靠着耶稣得救的基

但我一直认为我是在坚持真理，

用自己的身份躲避鞭打囚禁，但

督徒。对于我来说，那些所谓

而不愿意谦卑下来。刚好那天的

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我们就看不

的“老话”就是强加的割礼、

读经进度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前后

到狱中保罗与西拉唱诗赞美神，

世上的小学，要来限制我在基

书，讲到信徒要过圣洁得胜的生

狱卒全家得救这些故事了。妻子

督里的自由！当我正在庆幸加

活来面对主耶稣再来的审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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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保守
文 / 毛瑞

2

019年12月25日，警醒小组和芥菜种小组联合在教会聚餐庆
祝圣诞节，我作为家属很荣幸的也被邀请了。当中有一个节

目，就是每人从一盒写有圣经话语的卡片抽一张祝福卡。我抽
到的经文是：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曾提及过在彼此刚开始的关系

（箴言14：26 和合本）。我读完经文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心里

中，她很累，甚至都说坚持不

嘀咕，难道2020我还有性命之忧不成？我是不是多虑了？但想到

下去了。但是她为了我得救恩

没有什么事是偶然临到自己的，于是我就把这句话存在心里了。

的缘故， 她愿意陪我走第二哩

2020年春节期间，从新闻里传来有关于武汉封城的消息，

路，希望能看到有一天我生命

我隐约的感觉到将要有大事件要发生。在疫情期间，虽然我有

可以重生得救。哥林多人猜疑

时不得不去一些地方，9月时我也要回去上班，但是这句话不

又轻看保罗，自私自利，喜欢

断给我力量，让我心里充满了平安，因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应

告状……，而这一切我的妻子

许。这年当中，我有时遇到某人或去某地的时候，头会隐隐作

也经历了。保罗在爱里建立了哥

痛，心里便有声音提醒我要祷告，然后尽快离开！我想或许这

林多教会，我的妻子与众同工也

也是圣灵的提醒吧。感谢神， 这一年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平安。

在基督里给我带来了新生。新约
里保罗是很多人羡慕的榜样，而
现实中的她就在我的身边。我心
里对妻子的嘀咕顿时烟消云散，
并且多了一份对妻子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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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錢財
文 / 毛瑞

每

年报税对我来说都是一个

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家里

真的是在毫无确据的情况下迈出

挑战，因为很多时候，我

一首一首的听着诗歌、敬拜，想

这一大步。家里的长辈也责怪我

们是以现金结账，而这部分钱并

找到一些解决之道。3月18日，我

们夫妻，有必要为这信仰这么拼

不显示在支票账单上。好多次，

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你要那

吗？我记得那天晚上还有一位弟

我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时，心里总

几千块钱为自己预备什么呢？”

兄也分享他曾经在主面前挣扎，

有一个声音在控告我：”你没有

是啊！不照实报税省下的

把本来要预备给女儿上大学的

如实报税！你在你的神面前不诚

那7000多，我要拿它买什么呢？

学费拿去奉献，他也哭了。虽

实！”2020年3月6日，当我与妻

其实也没我非买不可的东西。但

然因为疫情的缘故，2020年的报

子去一位主内的姐妹家报税前，

终有一天我要去见主面，那时我

税推迟到7月15日，因为我没有

我们一起先做了一个祷告，愿这

能对祂说，我在税上一次诚实

足够的钱来交税，只能求小组

次我们可以加上现金的部分如实

都没做到，是不是很惭愧？ ！

的弟兄帮我代祷。如果神不出

的报税。然而等那姐妹告知我们

要不今年就豁出去了，这大疫

手的话，我想只能分期付款，

要缴的税款时，我顿时傻了眼：

情加上没工作再交将近两万的

或者把房子拿去抵押贷款了。

如果要诚实加上现金的部分，我

税，这也太刺激了吧！我想神

5月3日下午，主日敬拜结

们今年要多交$7000！我马上就

一定会记念我这次的诚实舍己。

束后我回家去看信箱，里面有

下结论了：不报现金收入！我

想到这里，我马上给会计师发信

一封信是乔治亚政府来的，说

承受不了。报税结束后，我们

息，我要加上现金的部分报税。

我申请的PUA通过了！ （这PUA

就回家了，一路上心情很复杂。

不久就收到她的回复说：“表格

是我老板之前帮我申请的，我本

按照我们小组的轮值服

已经递交上去，来不及了！”

来没抱什么希望，因为我看人

事表，我要提前准备4月3号的

我 也 长 出 一 口 气 ，

家拿W2的，一个月也才几百块

查经，题目是：管理钱财。看

神啊，这就不能怪我了。

钱，度日都难，何况我们这些报

到这个题目，我都快崩溃了！

可万万没想到，第二

1099的呢！）我赶紧回到家中，

管理钱财肯定避不开什一当纳

天会计师给我发信息说：“

按照里面给的数据做了一个详细

和如实报税，我可从来没有做

上帝显灵了，你的表格居

的计算，才发现如果可以正常

到过如实报税啊！那，这次查

然没寄出去！”不过我明

领到2020年8月份，我拿到的失

经我又怎么带呢？我再也没有

明记得已经寄出去了啊...？

业金会接近两万，更何况再加

办法靠着守律法，在带查经时

因着一些原因，“管理钱

上我妻子的部分呢！我仔细阅

严严的对弟兄们说：我们应

财”的查经被推迟到5月1日的周

读那封信，才发现它发出的日

该什一当纳，凯撒的钱当归凯

五晚上。那天的查经真的很棒，

子恰恰是5月1日！神的时间实在

撒！这次是真的难倒我了。

在分享的时候我哭了，因为这次

奇妙！神的話也說得夠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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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背后，經歷主恩
文 / 张莹

几

天前的一个晚上，妈妈

自己带了一个，妈妈没带，她说

思意念，让我感受到自己很需要

突然跟我说，她的驾照

和我用一个，当时我也没在意，

耶稣基督的生命，祂的生命何等

找不到了，可能是丢了。然后

等吃饭的时候发现妈妈用了我

美好，那是我所渴慕寻求的 。

我们把所有能想到的地方，工

的碗，我因为找不到碗，吃起

其实每一天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作的地方，家里，车里都找遍

来不方便，心里的声音就更多

情，和我要接触的人，有时候

了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到申

了，“为什么她要用我的碗，怎

表面看起来是麻烦，其实是主

请驾照的地方办挂失。当时我

么就不自己多带一个呢？”......

化妆的祝福！我需要的是：把

心里面就有一些想法，虽然没说

当这些想法都显出来后，

我的烦躁不安，压力，爱里的

出来，可是就觉得要去那个补办

我真是讨厌自己这样子。为什么

贫穷........，带到耶稣的脚前，借

的地方，要花时间早起，排队，

我这么斤斤计较？我怎么就不記

着祷告，呼求祂的帮助和祂的生

有些麻烦，心里不开心！我和妈

得她每天的辛苦，却这么挑剔？

命，让我有能力去面对这些麻

妈是在同一个地方上班，第二天

！当圣灵借这事光照我时，我看

煩。我非常渴望生命被扩张，

上班的时候，我就想用网络提前

到我总是不愿意别人“麻烦”

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长成！

申请，看看是否可以节省一些办

我扰乱我的生活秩序。我看到

感恩的是，当我的心思意

事的时间！在这过程中，妈妈跟

自己在爱里面真的是很贫穷，

念变对了之后，我不再有那么

我说话，我回答的很敷衍，态度

連对自己的母亲，需要我花点

多牢骚和抱怨时，来了一个好

不好。我感受到自己心里有一些

时间，精力帮忙处理一点事，

消息，妈妈的驾照找到了，原

情绪，虽然表面压抑着自己不说

我都嫌麻烦，都没有耐心和爱

来並沒弄丟。所以我也不必花额

过分的话，可是心里却不平静！

心，哎，我想到的都是自己！

外的时间，去挂失重新补办了。

网上预约，怎么申请都没

当时我马上祷告，求神帮助，

神的恩典够我用，其实

有成功，好几次都显示网络信

改变我的态度，也能够在我的

当我把祂允许发生的麻烦事

息错误。之后就忙着工作，一

贫穷上，赐给我祂的爱和生命！

交在神手中，它们都可以成

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吃上午

祷告后心里平静了很多，

为造就我生命化妆的祝福。

饭，这时身体疲惫，心裡也不舒

没有再带着厌烦的情绪工作，

而当我学会功课后，神必不

服，所以等到可以吃饭的时候情

但是我知道这还没有结束，只

会无故的让我白白的花费时

绪不是很好。又因为我们是带便

是有恩典面对当下的工作。晚上

间，经历，浪费我的生命。

当来单位，当天带的是面条，需

回到家，有时间安静下来向神祷

感谢主的恩典，透过麻

要把面用碗分出来，用热水烫一

告时，我又接着方言祷告，一段

烦的事情，让我更多遇见祂！

下吃，需要带额外的碗，早上我

时间后，圣灵继续的打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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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宣教
文 / 叶才

2

020年二月，我参加了国际
关怀恊会CMI组织的柬埔

寨医疗短宣，这次短宣给我留
下深刻的印象。在成行前的几
个月，我还有点犹疑不决，但
期间神两次感动我，要我去参
加，经过祷告后，我就决定去
了。虽然短宣期间新冠疫情已
经开始在全球蔓延， 但我们深
信神是信实的，祂必会保护每
一个队员。果然，我们短宣队
没有一位团员受感染。感谢主!
二月六日， 我们十五位
来自美、加、台三地的同工，
经过长途旅行后在柬埔寨首都

是常常有的，我们需要抓紧机会，把福音带给未听

金边汇合。这期的短宣共有十一天，我们用医疗服

到福音的族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自己要有具

务的方式来服事柬埔寨人民。我在柬埔寨看到那里

体的行动，让主来使用我们，使更多的人归向祂。

有很多的需要。除了物质缺乏之外，主让我看到，

这次短宣有很多令人感恩的事，神給我

如果我们不去把福音带给他们，那里的人就没有指

有机会带领一位妇女归向主;另外，在金边，

望，结局就是沉沦;主也在那里让我看到一些愿意完

主借着一位队员的见证分享， 十五位儿童举

全摆上的神的仆人，他们在那里忠心地服事神，给

手愿意把自已的生命献给主。主也让我们每

了我很好的榜样。这次的短宣也让我意识到机会不

一位队员为彼此作祝福祷告。荣耀归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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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受洗
一件美事
文 / 叶才

文 / 叶才

我

妈妈拜了一辈子观音，常常迴避我向
她传福音。她还对我说：“你信你的

神，我信我的神，這话真令我非常失望。不

2

0 2 0 年 1 月 1 8 日 回 马 来 西 亚 的 时

过，我从来没有放弃为她祷告。经过30年的祷

候，得知我一位小学同学的母亲

告，2016年5月初，我妈妈终于愿意相信耶稣了！

当天清晨过世。想到三个月前，我为

妈妈告訴我她信主后，我常向主求妈

她作坚定信心的祷告，由衷的为她感恩。

妈真信主的确据。直到2019 年10月中，妈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三个月前，我回

说她愿意受洗了，感谢神！2020年2月6日，

马参加50周年的同学团聚。在那次同学会中，

我特别安排妈妈到附近的一間教会受洗。

我与我的小学同学分享了我的得救见证。然

从此以后，我再不必向主求证据了。主

而，他们当时对我的见证却不感兴趣，这使

对我太好了，特别怜悯我的小信。之后，我常

我有点失望。第二天，我在茶室吃早餐时遇

常对主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妈妈信主的事。而

见其中一位初信的小学同学，她就邀请我去

我在祷告中记念我妈妈的时候，一直都为我妈

她家与她妈妈交谈。她的妈妈看起来至少有

妈能信主这事讃美主，感谢神奇妙的恩典。

八十高龄，并且需要有人照顾和帮忙洗肾。
在我们的交谈中，这位老妈妈问我一个关
键问题，“主耶稣基督会赦免我以前所犯的罪
吗？” 我回答她说：“你只要相信耶稣，在主
的面前认罪悔改，不仅你以前所犯的罪，而且
以后所犯的罪，主都已经赥免，已经把它钉在
十字架上了。” 然后我就带她做了一个坚固信
心的祷告，她里面也得到了主赦罪的平安。没想
到三个月后她就回天家了，这是爱我们的主为她
做的一件美事。感谢主，祂就像一位有怜恤的父
亲爱祂的儿女一样，把她心中的疑问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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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轉向神得奇妙醫治
文 / Gloria

感

謝神，在去年的禁食禱告期間，真

再次與教會產生聯繫， 但仍缺少積極追求的熱情。

正的讓我認識到，什麼是基督徒應

2017 年初一場嚴重的流行性感冒再加上嚴重過

該活出的生命。也經歷與神同在的改變。

敏，讓我的健康又亮起了紅燈。從此咳嗽不斷，常因

說來慚愧，從 1991 年信主以來，我一直都不明

咳嗽產生腦部缺氧眼前發黑暈眩，胸部悶塞，鼻竇發

白，成為基督徒的真正意義。信主初期滿腔熱血，

炎，頭痛，鼻子不通，走路就喘，坐下就會不自覺地

每個星期日出席教會主日敬拜，參與教會服事，積

打瞌睡，影響開車，生活作息一片混亂。 透過打抗過

極加入讀經查經各種小組活動，過著好像虔誠的追

敏針，使用市面上所有可能的藥物，只獲得有限的改

求神的生活，如今才知道這些只不過是有如法利賽

善。這時的我已經願意花時間在讀聖經上，但還是沒

人，追求著表象膚淺的認知。接下來在信主六、七

有定期參加小組查經。小組成員為我禱告時，我仍無

年後，連這種形式上的生活，也漸行漸遠的從我生

法感受到大家的代禱的力量。在查出肺部長結節時，

活中消失。我自欺的認為，只要我知道自己是基督

有一天晚上，我感受到一股急迫性，催促著我跪下禱

徒就夠了。脫離了教會，棄絕了小組生活，我任憑

告，禱告後我重新的因信主得永生的自信，讓我勇敢

自己的心意，把生活重心完全放在去追求自己的工

的面對肺癌的可能。同時我對脾氣的控制能力，也一

作及家庭的需要。遇到困難，靠自己都能渡過難

步步因聖靈的提醒而改善。至此我以為基督徒屬靈的

關。一直到 2016 年，我面臨了人生中的大危機。

生活大概就是這樣了，如果此刻死亡，我可以很喜樂

2016 年初我在逛商場時，貨架上的重物倒下，砸

的進入天堂，與主同在。卻不知生命中最大的震盪翻

在我的右側頭上，造成頸脊拉扯受傷，無法工作。六

轉，才正要發生。雖然當時我已經有追求神的心，但

個月後在頸椎逐漸復原中，我竟然在草坪上絆倒扭斷

還是缺乏熱情，常以工作為名，不參加小組查經。

了小腿骨。就在小腿骨折當天，一位許久未聯絡的朋

2020年的40天連鎖禁食禱告，是我第一次選擇每

友，忽然打電話來，邀請我到教會，經過一番推託，

天都禁食一餐，還報名了所有的主日學課程。其實當

在不情不願下再次走入教會，卻意外的得以重遇神的

我報名參加這些禱告和課程時，我並不確定我有辦法

恩典。那天在大家為我禱告時，有一股冷空氣灌入我

做到。沒想到新冠肺炎的肆虐，讓我的工作停擺，一

腳上的石膏，平緩了我的傷處發熱的疼痛。此後我

下子生活中就多出了很多時間，讓我再也沒有藉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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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小組聚會，也有充分時間沈浸在禁食禱告中。

告訴我要醫治我的呼吸。我當時並沒有為我的健康

剛開始的禁食禱告，我覺得自己好虚假，手中一

禱告，這個想法肯定不是由我自己的思想而來，我

串的代禱事項，心中卻無法為有需要的人切切代禱，

趕快檢視自己的呼吸，我的胸悶不見了，鼻子不塞

不知如何愛人和愛神。我做了調整，以聽詩歌來學習

了，整個人都覺得很輕鬆。前面提到過，我的身體

與神親近。我漸漸學會在詩歌中安靜自己的心，感受

因胸悶、鼻塞、喘氣、嚴重咳嗽、暈眩、嗜睡，已

神的奇妙。當時主日課程是＂童年經驗＂，需要我們

到無法正常生活的程度，我只能看著自己因活動力

回想對我們現在的行為思想有影響的童年記憶。我想

下降，體重直缐上升到過度肥胖的病態，全身肌肉

到我們全家人都很容易被我妺妹取悅。當大家圍觀著

關節都在急速衰敗，而無能為力。但經歷 2020 年

我父親與我妹妹之間有趣的互動時，我卻是＂躲＂在

40 天連鎖禱告中認罪悔改並得神奇妙醫治後，我已

後面羨慕的看著。但我不覺得此經驗對我有任何影

經有一年沒吃抗過敏藥物，沒用過氣管擴張劑，比

響，我覺得奇怪為什麼我會想起這個畫面。終於在

去年同期減重將近 30 磅。活動力也逐漸恢復正常。

一個禁食禱告的早晨，我一邊聽著敬拜讚美的詩歌，

感謝讚美主，一切榮耀歸於神，“我的心

全家人圍觀歡樂畫面，化成了衆聖徒聚集在神的寶座

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前，一起向前靠近主敬拜，口裏發出歡呼讃美聲，我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卻躲在後面不敢向前，心中充滿了羞愧。這時我才明

當我願意順服神，祂知道我的需要，在我未開

白，我一直虧欠著神的榮耀。我是如此的不堪，過著

口之前，祂的赦免醫治就這樣神奇的降臨，此

不討神喜悅的生活。這樣的我原来一直陷在蒙蔽里，

時我心中又響起一首歌曲：“你們要先求祂的

還認定神一定會悦納我。我這才開始深切的悔改，學

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習順服，请求聖靈引導我，帮助我胜过老我肉體的试
探，不再是那個一直躲在人後，不敢見主面的人。
經歷了這奇妙的經歷後，又在一次禁食禱告中，
神賞賜給我神蹟的醫治。在我聽詩歌中，进入神深深
的同在里，不知不觉有個＂聲音＂從我心中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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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聖靈得生
文 / Gloria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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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長期在德州的一個石油小鎮工

天我都不和他說話，直到一天有必須處理

作，一個月才會回家一趟過長週

之事時，我才忐忑不安的和他聯絡。那次

末。當時因為疫情的影響，我們已經有三

的通話細節記不得了，大致是我告訴他，

個多月沒見了，平時有事只能靠電話聯絡。

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我最親愛的

有一次，我有件事想和他商量，但在電話

人。當我有事，無法向他傾吐時，我會非常

中我們起了爭執。他又再指責我過於苛求

的難過。當我在抱怨時，需要他的傾聽與諒

別人，還把我沒說過的話，加以扭曲，並

解。他在電話那頭靜靜聽著並安慰我。從那

且在我正說明我的立場時掛了電話。我當

天起，我每次和他通話，心中總是充滿了喜

時真的很生氣，你明明不對，還不聽我解

悅，好像又回到曾經無話不談的年輕歲月。

釋。當時情緒無處宣洩，就開始禱告，但

現在回想起那一次的通話，真的是出於神的

還是無法平息自己的怒火。我只有向我主

引導，我才能絲毫不勉強，不費腦力的，用

裏的好姊妹求援。當和她聯繫上時，我還

異於我平常的交流方式和我先生溝通，也得

未開口，就先痛哭出聲，心中充滿了委曲。

到我先生正面的回應。這事過後，我仍在思

她帶領著我禱告，我的情緒才漸漸平穩。

索，神讓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處。自認心

接下來的幾天，我總會回想過去我和

直口快是美德，用自以為是的正義，指責著

先生相處的點點滴滴。但怎麼也想不明白，

他的錯，其實正是傷害他最深的利刃。我常

我們從無話不談，怎麼慢慢的就變成了現在

忽視了他的美好，卻緊盯著他的短處。過去

的針鋒相對話不投機呢？已經有好長一段時

兩三年，我雖有改善，但既有的溝通方式已

間，我都不知道要如何開口和先生說話，才

然存在，要重新建立良好的溝通，非我個人

不會又引起爭端。確實我有時候很嘮叨，愛

能力所及。如果不是出於神的引領，我想我

批評他。但自認在過去兩三年，神已在我心

仍然會據理力爭。因神的引導，我才有反

裡動工，讓我變得更加的自我克制，如果要

省的能力，為以前對他的傷害表達歉意。

和他討論一些敏感話題，我都會小心翼翼甚

當我向他徵詢做這個見證的意見時，

至到了斟字酌句的地步，就是怕去碰觸他的

他正忙著第二天早上開會要用的資料，要

怒氣點，但是他為什麼就看不到我的改變

是在以前，他可能會覺得我打擾到他了，

呢？我漸漸逃避和他溝通，打電話頻率越

自己的事應該自己決定。但這次他卻耐心

來越少，通話時間越來越短。因為我真的

的聽我把見証的內容說完，也給予我支

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與他之間的關係，只能

持，才回到他的工作上。神的作為是何等

把這事放在禱告裏。他掛我電話後有好幾

奇妙，我無能，但藉著神卻是無所不能。

有平安在我心
文 / 郑艳婷

月7号星期天早上，我正和女儿在家通过

2

到了机场办登机手续，过安检我都心

网络参加主日崇拜时，从中国传来消息

烦意乱，还十分恐惧。感谢赞美主，主的

说有些事情必须回去解决。崇拜结束，我去

恩典真的是够我用的（求主宽恕我，信主

上班，下午2点女儿给我打来电话说机票已

以来虽然参加小组查经，每天读经、祷告，

经订好了，2月10号从三藩市飞上海。但由

但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做到完全的信靠。口

于现在疫情管制的关系，回国必须要有起

里说一切交托给主，其实自己还是紧紧抓

飞前三天由领事馆做双核酸检验通过，再发

住不放手，因为不太肯定自己真有那么幸

给一个叫绿码健康卡的才可以上飞机，所以

运得到神的爱）。当我坐在飞机座椅上的

必须马上飞三藩市停留三天进行核酸检测。

时候，我的耳里清晰地听到“我虽然行过

时间紧迫，我马上跟老板请假。在开

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

车回家途中仇敌开始攻击我，我的情绪开

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一刻

始烦躁、低落。到了家收拾行李，仇敌不停

我的眼泪就落下来，原來我的神是信实的

地攻击说：你放心你父母、丈夫、女儿还有

神，是施诸般恩典和慈爱的神，我确感觉

你弟他们吗？你回去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回

到祂与我同在，祂绝对不会撇下我做孤儿，

来的，他们怎么办？仇敌一直攻击，令我心

祂爱我就爱到底。这一路走来祂为我壮胆。

烦气躁，一个小时里我什么也没整理好。到

这次旅程神还医治了我，从小到大我

最后还是女儿帮我把该带的衣服放到行李箱

都不敢一个人睡，特别是住酒店，我会害

里。 3点出发（因为起飞时间是6点10分、

怕到不敢睡，而且我会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从订机票到出发只有3个小时，时间非常紧

从到达三藩市那天晚上开始，我一个人在酒

迫）。在去机场的途中，仇敌还是不停的攻

店里睡得很踏实，而且把灯也关上，因为我

击，你真的要去吗？现在病毒那么严重，感

已经不会再害怕了，因为神无论何时、何地

染人数那么多，你不怕吗？长时间的飞行，

都会与我同在，祂把我的恐惧医治了。感谢

你要在三藩市住4天3晚，你会好孤独。还要

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祷告的大能让我每晚

做双核酸检测，就算通过了中国领事馆也不

都睡得很踏实，虽然实施隔离规定的时间

一定发放绿码健康卡给你，你别浪费时间，

才过了三分之一 ，但从圣灵而来的平安、

浪费金钱，冒生命危险去做没把握事了。仇

喜乐一直充满着我。太奇妙了，感谢主！

敌的攻击，撒旦的谎言一直不停地骚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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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20 -

學習讓神居首位，与神更深的連結
文 / 李春宇

路

加福音14：26

人到我这裡来，若不爱

作为母亲，我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教养，

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

不想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作为妻子，我想要拥有

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完美的婚姻关系；作为女儿，我想要父母健康长寿

这节经文是我以前非常不能理解的，那些都是

无忧过晚年；作为员工，我想要在上司面前无可指

我的至亲啊，怎能做到不是最爱他们呢？2020年，

摘。这些错了吗？好像都不算错，做好自己的每一

神让我明白这节经文为何会如此教导。神告诉我：

个角色嘛。但同时也是错了，因为我没有把神放在

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别人，包括你最亲近的人，定睛

首位，让神做主，靠着神来做。所以，虽然可以做

在我的身上，待在我的里面，单单享受我。2020年，

到一些事情，却经常身心俱疲，难以持久。2020年，

神让我经历了，让神居首位，更深的与神连结，我会

神让我明白，我应该最看重神的看法，最看重和神

更自由。而且和神的关系好了，其他的自然会归位。

的关系。我必须让自己这根枝子和葡萄树紧密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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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而且要不断茁壮，才会慢慢结实，慢慢地

往对他的种种不满都被甜蜜所代替。这就是圣灵的带

更有能力去承受更多的冲击，挑战，甚至是试探。

领，让我们变得更积极，更正面，更宽容，更感恩。

是靠着圣灵，而不是自己，立志要做神的门徒。

奇妙的是，神也让我看到如果不这样，我就

由于疫情，我和先生从3月中开始在家工作，两

会回到以前的忙乱，甚至更糟。12月8日开始，因

个孩子在家上网课（一个5岁一个7岁）。可想而知，

为工作的原因，每天有长达连续4个小时的电话会

两个大人忙着开会做项目，同时还要督导两个孩子上

议，大多是一早（因为和非洲的时差），有时甚

课学习，真的可以用狼狈来形容。工作上的任务一再

至要6点半就开始。我开始没有像前两个月那样

拖延，我的压力也快井喷了，很容易急躁。九月中的

每天从亲近神开始了。结果，我的睡眠开始极其

一天，脑子里突然想到路加福音14：26。从那以后，

的差，消化系统也出现问题，脑子里像一团雾，

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读经灵修，求神给我智慧，

整个人没办法正常運作。带孩子去Life Time，出

求神来做主，安排我每天的行程和秩序。不知什么时

来以后完全忘记自己的车停在哪里。想要读经，

候开始，生活似乎自己就进入了轨道。我终于稍稍体

完全读不进去。我需要神来救我，我向神呼求。

会到了，每一天从亲近神开始所带来的甜美。工作上

之后的一个傍晚，我陪Jonathan练习钢琴。他突

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在先生和孩子起争执的时候，也

然停下来开始唱歌 （这个孩子从小就喜欢自己作词

不会像以前那样，立刻冲出来“保护”孩子。而是尽

作曲，随性的唱）。他的歌词里面有God。接着，

量给先生时间，私下里再和他好好分析，把自己的看

他问：“妈妈，我想要出去大声唱，可以吗？”我

见告诉他。而先生，似乎也和以前不一样了，至少愿

说好。过了大概15分钟，我把他叫回来。 他兴冲冲

意花时间，打开自己的耳朵听我说了。我提醒他不要

的说：“妈妈，我刚刚听到有个声音对我说， I’m

动怒，他多数的时候也能立刻缓和下来，而不是像以

your God， I’m your biggest protection， I’m always

前那样觉得我在溺爱孩子，而不愿妥协。在和先生的

here， so come and stand beside me...”， 翻成中文就
是：“我是你的神，我是你最大的保护。我一直在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
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
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 路加福音14：26

这里，到我这里来！”我相信这也是神要告诉我的。
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气，里面的压力似乎也随之散去。
是啊，任何时候，神都是我们最大的保护，
我们应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他是我们
的大牧者，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的擔子是轻省
的，只有紧紧的跟随神，用从神来的爱，才能更
有能力和智慧去真正的好好的爱他人，才能完成

关系方面，神也提醒我“你要专注于和我的关系，做

圣经上其他的诫命。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而

好自己。至于你的先生，你要为他祷告，把他交给

是靠圣灵。神也不会让我们去承受超过我们所能

我”。有一天，在烤面包的时候，看着面包一个个

承受的，因为他了解我们每一个。越艰难的环

的在烤箱里变成胖子，脑海里不断的闪现过去十几年

境，我们越是要回到神的同在里，靠着神得胜！

和先生在一起的种种过往。内心突然充满了感恩，以

2020年真是充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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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

見證            的一年
文 / Rachel Wei

020年初，因為疫情，先生與女兒開始在家裡

2

中渴望能帶心柔到台灣學習中文，想一想發現神

上班上課。兒子正牙牙學語，天天有爸爸與姐

早已預備好了。我們在2018幫小孩辦好了身分可以

姐在家陪伴，又能時常全家到戶外走走，非常難

回台，在2019心柔在台灣小學讀了兩個月，保留學

得。這是我們家第一個因為疫情而得到的恩典。

籍隨時可以再上學。加上前半年閱讀的累積，不

女兒心柔網課之餘，每天在家大量閱讀，並且

用擔心回美讀書的銜接。除此之外，在心柔受洗

讀五章聖經寫下心得，每周兩次與在台灣的外公外

的那一天，永宙牧師為她禱告時，上帝告訴牧師：

婆網上查經，半年間幾乎把舊約查考完了。夏天時，

「可以帶她去」那時牧師並不知道我們想要去台

她就非常渴望受洗，也加入教會第29屆洗禮。當時

灣，所以又是神的恩典印證，帶領著我們回台灣。

我曾擔心到人群聚集的Lake Lanier受洗會有危險，在

去台灣前我懷孕了，我們又陷入考慮。是不是

小組禱告時，少慈姊

過了冬天就回美國？ 我什麼都沒準備，怎麼有能耐

妹主動提出可以使用

自己帶著兩個孩子在台灣待產呢？ 到了台灣有兩周

她家的游泳池洗禮。

的隔離，防疫旅館都要十幾萬台幣起跳，而且只有

受洗那天，湖岸能下

很狹小的活動空間。我們很蒙福的借到了竹東教會

水的地點都因大雨破

的三樓做隔離，有教室可以工作上課給小孩跑跳，

壞被關起來了。當下

還有頂樓可以每天透透氣。全家隔離兩個禮拜，我

師母問我跟Vivien有

們夫妻居然都沒有吵架。多麼難得的恩典阿！兩周

沒有游泳池可以受

後順利地搬進公寓。教會裡一起長大的朋友來看我，

洗的？其實一般社

才知道她也剛懷孕，和我預產期只差一周。這下她把

區游泳池因疫情已

醫生醫院都介紹給我，我倆還一起去訂了月子中心，

不對外開放，我們

可以在月子中互相照顧陪伴。還有比這更好的嗎？

就異口同聲地說：

我想用機車來接送孩子上學，但是就是無法通

「少慈的家!」後來我們有一個美好的下午，

過機車路考。大為十一月要回美國的前幾天，我們

在私人的游泳池邊，見證了女兒與弟兄姊妹

硬著頭皮再去考路試。差了一點又失敗了，心裡很

的洗禮。一切都有神的安排保守，連那場

失望。沒想到那天晚上我媽媽小組裡一位姊妹說，

破壞湖邊的大雨，神也早已預備好了恩典。

她這周突然多了一部車，她很困擾沒有停車位，希

2020上半年網課學習順利的度過，但是我心

望把車無限期借給我用，我只需要去租一個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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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車就好。原來上帝憐憫我們，賜下一部車子更安全
的接送小孩。租車位也同樣的奇妙，社區裡的車位一
位難求。鄰居老先生說，在我以前有八個人來詢問，
但是他就是把車位出租給我了。而且他聽到我懷孕，
就很熱心地把準備給孫子用的嬰兒床與推車送給我，
因為他兒孫因疫情不回台灣了。就這樣，我在風大車
多的新竹，就不必懷孕還騎機車載小孩上下學了。
我回台灣之前請小組幫我禱告，可以找到一個
合適的小組。後來在社區裡偶遇了召會的兒童班活
動，我開始在鄰居海兵姊妹家裡聚會，由幾位媽媽
們輪流帶領聚會。雖說是陪伴服事孩子們，但是有了
這幾位姊妹互相分享勉勵，我也得了安慰與友誼。我
與孩子三人都同時得到造就，是超乎我想像的恩典。
我一直都在為兒子心牧找幼稚園，希望他在
老三出生前學習獨立，但是怎麼樣都找不到。最
後報上一個私立幼稚園的候補名額，每個月學費
要近兩萬台幣，情勢所逼心中有點無奈。開學前
幾天，有位陌生的鄰居太太主動來跟我說，附近
私立的Montessori幼稚園前所未有的增開新的公立
班級。有私立的規模與資源，但是卻收公立的學
費，每月只要四千台幣，上課第一週還可以讓家長
陪伴小孩。就這樣心牧也在恩典中快樂去上學了。
過去一年的經歷真的很特別。因為在人的面前
都是無解的難題。沒地方受洗怎麼辦？沒有交通工
具怎麼辦？沒有學校怎麼辦？沒有隔離的居所怎麼

恩典下都解決了，還比我們自己的方法更好更完備。

辦？懷孕生產人生地不熟怎麼辦？但是在神的祝福

當將你的事交托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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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益情
文 / 李一菲

萬

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跌破大

為全世界疫情第一慘重的國家，整個美國好似正在

家的眼鏡，世界稱霸為「高科技，高生技」

經歷聖經說的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的時刻。

的美國，竟然在這次
covid疫情中，被大大
的震動。大家平日的
生活方式在轉眼之間全

疫情剛開始在全

凡跌倒的，耶和華將他們扶持；凡被壓下的，
將他們扶起。

然改变，大多數的人居
家隔離，出門帶口罩，

國擴散時，當時的我
非常害怕，深深地感
覺耶穌再來的日子就

— 詩篇 145：14

在門口。我害怕是因
為我沒有預備好，

在外保持距離，常常洗手，能夠在家工作的在家工

我害怕當我見主時，祂會说我不認識你...因此我

作，學生在線上學習，教會在線上看直播，小組在

想要做那聰明的童女，自己預備油，等候新郎

Zoom 上聚會，朋友不來往見面，父母不鼓勵在外上

的到來。於是開始多讀經，等候神，和姐妹們一

學的孩子放假回家，不再去餐館，無法旅遊。雖是

起禱讀或祷告，同時求神光照我裏面的黑暗，為

居家隔離，被感染和死亡的人數天天急速加增，成

我再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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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垂聽了我的祷告，祂愛
我，要我更好，祂用環境及週

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卻要起來；我雖坐在

邊的人在短短三個月裏光照我裏

黑暗裏，耶和華卻作我的光。

面許多的黑暗：如易被冒犯，易

— 彌迦書 7：8

被激怒，常計算別人的惡，論斷
批評，驕傲嫉妒，及浪費時間等
等。看到自己如此的敗壞，非常地懊惱，也厭惡自己

倒，我求神幫助我竭力來建造那能存到永遠的工程。

的光景。聖靈更是不停止地在我心裏做攪動的工作，

神又讓我明白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之前說的”

讓我不能不面對我的黑暗，這些黑暗使我的心憂愁，

成了”，是耶穌已完成了天父所托付給祂救贖的任

靈下沉，我若不處理我裏面的黑暗就無法得安息。於

務，這個救贖是完整的（Whole），包括我們的靈魂

是我先向主認罪悔改，鼓起勇氣再和週邊的人認罪悔

體得贖。去年9月初父親因跌倒引起肺炎住院，當時

改，每次我如此做，霎那間那千斤重的擔子立即脫

父親肺炎發炎指數相當高，且有敗血症的跡象，加

落，我過去的喜樂又再回來。就如詩篇16：9說到「

上高齡，當時家人來電報告父親病情危急，我心非

為此我的心快樂，我的靈歡欣，我的肉身也必安然

常地焦急，立即和牧師，師母聯絡請教會為父親代

居住。」我知道這是一條義路，我也知道我不完全仍

祷。我也告知我的小組姐妹，請大家一起代禱。在

會跌倒，但神應允我們「凡跌倒的，耶和華將他們扶

為父親禱告時，我想起耶穌說的’’成了’’，祂

持；凡被壓下的，將他們扶起。」（詩篇 145：14）

已完成了救贖的工作，我要相信且領受父親必因耶

「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

穌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贖（包括身体的救贖）得完

倒，卻要起來；我雖坐在黑暗裏，耶和華卻作我

全的醫治！我的禱告和過去很不一樣，我就是相信和

的光。」（彌迦書 7：8）			

領受這白白的恩典，並感恩與讚美耶穌已作成的。我

在疫情期間，由於覺得神話語的重要性，所以

也把主權交給神，求祂憐憫與赐恩，無論結果如何，

就花時間研讀聖經，默想神的話，神就向我開啓我以

我相信祂的意念和道路，高過我的意念和道路，祂為

前沒有看到的，例如永生，「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

父親所預備都是最美好的。感謝神，父親住院一個多

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

月後出院。出院後他帶著鼻胃管和尿管回家，再經过

生」（約翰福音3：16）「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

一個月後的復健，他脫去所有的管子，那時的父親好

上帝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開心，因他脫去了那纏累他得自由的管子。 那時神讓

（約翰一書5：13）「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

我看見在我的生命中，也有許多纏累我的管子，阻擾

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翰福音

我前進，我求神幫助我脫去這些纏累使我能奔向神。

17：3）這些經文裏的“永生”，我一直認為是指死

雖然這疫情在人看來是一場大災難，可

後的永遠生命，卻不知神賜給我們的永生是可以在現

是對神的兒女們，這或許是我們得益處的時

今就能得著的豐盛生命，「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

候。我很感謝神在這段時間不斷地教導我，帶

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領我，擴張我的帳幕，使我更多的認識祂和

盛。」（約翰福音 10：10）經過神的開啓之後，我可

祂的話，渴慕脫去纏累走進祂給我的命定！

以很快地轉眼注視耶穌，不再被那些沒有意義的事絆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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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ful
神是信實的，祂掌管一切
文 / 李春宇

2

016年11月，我来到现在的工作岗位。在那一年
的church retreat上，牧师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

告诉我「神所做的，我们并不知道，一年，两年，
三年。」对于当时在这个职位度日如年的我而言，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 羅馬書 8：28

把这理解为神要我在这里做满3年。靠着读经祷告和
从神来的智慧，撑过了2017到2019年，每一年都靠
着神得胜。2019年底，因为和神的3年之约满了，我
开始积极的找工作，准备离开国际合作部，回归到

2001年，那个什么都想着靠自己，口中念着「谁说女

美国本土的部门。2020年我的职场发生了大震动。10

子不如男」的我了。2021年1月21日，我拿到了新工

月，原本的老板(一直打压我，使我面临职场危机的

作的offer。而过去4年的工作经历对于接下来的这个

一位主管)被调职。同时，我也兑现了和神的约定，

职位是不可或缺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

要把光带进这个部门。前任主管在的时候，没有人能

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28）

在她手下做超过1年。黑暗退去，光明要进来了。11

当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和神变得前所未有的亲

月，我带领的一个项目的报告要发表。那个国家的

密。感谢主！阿爸父，谢谢祢，祢的意念永远高过

卫生部部长和CDC在那个国家的country director共同

我的意念。谦卑，顺服，信靠，是与我最为有益的。

出席了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合作者 说，从未见过一
个项目被如此大阵仗的重视和报道。我知道，这是
神做的。现在回想，神在过去4年，让我走出舒适
区，面对逆境，从而实现了谦卑自己，靠着神胜过
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学会了信靠神。我再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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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化詛為恩
文 / 李海燕

020是不平凡的一年，但也是感恩的一

2

的头一天晩上，他大表哥请大家去外面吃

年。在疫情期间，我成长了很多。学会

饭，叫我也去。我说：“我不去了，你们

了感恩，学会了放下仇恨，也学会了祷告。

去吧，因为要带两个小孙子，不方便。”

就拿放下仇恨这件事情来说吧，

当他们要出门的时候，我叫住了他们说：“

从我刚来到美国半年左右，因为一些

我包的饺子给你表哥带一点。”当时他们

矛盾，我跟我女婿的两个表哥，结下

站在门口互相看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了仇恨。这十几年来，一想到他们，

亲家说：“亲家母，我这次回来，发现你

我就恨得牙根疼，巴不得杀了他们！

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你以前很恨他们俩，

有一天，我在家祷告，突然有一个声音

现在看你对他们的态度，我都不敢相信这

对我说：“要放下仇恨，相信你能做到!”

是你？”我说：“我现在这样，是因我的

当时我的心扑通一下跳得好不寻常，内心挣

神，阿爸父，帮助了我，改变了我，让我

扎了好几天。之后我去孩子的歺馆，正好女

放下仇恨，好好生活！”我又对他们说：“

婿的二表哥也在，他叫了我一声“大姨”，

为什么不放下过去的仇恨呢？钱包没了我

我竟一反往常，就回应了他 。几天之后是

可以买，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腊月初八，我煮了腊八粥，并且主动地盛

为什么不好好活着，干嘛要结仇呢？”

了一碗给他，我女儿和女婿看着我直楞神。

在疫情的这段时间里，让我有了这么好

没几天我女婿的爸爸，从纽约过来。

的机会来靠近神，更加的认识神，亲近神。

女婿的表哥也一起来我家吃饭。我心情

我们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感谢神，教我

很好！不像以前那样，别说来我家吃饭，

学习饶恕，放下仇恨，以后我会好好生活！

就是连门我都不让进。就在我们亲家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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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教士
得到的激勵
文 / 徐婧瑶

2

020年初在病毒莫名袭来的初期，突闻认识多年的
日本宣教士 Paul 被诊断出一种血癌，这个消息对

我的打击甚至超出病毒在中国爆发初期的感受。我赶
到他接受治疗的医院送口罩，却一路也无法想像如何

误了归程。宣教士字里行间有迫切祷告后的遗憾，和

安慰鼓励他…见到他那一瞬间，他竟然用当时网上最

把自己全然献给神的无悔，神在他最哀伤的时候，提

新潮的中国式问候来和我打招呼！大灾大难像完全

醒他扶着犁头不用再回头！这样的心志深深鼓励我。

没有碰到他一样，仍然保持多年的幽默和沉稳，把

2020 的疫情把我刚刚起步的短宣之旅打乱，除

我心里想如何安慰他的重担挪去。医生的初步诊断

了线上定期参加世界各地宣教士的分享祷告外，我

是大约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存活，对于 72 岁刚刚退

们教会也进一步加强为他们代祷的安排，这其中包括

休的他，身后还有一个常年被多种病症缠绕的女儿

为宣教工场募款筹集防疫物资，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

要照顾，我很讶异他里面那不能震动的国。在第二

外教会的姐妹，是在年初为大陆、美国捐赠医疗防护

次我去医院拜访的时候，只见到了他的太太 Nancy，

物资过程认识的，她本身常年有固定的支持宣教士，

那一天她和我分享在复活节时重读用香膏为耶稣抹

她听到我们教会最近的募捐活动，就给了我一个厚厚

脚的女人的经文，圣灵对她的内心说话：因为女儿

的信封，当我转给教会时，我里面被圣灵大大感动，

和先生的日子不多了，这是她为他们洗脚的时候！

这样被神所塑造的美丽生命，让我大大赞美神！宣教

正如 Paul 所分享的，回天国好得无比，唯一让他不

是神给每位跟随祂之人的呼召，疫情只是打乱过去的

忍的是和太太 Nancy 暂时的分开，留下她一个人面

宣教思路和方式，相信神在末世快手笔的工作中，正

对挑战，毕竟 Nancy 经历三次白内障手术后，她的

是庄稼成熟要收割的时候，正如最近认识到那个在西

眼睛还是不能独自开车，女儿的身体也还需要很多的

亚宣教的姐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次次回到战

治疗。但 Paul 从容地面对这一切，很美生命的榜样。

火纷飞的穆斯林国家，用重生的生命来服事孤儿寡

六月底，在疫情进入更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全

母，为那些异教徒开垦荒地填饱肚腹，忠心地在为

家还是决定和朋友一起到海边休假，工作生活教会

福音廣传工作，我实在有太多需要去祷告去效法的！

中太多的突变和各种应急反应和改变，我实在需要

感谢神，让我一直可以遇见这些跑在我

一个短暂的休息。那一天却突然接到东南亚宣教士

前面的圣徒们，激励我有力量过滤掉更多的噪

的一封家书分享，我的眼泪无法止住：年轻宣教士

音，抖掉更多的缠累，更专心寻求神带领的声音

的爸爸病危中，一次次希望儿子可以从宣教工场回

并坚固我福音的脚步！求神成就祂要我去完成

去见一面，可是疫情的嚴峻和宣教场的紧急需要延

的使命，就算只有几个灵魂得救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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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与真理
文 / Lynn Wang

自

2019年12月我爸爸从中国回美国后，
我就开始陪伴他走上身体复健治疗

的道路。我每周在医院与我爸的家之间
不停地奔跑，常常要面对我爸爸不配合
运动、乱发脾气的状况。他觉得动一动
全身都疼，所以不想动。不断地说”我身
体这样就可以了。”爸爸一点都不期望身
体能有所改善。面对爸爸的态度，我真是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和醫治，

特别的无奈，也很灰心，不知道该如何为

也是为我爸所做的，他可以领受医治的

他祷告，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会得医治。

恩典。我為这一路上神给我有关爸爸的

一月底我开始参加教会的“清泉课

异象感谢神，宣告神的旨意必定成就。

程”，在一次课程快要结束时，讲员提

过了两天，我妈在电话那头对我说：“

到“现实与真理是不同的！”这句话深深

这几天你爸自己想通了要做运动，想好

地抓住了我的心，聚会完后我一直思想这

起来，态度都不一样了。”太奇妙了。

事，想著想著就睡着了。清晨起来，在神

感谢主，将真理向我显明，

面前我深深地悔改，我错了，真的错了。

也给了我希望，使我再度相信神能

虽然我爸的身体还是老样子，但我要相信

也愿意在我爸爸身上成就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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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倚靠耶和華的人
蒙恩見證
文 / 陳鳳嬌

由

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在 2020 年這個非常不容

複診一次，

易的一年中，我的家蒙主的看顧保守，經歷了

除作例行檢

不尋常的恩典，讓我一一道來。兒子經營的餐館是位

查以外，醫

於亞特蘭大市中心的一個堂吃店。2020 年三月中，

生沒有對常

由於新冠疫情的關系，不得不關門。到了四月初，

祥進行過實

兒子決定開門營業。受環境的影響，我心中忐忑不

質的治療，

安。在禱告中神提醒我：依靠耶和華的人，祂的兒

植皮的地方

女有避難所。其實在三月中的時候，神就把這句話

竟變薄了很

放在我裏面，但是我沒有在意，就忘記了。到了四

多。今年年

月份，這句話又湧出來。我就緊緊地抓住這句話，

初複診的時

為兒子開業的平安迫切禱告。因為不是外賣店，而

候，醫生都

是堂吃店，客人進進出出，我的兒子兒媳和員工們

不明白為什

都蒙主的保守。去年10月底有一個員工生病了兩個

麽會這樣，常祥自己也不知道。這完全是神奇妙的醫

月，我和我的先生常祥就不得不去店裏幫忙。在這

治，榮耀歸給祂！常祥也從屬靈的低谷中走岀來了，

樣的大疫情中，我們沒有懼怕，心裏充滿了平安。

靈性也開始有大突破。今年農曆大年初一，我們夫婦

我們店的生意上半年不是很好，下半年有所提升，

一起同心合意的禱告，再次體會到靈裏合一的甜蜜。

雖然沒有像往年那麽好，但我們已經很感恩了。

去年 11 月 20 號，天剛亮的時候，我的媳婦

我的家還有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關於我先

要去上班，發現停在車庫前的車不見了。她只好和

生常祥的。在 2017年他的皮膚被油嚴重地燙傷，經過

我的兒子開一輛車去接員工們上班。我當時心裏不

好幾次的植皮手術。植皮後長出的皮膚變得很硬又很

知為什麽有這樣的感動：那輛車就在我們家附近。

厚，沒有一點彈性，讓他很痛苦。 他自己也曾經陷入

我對常祥說要不要開車出去找一找。常祥說不要去

屬靈的低谷。因著上帝的憐憫，祂垂聽了教會弟兄

了，車已經被人偷了，哪裏還能找得到。第二天凌

姐妹們為常祥的禱告，祂親自醫治他。由於疫情的

晨一點多，警察打電話來說他們在離我家很近的地

關系，從去年二月到今年 2021 年初，除了每三個月

方找到了那輛丟失的車子，讓我們去拿車並完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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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手續。感恩的是車子並沒有什麽損壞，真是神

些弟兄姐妹染上了新冠病毒，但我們互相守望，彼

的憐憫和眷顧，讓我們有這樣失而復得的經歷。

此關心代禱，他們都得著了醫治。真是感謝主，讓

我也要為我的小組感恩。小組成立兩年多，

我們經歷了不帶懼怕的平安，沒有憂慮的富足，不

弟兄姐妹彼此相愛，感情很好。願意一同追求神，

經人手的醫治，這真是神給倚靠祂的人的厚恩。

一起查考神的話語，一起同工。在疫情中，雖然有

耶穌是真神
文 / 胡翠花

我

住在佛堂近三年，负责打理佛堂事物，包括

的微笑...醒来后兴奋的打电话给 Esther 要求马上受

法师的饮食、法会打鼓，捐了很多钱，也吃

洗！靠着耶稣给我的平安，我搬出佛堂回到了家。

素近二年，为了多积功德有平安。不知何时开始感

現在时常跟教会姐妹读经祷告，因着感恩，我也

觉人生没有目标，心中莫名的恐惧，越来越不安，

会一起去帮助在信仰里曾经跟我一样迷茫的朋友们，

也不知几时说话开始结巴。就在此时有位姐妹邀请

传达从天父上帝而来的爱。现在的我不再恐惧，心中

我去以色列同游，在那 10 多天里，导游介绍耶稣背

平安喜乐，对未来充满了盼望。最意外的是我的结巴

着沉重的十字架一路走到刑场，为世人的罪被钉死

不知不觉竟然治愈了！感谢赞美主耶稣，祂是真神！

在十字架的过程。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股很深的
伤痛，觉得耶稣好伟大，牺牲自己，眼泪止不住的
喷涌而出。之后我就很渴慕要了解有关耶稣的一切。
我回美国之后 Karen 姐妹就邀请我聚会，认识
了 Esther，她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感觉到了我内
心的不安，就问我：“妳愿意将心打开让耶稣住进
心里吗？”当时我就哭泣着问：“真的可以吗？”
她说寻求的必寻见，就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那
晚睡得很香甜，醒来犹如重生，心中说不出的喜
悦。恰巧那天是我的生日，一定是上帝的安排！
之后每一天感觉非常饥渴，如鹿切慕溪水寻求神。
有一天 Esther 问我想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吗？
当下我有些犹豫，因为当时我还住在佛堂，睡前祷
告求问上帝是否应该受洗。那天晚上梦见耶稣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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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愛融化冰川
文 / 谷靜

我

是家中独女，爸爸是军官，妈妈是医
生，在那个年代，我被贴上了幸福的

标签。然而那时，军队里的爸爸一年也见不上
一面，而上班忙碌的妈妈只能被迫把我送到整
托幼儿园，小小的我从那时起就渴望被爱。
时光如梭，后来爸爸转业回到了我和妈妈生
活的城市，而我也长大了。那份渴望被爱的心却
一直没有变。爸爸少小离家上军校，在军队摸爬
滚打20多年，军人身上不苟言笑的作风在他的身上
被完美体现，有时甚至冷酷。记得初中时，在医院
大院里，看到邻居姐姐挽着她爸爸的手臂，开开
心心地有说有笑，我也学着他们挽起我爸爸的手
臂，可接下来的场景却让我终生难忘，爸爸即刻
推开了我的手；渴望的父爱一次次让我心灰意冷。
再后来，我和先生来到了美国，第一次有人
告诉我，天堂里的阿爸父，祂非常爱你。于是我
就对天堂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可那时的我，只是
觉得，天堂里的爱就是家的温暖或者错过的父爱。
再后来，大女儿10岁了，向来温顺的她开始出
现叛逆，对家人冷漠，拒绝和我沟通，为此我痛苦

为三明治中被牢牢固定的中间那个。感谢主，充

不堪。我问遍了身边在主里灵命资深的姐妹，得来

满圣灵感动的开场和结尾，一次次地直击我心。

的都是同样一句话：只要你和神的关系恢复了，你

有一次我又为叛逆期的大女儿痛苦不堪而需要

和女儿的关系就能恢复。怎么恢复？ 我一知半解。

代祷。结尾的姐妹娓娓道来：天父，你现在看到小

我试着加入了喜乐小组，又试着和另外两位

Gina为了她大女儿的叛逆而痛苦不堪，可想而知在

姐妹每周固定线上祷告。我必须坦白，在这之前，

她10年不认主的年月里，你一次次地看着她离你远

我不会祷告，刚开始祷告时，我苍白无力，思绪凌

去，你的心是何等痛苦。就这一句话，我里面所有

乱。而她们从一开始就有意托住我，我的祷告就成

的苦楚像翻江倒海一样倾泻了出来，泪水已经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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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的心態
文 / 陳惟崧

記

得三十多年前，當我爸爸七十多歲的時候，
有一天他試著要開我的車子，雖然他有駕

駛執照很久了，但是一起步就撞上牆，從那時起
而就在这时，半夜11点的书房门外，有人在敲门，

他再也不敢開車了。我當時還不了解為什麼他的

是谁？老大老二都已经睡了呀！我起身开门，“妈

膽子變得這麼小。現在我也到了70好幾，終於能

妈， 你能上来陪我睡觉吗？我有点害怕。”望着门

理解他了。人年紀越來越大，膽子卻越變越小。

外的大女儿，我不敢相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听祷

退休後，我和太太Grace來到亞特蘭大。本以

告的神在做工！毫不犹豫，我紧紧抱着眼前的她，

為年歲大了，神不會再使用我們，事實上並非如

那句压在心底却不知怎样才能说出口的话，一遍遍

此，神看重的是我們的內心而不是年齡。由於我

重复着：Sorry， 之前妈妈没有好好爱你……此时

曾在教會做音響同工多年，在這個疫情緊張的時

的我已经泣不成声，而怀里那个一直冷漠拒绝跟我

候，教會改用網上直播主日崇拜，所以牧師與師

沟通的小丫头也红着眼抽泣着。这是第一次，渴望

母邀请我在這一領域繼續服事。剛開始我直接參

被爱的我体会到：天父爱我，祂从没有离弃我，祂

與影音部分，可是緊張丶膽怯，做起事來壓力很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帮助我，祂知道我的所思所想。

大。牧師丶師母都沒有放棄我，他們鼓勵我，要

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是一次三明治式的祷告，

我負責主日直播小組，在這個領域裡與其他弟兄

结尾的姐妹无意中说道：天父，你就像我的老父

姊妹同工，我深深感覺到神並沒有離我遠去。所

亲，在昏黄的路灯下，等我回家。突然，一个似

以我每個禮拜天都很興奮的來參與直播服事，感

曾相识的画面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上初中时，一

謝各位同工，我們合作無間，在不斷地改進下都

次跟同学看电影回家很晚，一向严厉的爸爸坐在

能順利完成使命。謝謝牧師丶師母及各位同工的

沙发旁等我，暗绿色的台灯映在他的脸上，越发

幫助。雖然緊張還是存在，但是已經改善了很多。

显得可怕。可听完这句祷告的我，却突然发觉，

再說到今年我們分組查考門徒訓練課程，神教

那位等候晚归女儿的父亲是多么慈祥。泪眼中，我

導我能夠透過聖靈專心仰望神。每個禮拜與小組的

随即打通了微信那边的爸爸，“老爸，我爱你！”

弟兄分享神的話語，把寶貴的時光交還於主。小組

10多年来，这句话第一次从我嘴里轻松地迸出。

查經丶微讀聖經丶門徒訓練和清泉課程讓我找回與

如果不是神的爱感动了我，我和爸爸之间的冰川

主美好的時光。現在我過的是充滿喜樂也充實的生

是不可能融化的，而我心底的那句话也是不可能说出

活。因此，我要感謝神丶讚美神，每天過著有主的

来的！神的爱可以断开我的苦楚，断开不幸与悲伤！

日子，真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最後我要跟說弟

神爱我，就是要让我活出祂的样子，去爱身邊的人!!

兄姐妹們說，年歲不是問題，要的是專心仰望神丶
信靠神、全然委身於神。希望能與弟兄姊妹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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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引領
文 / 葛梦如

我

的床頭櫃上有一本聖經，
是我七年前得到的。那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是一個周末的晚上，我的好友

— 耶利米書29：13-14

帶我來到衡山路上的主教堂，
那天人非常多，幾乎座無虛
席，臺上唱詩歌敬拜，一片歡

教會，當時並沒有任何感覺，只

學習聖經，不斷的更新自己的

樂的氣氛。看著他們一個個充

是為了打發時間而已。其實神已

心思意念，每天都充實快樂。

滿喜樂的笑臉，我心中在想這

經在悄悄地動工了，我後來才知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

些人為何如此可愛？接下來有

道我的那位女友一直在為我能認

求我，就必尋見。”耶利米書

禱告、牧師的講道，當講臺上

識耶穌基督而禱告。真的要謝謝

29：13-14。			

的牧師喊道：“誰是第一次來

主，之後我就憑著主的指引通

親愛的主耶穌，我定意要

參加聚會的，請舉手！”我身

过Zoom平台，來到了亞特蘭大

跟隨祢，治死老我，我需要祢

旁的女友提醒我說：“舉手，

靈糧堂，來到了恩寵心連心小

的寶血，洗凈我所有的罪，再

舉手。”最後所有舉手的都被

組。這裏像是一個溫暖的家，弟

求祢的聖靈充滿我，求祢與我

請到了臺上，每人得到一本聖

兄姐妹如同我的家人，每個周日

同在，直到永遠，阿們！

經，我也不例外，運氣竟然那

的下午我都期待著小組聚會。感

麽好！這豈不是主在召喚我？

謝主讓我明白自己的有限，認識

後來這本聖經就跟隨我來到

自己的需要，讓我學會謙卑的等

了意大利，我把它擺放在我的床

候主的恩賜。從前的我每天過的

頭櫃上。以後每每回想起來，這

都是毫無意義的生活，追劇、玩

正是主所安排的，為我所預備的

遊戲 ，整個人心裏是空虛的。

一切。疫情期間通過一位幾年前

現在有了阿爸天父，有了弟兄

認識的友人參加了他們的Zoom

姐妹，我就有了家的感覺，有

，那是意大利人組織的華語基督

什麽心裏話都可以傾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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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我在患難中
的帮助
文 / 吕学芝

在2019年10月，一纸扁桃

就

父。从那刻起，我成了上

腺癌确诊报告，对于我

帝的寶貝女儿。几个月以

这个常年不生病、不吃药的人

来在主的恩典中，参加警

来说，如同晴天霹雳。接下来

醒小組的聚会，在上帝的

的治疗过程使我痛不欲生，情

带领和姐妹們的关心下，

绪开始抑郁低落，迷茫毫無盼

我的情绪渐渐好转，堅信

望，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字“痛”

神与我同在，耶穌是垂听

，每一分鐘都是煎熬。曾經健康

祷告的神，是怜悯受苦之

時，同事何君向我傳福音，固執

人的神，靠著神的恩典凡

的我完全不予理會，如今無助、

事都能成就。神的医治

無奈、軟弱的我，該怎麼辦呢？

行在我身体中，耶穌是

神啊，你是真實存在嗎？又在哪

我永恆的坚强后盾，是

裡呢？內心在吶喊……不久后，

帮助我，拯救我脱离死

分別三年的小何来問候我，一下

亡的神。人都有高山低

子憋了好久的委屈痛苦都吐露

谷，唯有神对我的爱永

出來。她耐心地跟我講述了上

远不离不弃，感谢赞美

帝的愛，與內心的平安喜樂。

主！上帝的恩典够我用。

那一刻我才認真思考我的

我在2020年12月10

生命是誰在掌權？自己？但誰又

日，一年后的复查中，

能知道自己的年歲呢？之後何君

発現癌细胞消失了，神的

介绍我认识了一位親切的大姐學

恩典彰顯在我生命中。感

娟，2020年10月30日在她带領下

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禱告決志信主，我願意來信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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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開了我的眼睛
文 / 何君

已

经的年岁里，数算一下大大小小的选择错误率，自己

婚者请止步！

都不敢相信，特别在恋爱择偶上吃的亏够出一本小说

设想一下，40 岁平凡离异没孩子单身女人的处

了。所以当我在心中默默勾画与他携手美好婚姻蓝图

境？父母亲朋舆论世俗的眼光，这都不算什么，最

时，我告诉自己要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那晚临睡
前跟上帝祷告说：“亲爱

无法逃避的是内心的孤寂与
渴望，好想进入一段彼此欣
赏相伴相惜的感情，为此常
向耶稣呼求祷告。信主三年
了，祷告是每天必须的精神

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教訓你使你得
益處，引導你所當行的路。
— 以賽亞書 48：17

的天父，我知道你爱我，
我需要你，你知道我对婚
姻的渴望，这位弟兄是不
是你为我预备的呢？如果

食粮。热心的阿姨介绍

不是，请尽快显明出

了一位年纪相仿的离异

来，免得感情投入太

男士，彼此从微信聊

多，彼此伤害……”

天，尝试相互了解。一

几天后无意看见了

个多月來感觉不错，商

他与前妻的聊天记

量后满心欢喜的定了机

录，一切豁然开朗

票飞去他所住城市，开

有了答案，前妻教

启了一床一沙发，同吃

他对我好一些，快快

不同房的交往模式。白

把身份搞定，原来

天他工作，我整理做

是个乖乖听前妻话

饭，等待他下班一起吃

的骗子。哈哈，那

饭聊未来。没有绚丽的

一刻我心中没有丝

烟火，只有踏实而简单

毫愤怒，只有满满的

的生活。相处下來，心

感恩。我知道这是上

中对这个大男孩滋生更

帝回应我的祷告，让

多好感，但我觉得婚姻

我看清楚隐而未见的

大事已经不是由我做主

事实与真相，事后很

的事，因为从认定上帝

潇洒的果断提出分手

之后凡事都求神来为我

回到了出发点！如

做主，这聪慧的意识绝

今回想起來仍有一

不是与生俱来。在我曾

丝后怕呢，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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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从圣灵而順从肉体，也许就头脑一热入坑了。

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教训你，

哎……人往往自觉聪明却做了很多愚昧的事。

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以赛亚书 48

现在我依然是单身，时常祷告，虽然还不知道

：17）所以我要凡事来寻求神，感谢我最亲爱的阿

上帝为我预备的那个他身处何方，但通过祷告寻求，

爸父，有什么比神与我同在更美好更安心的呢！

神就开了我的眼睛，能清清楚楚看到不想看到的事
情，从而做出了正确的決定，这是神极大的恩典。

神是我的帮助
文 / Fanny

Chen

020年我因疫情3月中就停工了，看似很不容易

2

不好的地方，越看越不顺眼，然后就冲他发脾气。神

的一年，但神有足够恩典看顾我，感恩更多

告诉我，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

经历到祂的信实。诗篇二十三再次对我的心说，

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路11：34）。神

我是妳的牧者，妳必不至缺乏，也不要害怕，我

说：“我怎么怜悯你的，你也要怎么怜悯你儿子。”

必与妳同在。我抓住这句话一直宣告，当害怕

后来发现儿子的一些言行，其实就像自己，

紧张时，这句话就提醒我，要依靠、相信神 。

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先要做孩子的榜样。

我和孩子已经与我老公分开8年了，虽然他

有一天，儿子朋友的爸爸突然很晚打电话给我说，

有机会在今年六月份来美国与我们相聚，但因为

要注意你儿子可能在网上玩很危险的游戏，有的孩

疫情的缘故，我老公来美国的过程遭受到非常多

子都被引导去自杀了等一些让人害怕的话。听后我

的挫折，也是这样才让他经历神的大能。过去每

心神不宁，好像平时儿子的举动是有可疑之处。于

次我与他分享神，他都非常抵触，现在我老公也

是越想越不安，整夜无法入眠。第二天就去质问儿

信主受洗了。每周我们都在Zoom上聚会，这真是

子，但他说他没有玩这种游戏。我并没有选择相信

神的手在他身上动工，太感恩了。神还给他安排

儿子，感觉他在说谎。我们之间变得更难沟通了。

了非常稳定的工作，收入也是超乎我们所求的。

感谢主的光照在我的心里，让我看到自己需要

非常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可以在这段时间，不需

改变的地方，我眼睛要看他好的方面，大家要像朋

要忧虑经济问题就可以在家陪青春期的儿子。以前我

友一样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他就会向我更多的敞

都在上班，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孩子，都不知道平日里

开。后来神也启示我，把儿子全然交托在神的手中，

他在想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有时我想与他交流，但

神会带领他走正确的路。我悔改在神面前，求主给我

常因彼此意见不合，发生争执。我发觉自己与孩子没

智慧，倚靠神的慈爱怜悯，用对的方式与孩子相处。

办法沟通，但神的光一直在我们中间工作。有一天，

感 谢 主 的 帮 助 ， 经 过 几 个 月 的 調

神在梦中光照我对儿子的态度有问题，我眼睛老看他

整，现在我和儿子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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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沒有忘記我
文 / 曾红

“

努力付出得不到结果的日子，

月1日假期，我们一家人去舒兰

告。苦苦挣扎了13年，当我真正

我们把它叫做扎根。 ”

市爬山，恰巧在那几天舒兰市出

安静自己的心，和神有了更甜

自2008年11月，从美国亚特

现了新冠肺炎的疫情，我和先生

蜜的交通时，我选择了安息和

兰大回到中国工作已经13年了，

被迫放下繁忙的工作，在家隔离

饶恕，我发觉自己进入了一个

昨天偶然读到了圣经中的约瑟也

2周。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外，

新的、奇妙的、复苏的季节。

在监狱中度过整整13年，那段经

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参加网

回想过去，我觉悟到自己

文似乎是神再次对我的心说话。

上为期7天的医治释放特

13年前我无奈地回到中国，

会，因此我捧起了尘封多

在回国前我领受了神的应许：将

年的圣经。那天，我对神

来会有机会重返亚特兰大和我的

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为

教会。13年中我死死抓住神的应

了寻求帮助和鼓励，我曾

许，在疑惑、苦毒、焦急和挣扎

经两次不远万里坐飞机去

中迫切的祷告和等候，希望能够

亚特兰大的灵粮堂，并且

借着神的大能大力帮助我逃脱压

求神为我预备一个可以帮

抑的环境，重返亚特兰大。但是

助和鼓励我的属灵伙伴。

13年过去了，神始终没有开门。

没想到，第二天Joy

我从起初对神的盼望，过渡到

就给我发来了微信，邀

失望，到最后彻底的绝望了。

请我加入她们的每周五的Zoom

由于过度的焦虑和期盼，其实

13年来我总是感觉自己走在旷野

小组查经。因为疫情，她们的小

并没有真正脚踏实地的过好眼

中孤立无援、不堪重负、精疲

组查经改成了网上视频的方式。

前的每一天。现在我醒悟过来，

力竭，每天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感谢神并没有忘记我，也垂听了

补习这重要的一课，就是安稳在

寻求安慰、帮助和解脱。我曾无

我的祷告，这次我不用坐飞机就

神所安排的现有环境中，活出

数次问神，为什么我持续13年的

能和亲爱的姐妹们面对面了。

平安、喜乐、荣耀神的生命。

祷告一直不被应允？我在挣扎、

每周六早上的查经和姐妹

感谢神13年来的带领和不

盼望、焦虑、失望中起伏，虽然

们的祷告和鼓励，重拾了我13年

离不弃，感谢亚特兰大灵粮堂

每天都在亲身经历神，却也始终

前在亚特兰大时对神的渴慕，也

牧者和姐妹们的帮助和代祷。

没有养成定时读经祷告的习惯。

重新唤醒了神13年前埋在我内心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

最深处的梦想。我也从5月开始

肺炎的疫情打乱了我的生活。5

每天重新有了定时的读经和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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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顧念我
文 / 徐浩凇

两

年前通过学娟阿姨认

转眼之间过了一年，这一

是上帝的孩子，祂会顾念我。

识了神，并在随后的

年里我依然日复一日的祷告，同

神也借着圣经话来光照我。

两年中通过每天的祷告与神

时也做足了签证的准备。当天等

前段时间，我去烫头发，结果被

的沟通，慢慢与神建立了关

候签证的人很多，排队的时候我

理发师烫得很难看，我很生气，

系，神让我有了一种归属感，

发现50个人中只过签了一个人。

付钱的时候，故意不给小费。那

所以想受洗归入神的大家庭。

但这次我很有信心，因为心里有

天回家后，上受洗的课刚好那天

在認識神之前，我正在申

平安，一点紧张都没有，感受神

读到一段圣经，【诗119：9】少

请来美国的签证。以当时中美

与我同在，最后真的成功过签

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

关系的紧张，过签机率基本为0

了。当天回到家里，我做的第一

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

，我也真的被拒签了。来美国目

件事就是祷告，感谢神的陪伴。

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下我

的是想提高我的学业，

心里就感到很不舒

还有是因我女朋友的

服，今天自己对待

关系，但计划赶不上

少年人用什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那个理发师的态度

变化。那段时间我整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和不给小费是不对

个人很低迷，仿佛我

— 詩篇119：9

的。第二天我的女

与女朋友中间隔着万

朋友说，她这么多

般阻碍。这时学娟阿

年学到了一个重要

姨把耶稣介绍给我，不厌其烦

前段时间美国发布了一项

功课，就是情愿吃亏也不要良

的告诉我如何祷告，怎样和神

新政策，在疫情这种大环境下

心过不去。唉呀，听了这话，

沟通。刚开始觉得很新奇，就

不允许留学生上网课，必须全

我感到更加难过了。那天我就

每天祷告并学着和神说话，这

部面对面授课，否则遣返回国。

去找这位理发师，刚好他休息

样做了一段时间，觉得好像也没

然而我的学校没有老师愿意出

不在店里。我就要了电话，打给

什么帮助。突然有一天祷告时，

来面对面授课。看到消息以后

他说，不好意思，我那时态度不

觉得好像有人在我头脑里和我说

我祷告问神，为什么我刚到美

对，想要把小费补给你。我很感

话，他说你不要这么低迷消极，

国来，学业还没开始，又要拆

谢神，祂帮助我，也会管教我。

并且告诉我现在这只是对我们耐

散我们？神再次告诉我，不要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

心的考验，明年再试一次，尝试

忧虑，而且要相信学校会解决

但主耶稣是不同的，祂是来救

另外一种签证。这时我才发觉神

这个问题的。过了一周，这件

赎我的，感谢神原谅我的无知

是可以互动交流，他是真实存在

事果然有了进展，这项政策被

和愚蠢，感谢神教导我，认识

的。但随后我再去和他沟通时，

撤销。通过这两件事，我学习

他的良善和平安。感恩神陪伴

他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回应我了。

到要凡事祷告神，倚靠神，我

的每一天，希望此生更爱主，
我愿意把自己交付给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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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         的經歷
方言
文 / 丁佳美

我

是住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离亚特兰大有九个

时起，我就很想被圣灵充满，领受方言祷告，可是

小时的车程，我虽然信主已经很多年，但是

那是去年三月份，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隔离在

从来不知道需要追求圣灵充满，需要方言祷告，在

家，教会也不开门，也不可能有什么特会能让我去

传统教会里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教导。我觉得我也

参加。但是神让我想起一年前去到亚特兰大灵粮堂

愿意追求神，也是每天认真的读圣经和用悟性祷告，

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姐妹叫林学娟，我记得那天她

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婚

邀请我参加晨祷会，帮我按手祷告，为我领受圣灵
祷告，但是当时我一点都不渴慕，当然也就什么事
都没有发生。现在我想起了这个姐妹，就打了学娟
的电话，告诉她我现在很想要圣灵充满，领受方
言。学娟姐妹很有爱心，她马上就说，现在不能
面对面，我们试试在Zoom 里为你祷告。没想到在
Zoom 里学娟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全身发热，领
受了方言，看来圣灵的工作是不受地域限制的。
之后我每天用方言祷告，经历圣灵大大的光
照，让我看到自己身上的罪，不再只是看到我先
生的缺点。去年也更深的经历了神在我们婚姻中奇
妙的作为。不仅如此，因着我还参加了生命河灵粮
堂的网络小组聚会，我把这个信息传递给我们小组
里其他想要被圣灵充满的姐妹们，也请学娟姐妹在
Zoom里服事她们，她们一个个的都被圣灵充满说
方言。学娟姐妹真是一个忠心也愿意服事神的仆

姻生活总是有很多冲突，虽然也会祷告，但也没有什

人，每次都有求必答应，现在通过我们的小组长将

么改善，总之我那段时间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信主这

这件事告诉了生命河灵粮堂的牧师，凡是有弟兄姐

么长时间了，活得还是这么软弱，贫穷，可怜呢？

妹想追求圣灵充满的，都能被学娟姐妹在zoom里

有一天，我在网上听到一篇刘彤牧师的讲道，

服事到。没想到神借着我传了信息，将学娟姐妹

题目是（为什么基督徒要追求圣灵充满），才知道

服侍的疆界扩大到许多地区，真是感谢赞美神！

圣灵充满对基督徒过一个得胜生活的重要性。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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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單純的信心
文 / 李芬清

021農曆大年三十那天，我們全家一起開心享用

2

侖裝的消毒水，我一星期前親手配好比例後，就

日本料理大餐後，由我老公連新負責收拾清理飯

把那空杯子套在瓶口上。然後我把配好的這一瓶

桌。記得幾天前我把牙套取下來，隨手放在一個空

消毒水暫時放在另一個角落。一個星期後，我讓

杯子裏。在記憶中，當時我是把這裝牙套的杯子放

連新去換瓶子。當他掀開瓶蓋，牙套便掉落下來。

在飯桌上。到了春節這天，我才想起這件事來，就

事後我問連新：你為什麼有這樣單純的信心

問連新，並向他描述牙套放什麼地方、放在什麼樣

禱告呢？他回答我說：“每當想起這事，就很自

的杯子中。他聽了我的敘述，很確定的說：“昨天

責。我為什麼不看一看再扔呢，這樣一扔就扔掉

我清理桌子的時候，這個杯子已經被我扔掉了，因

這麼多錢。”【太18：3】主耶穌說：“我實在告

為我不知道杯中有牙套呀。”我心疼的說：“你為

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

什麼扔東西都不看一下，這個牙套值一千多元啊！”

不得進天國。”這就是以單純的心，不放棄的禱

連新聽我這樣說，就開始禱告：“主啊，幫我妻子把

告，讓我们經歷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神跡。

牙套找回來吧！”我說：“哪裏能找得回來呀，垃
圾桶都被收走了。”但連新還是每天堅持禱告，聽
著他的禱告，我心裏暗笑他，怎麼可能找得到呢？

主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

奇妙的是一個星期後，牙套被連新在無意中

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

發現。當他告訴我牙套找到的地方時，我感受到
這一定是神在憐憫我們，因為那個地方是我們根

天國。”
— 馬太福音18：3

本意想不到的。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我有一個1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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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怜憫我的軟弱
文 / 陳海蘭

020年中旬，有一位教会姐妹

2

感动，只是不太确定那是否是出

服是慢了点，可是要知道，在我

的房子要出租，最早她就有

于神的。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所

还没有得到印证之前，我是缺少

感动，要把房子租给我，所以她

以无法做决定，我需要一个神给

勇气这么做，我相信若是从神来

来问我有没有需要，其实我还蛮

的印证来帮助我做决定，那样我

的，神会负责这件事到底！如果

需要一个固定的地方，那样自己

心里面才没有害怕没有顾虑，我

这次租房子的事情有回转，那我

就不需要经常搬家那么麻烦，而

才有勇气一个人租下整栋房子！

就可以确定是神要给我的。”神

我也很喜欢这个房子的地段，还

在我不能给对方确实的答

很了解我，祂都知道我的軟弱。

有房子里有很好的祷告的氛围。

复时，这位姐妹就想把这个房

所以在他们决定签合约的

但是我当时没有答应！我心

当天我就想了解一下事

里在怀疑：“是不是没有人

我是困苦窮乏的，主仍顧念我；祢是帮助

情处理得怎么样了？当

要租她的房子，因为房子租

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祢不要耽延！

天下午我心里一直有感

不出去，她就让我把房子租下

— 詩篇 40：17

来？”直到后面接下来发生的

动要打电话给姐妹了解
事情的情况，按我个人

事情才让我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子往外出租给别人，事情非常

是觉得自己太多事了，人家一定

之后有一次我梦见她又跟

顺利，很快有人来看房子，并且

已经什么事情都处理好了，签合

我说：“她有感动要把这个房

第二天就准备签下租房的合约。

约又不是很难的事情，不需要我

子租给我，所以她需要来告诉

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心里还

这么关心的。但我还是顺著这个

我这件事！”只是当时我还没

在想：“我是有感动想要租下这

感动打了电话给她，电话里面，

有做好心理准备接受这件事！

个房子的，神还没有给我印证，

姐妹告诉我，对方不租房子了！

当时神也借着學娟跟Fenny来告

怎么就把房子让别人给租走了，

我就赶紧表明要租这房子，我觉

诉我说：“妳可以把这个房子租

如果是神祢给我的，那祢就不要

得对方不租就印证了是神要我租

下来的。”我自己似乎也有这个

让这房子被别人租走啊！我的顺

的。这位姐妹就说：“之前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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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來登
耶和華的山
文 / 周晖

我

从很多年前都一直非常的好奇，那些能讲出神奥秘
事的圣徒，他们都是怎么样跟神互动的，他们跟神

的关系是怎样发展建立起来的，他们个人的灵修时间会是
什么样子的。譬如说我会去听撒督牧师的讲道，一直要追
踪到他讲到他如何灵修的，他讲早晨4点到6点他怎么灵修，
看你犹豫不决，这次我看你真的
很干脆要租下这个房子了！”
租下之后，我想到一个
朋友，有感动打她的电话，告
诉她这件事以及我有多出两个
房间要分租岀去，她也刚好前
两天有个朋友需要租两个房
间，让她帮忙留意！所以就这
样很顺利地，就把多余的两房
间分租了出去，一点都没有
耽误时间，一切都刚刚好！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看到
神用我能够明白的方式跟我说
话，帮助我胜过不容易作決定的
软弱。神也顾念我的需要，当原
来的那个房客想要再回头租那个
房子时，房子已经被我租走了。
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
我；祢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
神啊，求祢不要耽延！（诗篇 40
：17）。			

做了什么。我也照着尝试，第一天下来很兴奋，可是这样
太累了，很快就放弃了。也问过 Mark Geppert 牧师他是怎
么灵修的。结果也是清晨4点起来，一天中的第一件事。
我记得 2019 年靠近年底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会在灵里面听到鸡叫的声音，而且也会看到，在清
晨雾蒙蒙的时候，我跟主在往山上爬。我知道是主在邀
请我，清早的时候，来跟从祂。但是这件事情一直没有
做到，因为早晨忙着要出门上班，匆匆忙忙的读经，像
完成任务一样。积累到晚上的时候，虽然花很多时间来
做跟神相关的事，例如听诗歌，听讲道，也读经，可是
总觉得没法真正满足，好像跟主之间隔了太多东西。
2020 年疫情震醒了我，更加有急迫感要更新与主的
关系，聆听祂的声音。终于我下定决心一天的开始把十
分之一的时间先花在主面前。 就这样我开始了早晨5点
到7点30分用来灵修，自己来亲近主。清早起来，拿上一
杯咖啡，圣灵会放一首诗歌在我里面，用它来敬拜的时
候，一句经文进来，然后就去查那句经文，有时候是那
本书，有时候是那一章，有时候是一个主题。哇，圣灵
带领的读经太棒了，每句话都是那么活，不再是字句，
终于可以觉得饱足了。有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圣灵会
像放电影一样显给我看。属灵世界太真实了，我可以如
此真实的体验那个世界。神是个灵，这句话是真的。神
的话不仅是真理，也可以真实的体验和进入，结果是带
来生命的改变。感谢主，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灵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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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秘的指導
文 / 孙琳

还

记得 2019 年年底，在一

且渐渐感到日复一日的生活带来

意留在家里。在犹豫不决时，我

次开车回家的路上，我觉

的厌烦感。但在起起伏伏中间，

就祷告问主的意思。过了几天，

得身心俱疲，当时就跟神说，似

就会紧紧抓住神，天父一次次训

神的带领就来了，“你不是一直

乎每天都像沉重的车轮，有做不

练我的心更加安静在祂面前。虽

想尝试基督化 homeschool 孩子

完的事情等着我，好希望能够有

然外面忙碌，里面却凡事借着祷

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机会彻底休整一下啊。 没有想

告，祈求，带着感谢，来定睛在

吗？”多年来对 homeschooling 的

到从 2020 年 3 月至今将近一年

祂的宝座上。神启示我调整时间

羡慕是我和主之间的一个秘密，

的时间，我像很多人一样，免了

管理的方法，让我在有限的时间

我还特别读了两本这方面的书，

工作需開車往返的状态，为自己

内更加专注，让工作效率提高，

只是一直因为外出工作而没有办

终于获得了这份珍贵的休息机会

真的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甚

法做到。是啊，神提醒我，虽然

而感恩。只有神知道，它对我而

至依靠神的安排，提前完成了从

辛苦，但是能安心在家带孩子们

言是多么及时和必要。现在回想

2019 年 11 月开始为期 9 个月的

祷告，有更多的时间读圣经，分

起来，除了获得了需要的休整之

Life Coaching 的培训课程。与此

享圣经。于是我最终照着心中的

外，更重要的收获是我在与家人

同时，家中的事情也都照顾得很

平安，让孩子继续留在家里。我

每日的生活工作学习中，得到了

好，还得了很多与孩子们相处的

也有机会观察到孩子们学习方法

很多从神而来的隐秘的指导，得

宝贵时光。

和习惯有需要改进的。我就把自

以见证祂在各处多方帮助我建立
的平衡。
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不需
要开车出门上班，但照顾孩子的

病毒虽然离我们不远，我却

己的学习方法分享给她们，因此

在和姐妹们的团体祷告中获得平

她们在学习方面进步了。通过我

安，神的话语也一次又一次在我

们一起努力，两个孩子（一年级

与孩子们的心中洒下喜乐。

和四年级）都学会了自己管理时

生活与学习等琐碎的事务，屡屡

时间过得很快。2021 年春季

间，而我只需要适当提醒。她们

使我压力甚大的工作分心。对于

开学前夕，很多家长都选择把孩

也渐渐参与到家务中来，很多事

这样情況我是不太适应的，并

子送回学校。 但我的孩子们更愿

情可以帮到我。相信这些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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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課程
的体會和感悟
文 / 丁佳美

培养会让她们受益终生。我们的
神看得到我们看不到的，所以，
选择相信神就是我们的福气。
回顾这一年，我们的小组
没有因为各家避疫而疏远，反而
每周五的聚会都满了圣膏油的涂
抹，清清楚楚地见证姐妹之间彼
此的爱与关怀。无论各家的情形
如何，我们彼此牵挂，彼此代
祷。因为密切的聚会与代祷，我
们各自的软弱没有长时间驻留的
机会。感谢牧师师母，带领团队
的服事，感恩神的恩典在必須隔
離的生活里，依旧把祝福上尖下
流连摇带按地倒在我们的怀里。
虽然 2020 年里外都有震动，我
们却可以享受那出人意外的平
安。哈利路亚！

最

近参加了亚特兰大灵粮堂的清泉课程，真
是获益匪浅。感谢神让林学娟姐妹鼓励我

报名参加，而且还和她分在同一个小组讨论，我
实在是收获满满的。首先，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我
需要凭着意志选择让圣灵来引导我的言行和生活，
而不再是随着自己的情绪走。虽然我信主已经很多
年，圣经也读了不少，可是总觉得行不出神的话
来，原来我一直都没有尽到我的本分：那就是需要
立定心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通过清泉课程，
我了解到需要用我的意志来做出跟随神的行动。
第二，也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到
话语的大能，以及应该怎样在心思意念的战场上争
战得胜，而说出生命的话语。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
我的心思意念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我借着认罪悔改，
要抵挡仇敌射来的负面的思想，拒绝我自己属血气的
想法，而选择相信神的话语，并且要将神的话宣告出
来。通过清泉课程的学习，我知道从我口中说出来
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我要选择说神要我说的话，与
神的心思意念对齐，拒绝说负面的话和咒诅的话。
感谢神，在祂话语的光中我得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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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聖靈帶領
文 / 王宜花

還

記得新冠疫情剛開始，

幅送給教會。搬到了新堂，看見

我就繼續畫，而且畫成

人人自危，Line上不斷

牆壁沒什麼裝飾，我決定盡快畫

了。我高興的決定找兩位姐

收到提醒訊息：洗手方法要正

一張油畫奉獻教會。因鴿子預表

妹先看看這幅畫，希望她們

確、從外帶回來的物件皆要用

聖靈，我希望聖靈充滿這敎會。

能給我點意見，我就問了單

酒精擦拭、常用鹽或漱口水清

於是我問師母畫一張鴿子油畫給

純又誠實的Gina和我的小組長

潔口腔、勤洗頭洗澡換衣服。

敎會可好？她說好。我就開始畫

Ivy。Gina回答：“一共六隻

為搶購和囤積日用品，人們帶

了，可是越畫越不滿意，坐在那

嗎？如果是七隻就好了。”

著口罩穿著防護衣去賣場，個

裡不斷的想，我有什麼資格畫聖

Ivy的回答是：“好大的

個行色匆匆且充滿了驚恐和不

靈？聖靈豈是我可以畫的嗎？而

畫喔，鴿子畫得很傳神，我數

安！那時我們迫切的禱告，我

且有才能又比我畫得好的人太多

了是六隻，但可以問牧師，七

的意念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

了。畫了一半畫不下去，覺得自

隻是否完全？”所以我去問師

求神光照自己、悔改回首過去

己太大膽，又怕得罪神，所以怎

母，要畫七隻嗎？這是師母寫

的一年，以下耳熟能詳的兩節

麼畫都畫不好，我只好把它放在

給我的：“哇，太好了！牧師

經文，是我生活最好的寫照：

旁邊開始畫其他的畫，可是心

說再畫一隻吧！神的七靈。你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

裏總是覺得我不該放棄，我需

要写信给撒狄教会的使者，说：

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

要確據。在星期三晚上的禱告

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

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會，師母問大家有沒有要禱告

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

的。（以弗所書 3：20）

的，我鼓起勇氣

不 是 倚 靠 勢 力 才

告訴大家我畫不

能 乃 是 依 靠 我 的 靈 方 能

下去了，也不知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

成事。（撒加利亞 4：6）

道主題是什麼。

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神激發我內心的火，創作

因此大家低頭迫

能力不斷的提升，其中有兩件

切的為我禱告，

大事是我完全想像不到卻在我的

在zoom上看到大

眼前實現了：第一件事是奉獻一

家對待我的畫是如此的認真，

張油畫給教會，取名聖靈的火。

極為感動，等到我把頭抬起，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

當初到亞特蘭大靈糧堂聚

就有一個名字聖靈的火在我裡

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

會時，我發現投影機上面擺了兩

面，同時也有聖靈的火出現在

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隻鴿子，已經很舊了，就想畫一

學娟裡面，我得了所要的印證。

（启示录 4：5）我又看见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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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3：20

其实是死的。 （启示录 3：1）

以前在生命河靈

萬軍之耶和華為我預備，大Joy

糧堂服事時，常覺

和Vivian都願意來幫我忙，他們

得年輕貌美的姐妹

敎樂理課，甚至師母和学娟都要

們，唱詩讚美在視頻

來學習唱歌，我看到他們謙卑的

上看起來多美呀！而

樣式，使我感動，也是我所效法

我這個發福的體態，

的榜樣。我不住的感謝讚美神，

自己看了都嚇一跳，

祂給我的真是超出我所求所想，

不想再上台唱歌了！

學生們認真的態度，使我不斷加

現在明瞭這種想法，

增信心，我們彼此尊重，互相扶

實在是需要悔改的，

持，這實在是神所喜悅的，而且

我是要敬拜我的神，

我也領受到神的心意，祂要我培

而不是注重自己的外

養更多的人來敬拜我們的神。

表，超過於神。我禱

在這一年神賜我靈感，開

告求神不要把祂賜

啟不同恩賜，也經歷到從未做

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

給我的恩賜收回，

過的事情，與姐妹們彼此相愛

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

鞭策自己要更加學習長進，嘗試

等，述說不完的豐盛。神實在是

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

以前沒有機會唱的低音，及練習

奇妙，祂賜给我智慧、能力，沒

天下去的。（启示录 5：6）”

不同高音唱法，使我更有彈性，

有神的幫助，什麼事都不能做。

正好左上角有一個空間，

能靈活在不同的崗位上服事。我

我一直以為年紀大了，不再有什

可以很容易的補上一隻，這

花錢買伴奏和譜，但在練習途中

麼用處，可是神使用我那願意的

幅畫才算是真正的完成了！

裡面有個聲音對我說，你已有現

心，不斷的造就我。我感謝師

我所能做的就是一顆願意的

成的譜和伴奏為什麼不與弟兄姐

母和惟崧的支持和鼓勵，他們

心，敏銳察驗和順服聖靈帶

妹們分享？我想是呀！我就在互

相信我，只要有一顆願意的心

領，一步一步的踏出去。

助群登了廣告，喜歡唱歌的人可

志，神就會使用我。謝謝主，我

第二件事是，神賜給我會

以來報名，沒想到竟然有二十多

心好暖...這一切榮耀都歸於主。

唱歌的天賦，感謝祂使用我有

人報名。我是以一個單純的心順

28年之久，然而我也清楚，在約

服神的帶領，也沒

伯記 1：21 ：賞賜的是耶和華，

有想到過結果，也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現在年紀漸

不懼怕，也沒想過

漸衰老，還能用歌聲來服事神，

我要怎麼開始，是

唱詩敬拜，實在是主的恩典。

否有這能力。可是

不是倚靠勢力才能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
成事。
— 撒加利亞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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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文 / 谢琳

几天女儿与老公又吵起

前

太福音25章14节有关耶稣对待他

的评价是一样的？神说他们是忠

来了，原因是女儿考上

三个仆人的故事，我一下子豁然

心又良善的仆人，做得好，神派

了学校的网球队，老公就很希望

开朗知道该如何跟女儿聊天了！

他们管理更多的事情，并且进来

她能够在网球上花更多时间，有

到了约定的时间，可以明显

享受与神在一起的快乐。这样看

更好的发展，在网球队里可以有

感受到她的紧张，似乎做好了接

来神并没有给五千的人更多的赏

更好的表现。可是，女儿说她的

受批评的准备，因为以前正式找

赐，而是跟二千的一样，因为他

目的就是考上然后交朋友，并不

她聊天总是批评她做错的事情 。

们对神交待的事情完成的态度是

想把网球打得多好！看到父女二

我一开场就说：“妈妈今天找你

一样的，看来神并不是希望我们

人吵得不可开交，我决定介入。

聊天不是为了教训你，而是因为

每一个人都变成五千，而是把神

事实上类似于这样的吵架有很多

头两天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我受

给你的不管是多少，都发挥好。

次，我的小女儿在我眼中一直是

圣灵的感动，一下子想到了你，

那个拿一千的人呢？神对他的评

一个不愿意全力以赴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这段圣经。”

价是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神都

的人，如果考八十分可以过关，

于是我们打开马太福音25

没要求他再拿回一千，只说你应

她绝对不会努力考上一百分，一

：14节，我请她把这一段读完，

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显然他完

直就是个什么事差不多就行了的

然后我就问她仆人是什么意思？

全没有使用神给他的恩赐，神说

心态。我观察到这一点已经很

这个五千/二千/一千又代表什

你是没用的仆人，要被丢在外面

久了，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跟她

么？发现这个故事她可能听过，

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从

好好聊聊，于是我跟她约了周

但是并没有真正明白。我跟她

这段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希

日一个小时的时间，可是讲心

解释说仆人就代表已经信主的

望我们每一个仆人把神给的恩赐

里话，我只知道我该做这件事

人，就是你和我，五千/二千/一

都做到最好，神就会让我们去管

情，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会

千就代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

理更多的事情。并且最重要的，

有最好的效果。如果我还是拿

同的恩赐，就好像有人天生很

可以享受跟神在一起的快乐！然

出父母的权威，用讲道理的方

会唱歌，有人天生很会画画，

后我说：“妈妈其实关注到你是

式，肯定不会有效果的。记得

每一个人神给的恩赐都是不一

一个特别有恩赐的孩子，比如说

那天是星期三。感谢主在星期五

样的。我请她仔细读这段经，问

你从小特别有爱心，做事特别有

的每天读经计划当中刚好读到马

她为什么五千和二千他们得到神

坚持力，什么事情只要你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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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我也

似神造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

个忠心而良善的仆人，还是选

观察到很多时侯，你只会把事情

么奇妙，都是那么独特，没有

择在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

做得差不多就行了，就好像神给

一个人可以被替代！可是如果

谈话结束我要离开房间

了你五千可是你只用了二千，这

我找不到我生命的意义，我找

时，女儿主动过来给了我一个

样在神眼里就不是忠心良善的仆

不到我在神国这幅图画中的位

大大的深深的拥抱，并且在我

人了，这不是你想要的对吗？”

置，我就是一个小碎片堆在那

耳边说：“感谢神，让我生在

我又跟她分享了自己的另

里毫无用途！可是如果我能够

这样一个家里面，我感觉到非

外一个看见，记得疫情刚开始

顺服神所给我的，进到神所安

常的幸运和幸福。”(我觉得这

时我们买了一个4000片的拼图给

排的旨意当中，我就可以为神

是我听到最美好的赞美了！）

她。我记得当她打开盒子，把那

国的图画贡献我的那一部分！

一个星期之后，我问女儿，

4000片堆在餐桌上的时候，我看

我说：“妈妈最大的渴望

你跟神祷告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到那一小片一小片只有指甲盖大

不是你考试有多高分，网球打得

她说：“我会尽力做好手

小的小纸片，如杂乱无章的小山

有多好，而是你能够聆听神的声

中的每件事，因为我想过一个荣

堆在餐桌上的时候，突然间就感

音按着神的旨意，最终找到神国

耀神的一生！”		

觉到，每个小纸片就好像一个人

计划当中专属你的那一部分！但

感谢主，这可能是做母亲

一样，是那么的渺小，那么没特

是，在找到神旨意的过程当中，

最想听到的了！我也真实地看

点，那么没有盼望。但一个月以

神不会一口气告诉你祂的计划，

到女儿生活态度的转变，心里

后，这座小山变成了一张非常漂

因为我们听不懂，我们唯一能做

万分地感谢神！敬畏耶和华是

亮的图画！我突然想到，如果我

的就是把手中现有的已经知道的

智慧的开端！感谢神给了我这

是那个拼图当中的一片，在最开

事情做好，就像那領五千/二千

样的一个开启，教会我如何跟

始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

的人，神就会再给他加添，让

青春期的女儿沟通！感谢神拣

毫无特色、毫无用处的人，直到

他管理更多的事情，也会带着

选了我和女儿，让我们的人生

被放在那个拼图当中最独特的位

他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命定，

可以更有意义，不会成为被堆在

置，那个位置专属于我！不管周

最终融入神国的计划当中！我

一起的碎片，而可以努力成为神

边的人与我多么相像，但是那

邀请你去跟神祷告，为自己的

国计划当中的一员，感谢主！

个位置只有我能够进入，就好

人生做一个选择！是选择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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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的一生
文 / 谢琳

020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

2

我说感谢神为我造了这么好的大

为工作奔波或为教会服事，在祂

灾难的一年，但是对于我来

自然；我看着美丽的房子，我说

眼里都一样，祂唯一在乎的就是

说却是最蒙福的一年！因为我

感谢神给了我这么舒适的家；看

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中是否有

在今年认识了主耶稣！是的，

着我两个可爱的女儿，我说感谢

祂！我的言行是否像祂！我开始

我认识了主耶稣！不再只是知

神让我成为她们的管家；看着我

看见每一次我来到神的面前，祂

道祂，因为十几年前我就知道

的先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老

都会帮我度过一次次的危机！

祂，甚至到处高兴的跟人说我

觉得不顺眼，因为他真的跟我太

有一次我的团队里出现了一

是属祂的！可是到了2020 年，

不一样了。我是一个动作非常

个很大的危机，有个伙伴是个非

我才真正开始认识祂，才开始

快，性格非常急的人，他是一

常强势，非常有能力的领导人，

愿意花时间去亲近祂。我越认识

个什么事情都不慌不忙的人。有

我也是个非常有主意的人，我们

祂，就越感受到祂的爱是如此的

一次家里书架倒了，他要花一个

俩对碰得很厉害，我怎么看她都

长阔高深，如此的无处不在，祂

星期才慢慢扶起来。可是现在的

不顺眼。我跟她带团队的观点非

的能力如此的巨大！我真的第一

我明白，因为不一样，所以我们

常不一样，因为她习惯了单打独

次明白祂在我还不认识祂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全！

斗，可是我们这个行业是需要团

就已经无条件的爱我了。我开始

神不仅开了我的眼睛，也

队合作的，她总是用她的高标准

愿意每天读经、祷告、敬拜、听

打开了我的心！我开始越来越

去要求别人，可是很多人没有办

道、操练内在生活！借着这些，

多的感受到神的爱，因此我也

法达到她的标准，因此团队里产

神开了我的眼睛，祂让我明白，

想很努力的爱回祂，我开始做

生了极大的负能量，这让我非常

我不再把以前引以为傲的聪明才

各样事情想讨神的喜悦，可是

纠结，卻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智、办事能力、得到的财富，当

有天神跟我说，做为祂的孩子，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

作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所有的

不是我手中做的事情有多少，也

头！其实很多时候，神就在那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段时间神

不是我手中做的事情跟别人有什

个地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教给我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感恩。

么不一样，而是我心中相信的不

们！只要我们来到祂面前，祂

不仅感谢祂给我的这些所有，更

一样，我相信的是主耶稣！相信

就会伸出双手帮助我们！可是

加学会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主耶稣借着圣经告诉我祂是道路

太多时候我还是靠自己！一开

每天早晨起来，看着明媚

真理和生命！原来主耶稣，祂根

始我竭尽所能想去解决这个问

的阳光，我的心里充满了喜乐，

本不在乎，不管我正在做家务、

题，终于有一天我挺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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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清楚的记得那是个星期

我论断的罪，认我眼睛只盯着别

做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不交托

五的早晨，先生很好奇地问我为

人的缺点的罪。圣经上说看别人

和信靠呢？神的担子是轻省的！

什么比平时起的早？我说 xxx 她

比自己强，可我总是看自己比别

是轻省的！有人说一人得救，全

太难搞了，我搞不定了，我要让

人强。我开始在神面前认罪。那

家蒙福，可是这一年下来，我的

神去搞定她！我带着这样的心态

天结束的时候，我鼓足勇气给那

感受是一人得胜，全家蒙福！

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当我开口向

个非基督徒的伙伴留了一个言，

这个家不再限于我的小家，

主耶稣祷告的时候，神问我：“

大胆的告诉她我早晨起来灵修的

我的女儿跟我说，妈妈你现在真

你来到我面前想让我做什么？你

时候，神是如何跟我对话的，

的再也不像以前一样，总是跟爸

想让我把你修理不了的人给修理

最后我跟她说：“神告诉我应

爸吵架了，总是在家里大呼小叫

了吗？是不是那个人你看不顺

该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对不

的，现在开始跟我们可以心平气

眼，搞不定了，你想让我来搞

起！我给你这么大的压力，对

和的说话，我们愿意跟你做朋友

定她？除了她，你还想让我搞定

不起！我对你指手画脚，从现在

了！我的先生跟我说，他这么多

谁？你是不是看你的女儿也有毛

开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放

年的梦想，就是有一个温柔的太

病？看你的先生也不顺眼？你是

飞你，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太！当初认识我的时候，好像

不是希望我把他们都搞定了！”

在那之后，因为我跟她

也很温柔的，现在好像有点要

我心想神好了解我！

关系的恢复，团队一路下滑的

回来的意思了！我的妈妈说，

神说：“你把我当成什

业绩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好转！

人家都说女儿是小棉袄，可是

么了？你把我当成你的佣人了

因着我来到神的面前，祂

以前的你跟刺蝟一样，我说什

吗？到底我是神还是你是神？

帮我修复了我的家庭关系，我

么你都跟我对着干，但是现在

你仔细的想一想，你到我面

跟伙伴之间的关系，我跟父母

好像这个棉袄也可以穿上了！

前来，到底应该求什么？”

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这样

我的同事跟我说，你以前那么

神开了我的眼睛，让我想

的神迹在我身上发生一次又一

盛气凌人，那么高高在上，可

起来我是带着眼中的樑木去看

次！帮助我度过了无数次的危

是现在竟然可以打电话跟我们

别人眼中的刺！那天我本来是

机，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祂无所不

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关

到神的面前去告状，求智慧帮

在的爱！我问自己，为什么那么

心，感受到你的爱了！小组的

助我搞定她的，但是神让我知道

傻，不把这些交给神呢？还要自

姐妹说，你那么的骄傲，对我

我应该到祂面前来认罪悔改！认

以为是，自以为能呢？为什么要

们不理不睬，现在她们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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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慢慢地喜欢上你了！我教会
的姐妹开玩笑的说，你是谁呀？
你来咱们教会十几年了吗？我们
怎么不认识你。可是今年他们跟
我说，听说你非常努力的在追求

聖靈的提醒
文 / 原秀鷹

神，我们所有人都特别地为你高
跟谁在一起就像谁，我的神在这

2

一年里因着我不断的亲近祂，竟

我：奶奶，奶奶。當時我的孫女並不在我的身邊。

然也可以一点点一点点的，越来

我想也許是聖靈提醒我，要為家人守望禱告。

兴！是的，这就是我的神！都说

020年11月快到感恩節的一個周五，我在家裏跳
廣場舞，突然在我的心裏面，聽到我的孫女叫

越像祂了！也可以让人家从我

到了第二天周六，我又在靈裏面聽到我的孫

身上看见祂一点点的影子了。

子叫我：奶奶，奶奶。我的孫子也不在我身邊。

我真的特别感谢神！祂改

這次我更加地警覺了，就更迫切地禱告。想到在

变了我！因为这些改变，我的

這個新冠疫情很嚴重的時候，禱告特別求主的寶血

人生有了这么大的翻转，我不

遮蓋一家大小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的場合，保守每

再是那个给人带来很大压力的

個人都十分健康平安，這是十分必要的。

人！身边的人慢慢地开始喜欢

過了五天，到了下禮拜四，我的大兒子

我，我开始成为一个能够给别

打電話來問：有沒有治療新冠病的中藥？正好

人带来爱，带来祝福的人！我

家中有蓮花清瘟膠囊。兒子很快地從他工作的

感谢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

餐館到家裡來取藥。他告訴我說，有一位從紐

圣灵在我身上好像锉刀一样，

約來的企枱，在兒子的店裏工作，檢查出來是

锉掉那一切不符合神心意的品

陽性的。感謝神！他吃了藥以後就好了。

行，慢慢地可以变成讨祂喜悦

我非常感謝聖靈的提醒，在我還不知道的時

的尊贵的器皿。我感谢神，渴望

候，用這樣的方式提醒我迫切地禱告。更感謝主回

有一天可以更多被磨练被使用！

應了這樣的禱告，讓我看見跟祂同工美好的果效。

神，有祢真好，谢谢祢在我
的生命当中！因着祢，我可以有
一个蒙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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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奇妙的帶領
文 / 林学娟

020年3月初是我们教会40天

2

在网络Zoom上聚会了，非常感

同工或牧者在，他们中大多是来

禁食开始，今年非常特别，

谢主奇妙的带领，在Zoom上的

自不同的国家。每次圣灵都很快

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今年在禁

聚会带给我非常多的方便，也

充满参加的人，他们都说方言，

食期间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神面

有机会接触到更多慕道友。这

也有圣灵医治的运行。有些教友

前寻求祷告。因为这个感动非

一年也是神扩张我服事的年份，

来自中美洲哥斯达黎加，那里有

常的强，所以我与一同祷告的

有生命河灵粮堂张牧师与他的同

五万多中国人，只有3家中国教

姐妹Fanny说，最近会不会有什

工来找我，希望我帮忙服事他的

会，其中有一位张夏妹传道人

么大事情要发生啊？大概过了

网络小组，大概每周有一次或两

与她的会友一起来追求被圣灵

半个月，美国疫情就开始大爆

次帮助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服

充满。因为他们非常渴慕，当

发了，我们大都被隔离在家。

事。之前我为他人祷告都是一对

我们一开始祷告，圣灵就浇灌

那时人心惶惶，确实需要花更多

一的服事，所以刚开始很紧张，

下来，她们都开口说方言。本

时间来祷告，只有神可以给人真

请师母为我祷告。师母鼓励我：

来这位传道人要求可以单独服

的平安。隔离的那段时间，也是

别害怕，一个人是圣灵的工作，

事，因为她在平时的服事中碰

我与神最靠近的时候，因为除了

十个人也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

到了瓶颈，灵里特别的干渴。

祷告也没有其他重要事情可以做

要来充满人赐下方言的，你只管

当圣灵来的时候，神就医治鼓励

的。不需要上班的时间多了，再

祷告，在Zoom上的服事，圣灵

她，对她这段时间服事的肯定，

加上禁食也不需要为吃什么花心

不做工，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神的爱充满她。我在视频里看到

思。每天早中晚都在祷告，圣经

对喔，神借着师母说出智慧的

她从流泪到被喜乐的灵充满，我

告诉我们，寻求就必寻见。在这

话，让我知道不是靠我自己，而

感觉她已经不需要单独服事，

期间，经历神特别的彰显同在，

是圣灵自己工作，所以在牧师、

刚好那天早上10点她要录直播，

异像、异梦、神话语的亮光多而

师母的支持下，服事就开始了。

她可以欢欢喜喜地去讲道了。

又多，我到现在还常常回味那段

每次我都带Fanny姐妹一起

我相信每次我们与主

与主在一起的时光。虽然外面

服事，我需要代祷同伴，信实

相遇都会带出自由的生命。

的世界在震动，我与几位姐妹

的神没有一次让我不知所措。

每一步我都要跟随着神，与

好像被关在歌珊地与神同在。

有时是10人一组聚会，有时是5

神同工，赞美主，一切的荣

因疫情的缘故，我们只能

人一组聚会，每次都有生命河的

耀都归坐在宝座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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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突破貪戀
文 / 傅愛琳

感

謝贊美主恩！在新年的第一個月末，因著

接走進辦公室，

主內肢體的愛，有位姐妹介紹了一份工作

和老板娘說我要報

給我，當時我內心極其掙扎，我每月有在領失業

稅，我有工作了不

金啊！何必每天辛苦8小時坐在電腦前呢！於是我

再去領失業金了，

就想還是先打個公司的電話聊聊情況。聊過以後，

說完這話內心的輕

公司老板娘當時就要求我面試，在沒有任何想要去

松和喜樂，是無法

工作的情況下我還是去面試了。交談中我直接告訴

用金錢來衡量的。

她，我現在正在領失業金。她的回應讓我十分滿

主啊

我贊

意，包括可以帶女兒去公司上班。結束面談回到

美稱頌您！您要

家後內心還是很掙扎，當我再次接到公司來信息，

緊緊抓住我的

問我什麽時候可以去上班時，我決定還是去吧。

心，用您的聖靈

從在公司學習電腦系統操作到正式上班，

來教導幫助我，

這期間還是想著報稅和領失業金的事。主啊！感

提升扶持我進入

謝您的話語，幫助我走出貪婪和迷茫。感謝我們

您榮耀的同在裏。讓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物，都無

教會的牧師師母，給我們設定了每天早上讀經的

法轄制我的心，使我單單依靠您，傾聽您聖靈的聲

計劃。那天我剛好讀到羅馬書13章7-8節：凡人

音。榮耀頌贊都歸於您我的天父！感謝主！阿們！

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
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
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

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

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

這兩節經文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裏。主啊！我

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

不能每天讀您的話語，而不將您的話語行在我的生

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活中啊！心裏默默禱告與主交談，神的話語是我的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力量，賞賜的是主，收取的也是主，我怎能做個偷
竊神榮耀的人呢！感謝主！那天上班到公司，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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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13：7-8

隱形的手
文 / 叶燕珍

去

年二月，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看到前面的车堵着不动，而在前方有蓝色的
闪灯，心想应该是发生什么事。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左拐，于是就提前进入黄

线。不一会儿，骑着摩托车的警察迅速地追到我的车后，我还没反应过来，警察就跟
我要身份证，这才明白是要吃罚单。警察说我提早进黄线，于是给了我一张罚单。
之前我已经有过一张罚单，再加上这张，因此车保费猛涨。通过这
些教训，我知道是神在管教我，因为在开车这件事上，我确实有些年轻气
盛，很多次都是神保守了我。这次车保险涨了这么多，我真知道自己错了，
于是向神认罪悔改，祈求神帮助，让保费可以降下来。接下来我打了很多
电话询价，选了保费比较便宜的一家保险公司。可我还是不甘心多花这笔
钱，又连系了好几家保险公司，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心想这事只能作罢。
事后一家保险公司连续给我的邮箱发了五个同样的信息，于是我
想再试试看，结果这家的报价，六个月帮我省下差不多500美元。感谢
神！我很开心，心中充满感恩。					
九月的一天，早上我上班，外面下着雨，我一边开车，一边祷告。大概离终点
还有12分钟的车程，突然看见前面有辆车停下来了，她要左拐，因为这条车道，左拐
和直行都可以。我急忙把刹车踩到底，结果还是没能停住车，碰的一声就跟前面那辆
车撞上啦！我等了一会儿，看前面的车没动静，后面的车都堵住了，心想拐到右边的
小区来处理吧。我拐到小区后，看到对方还是没动静，于是冒雨下车，心里期盼她不
要报警。想到罚单、车保险，嗐，还是我主动跑过去跟她打招呼，示意她把车拐到小
区里，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她把车拐进来，我看她的车一点被撞的痕迹也没有。
这时，她女儿撑着伞，从对面的小区走过来，她正在打电话（是一对西裔母女），
她的女儿看了一下妈妈的车，就把电话给挂掉（没有报警) 。我就跟她们道歉：”不
好意思下着雨，我车没刹住。”她们很和气的说没有关系，大家没事就好。因为没有
报警，所以不会影响到我的记录，保费也不致节节高了。感谢神再一次恩待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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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聖經
文 / 劉靜

一次讀聖經大約在18年

第

這算是我第一次完整的讀完整本

只能在下班後去參加家庭小組聚

前。那天懵懵懂懂地走

聖經。此後這本小小聖經一直攜

會查經禱告。除了每周一次的查

進一個教會，懵懵懂懂就做了

帶在身邊，每周參加主日崇拜

經以外，再沒有花額外的時間讀

決志禱告，教會的義工聽說我

聽牧師或是同工講道，密密麻

聖經。再後來教會租了一棟大樓

是第一次來教會，就勸我買一

麻的在書中記下了很多筆記，

的其中一層作為聚會地點，慢慢

本聖經讀一讀了解一下。從來

但始終沒有再完整地讀一遍。

地教會擴展开来，人數漸漸增

沒有見過聖經是什麼樣子，既

幾年後移民到美國，一到美

加。2015年開始，教會為我們訂

然稱為經，肯定是像佛經、心

國就開始為生活奔

經、易經等等有諸多看不懂的

波，雖然這本聖經

章節，聽人家這麼說，我懵懵

也隨著我飄洋過海

我得着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

懂懂還是買了一本小小的聖經。

來到了這裡，但幾乎

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

然後花了我一整個夏天的休息時

都沒有時間去翻它。

你名下的人。

間，從第一頁翻到了最後一頁，

一年後進入亞特蘭大

終於囫圇吞棗般的看完了。好枯

靈糧堂，總算是可以

燥，除了耶穌行神跡的故事有點

把忙碌的腳步暫停一

趣味以外，其他都沒看懂，不過

下。那時我們沒有自己的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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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 15：16

閱了月刊《活潑的生命》，從那

時開始我才認真的研讀聖經。《

聖經，可以不用看紙本的聖經

快 樂 ， 因 我 是 稱 為 你 名

活潑的生命》對我的幫助很大，

了。2020年教會開始讓我們使用

下的人。”（耶15：16）

每日有經文，並配有經文分享、

微讀聖經軟件來完成一年讀完

一年一年的讀聖經，越來越

見證，經文注解。師母鼓勵我們

聖經一遍的計劃。這次沒有按

體會到聖經是一本會對我說話的

寫分享，那時我不太敢寫，偶爾

聖經章節的順序而是按照歷史

書。今年早些時候，我和一姐妹

寫一點，生怕寫錯，卻不
明白聖靈給每個人的領受
不一樣，有時候會與他人
同感一靈，有時候會給不

因政見不同產生了分歧，
在小組群裡我毫不客氣地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責備我，不要

指責了她。第二天早上我

在烈怒中惩罰我！
— 詩篇 38：1

同的環境下的人有不一樣
的啓示和引導。這本刊物

照常早起讀聖經，首先是
詩篇 38：18：“我要承认
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

一直訂閱了三年，直到 2017 年

發展的順序編排，解決了有時

愁。”接下來的經文讀到士師記 2

底，花了三年時間我讀完《活

讀了後面忘了前面的問題，我

：3：”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

潑的生命》刊登的所有經文，

對聖經越來越依戀起來。在新

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作你

這是我第二次讀完整本聖經。

冠疫情肆虐的 2020 年，以前所

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

年開始，教會制

有的忙碌都放慢了腳步，每日

们的网罗。”聖經開口說話了，

定了一年讀完聖經一遍的計

讀完當天的經文會花更多時間

我肋下有一根荊棘，怪不得刺得

劃。有計劃就有了行動的目

來默想，神啊！祢今天對我說

我很不舒服，這根荊棘就是我昨

標，10月中旬我提前完成了讀

的是什麼？就這樣讀著、思考

天對姐妹的論斷。我當場用那天

經計劃，我就用剩餘的一個半

著，第五次讀完了整本聖經。

的詩篇為自己禱告求拔出肋下的

月時間重讀了一遍新約。這

2021開始了，新年有新希

荆棘：”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

樣第三次讀完了整本聖經。

望，新冠疫苗已經出來了，我

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

時間到了2019年，這一年我

們也即將從困境中走出來。每

我！”（诗篇 38：1）知罪認罪

們買下了自己的會堂。在正式啓

天早上醒來的第一件事仍是讀

悔罪，我當天去群裡向那位姐妹

用新堂之前，教會用一周的時間

聖經，今年教會編輯的是以琳

認錯，得到了她的原諒，肋下的

讓大家輪流上台朗讀一遍聖經，

讀經計劃，每日以一章《詩篇》

荊棘被連根拔出，雖然流了一點

我也參與了這次意義非凡的讀經

開始當日的經文。每天清晨當我

血，但荊棘不再在肉中，說不出

活動。2019年初教會依然制定的

以稱謝進入祂的門，以讚美進入

的舒服感。神的醫治讓我更喜歡

一年讀完聖經一遍的計劃，我仍

祂的院，吃下主每日所賜的靈糧

讀聖經，更渴慕明白神要對我說

在當年的10月份提前讀完，剩下

時，那種甜美和饱足感使我有

的話，更渴望進入到更深之處。

的近兩個月時間，我回過頭把

能量去開始新的一天，漸漸地

詩篇又重讀了一遍，每日讀經

明白主每天對我

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

說的是什麼。“

分，對讀聖經的興趣日趋濃厚，

我得着你的言

這是我第四次讀完整本聖經。

語，就當食物吃

時光在流逝，時代在進步，

了，你的言語是

眼睛老花了，但智能手機下載

我心中的歡喜

2018

因此我又說：我必不將他們从你們面前
赶出；他們必作你們肋下的荊棘。他們
的神必作你們的网羅。
— 士師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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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凭信心生活
文 / 黄友琴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
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
— 馬太福音 6：26

我辭職了

在地啄着树枝。看到这
样的情景，我就想起圣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
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019年的5月初，我的身体因

2

经里的一句经文-马太福

为长时间工作的压力，出现

音第6章26节：你们看那

一些状况，所以我就去看家庭

天上的飞鸟，也不种，

医生。在等医生来检查的房间

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

里，我看着窗外的树木在大风中

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看到了神的应许，又因为这个

摇晃不定，就像我的心情一样，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当

应许，以后我要凭信心而活。

我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想辞

下我立刻明白，神在回答我的

去我的工作，但是我又担心家里

祷告，祂应许我，要养活我，

的经济状况，我不想压力全落在

我可以安心地去准备辞职的事。

感谢主！在接下来的一两

先生的身上。我该怎么办呢？神

在我先生完全的支持下，

个月里，我的先生和保险公司

啊，你是否可以告诉我，我辞工

我提前了两个星期向公司提交

沟通后，知道把我們房子燒坏的

是否合你的心意呢？神啊，你是

辞职信。5月31号我离开了工

租客之前买了租房保险，所以保

否可以给我一个印证，让我知道

作将近16年的公司。这是一个

险公司会帮他继续付6个月的房

辞去这份工作是对的决定？”当

很大的决定，我知道这个决

租。我们的房屋保险公司会帮

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只

定，将会影响到我们家的经济

我们重新修护房子，时间也是6

小麻雀飞来，站在摇晃不定的树

状况。但我也知道自己是在经

个月左右。这真是一个大好消

枝上，它一点也不害怕会从摇晃

过了5个月的祷告和挣扎后，

息。其实，神早就知道这一切

的树枝上掉下来，就那样自由自

所做的决定，因为我在祷告中

了，所以神才会叫我安静等候。

感恩見證集 91

— 以賽亞書 26：3

凭信心生活

我们的神真的是无所不知的神。

期过去，我们都平安无事。

过去想和她聊一聊， 没想到我向

通过这件事，神再次提醒

接下来就到了2月4号该回美

她走近一步，她就向后退一步，

我：应当一无罣虑，只要凡事借

国，可是3号晚上加拿大航空，

显然她很害怕，尽管我俩都戴口

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

发邮件说是航班取消，因为机场

罩。机场里的场景，就像以前看

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

禁止从中国出来的人上飞机。那

过的被病毒传染的电影一样，只

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

时候，不止是加拿大航空禁飞，

不过这次是真的，不是电影。感

心怀意念。正如以赛亚书 26：3所

还有好多其他航空都禁飞。难道

谢主！ 6个小时后，终于听到有人

宣告的： 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

我这次回不去了吗？在美国的先

叫我的名字，我被安排坐上飞往

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生和女儿，还有先生的家人和朋

华盛顿的飞机。后来又转机飞回

友们都开始为我担心。那时的我

亚特兰大。最后在2月6号晚上终

什么也不能做，只有祷告仰望

于回到家。一到家还没有看到女

十几年没有回国过春节了，

神。感谢主！航空公司帮我把

儿就开始两个星期的隔离。感谢

既然眼下我没有工作，那2020年

机票改成4号早上飞去香港，然

主！这回家的路虽然漫长不易，

的春节是该回去跟父母和弟弟一

后转飞到美国。不料在香港的机

但我就是不住的祷告仰望神。我

疫情來了

家过节。感谢主！我买到
非常便宜的来回机票，1
月12号飞中国，2月4号回

知道是神保守了我，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

也是神将那十分的平
安放在我里面，因为

美国。回到中国才一个

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

我信靠祂。正如先知

星期就遇到疫情，然后

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

以赛亚所宣告的，”耶

武汉封城。接下来因为

你們的意念。

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

有人从武汉回家过年，

— 以賽亞書 55：8-9

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

所以我父母所在的城市

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

也开始禁出。我也因此

样高过地，照样，我的

每天和家人待在一起。感谢主！

场被通知，飞往美国的机票再次

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

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被取消。需要等待通知，因为那

高过你们的意念。（赛55：8-9）

在禁出之前，侄女因为

时美国仅有5个机场，允许从中

她的同学从武汉回家请吃饭，

国来的美国公民上飞机。在那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有人因此被

漫长的等待中，我不住地祷告，

从中国回来后，美国的疫

传染病毒。如果有被传染，那

求神保守我在机场不被感染。

情也开始蔓延。那时候所有商

和她一起吃饭的人就危险了。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看到每

店的口罩几乎瞬间就卖完了。

我的弟媳买来测体温的仪器，

个在机场里面的人都戴着口罩，

好多医生护士的口罩都不够用。

每天给我们测试。我也是默默

有的人紧张，有的人害怕，有的

我开始和一群义工，一起做口罩

地祷告，希望侄女和同学没

人焦虑，也有人无所谓。我看到

和护士服，免费送给医生护士。

有被感染。感谢主！两个星

一个中国人和我一样在等待，就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参与这样的

我開网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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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能为在第一线的医务人

全装修好。我们打算把它卖了，

离开那家公司后，忽然一

员做点事，实在是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实在付不起两个房子的

个意念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为

到4月份的时候，美国疫情

房贷。尽管知道一时半会儿不能

何不自己做口罩来卖呢？对啊！

已经很严重。好多公司，餐馆

卖出去。正当我们找经纪人帮我

我可以自己做口罩来卖。神让我

都相继关门，先生的公司也给

们卖房时，先生的同事愿意签下

想到先生的妹妹，她的人际关系

员工们减少工作时间。于是先生

3年的合同把它租下。这真是从

比较广。在和她联系后，她同

的收入减了一半。我们家的经济

天而来的及时雨！与此同时我收

意做我的推销员。于是，我开

开始更紧张。于是我决定去找份

到一家公司的邮件要与我面试。

始做口罩卖。非常感恩，先生

工作，好帮助先生稳住家里的经

隔天我就去面试，公司离我家

的妹妹帮我推销了好多口罩给

济状况。我将简历发出去后，好

只有4个半英哩，工作的种类也

她的朋友们。我也非常感恩教

几家公司都要和我面试。我向神

是我的专业 – 在工业机器上做

会好多姐妹购买我的口罩，还

祷告说：“神啊！ 我不知道这

口罩，但是工资只有$19一个小

有好多姐妹帮我推销口罩。感

个时候找工作，是不是合祢的

时。无论我怎么和那位面试我的

谢神一路带领，先是在朋友圈

心意，但是我们家的经济状况

女士沟通，她也不同意$20一个小

和亲戚圈卖，然后再到网路上

摆在这里，除非祢及时供应，

时。当下我就明白，这份工作不

卖，到后来9月份正式开起了自

不然撑不了多久。如果我找工

是神为我预备的。细想一下，如

己的网店：YMsewing on Etsy。

作是合祢心意，求你让那家公

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那就意

我从未曾想过要开网店，

司离我家近，工作的种类也合

味着我得到了这份工作。而这份

但当我信靠仰望神时，祂就一

我的专业，工资不能低于$20一

工作是需要上晚班的，那我以后

路带领。我不得不说：神的意念

个小时（虽然没有以前公司给

就没有时间参加周三晚上的祷告

实在是高过我的意念。信靠神实

得高）。只要这三个要求都满

会和周五晚上的小组聚会，也不

在是好得无比。愿所有的荣耀和

足，我就知道是合祢心意的。”

能参加周一和周五下午一点的祷

赞美都归给爱我的天父阿爸！

那时刚好我们的出租房已完

告会了。这肯定不是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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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失而复得的喜樂
文 / 宁洋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 詩篇 65：11

2

020年12月7号早上，我按计

包丢了没关系，不要再找了。”

里的门铃，我心里很紧张，不知

划去Costco购买接下来一周

我就带着沮丧的心情回家了。

道是谁会在这个时候来家里？ 向

要用的物品。到了Costco，我持

到家以后老公和儿子都来

外看去，门口是一位五十几岁的

会员卡进了店，当要把会员卡放

安慰我。之后我也开始打电话

中年西语裔男子，把我的钱包举

回钱包时，发现钱包找不到了，

办理挂失。婆婆公公都分别打来

起来，用不是很流利的英语告诉

心里就慌了。于是赶紧回头去寻

电话安慰我，让我感到很溫暖，

我：“我捡到了你的东西......”

找，可是找了半天连个影子也没

心中有一种莫名的踏实和平安。

哈利路亚！我赶紧打开门。 他

看见!情急之下我赶紧跑去找工作

我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丢个小东

告诉我，他按着驾照上的地址连

人员，想问有没有人捡到钱包，

西就会沮丧很久。晚上我在祷告

续来我们家两天了，但家里都没

交到失物招领处，去了以后服务

的时候，就有一种感动，“如果

有人，今天是第三天了。我当下

人员说没有! 这下糟糕啦!因为银行

捡到我钱包的人正经历着什么困

心里特别感谢主，满满的喜乐！

卡，驾照，都在钱包里，虽然没

难，把这个钱包卖掉大概也值几

不仅仅是因为钱包找到了，更多

有很多现金，但是钱包是婆婆送

百块钱。如果这笔钱可以帮助到

的是主透过这一件事情，让我看

的圣诞礼物，所以我很想把它找

他，那我也很感恩。”祷告后心

到他又真又活，让我明白赞美祷

回来。接着，我跑到出口处，一

里觉得很喜乐很平安，当时真的

告的力量！主啊，你真的是奇

个一个的问有没有人捡到钱包，

知道那想法不是从我而来的，是

妙可畏的神......原本我是一个遇

心里也在默默地祷告。当时我也

从神而来的感动。按之前属血气

事很消极，喜欢抱怨发牢骚的

把这件事情告诉小组的姐妹们，

的我会抱怨，为什么捡到钱包

人，然而现在我真的是需要更多

请她们帮忙代祷！大概十几分

的人不还给我？甚至会说很多

的操练，凡事感谢，凡事赞美！

钟，都没有人捡到。老公打来电

不好听的话，但这次却没有......

话，告诉我说：“快回家吧，钱

第三天中午，突然有人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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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ter into Sweet
Joseph Mao

O

ne Thursday in July, I was driving home when I

do this, we will receive His peace that transcends under-

had my very first car accident. To make it worse,

standing and guards our hearts and minds (Philippians

I was clearly at fault, which was especially devastating since

4:7). Little did I know how much I would rely on this

I struggle with beating myself up over mistakes. However,

passage over the next few days.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God was so kind and gracious in a way I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Furthermore, just hours before the accident, I was
in a class about intimacy with God. It just so happened

At the time, I was doing a summer internship at the

that the topic that day was “Waiting and Releasing.” During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the class, the teacher spoke on

Atlanta. From Monday through

choosing to take thoughts of worry

Thursday, we would spend time in

Don’t worry about anything;

captive and release situations to

the prayer room and take classes on

instead， pray about every-

the Lord, who leads us, protects

Biblical truth and intimacy with

thing. Tell God what you need，

us, and provides for us. After the

God, all designed to provide an

and thank him for all he has

class, we spent time in the prayer

environment for interns to encoun-

done. We will receive His

room, during which I released

ter God (I highly recommend it).

peace that transcends un-

some things to God and meditated

God used this context to prepare

derstanding and guards our

on Philippians 4:4-7. I felt so

my heart to deal with the car acci-

hearts and minds.

struck by Paul’s command to

— Philippians 4：6-7

dent.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it was

For example, the day before,

a command, not just a suggestion,

on Wednesday morning, our

because God filled His people with

Internship Director started our day with a short encour-

joy! With God’s word bubbling in my heart, I left IHOP

agement from Philippians 4:6 [“Don’t worry about

that day filled with joy, humming a song to myself as I

anything; instead, pray about everything. Tell God what

drove home.

you need, and thank him for all he has done”]. She walked

But then the accident happened.

us through this Biblical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anxiet-

I was making a left turn and made a poor decision,

ies—we pray, tell Him what we need, and then thank

which resulted in a scrape between the car I was driving

Him. It’s a process that helps us to cast our cares on our

and another car going through the intersection. Because

God who cares for us, and God promises that when we

it was only a scrape and not a serious accident, I did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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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 the severity of what I had just done. In the panic

like an environment I wasn’t prepared to handle. I begged

of the moment, I continued driving, mind frozen. It wasn’t

Him to cover me with His peace and forgiveness, that it

until the car I hit caught up to me that it finally struck

would fully remove the guilt and peace.

me that I had majorly screwed up, both in the scrape and
in my actions afterwards.

On that ride home, I saw God’s tender kindness. I
remember pulling up to a stop light, still completely in

I remember the overwhelming sense of guilt and

tears. Waiting beside me was a police car. Before, as a driver

shame as the other driver screamed and cursed at me, we

that followed the law, I had never felt any fear towards the

waited for the police to arrive, and the police officer dealt

police before. But now, after the accident, the simple sight

with the situation. Yet because of the way God had “pre-

of the white and blue car made me tense up. I kept glancing

treated” my heart in preparation for the accident, I prayed

over amidst my tears to see if the cop inside was the one

throughout the entire ordeal. I released my emotions and

that had given me my ticket, if he recognized me as the

the situation to Him. I presented my request and thanked

one he had just given a ticket to, if he would down look

Him for what He wanted to do. I even kept asking Him

at me as a traffic violator and a bad driver.

if there was something He wanted me to say to the other

Of course, it was a different policeman. But he just

driver, to minister to her heart. To this day, I can only say

happened to look over and see me sobbing, and he rolled

that it was the Holy Spirit teaching me how to pray, since

down his window to ask if I was okay and if I wanted to

there was no way my human nature would want to pray

talk. I didn’t take him up on the offer because I was already

for the other driver after being cussed out, no matter how

talking to God about it, but the incident revealed my

much I deserved it. At the time, I felt frustrated because

wrong expectations towards God. In my mind, I felt as if

I felt like my prayers “weren’t working” the way I wanted

He were full of judgment, as if my mistakes would change

them to, but looking back, the simple fact that I wasn’t

the way he saw me and felt about me. In reality, He was

crushed by self-hatred over my mistakes was an answer to

the very opposite of my expectations. Instead of judgment

prayer in itself—I’ve treated myself far worse over much

and condemnation, He welcomed me and all my mistakes.

smaller things before.

Instead of scolding me, He asked me “Are you okay?” In

After what felt like an eternity, I was finally allowed
to leave. I hadn’t even been on the road for a minute before

His eyes, no matter how hard I fell, I was always His
beloved.

I started weeping uncontrollably, crying out for the Lord’s

It was such a small gesture, but I felt so cared for. It

help. Driving suddenly felt overwhelming; the road felt

was as if God Himself had directly told me,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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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I still love you,” as if my mistakes were relevant at

4 again and again, and God’s peace covered me again and

all. Simply “I love you,” an absolute fact of reality that

again.

would never change. Greatly encouraged, I continued

The last stronghold was my fear. Following the acci-

home, half crying, half laughing. My mistake still hurt,

dent, I often felt gripped with sudden anxiety whenever

yet God’s joy was undeniably present in the car, right

I had to make a left turn. Praise the Lord, for He saw my

beside me and filling me.

struggles and knew exactly how to set me free! About two

I was only a few minutes away from home, though,

weeks later, I had an internship class about deliverance.

when another one of God’s mercies suddenly dawned on

Though it covered everything from generational curses to

me. During the internship, I quickly got used to seeing

demonic oppression, it stirred up my heart with the truth

impatient drivers behind me, the ones that would come

that God wants His people to live in freedom. As I left

up right behind me to try to force me to hurry and accel-

IHOP, I talked with God about what He had shown me,

erate. To this day, those drivers are the bane of my existence,

and I felt so strongly that I needed to command the fear

provoking a fury in me rarely brought out by anything or

to leave with the authority that Jesus has given us. So I

anyone else, and they’ve ruined my day multiple times.

obeyed. In Jesus' name, I rejected the hold of fear and

But that day, I did not encounter a single impatient

embraced God’s freedom. Almost instantly, the fear left,

driver behind me the entire way home. Multiple times, I

and it hasn’t returned ever since.

saw them in the distance in my rearview mirror and braced

No one wants to be in a car accident, and I am no

for the worst, but without fail, a slower car always ended

exception. But whenever I think back on the accident and

up between me and the impatient one, shielding me. Some

all the events surrounding it, I see so much of God’s

might call it coincidence. I know it was God. Even now,

kindness in it that it absolutely overwhelms any of the

whenever I go to IHOP, I always run into impatient drivers

negatives, from God’s abundant preparation beforehand

at some point of my drive (I see them as God’s way of

to His tender comfort immediately afterwards. Every time

teaching me meekness), and it reminds me of how gentle

I drive by that stretch of road, I’m filled with gratitude

God was with me that day of the accident.

and thankfulness for the experience. He really does have

Of course, the story doesn’t end there. In the days

the most miraculous ways of turning the bitter into sweet.

that followed, whenever I had to deal with the insurance
company or the other driver, I would almost always be
hit with sudden fear again. I had to return to Philipp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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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ed in God
Melody Kong

F

or the first 15 years of my life, I was not consistent

enough time, or I had too many assignments—every

with reading my Bible. I’d read it occasionally, maybe

excuse in the book. But COVID-19 hit mid-March, and

once or twice a week, before it got boring and I put it

suddenly, I had all this free time on my hands. Those 7

down, or I would read the Bible because I felt bad if I

hours at school were now gone, replaced with at home

didn’t. But in 2019, God did some pretty cool things in

learning at my own pace. Now, I couldn’t have the excuse

my life, which you can read about in the 15th anniver-

of no time or too many assignments. I could read my

sary booklet. For 2020, I wanted to grow closer to God,

Bible in the morning and take more time to understand

but I couldn’t just sit around doing nothing and wait for

what it meant. I started to read my Bible after I ate

him to come. If I had learned anything from 10 years of

breakfast, and this continued on for about 3 months.

Sunday School, it’s that God is already waiting for us and

I realized after reading one day that I was speeding

we need to take action. We need to knock at the door,

through the Bible. I wasn’t really taking too much time to

and he will answer and bless us abundantly. So I did just

dig deeper into its context, which was the whole point of me

that. I took action, and made a goal. I decided to read the

making time to read my Bible. I made another decision to

Bible every single day, following the church Bible plan.

start reading my Bible at night as well. This way, if I didn’t

For the first 3 months of 2020, that’s exactly what

finish reading in the morning, I could finish at night. Now,

I did. I read the amount of chapters I had to read for

I read my Bible in the morning and at night, two times a

each day on the way to school, at school, and occasion-

day also for about 3 months. This was definitely progress

ally in my free time. But I never made time to read my

for me, because previously, I had found it very hard to even

Bible and “digest” it. I made the excuse that I didn’t have

pick up my Bible let alone make time to read my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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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everything is now shut down, we have Sunday

a goal this year to delete Instagram for a week every month.

school over zoom. One of the lessons was about how to

I would’ve never imagined setting either of these goals 2

have a quiet time and why it was important. It also men-

years ago. But throughout this past year, God has shown

tioned that a quiet time was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me how to make progress by setting small goals to reach to

before your phone, before your breakfast, before anything

where I want to be. It isn’t just a one step process but one

else, but to simply start off your day with God. Since I

of a million tiny steps, and each, brings you closer to God.

had already made time to read my Bible, I ignored this

I’m so grateful that I am able to experience his goodness

recommendation for a while. I set it as a goal, but with no

in my life, and that his goodness keeps on chasing after me.

clear end in sight. Eventually, through more experiences

In 2019, I learned tha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ouldn’t

and chats about a quiet tim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fix itself overnight. In 2020, I was able to make the dreams

I decided to do it. This meant I had to change my sleep-

I had of strengthening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to a

ing habits, and instead of waking up at 9, I had to wake

reality. I did this by making and achieving my goals, which

up at 8. At first, it definitely wasn’t easy, as I had been

were at times disappointing with no clear big difference,

used to waking up to breakfast, but as I did with other

but nonetheless, many small goals can lead to noticeable

goals, I adjusted, and it became part of my normal life.

differences,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from earlier years.

In the past year, God really has been teaching me,

God continually teaches me and shows me unconditional

correcting me, and most importantly, helping me grow.

love, even in my mistakes, which are the perfect conditions

He has constantly been challenging me to change areas of

for me to grow. I am no longer just a seed, but a seed who

my life to which I could better serve him and bring him

is growing roots and thriving off of his love and good-

glory. He’s also helped me to make practical changes to my

ness. Who knows, maybe next year I’ll become a sapling.

life, as I have been sleeping at 10-10:30 pm recently and
waking up at 6-6:30am to get work done. I have also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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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恩寵小組

郭靖姊妹

404-519-0096

心連心小組

江大強弟兄

770-910-0630

芥菜種小組

張瑩姊妹

678-662-3687

TOG 高中小組

Joseph Mao

404-740-0034

夫妻小組

王惠國弟兄

770-365-3350

追光小組

簡夾心姊妹

404-563-6031

林美姊妹

678-267-0559

陳協芳姊妹

470-549-4640

周三：警醒小組

林學娟姊妹

678-677-0377

周四：光鹽小組

陳佳唯姊妹

770-910-0629

周五：喜樂小組

周惠鴛姊妹

404-543-2176

和平小組

劉克真姊妹

678-920-8087

仁愛小組

李一菲姊妹

770-652-3662

更新小組

周暉姊妹

770-570-9815

恩雨小組

毛應清弟兄

404-543-2003

社青小組（男） 魏大為弟兄

404-661-1822

社青小組（女） 倪玉芳姊妹

404-536-7272

TOG 大專小組

顏士熲弟兄

678-654-0501

陳鳳嬌姊妹

678-538-8082

就光小組

劉瑞聰弟兄

404-290-6625

萬國小組

王惠國弟兄

770-365-3350

周一：晨光小組
新生命小組

周六：福州話小組

主日崇拜：周日 10：00 am
禱告會：周三 7：30 pm

亞特蘭大靈糧堂

這本見證集，是傳揚神在過去一年裡，在我們中間成就的美善。若你也嚮往認識
這位神，只要敞開你的心呼求祂，你會發現原來祂離你不遠，正充滿憐憫等候施
恩。若你需要禱告與扶持，歡迎與我們聯絡。
地址：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Atlanta
4995 Avalon Ridge Parkway, suite 150
Peachtree Corners, GA 30071

電話： 770-449-4415

網址： www.atlantabolcc.org

電子郵件： Bolcc.at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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