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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週年見證集序言 
徐永宙牧師

「它是最美好的時代，它是最糟糕的時代」 
－雙城記－  查爾斯．狄更斯  
在新冠病毒繼續肆虐的2021年，人們因著種種的限
制令而行動不便，社會動盪不安，通貨膨漲，信心
受到考驗的時刻，往後當你回憶這一年時，你會怎
樣描述這一年? 是最好的？還是最壞的？ 

當我回顧教會這一年，心裡充滿了感恩，雖然有種
種的不便，然而這是教會「開枝散葉」的一年。

既然不太可能到國外宣教，弟兄姊妹們就將眼目調
整到所居住的亞特蘭大城市，2020年12月成立的「
家門口宣教」福音工作，決定服事一些因著戰亂來
到亞城的難民，經過三個月的運作，聯合了幾個華
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在2022年2 月正式成立了「萬
國小組」，每個星期六早上有固定的禱告會，為難
民，為這個事工代禱，傍晚帶領他們查經認識神，
周間提供各種服務。一開始，只有年青的男難民出
席，因著他們的熱情，慢慢地也接觸到婦女及孩童
們，所以半年後，教會的大專及高中生，也加入了
這個事工，開始服事孩童。12月時有超過30位會友
一起到Clarkson city, 分送「鞋盒聖誕禮物」給難民
家庭，整個活動充滿了喜樂。

從2011年開始，每年暑假，教會青少年都會參加
Advent Taiwan 的短宣隊，為台灣的學生舉辦「英
語品格營」活動，2020年因為疫情，無法去到台
灣，主辦單位停辦，但是我們教會的青少年使用新
科技，在Internet 上使用meeting Apps，成功地將英
語品格營搬到了3C的螢幕上，不但服事了更多的學
生，還訓練且結合了幾個友堂的孩子一起參與，令
人刮目相看。因為做得太好了，2021年3月，教會的
青少年們接受Advent Taiwan主辦單位的邀請，負
責全部的Internet Advent Taiwan 的活動，這真是一
個重大的挑戰，從報名，設計課程，連絡台灣的學
校，網上訓練各教會的(青少年)老師，成立代禱團
隊，…，6月28日活動正式開始一直到7 月17 日
圓滿結束，真的為他們喝彩。

8 月份時，有十幾位外地來的弟兄姊妹，
組成「亞特蘭大福音隊」，在亞城各地
傳福音，教會裡有多位會友報名參
加。之前聖靈感動一位美國弟兄
Derek在七月時主動地到我們教
會，教導T4T (Training for 
Trainers)的課程，學習
用最簡捷的方式，向
陌生人傳福音，
受過訓的弟

兄姐妹們正好在8月的「亞特蘭大福音隊」現學現
用，排上了用場，真是一個特別喜樂的時刻。

10月份時，教會有十幾位會友參加福氣教會舉辦的
「幸福小組」全球線上研習會，深受感動，有幾位
決定要在教會試辦第一期的「遇見幸福幸福小組」
，另外有幾位同心籌備一個線上的「樂開花幸福小
組」，目前正如火如荼進行中，兩組都捷報頻傳。

另外有姊妹們在過去參加「更深之處」(Deeper Still)
的墮胎醫治事工，得到靈裡極大的釋放與醫治，深
深覺得這是華人事工中很需要又欠缺的一項事工，
因此決定在亞特蘭大成立「更深之處」的華人分
會，今年也舉行了第一次退修會，神奇妙地使用了
她們，深信這事工將會大大祝福華人中因為墮胎而
受傷的人。

12月時，教會確認了神在兩位姊妹生命中的揀選，
經由教會「僕人團隊」一致推薦，提到小組長群中
無異議通過，按立並委任周惠鴛姊妹為牧師，林學
娟姊妹為傳道，我們看見她們在教會裡，謙卑受
教，學習服事，忠心牧養，生命被磨成牧者的模
樣，這是水到渠成的確認，很高興這是教會成立
17 年來，第一次按立傳道人，相信這也是
教會繼續增長，開枝散葉必然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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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代代 
陳德玉牧師

等了10年，終於聽到女兒懷孕的消息，數算著日
子，歡天喜地預備著為女兒坐月子的事，過了預產
期兩天之後，終於開始陣痛現象，我倆計算著動身
往加州的時間。

就在女婿報告生產順利的同時，也告訴我們，胎兒
出生之後因肺部吸入糞便，造成他呼吸困難，已經
送往新生兒重症監護病房，暫時以呼吸機輔助小
baby得到足夠的氧氣。

我們聽到消息之後，同心為外孫的平安禱告，外子
告訴我，前天無意間看到經文：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
開你，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
說的。(以賽亞書 54:10) 當時他就以這節經文為即將
出生的外孫禱告了。

因為34年前，女兒出生時也有好多問題，肺泡沒
開，心臟瓣膜沒關，腦淤血，腸子有一段沒有神經
不能排便，醫生說必須開刀，切去沒長神經的部
分。當時在我們為她呼求時，神賜下這節經文給我
們，有了神的話，之後無論醫生告訴我們又發現她
有什麼問題時，我們就是不斷宣告：大山可以挪
開，小山可以遷移。結果女兒在醫院住的兩周，

除了輸血及給藥使心臟瓣膜閉合之外，沒有任何治
療，她就平安出院了。

現在當我們為外孫禱告，想到神與我們立的是平安
的約，而約是世代生效的，心中得到鼓勵，也告訴
女兒女婿不要擔心，神一定會保守baby的。我們的
話大大平靜了新手父母的不捨與慌亂，同時他們決
定為baby取名Owen，意思是年輕的戰士，相信小
baby一定能為自己的生命爭戰得勝。

雖然當天稍後醫生告訴女婿，他們要為baby插管治
療，情況似乎越來越嚴重，但我們心中因為神在34
年前賜的話，一邊繼續禱告，心中仍然相信一切都
會平安。

感謝主，插管不到12小時，由於Owen的各項指標都
有很大的進步，管子就拔除了，只需用呼吸機幫助
即可。

之後似乎每幾個小時就能看到Owen的情況有改善，
他已經度過了死蔭的幽谷。

出生五天之後，當我們飛抵加州時，小外孫已健康
地出院幾小時，在家等待外公外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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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驱散了阴霾 
Joy Mao

过去五年先生在神学院修课，非常地忙碌：白天有
全时间的工作，下班回到家里还有父亲和丈夫的责
任，加上教会的服事，他整个人像机器一般日夜超
负荷地运作，常常连睡觉也在想他的功课。在这些
忙碌的日子里，我们的婚姻多次出现危机。从先生
的角度，他渴望我理解、支持他。但我这里，也希
望他知道我心里的痛苦与挣扎。我们失去了长久以
来心灵里的交流，也失去了曾经那么亲密无间的关
系。
 
在那些日子里，仇敌像怒吼的狮子，不断地向我的
心思射火箭：“你先生不爱你；再也回不到以前那样
甜蜜的关系了；你的婚姻完了…” 有时自己若是够警
醒，靠主的恩典就可以胜过仇敌的声音。但有时自
己软弱，仇敌的声音就射进我心里，我就活在失望
沮丧里。几年来，我就是在这两种情形中跌跌撞撞
的走过来。神完全知道我的每一次挣扎，更知道怎
样把我带出来。
 
年初时，全家到海边去度假，在路上用午餐时，突
然发现车子的右前方，有点凹陷的损伤，我才猛然
记起：几天前，我开车在回转时不小心碰到东西，

我当时以为没什么事，也没有下来查看，却没想到
留下这样明显的一个凹陷。我马上和先生认错并道
歉，以为先生肯定会责备我，但没想到先生当时
就宽容地原谅我，事后也没有任何不满的嘀咕，甚
至还对我说：“你比车子更重要！” 午餐后我一边
开车，一边回味神的真实与恩慈：神完全知道我的
情况，在出发前我心里对先生充满失望与负面的情
绪，里面就是觉得他不爱我，心里也对他嘀嘀咕
咕。但先生在我的过犯上完全赦免包容我，让我再
一次感受到先生对我真诚的爱，先生的包容驱走我
里面对他所有的失望和负面的情绪。
 
到了海边之后，又看见先生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
一个可以安静散步，默想祷告的地方，甚至在夜晚
时可以漫步到海边，伴随着恬静的海浪，观赏着夜
空中的星星。有一天，先生无意透露：因太太喜欢
安静的海边，就特别多花了钱为太太预备了一个安
静可以休息的地方。神又让我再一次看到先生对我
用心的安排。
 
上帝就是这么奇妙地恢复我与先生的关系，爱是可
以驱散里面所有阴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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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摩西举手祷告
Joy Mao

每年参加台湾短宣，上帝都会预先给我如何带短宣
队的方向和策略。而今年台湾短宣训练已经开始
了，我却还没有从神来的方向和策略。于是我更认
真到神面前祷告：“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到现
在我都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 慢慢地，我觉得主开
始靠近我，主的光照在我心里，我才看见了自己最
真实光景，就是我里面有失望、有沮丧、有算了、
有想放弃的想法，这些乌云在我里面，使我不能够
听见神的声音，看不见神的手势。我就在神面前为
自己的态度悔改，再一次宣告我要选择主的爱、主
的盼望 ，在主里面站立起来。
 
很快地神就赐下方向策略，感觉神要我呼召小队长
和队妈天天为短宣队守望祷告。天天守望祷告？这
代价颇大，不知道小队长和队妈会愿意吗？感谢
主，当我分享这感动时，队长和队妈们都同意了，
所以就马上开始祷告。第一天祷告时，神把一段话
赐给我们：

“出埃及记 17:11
摩西举起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把手
放下来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得胜。”
 
神指示我们：祷告时就可以托住打仗中的青少年。
所以我们就开始天天为青少年祷告，为台湾学生祷
告，也带领整个宣教团队每天在教学前一起祷告预
备自己。
 
神在祷告中行许多奇妙的事，队长和队妈更靠近
神，队员们也经历到神。

有天队长和队妈聚在一起祷告时，Joseph开始在主
面前呼求：”求主洁净我们!” 我们整个团队同感一
灵，大家一起开始呼求主的洁净，我心里有明显

的一个感动，觉得需要把那几天的黑暗曝露在光
中，求主来洁净我。于是我开口认罪，其中包括我
对Joseph心里不舒服的东西，向主认罪后也向他道
歉。当我认罪结束后，圣灵的水流带领其他的队长
和队妈也分别开始认罪，那一天神在我们当中做了
美好的洁净工作。

一位青少年在准备个人见证时，把当时他里面最真
实的挣扎写出来，坦诚自己跟神的关系非常遥远。
上帝感动我要找一两个队妈或队长，私底下服事这
位青少年。服事他时，圣灵奇妙地运行，看到我们
愿意花时间帮助他，这位青少年非常感动。在他教
学分享见证时，我有机会到他的学校听他分享，圣
灵膏抹这位青少年，使台湾的学生很认真听他的见
证。宣教结束时，这位青少年分享神透过这次宣教
大大地修复并提升了他与神的关系。 

在一个学校分享见证与福音时，校长就坐在学生当
中，但队长刚强壮胆，充满了信心地分享神在他生
命中的故事，校长竟然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而且
那个学校竟然还把这个英语品格营放在学校的头版
新闻里面! 感谢主，神的福音没有受到任何拦阻。
 
我协助的那班是Daniel 和 Jeremy 带领，在分享福音
见证的那天，网络出现了问题，在播放短剧时，试
了很长的时间都无法正常播放。神感动我请 Daniel 
直接分享短剧的故事，然后就直接跳进见证与福音
的分享，看见临时受命的青少年如此镇静与勇敢，
我惊叹真是神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并操练，像摩西一样在
山上举手为山下的约书亚祷告，亲自经历神在我们
青少年当中的奇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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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和睦同居
毛应清

三人小组：两年前，当疫情来临之际，牧师勉励我
们要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因为新冠病毒的缘故，每
周五的团契聚会不得不转到Zoom上进行。为了在彼
此每周不能碰面的情况下，团契的弟兄还能继续有
生命的交流，2020年初，我把我们的弟兄团契分成
了五个三人行的关怀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位灵性比
较成熟的弟兄带领，鼓励彼此之间的关怀。我自己
也带领两位刚来教会不久的弟兄，并相约三人每周
二晚上一起在电话上分享祷告。每一次在一起，我
们会花些时间分享各人这周的生活学习，然后会有
属灵分享时间，包括一起祷读部分每日读经，分享
个人读经亮光，生活见证，从圣经角度探讨敏感话
题等，最后以彼此代祷结束。我原以为每次只要半
个小时就足够了，但没想到几乎每次都有两个多小
时的交通。神的话深深的吸引每一位，每个人都可
以感受到神的同在。之后，这两位新来教会的弟兄
也开始养成每日固定的读经习惯，并且心里火热，
积极投入了教会的服事。可以与两位弟兄真实的分
享我的生命，生活，挣扎，和学习，我自己也感到
前所未有的喜乐。

门徒训练：然而，其他几个关怀小组的发展却并不
都像我们这组那样顺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
两位弟兄相继因故离开团契，还有三四位也陆续停
止了聚会。除了另外一组在一位年长弟兄的关怀下
能稳定聚会之外，其余的几组看来都已经无法正
常运作了。就在这时，2020年暑假，我在达拉斯神
学院修了一门课，门徒训练。这门课深深改变了我
对门徒训练的看法，认识到门徒训练是一种刻意建
立的关系，在这关系中，我们与其他的门徒并肩而
行，以便能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在爱中彼此挑
战，为要能在基督里长大成熟，也包括了装备其他
门徒去教导别人。另外，课堂中所推荐的欧格理三
人行门徒训练方法也深深抓住了我的心。过去半年
的实践经验已经让我看到，弟兄之间有建立亲密关
系的可能和必要。我也从其他几组总结经验教训，
认定个人的委身和核心价值是门训能否成功的关
键。于是从2020年9月份开始，我正式在小组中推
广门徒训练计划。第一期门训有十个人报名参加，
大家签订门训协议书，答应在今后的八个月里，每
人委身在一个三（四）人小组，每次至少有一个小
时以上的时间，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操练神的
话，并且三次无故缺席自动退出。我们以《合神心
意的门徒》为教材，其宗旨是要在一个三人组的亲
密环境中，开展系统的门徒训练课程，以生命影响
生命，使得弟兄能够扎根于神的话语，在每天的生
活中顺服圣灵的引导，活出基督的生命，并能够带
领人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

四点：亲密关系，神的话，神的灵，和倍增。

向下扎根：与以前的关怀小组相比，如今的门徒训
练更强调委身，亲密关系，和神话语的分享与应
用。除了一位弟兄因为无法委身而在一个月内退
出了门训之外，其余的九位都能委身在其中一个小
组。通常来说，男人的话语不多，能真心彼此沟通
的更少。但在小组门徒训练中，因为大家彼此委
身，并且每次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弟兄们在一起
有说不完的话，两三个小时一眨眼就在美好的交通
中过去了。大家彼此委身在一个小组里，以神的话
为中心，在亲密环境中，学习彼此关怀，分享生
命。半年下来，不仅个人与神的关系有很大的改
善，彼此之间也真正享受到那种弟兄和睦同居所带
来的喜乐。我看到个人的生命发生了改变：神的话
改变人的心思意念，砍断捆绑在人身上罪的缠累。
许多以前没有读经习惯的，现在起来喜爱读神的
话。以前下班回家看电视的，如今抓紧时间亲近
神。有的感慨的说，他过去像浪子不知浪费了多少
的年岁在世界上打混，如今才真正回到神的家；有
的虽然身处教会多年，但深感自己好像还是属灵的
婴孩，如今终于找到长进之路。每周真心的分享建
立了彼此之间深厚的友谊，不少人都提到他们在这
里找到了知心的朋友。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流动，大
家彼此帮扶如同一家人，一个弟兄有需要，所有的
弟兄们都一起伸出了援助的手。虽然这个时候参与
小组的人数并不多，但对这群参与门训的弟兄们来
说可以说是彼此关系的黄金时间，大家在主里彼此
同工，关系更加密切了。

向上结果：为期八个月的门训很快就过去了，大家
都很珍惜这段时间。第一期门训结束后，大家感到
有必要继续下去，于是，各个小组选用合乎自己小
组的门训材料继续运作，直到如今。在此期间，神
已经调整好弟兄们的脚步，预备好大家来进入新一
个阶段的服事。其中的一个实例是，神带领了一位
家庭有需要的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因着许多弟兄同
心合意的扶持，所以他很快的走出阴影并投入了小
组的建设。神也陆续带领几位新人来到我们教会，
他们也很快的在各个不同的门训小组里找到了他们
的家。2021年10月，我们扩增了第四个门训小组。
如今，每周都有近20位弟兄，3-5人一组委身在一起
学习神的话，学习彼此相爱，共同长进。我们都是
不完美的，但我们都经历到诗篇133所描绘的神的应
许，“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
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
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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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的爱
陈海兰

从小我的父母工作非常忙，晚上还加班。我寻找爱、
渴望被爱，却常常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与照顾。我很
孤单，在被责打、被要求、被忽略与被否定中长大。

在我的印象中，爸爸是个内敛、沉默寡言的人。我
记得我五岁左右，我爸在家漆油漆，身上的工作服
很脏。我过去跟他撒娇，也许当时是想得到爸爸的关
注、爱和拥抱吧！可是他不但不理解我，反而生气地
一个巴掌打在我脸上，责备我不懂事。我还不知道自
己哪里错了。

还有，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渴望一放学回家就可以见
到妈妈，吃上她为我准备的饭菜。这种待遇对我而言
是多么奢侈的幸福啊！但回到家时妈妈如果还在外面
工作，我就会无比失落。只要我与其它小孩子闹矛
盾，引起了大人双方吵架，我就会被妈妈责打，也会
被要求以后不能继续再跟对方的孩子玩了！现在我也
有点明白为什么我那么不自由……

长大后进入青少年期，在比较兢争的文化里面，因为
害怕受伤，我无助地压抑自己的言语、情绪、情感，
用这种方式来自我保护。我几乎没有可以真正倾诉发
泄的对象，也渐渐地失去了口头表达的能力，失去
了笑容。我不知道如何做自己。我怕说错话、怕做错
事，有不懂的也不敢问，怕被人取笑。这样的日子重
复着，我的个性日渐变得扭曲、退缩和懦弱，无法与
人相处。我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拒绝别人也被人拒
绝；我渴望被肯定，却又极力隐藏自己。

当我在青少年初期失去了人生方向的时候，找不到人
叙说我的困难。等母亲终于意识到我的问题时，也曾
多次主动找我谈心，但我的心已经开始在拒绝、抵挡
她了！我想：“我需要的时候你不在，现在才来关心我
已经太迟了！”当时我的心已经向母亲关闭了，甚至用
这种拒绝的方式来报复她曾经对我的忽略。我变得背
逆、刚硬，伤透了她的心。

我一直想要摆脱这样的家庭环境。我不了解自己，以
为可以透过改变环境来改变现况。机会终于来了！我
的父母为了让我有更好的生活与赚钱的机会，借了大
笔的钱资助我偷渡来美国工作赚钱。但他们并不了
解我，这种爱我的方式，似乎又再一次把我往火坑里
推，而最受连累与打击的还是他们自己。这也是他们
所料不及的。

因为我个性孤僻、不善言谈、缺乏交际能力、没有亲
和力、没有笑容……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没有特殊的
工作技能，又无法避免要在工作中与人打交道。没有
能力与人沟通交往的我，仿佛失去了谋生的能力。
老板、同事、客人通通不喜欢我。我总被老板炒鱿

鱼，没有稳定的收入。出国借的钱不停利滚利，我的
父母承担着这些他们所承担不了的压力，日子过得非
常窘迫。我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工作不稳定加上生活
开销，只有很少的钱可以寄回家。在这巨大压力下，
我仓促地结婚、生子，但后来还是因为性格问题离了
婚。我的生命完全破产了！我身体不好、精神忧郁、
生命破碎，更不用说工作了！

与丈夫分开后我因为没身份被关进了监狱。监狱的人
问我：“有没有人可以保释你出去？”我说：“我没有人
管！”在监狱里有吃有住的，反而让我没有压力，所以
一点也不着急出去！反而监狱只收留我两三天，没等
到人来保释我，就自动放我出去了。

我仍然到处漂泊，没有归属感，活得像个行尸走肉，
无法亨受生活的乐趣。我一直在想，哪个地方是属于
我的？可以让我的心不再漂泊，可以让我有安定的居
所。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
羊（或译：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翰福音
10:10 和合本)

神很怜悯我，带我来到亚特兰大。那时我住在一个家
庭旅馆里，听到门外有聚会查经的声音。圣经的话吸
引了我，但我因为惧怕，只能偷偷地打开点门缝，在
房间里听外面的聚会分亨。学娟发现了我，她主动来
关心问候我。她进到房间里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
好温暖，在她面前我好像找到了一个可哭的地方，能
把心里的苦和委屈都要哭出来似的。我也从她身上感
受到从神而来的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因为别人看见我
当时的状态，都是避之唯恐不及。

当时的我没有盼望，失去生活的勇气；不接纳自己、
不原谅自己、没有安全感。以前我靠自己的方式活
着，失败了，我的整个世界倒塌了！我觉得自己无药
可救，直到遇见了耶稣基督。上帝没有放弃我，祂让
学娟及其他姐妹来帮助我，教导我祷告。神的爱触摸
我的心，我的心苏醒了！唯有在神的爱中我可以找到
盼望，破碎的心可以得着医治与恢复，得着喜乐与信
心，得着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敢于面对自己的软弱与
不足。

神说，除我以外，别无拯救。我知道只有耶稣可以救
我，赐给我重生的生命。忧郁期间，我的心都无法亨
受生活，无法满足，唯有耶稣可以填补我内心的空
洞、空虚。

有一次师母为我祷告，说我可以留在亚特兰大，在这
里安定下来，这里就是我属灵的家。我不用再漂泊流
浪了，神会在这里帮助我、祝福我。 这位神实在又真
又活，他听我的祷告，知道我的需要，用我能够明白
的方式借着师母来对我讲话。

我以前是一个自顾不暇的人，还关过监狱。现在我可
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生命中的故事。我现
在各方面都稳定下来，跟我父母的关系也都恢复了，
拿到身份后还回去看过他们两次。这都是上帝给我的
好的生活。



11 

当信主耶稣，
你必得救
林雪忠

有信心，神必医治你
林雪忠

我们家从1985年开始信主耶稣，就我个人神在我身
上见证了祂的神迹不知多少次。可以说没有神的同
在，我这个人早已不在世上了。回想往事依旧触目
惊心，历历在目。

话从1995年说起，那时候中国大陆出了“出国热潮”，
印象中，我们农村只有出国才能改变命运，才能有
钱途。在这股热潮的冲击下，我也踏上了“美国梦”
这条路。

出国前，我请教会里的长老帮我祷告，求问神是否
应许我出这趟远门。长老给我的回应，神不是非常
支持我去追求人所谓的“荣华富贵”，但如果我执意
要去，神也会保守我。当时家境贫寒的我，选择了
背起行囊，爬山涉水往美国去。

记得那时，我还在哥伦比亚一个小岛上，准备去往
巴拿马国家，我们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走陆
路，一个是走水路（飞机行不通，因为当时克林顿
总统刚当选，飞机很严）我们选择了走陆路，因为
水路太危险（只靠一条小船在太平洋上漂）。

我记得当时在原始森林中走了七天，我们大约跨过
了一百多条河流，因为巴拿马的运河大多是从这些
河流汇聚而成的，水流很急，只要超过膝盖人就开
始站不稳，记得我们要跨过其中一条河流时，因水
流湍急，刚好又超过膝盖，所以我们过河就必须借
助旁边的树根。带队的老黑，他个子高容易过去，
他在对面接我过去，我这边要一只手拉着树根，一
只手伸过去让对方接住我，可是就差6公分够不着，
我想只能晃动着身子冲一下，顺势让他抓住我的
手，可是没抓住，我就被水冲走了，还好懂些水性
顺流抱住了岩石，然后带队的过来把我拉上去，当
我回神过来的时候，发现离我20-30米左右的地方就
是万丈深渊的瀑布，那才叫害怕，感谢神救了我。

到了第七天走到巴拿马的边界，因为快到了，大家
就原地歇息一会儿，记得那时候大家都累得很惨，
靠着树枝拐杖行走，其中一位同伴脚趾甲好几处都
淤血了，我也不例外也站着歇一会儿，突然我的身
体被带队一下子拉了过去，当我回过神，原来在我
的脚边有一条蛇，但也不知为什么蛇看到我的身体
晃动也沒冲过来咬我，就慢慢的爬走了，我心想如
果我被这只毒蛇咬了，恐怕也就扔在那里了，谁也
顾不上谁，感谢神再一次救了我。

来美国后听我妈说，那次在途中因与家人断了联

几个月前，我的腰又患病了。

我这腰痛是常态，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一次，每次
扭伤了，我几乎睡在硬板上几天就好了，可这次两
个星期了还不见好。那天早上起来，刚行走几步突
然像电闪了一下，我就迈不出步痛的呱呱叫，我连
忙叫我老婆扶我一把。当天晚上还请了一位很好的
菲律宾理疗师，因她周未有事不能来我家，只能
在视频上教我如何操作，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越
来越痛厕所都上不了。当天晚上就一个势姿睡觉，
唯一能动的就是脖子，一动就痛的要命。第二天早
上，我妈从中国发视频给我，孩子呀，现在怎么办
啊！我们只能求神医治，你要相信神能医治你。我
一边扒在床上一边闭着眼睛跟着我妈祷告，我想起
我妈说：“你要相信神，神必医治你。”平时就经常
听人说：你要有信心，相信神，但真正从内心上还
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当时我就想，我别无选择，这
回我就信神能医治我，我想我要撑起来。当天晚上
我动一下都痛的流眼泪，当时我也不知那里来的勇
气要起来，当我撑起一半要坐起来时，瞬间腰椎外
像骨头归位一样，哇！痛呀！老婆快过来扶我躺
下，她当时在卫生间做卫生，我赶紧对我妈说：“妈
妈太痛了受不了。”我妈就说，你先休息吧，我也叫
牧师帮你祷告。嗨！还不到两分钟，我感觉腰不痛
了。嘿，老婆，我好像腰不疼了！我老婆说：“要不
我慢慢扶你下床试试？”结果，不痛了！可以走了！
感谢神！第一时间感受信心的力量，神太神奇了、
太寶贵了！

系，有几个月时间，我妈为我禁食祷告一个月。所
以我两次都被神救了。

来美途中我被抓了两次，在神的帮助下，我两次都
逃脱了。其中一次被抓要送往香港（因为我持着香
港护照），在押送飞机上我的同伴问了我一句话，
因为他信佛，我信主耶稣，各说各的好。他说：“你
不是很信主耶稣吗？主耶稣能保护你到美国，现在
你还相信祂吗？”当时我只说了：“只要我的脚还没
踏在中国土地上，我还是有希望。” 奇妙的是最终在
机场里神为我开避一条通道，就在海关眼下偷偷的
入境了！

偷渡當然不是什么榮耀神的事，若我之前真的认识
神，也不敢作这事。但神真的很憐悯我，祂不但一
次又一次救了我的命，在人生道路上也一直祝福
我，让我在时间上自由，在生活上无忧，有时候不
知道何以为报，感谢神恩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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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我量身定做的手術 
馮秀月

2021年八月份，我發現我的右眼角好像總有東西擋
住，就去看了眼科醫生。醫生檢查後說是白內障和
青光眼，並且發現我的眼壓非常高，就開了眼藥給
我，開的是一個月的量，後來又開了三個月的量。
雖然我心裏難過，也有些害怕，想到耶穌在聖經裏
醫治生來瞎眼的人，像我這樣眼睛的疾病，在耶穌
面前就是小事了，我的信心就被提升起來。我也跟
我小組的姐妹們一起為我眼睛得醫治禱告。因為我
已經七十多歲了，我希望最好不要做眼睛的手術。

雖然我堅持點眼藥水，我的眼壓就是降不下來。直
到2022年2月8號，醫生說不行，要馬上開刀，因為
他不久就要回臺灣。這讓我沒有太多的選擇余地。
想到手術，我心裏十分害怕。2月9號是星期三，我
就對德玉師母說：「我明天就要開刀，請在教會的
禱告會上幫我禱告，求主給我平安，讓手術順利成
功。」我當時得omicron 剛痊愈，還有咳嗽和流鼻水
的癥狀，我怕會影響手術。在手術前，我讓我的兒
子給郭靖姐妹打電話，讓她為我禱告。神真是聽了
我們的禱告，在整個手術過程中，我心裏感到說不
出來的平靜，完全沒有咳嗽和流鼻水，一切都很順

利。等手術完成以後，我的咳嗽和流鼻涕的癥狀又
回來了。

笫二天門診檢查，醫生說手術很成功。等我把這個
消息告訴郭靖的時候，她跟我講了她在2/7做的一
個夢。她夢見一個程序，上面有大寫的英文單詞
DELIVER，中文是解救，拯救的意思。在夢中她
被告知這個程序是專門為我運行的。我聽了非常感
動，2/7是醫生告訴我要做手術的前一天。通過這
個夢，我知道這個手術是愛我的耶穌專門為我安排
的。在做完手術以後的兩周，我又去複查， 醫生
說我的眼睛恢復得很好，眼壓已經降到正常範圍內
了。

回想這次經歷，我非常感恩。神是聽禱告的，祂是
最大的醫生。祂知道什麽樣的醫治方法對我最好，
祂把我對手術的害怕拿走，賜給我好的醫生，保守
我的身體狀況，為我量身定做了這個成功的手術。
從今以後，我更加願意順服主為我一切的安排，因
為祂總是把最好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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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的泉源
张莹

我从小生活的家庭里，爸爸妈妈就常常吵架，基本
上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爸还常常动手打我
妈，妈妈总是会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邻居们都
知道，還会笑话我们！有时候他们几天不吵架，我
都会害怕，心里担心他们过几天又要吵架了！结果
也真像我想的这样，反反复复的打架、争吵！

有一次我爸爸妈妈吵得很凶，我在睡觉时被吵醒，
偷偷趴在门口听他们吵架，因为我当时很懦弱，也
害怕我爸，不敢做什么，可是我听到我妈要跳楼，
我爸就让她跳。我吓坏了，不断的敲门，后来我爸
开了门，我看到窗户开着，我妈就在窗台上，要往
下跳！我哭喊着让她下来。

后来，他们离婚了。分别再婚、又离婚。

在这让人害怕又羞愧的家庭里成长的我，学会了看
人脸色过日子，但十分没有安全感，内心深处很渴
望有一个充滿爱的家庭，也渴望被爱！表面上是长
辈面前的乖乖女，实际上我常常和他们说谎，骗他
们去同学家学习、要钱买学习资料，背地里却拿着
骗来的钱和朋友出去玩、早恋。

我因为期待被爱、被重视，上初中就开始早恋。一
方面很喜欢被人爱、被重视的感觉，一方面又要向
老师、家人说谎，提心吊胆的，深怕被发现。这段
期间我的成绩不断下滑，却还是忍不住，不断的交
男朋友，反反复复处了好几个男朋友。在这样的情
况下，我进入了婚姻。

等结婚后，各种问题都显出来了！我和先生也是不
断的争吵。

记得我们登记注册当天晚上，我老公就和之前谈恋
爱的时候不一样了！他当晚通宵打游戏，不但不理
我，态度还很差。我非常生气、失望、后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冲突不断，越来越发现
彼此不合适，很多次想要离婚！每次吵完架，我都
很受伤，觉得自己很委屈，嫁错了人。我吃不下，
也睡不好，常常期待我的先生可以向我认错、来哄
我，可他从不主动道歉。他还很擅长冷战，表面看
起来他跟没事儿人一样，该吃吃、该睡睡，可是我
却很受影响。

由于从小受父母吵架的影响 ，每次和我先生吵架，
我都极度害怕又生气！有时侯家里气氛不对，听到
他下班回家的车声，我都会感到惶恐不安、难受很
久。其实，以我过去交男朋友的经验，我应该早就

和他离婚了！可是因为已经信耶稣了，我想改变、
想守住我们的婚姻。

我发现靠自己，活不明白！

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害怕、忧虑、自卑、没有安全
感；我很容易生闷气、常常说谎，又怕谎言被揭
穿，并想尽办法隐藏。我想摆脱这种生活状态！
想让耶稣救我！所以当我和先生的婚姻中出现问题
时，我开始学习不用旧的方式争吵、埋怨、哭泣，
因为这些在他面前根本没用，任凭我怎么流泪，他
也不心疼我。

后来我学会了让耶稣帮助我。我把我和先生的问题
带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帮助我！

我先生的脾气很不好，做事也很急：有一次我和先
生正在开车的时候发生了争吵，他像着了魔一样开
快车，完全不顾及生命安全。我害怕又生气，不知
道怎么办！于是我在心里向耶稣呼求，求祂来救我
们。结果耶稣真的帮助我先生冷静下来，车速恢复
正常，也帮助我克制自己，不再出言激怒他。

我们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吵架，主要
是因为我的问题，我开始还觉得自己没错，都是我
先生的错，但是耶稣会帮助我，让我明白过来，知
道自己哪里错了、要怎么改变。我学着调整自己，
主动和先生道歉和好。就这样，我不断的依靠耶
稣，耶稣也不断的帮助我，拯救了我的婚姻。

如今，我被耶稣改变了很多，变得越来越喜乐，不
那么忧虑了。我不再看别人脸色过日子，也学习不
说谎，不使自己陷在谎言的害怕中。我做错了事
情，就到耶稣面前承认错误，求耶稣帮助，让我下
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现在心里越来越有安全感，
也常常感觉到自己是被爱的。 

我靠着耶稣守住了婚姻，我们夫妻关系也越来越
好，甚至可以一起去帮助、祝福别人。后来我先生
也信了主，变得越来越爱我，脾气也温柔了很多。
现在他会主动认错、会顾及我的感受，我们的关系
被修复，彼此也越来越亲密！

我妈妈也跟着我信了耶稣。耶稣也改变她、帮助
她，把她从经济破产中拯救出来。

我妈妈的人生经历也很苦。她的母亲很早去世，哥
哥意外身亡，爸爸受了刺激，后妈常常虐待她，几
次经历婚姻失败，所以她很没有安全感，总想多赚
些钱，过得好一些。虽然她非常能干、肯吃苦，但
没有真正的智慧去投资，也不知道什么是光明的
路，几次投资都以失败收场；又因为贪心、想快点
赚钱而沾染上了赌博，越陷越深，直到破产！她欠
了很多钱，睡不好、吃不好，身体也越来越糟，压
力特别大，总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走到了生命的
死胡同。但是后来她也信了耶稣，耶稣救她、医治
了她的身体，她也靠着耶稣改变自己错误的生活方
式。她来到美国，自己打工赚钱，现在家里的债务
都还清了，她心里也越来越踏实，懂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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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
毛瑞

一个空易拉罐的故事
毛瑞

我花粉过敏很严重，眼睛痒的厉害，鼻涕不断地
流，总是打喷嚏，吃了过敏药之后鼻子里面还有
血。每年的花粉季节都是我最头疼的时候，我常为
这事祷告，在之前每年教会的四十天连锁禁食祷告
也常提及此事，但情况一点也没见好转。5月14日
周五晚上小组结束后，因着那段时间是花粉最严重
的几天，我再一次跟小组的弟兄祷告这事，求神
医治。虽然当时我没抱太大的希望，但5月17日早
晨，我起床后准备去享受一下早晨的阳光时，突然
头脑里涌现一段话：“我会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祷告，
就结束整个花粉季节，你相信吗？你只是为了你们
两个人祷告，但我要祝福整个亚特兰大的人!” 听完
这话，我很吃惊地发现我的花粉症状突然没了。我
同时也意识到我的格局太小了，我之前对神的认知
太有限了。自那时起，我见到任何人，不管我心里
怎么论断他是不是配得，我都奉耶稣的名祝福他（
她），因为这位神就是愿意祝福，愿意给与的神。

打理教会卫生的时候，每次总会在前面停车场捡到
一个黑色的空易拉罐。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快一
年了，而我也至少捡了上百个同样的易拉罐，我心
里非常恼火，只是一直找不到这是谁干的。

6月25日早上8点多，我去教会用高压水枪刷地，就
特意先去看看是否有空易拉罐丢在同一个位置。结
果这次没有，我还挺欣慰的，就去后面的停车场刷
地去了。

中午时分，我做完活准备回家。开车到前面停车场
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方向有东西反射太阳光。我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开过去一看，果真又是那空
易拉罐瓶！这时旁边还停着一台红色的Mazda！其
实之前我见过车主一次，也问过是不是他丢的。那
次他说不是，而且很生气。因为这次我早晨来的时
候，那易拉罐并不在，只不过4小时后，那易拉罐就
出现了，而且他的车就停在旁边！

我有十足的理由怀疑他上次是没说实话。我心里祷
告了一下，尽可能委婉的问他：这易拉罐是你的
吗？那个白人非常气愤的说：“你已经问我4次了，
我说不是我，而且有时候我看到这易拉罐都会帮忙
丢一下，你是不是......。”他真的很生气，而且每一
句话里都有一个F开头的单词。我虽然听着很不舒
服，因为我确实没有证据证明这就是他做的，所以
只能说对不起，就走开了。但当我走到教会大门口
的时候，他开车追上来，并停在我面前，然后继续
骂着他的脏话。

那个时候，我真的难受，说实话这是我们教会的场
地，他又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就算我冤枉了他，他
也不该如此的撒野。我的英文不好，他骂我的话有
很多我是听不懂的，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英文差也算
是一种福份。这时我脑中出现了一个画面：主耶稣
也曾被别人骂过，而且我好像看到会有那么一天，
这个人因今天的事会跪在神面前悔改。等他骂够
了，我就跟他说，我选择相信你，我也谢谢你帮我
们清理卫生。

于是，他没再发脾气就把车停到了隔壁的停车场。
虽然在头脑中，我能够理解今天我所遭遇的事，但
我的心里难受，想要找个人聊聊。我打开手机，本
来想找师母的，但想到弟兄还是找弟兄的好，于是
就给牧师打电话。在电话里，我说着说着，就委屈
的哭了。就算我知道该效法我的主饶恕别人，但当
真实经历的时候，肉体还是有软弱；就算我的意识
坚强，但我的心里却需要时间接受这样的事实。牧
师安慰了我，也为我做祷告。

之后，我看到那个Mazda的车还停在那边，就想去
跟他做一个和解。我很担心，万一他的气还没有完
全消的话，我这样过去会不会有危险？万一他车里
有枪，他会不会冲动？但一转念，如果我不过去的
话，以后会不会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我就在原地
祷告，跟神说我想安慰他，我愿意用主的爱去关心
他。

于是我迈开脚步准备往他那个方向去，没想到他同
时也开车过来。当他摇下车窗的时候，我看出他想
表达歉意，我就说虽然这是教会的停车场，算是私
人的地方，但我还是欢迎你常来，把车停在树荫
下，在车里能有一个好好的休息。他说了声谢谢，
并和我击了一下拳，就开心的走了。只是从那以
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

我很感谢主，是祂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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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预备的房子
林芝霞

医治的神
曾紅

我本打算6、7月開始看房子，离餐馆近一点，當时
住在apartment里，签了合同要到10月底才到期，所
以也不急著买房子。

在2月初，有一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想
法，想早点买房。

这么多經紀人找谁呢？当时我头脑就闪过一个人，
于是我就联系他，问他什么时候有空过来帮我找一
下餐馆附近的房子，第二个星期他就来了，在他来
之前我就把这件事交托仰望神，希望神能帮我找到
我所需的房子，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在我
敬拜赞美的时候，突然在异象里看到一栋房子，很
美，我知道这是神给我预备的房子，所以我对买房
子的事就有了信心。

当我看到第一个社区的时候，我不是很满意，而且
跟我异象中的房子也不一样，我就跟我的Agent说
我们再去看其它社区的房子吧，当我们到第二个社
区时，我就看到眼前的房子跟异象中所見的一模一
样，当时我就非常确定我要買的房子就是在这个社
区里，后來我在社区里找了一块地皮，很顺利的签
了合同。

新房子大約在我apartment的合約到期前盖完，时间
刚刚好。我本以为無需二月看房子，没想到神所预
备的都是刚刚好的。谢谢主为我预备合我心意的房
子，神的供應實在超过所求所想，谢谢主！

【耶31:4】以色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
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
出。

自从2009年4月28日从美国回到中国，不知不觉13年
已经过去了。13年前我根据Dr. Jerry的预言和自己
的领悟，感觉上帝有一天一定会把我带回到亚特兰
大。然而，13年过去了，我虽然坚持不懈的竭力祷
告，仍然没有看到神伸手干预我的环境，也没有为
我打开通往亚特兰大的门。

13年中我觉得灵里面孤身一人，每天在痛苦中煎熬
和挣扎着，我对苦待过我的人有满腹的苦毒、怨恨
和不满，这个不饶恕始终深深扎在我的生命中，使
我每天的心情极度的低落，没有丝毫的喜乐。再加
上我对上帝能力的过度期盼和失望，最终使我患上
了抑郁症而不能自拔。

今年4-6月，我终于决定摆脱每日繁杂的工作请了长
假。这一段在家静休的时间里，我选择单单地和神
在一起，于是坚持读经和每日1小时的方言祷告。我
求神医治我心里的抑郁和疲惫，赐给我圣经里应许
给我的平安和喜乐。

祷告中我问神：是否需要服用抗抑郁和焦虑的药
物，神很清楚的回答我：不需要。

祷告中神向我显明我的容器太小了，只能装下自己
的恼怒、疑虑、怨恨、不饶恕、自怜、自弃、悲
观，只能装下自己的愿望、工作和一个人的喜怒
哀乐。神这13年放我在旷野的目的是要扩张我的容
器，让我的器皿有足够的空间来盛装他的荣耀、恩
典和祝福。【王下4:6】器皿都满了，她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
止住了。

神启示我如何扩张我的容器：就是去除心里所有的
负面情绪和过去的老我，因为我的容器被这些垃圾
塞满了，没有空间盛装神要给我的一切祝福。神启
示我把所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放下，我的容器空间
才会被扩大。

我明白了神向我要的是彻底的饶恕，13年我内心的
忧郁、苦毒和憎恨已经在我的心里结成了一个网，
阻止了神的恩典在我的生命中流动。其实，这么多
年来我也努力想遵照神的旨意选择饶恕，只是由于
苦毒在心里埋藏的过深，没有被真正的放下。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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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愚骇俗
何君

2021年4月底，因下楼踏空扭伤了左脚背，心想疼几
天就会恢复的，没去理会正常生活着。因为疼痛走
路时格外小心，脚跟先着地避免脚掌用力，感觉自
己像一只摇晃的鸭子。

二周后毫无好转，感觉不妙有点着急了，咨询医生
后得知只能慢慢静养少走路，否则有变成永久性损
伤的可能。恐惧担忧越想越沉重，走一步痛一步，
这一瘸一拐的半残日子该如何面对啊？那一刻意识
到自己其实非常脆弱，有种被无助的锚捆绑并沉入
海底呼吸困难的绝望感，想到5月底预订的拉斯维
加斯旅行计划，对未知的一切忧心忡忡，是否该取
消，脑袋里满是问号。

走投无路，5月12周三晚上听着诗歌，边跟唱边哭泣
祷告，祈求亲爱阿爸父的怜悯：“天父啊求你帮助，
你是满有恩典的，求你在月底旅行前完全医治我的
脚，宣告我是神的女儿，撒旦退去黑暗离开我，我
已经在神的应许中得着医治，已被医治，迫切渴
慕，坚定信念，哈利路亚赞美主！”

隔天清晨下床去洗手间又再回被窝中，朦胧中感觉
怪怪的，是做梦吗？我立马清醒从床上跳起来，小
心翼翼的踩了地面好多次，傻傻的楼上楼下走。虽
相信上帝会医治，但给了上帝半个月时间呢，没想
到，万万没想到，就一个晚上，完全恢复正常。我
难掩兴奋激动而哭泣，心中被感恩之情充满，五音
不全但欢喜雀跃哼唱赞美之泉。原来上帝比我还着
急呢！真是神速啊！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身体上的神
迹医治，使我信心倍增！

许多时侯我在神面前等候一件东西，盼望一件东
西，寻求一件东西，却并不相信。这祷告不过是我
的盼望，不过是我的需要，并不是信心。神的爱与
恩典有多深取决于我的信心有多大，因为，“信就是
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
11:1）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
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24
）

借这次腳背得醫治神教導了我有關禱告重要的一
課！

任何的人或事触碰我内心深处的痛处，苦毒、怨恨
和不饶恕就都爆发出来了。

我连续3个月坚持不懈地祷告，求神的怜悯、爱和饶
恕。感谢神，给了我忍耐、宽容、饶恕、平安、满
足、喜乐的心态。祷告中神要我再前进一里路，不
仅饶恕曾经伤害我的人，并开始为他们献上祝福的
祷告。

神奇的是，我的抑郁症居然被医治了。7月份上班以
后，工作虽然很忙，周围环境如故，我的心里却再
也没有了以前的抑郁和疲惫，而是充满了前所未有
的轻松和喜乐。再次见到不喜欢的人，也没有了以
前的无奈和怨恨。

感谢神，拔除了我患抑郁症的根源：13年旷野路深
埋在我内心深处的疑惑、不解、怨恨、嫉妒、焦
虑、焦急、不饶恕、只求自己的好处和对神不切实
际的幻想。神拔除毒根之后，将平安、喜乐、饶
恕、宽容和更多的爱注入到了我的生命中。

“每一段路，都是一种领悟”。感谢神，13年亲自在
旷野与我同行。他不是只坐在高天之上观看我，而
是与我一起走入旷野，与我同哀哭，同喜乐。

方言祷告中我明白了：神把我放在环境中，是要给
我增加阻力，锻炼我属灵的肌肉，让我走出旷野
时，可以如鹰展翅飞翔。就如练举重的运动员，需
要不断的添加阻力，才能让四肢的肌肉更加健壮。

祷告中，我也明白了神在2022年的心意：经过13年
的旷野熬炼，神要在2022年展示他亲手陶造出炉的
作品。

感谢神，13年的旷野路程，让我领略了人生不一样
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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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死蔭幽谷，
祢不曾離開過我
Vivien Wang

「228病房啟動隔離狀態！」護士長話音剛落，電話
又響起。「236號病房的病人也確診了？！」我們又
馬上針對該房間進行隔離。電話不斷的響，一個又
一個確診的案例頓時把大家都帶進緊繃的狀態。後
來，連高層管理人員也來到我們的部門，要求全員
都要進行核酸篩檢，還沒有進來的病人家屬要篩檢
出陰性才可以進入。我马上被分配到病人家屬的公
寓一個個篩檢，穿上一層層厚重的防護裝備，我的
腦袋空空的，卻不知道更壞的事情還陸續的來。每
一家篩檢完後我拿著一袋袋的樣品到實驗室，還沒
等我回到工作部門，電話那頭已經響起，某號房病
人的爸爸確診了，才剛回到部門，電話又響起，某
號房病人的媽媽也確診了。

接著看到的一幕，讓我更加的心疼和愛莫能助。一
些一直在病人身邊的家人因為檢驗出來陽性，當場
被要求離開。他們眼中的無助，不舍，憤怒和恐
懼，讓人看了萬分的心痛。

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爆發，連平時的項目都不能按
時完成。感覺一瞬間，這個充滿歡樂與動力，我最
愛的工作場所變成了風塵滾滾的戰場，大家只能緊
繃著神經埋頭面對挑戰。

下午4：45分時，我的一個病人做完一個胃造口管的
小手術，我打電話去預約照CT，他們回復說今天還
有很多預約還來不及做，可能我的病人要明天早上
才可以照。但是我認為這個病人如果做完的手術沒
有在正確的位置上後續會很危險，再想到她口腔進
食很軟弱，是很需要確保胃造口管正常才可以有一
個安心的晚上。當下，我突然有一股勇氣和話，蹲
下來對我的病人說，「你知道耶穌嗎？祂會保守我
們哦！你不要怕，祂愛你哦。」說了這句話之後，
我才發現其實這是要對我自己說的一番話，因為這
位腦創傷的病人根本沒辦法認知到我說什麽。然後
我就以最快的速度把她推到CT部門，向他們懇求讓
我們今晚前可以照CT。驗光師願意幫我們請示上
級，叫我們先回病房等。後來我們就在病房等，直
到接到電話，到樓下，照了CT，並且報告出來，
一切正常。第一天，我們大家拖著疲憊的身軀下了
班。

第二天，氣氛明顯的不平常。大家都少了說話，也
沒有人開玩笑。其實通過昨天之後，同事都是帶著
忐忑的心情來上班。整個士氣低迷得連呼吸都怕太
大口。因為要顯得專業，也盡量不讓病人的家屬擔
心，我們都裝得能有多堅強就多堅強。但每當一個
人在安靜的角落可以透透氣的時候，眼淚就不住的
流下來，轉過身，才發現其他同事，包括一些物理
治療師也在廁所裏偷偷的哭泣。有同事說“感覺自
己真是一個很不稱職的護士，從來沒有過不能在自
己的shift裏面有不能完成的工作，我昨天應該要一
天換三次的藥，我只能在六點鐘幫病人換一次傷口
的藥。”失望與身心靈的疲憊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
來，被黑暗籠罩卻好像看不見頭的氛圍真不知道能
撐到什麽時候。但神還是不斷用祂知道的最有效方
式來安慰我。在我剛要踏出一個病人病房的時候，
病人的媽媽只是默默在我背後跟我說了一句“You 
know who is in charge of this.” 我在心裏默默的回了
一句，“He is.” 後來當我看見同事低沈的時候，我也
同樣的用這一句話鼓勵他們。這一句簡單的話就像
特效藥一樣，幫助著我們撐過去。

下班之後，當一切防備都卸下來，淚水又開始崩
塌，但神仍然差派天使來鼓勵我。慰華和師母那晚
為我的禱告，就像神的杖和竿，都安慰我。

第三天，我讀著媽媽用微信發給我的禱告文（以賽
亞書41：9-13），再一次的勇敢上戰場，雖然我的身
體開始出狀況。但神的恩典多麽夠我用，到我下班
的時候，我才真正開始發燒。也因為確診的關系，
醫院要我隔離至少五天才可以回去工作。所以我下
禮拜不用上班。不管是那三天的混亂(chaos)，還是
生病的不舒服，其實我都希望能不經歷就不經歷，
因為真的不好受。但是既然一定要經歷，我心中只
有滿滿的感恩與贊嘆。我感恩神的不離不棄，我感
恩祂的愛；我贊嘆祂的榮耀大能，我贊嘆祂的奇妙
作為。誰曾想到，在死蔭幽谷也能不怕遭害，因為
主用油膏了我的頭。誰又曾想到，在硝煙裊裊的戰
場上，神仍然與我同在。

這真是很特別的跨年夜和一個永生難忘的新年。在
我還沒想好要跟誰過新年的時候，主就用最好的方
式跟我預約一起倒數。而在這個只有我和主的跨
年，我説我要用一生回應祂的愛，直到見主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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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
Anna Huang

多年基督徒生活跌跌撞撞至今仍怀疑自己是否蒙神
喜悦。回顾走过的岁月好像就在神面前一层层拆穿
自己那虚假面具，当圣灵催逼着我该提起笔来为神
作见证以坚固自己信心，然而另一股力量回拉着我
使我感到好害怕想退缩，因故事里有椎心刺骨的
痛，不想再回亿的往事，但那一双看不见的圣灵的
手安慰着我，对我说：勇敢写出来让神藉着你的故
事成为他人的祝福，神正引领着你，要带你走过你
人生的荆棘，並进入祂十架的丰盛。

人生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是
一个过程，绝不只是一个事件而已。人生中的困
境，不会因为你将它们交托给神，就会在一夜之
间扭转过来。除非神每一丝每一毫的工作，都在属
于祂的孩子里得以完成，否则神绝对不会放棄。因
此，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何种困境，我们心中都可以
充满勇气和盼望，让神在我们身上的梦想得以实
现。这乃是一篇自己的“属灵日记”，有炎热生活的
遭遇，对荆棘环境所做出的回应，透过基督十架带
来改变的力量，以致最后神在我内心的工作和敬虔
的回应。

 2007 年三月一场改变一家人命运的车祸拉开了长达
15年生命战斗的序幕，当时78 岁的公公开着 Toyota 
小厢型车独自载着70岁的婆婆去餐馆午餐，为抄
近路避开红绿灯口横过4线道交通雍挤的Spalding 
Drive ，一部快速迎面而来Toyota sienna从侧面撞
上来，瞬间公公所驾駛的小车人仰马翻车底朝上，
车毁有如一团破铁，身体还算硬朗的公公逃过死劫
竟然没事从驾驶座爬了出来，而婆婆脑部严重受创
出血送入ICU急救，一星期后醒来，婆婆因重创，
多处器官严重受损在医院又待了近两个月，於脑震
盪醒来后就变得非常不可理喻，有如怨妇般蛮横无
礼，口无遮拦恶言对待身边的人，情况日趋严重
无论家人或照顾她的阿姨都得忍受她仇人般的对
待，15 年来已换了无数受尽委曲的阿姨，至於我
这讨人厌的媳妇就换不了，多年来就在上帝的怜悯
和罪人的夹缝中求生存，身为基督徒孝敬父母是第
一条带应许的誡命，不敢公然挑战罷工，即使不情
愿也得走下去，然而我说：神哪！这些都是为祢做
的，祢说为義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公公内疚於因
一时的方便给婆婆造成永久的伤害，之后的15年
对婆婆宠爱有加，养成婆婆肆无忌惮为所
欲为，更是少有怜悯和爱心，不管日
或夜只要她一个床头铃响公公

和先生就是在睡梦中也得起床为婆婆端杯水，抓
抓背...等小事，这样的溺爱养成婆婆成为家中武则
天。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因贪婪享受服事整天躺床
上而渐渐走入老人痴呆也引致肾衰竭。2017年开始
血液透析（洗肾），我平日嘴巴上虽说是基督徒，
在教会里也热心服事，然而生命和内心並没真实交
出来给神，内心抗拒承受这重担，神却有办法叫我
顺服。

2018年一月底，隔一个月就是中国新年了，台湾家
人通知87岁的父亲肺炎住院，医生发出病危通知，
我二话不说赶紧回台湾，公婆全交给先生照顾了，
可怜先生有如蜡烛般工作家里两头烧，医院工作繁
忙，回家還有病塌上的老母亲，當时儿女分别是大
二，大三的学生，住在學校。

当我回到台湾机场不见往常會来接机的二姐，心中
失落感油然而生，心想着家里情况一定不妙！查看
手机原来大姐早已通知我二姐前一天生病住院了，
我得自己搭车从桃园机场回高雄家里。一路上觉得
好孤单，回到家非同往昔欢乐，因医院住着两位亲
爱家人，父亲在ICU，二姐也被诊断得了末期腹膜
癌(夫妻感情不合，自退休后长时间在娘家和大姐一
起照顾已是植物人的父亲和带有心脏病及失忆症的
母亲），得尽快手术切除癌细胞，整整一个月时间
我的责任就是在医院照顾二姐，印尼外勞和大姐留
守照顾爸妈。

當時高雄圣公会牧师带领全体会众为我父母、二姐
不住祷告，之后神恩典医治临到父亲，他病情奇蹟
似的稳定下来，但肺炎一直还在，暂转入普通病房
观察。在这短短一个月间我和礼佛的二姐日夜相
处，除了细心照顾她的需要，也向身受手术和
癌细胞病痛双重折磨的她传福音，祷告求医
治，我们有了很深
入的交通，适
逢中国新
年也
是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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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生日，在她切生
日蛋糕时，神感动她
过完年，化疗过后将回
家和姐夫和好，也告诉姐
夫她要信耶稣。时间过得很
快，一个月过去了，我回美时
间到了，我依依不舍在父亲耳边轻
轻的说，爸爸，上帝会保护你，永远与
你同在，我爱你。父亲动也不动眼睛直视，
我看着他眼角的泪水，已无法再停留下来，即走
向二姐病房告别，我说：医生说你的手术很成功，
下星期就开始化疗，你会慢慢好起来，牧师会常来
看你为你祷告，你自己也要有信心祷告求医治，我
很快就回来，希望能看见你受洗成为基督徒（父母
早在几年前已接受福音受洗，归入主名下），她忍
不住泪水转身向我说再见！然而这样的离别神给我
的不是暂时的离别，是永别！！我返美后隔一周末
也是二姐化疗第一天，正想着打电话回台湾问问情
况，大姐电话就来了，她说：二姐做不成化疗，现
正上呼吸器急救垂死边缘，你要向她说再见吗？顿
时，眼前一片乌黑，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会这样？
神哪，这不会是真的，电话另一头我只听到急促呼
吸声，我叫着“二姐，二姐，你听到我吗？我说你祷
告，神会救你的，你是不是忘了祷告，我们现在就
一起呼叫神，祂会救你，你说过要等我回家的。你
听到没有？”之后就听到护士报告死亡时间，屋内好
多哭声。大姐说二姐已经很平安的走了！我摒着呼
吸和泪水，进房间蒙着头嚎啕大哭，我向神抱怨二
姐平安走了，我心可不平安她就这么走了，祢说祷
告得医治，祢没实现，不给二姐机会，她眼见就要
得救了，祢却不给一丁点儿机会？！

如今我抱着愧疚遗憾远送二姐走了，我心也因着二
姐离开爱神的心渐渐冷淡了。

二个月后父亲肺炎复发也随着二姐脚步离开了，至

今我还不能确定父亲是不是去陪二姐了，连着失去
了二姐和父亲后，我回台湾帮父亲筹办追思礼拜，
心中有着无以言语的痛，因二姐没有追思礼拜，是
我的错，我没禁食警醒祷告为她求医治，是我...是
我..都是我，我亏欠了二姐，求神白色大宝座前的审
判不要定二姐的罪，她孝顺父母照顾兄弟姐妹，十
几年來在父母病塌前照顾逗父母开心，是家庭中的
开心果。

两位至亲走后，神没就此罢手，2019 年八月再一
次从我身边一声不响带走了最亲爱的妈妈，这回我
真对神有说不出的不满，别人有祝福，为什么我没
有？我忘了约伯的顺服 -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
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妈妈没病
痛，能吃能喝，每天快快乐乐心情开朗上老人幼稚
园，唱歌跳舞玩游戏样样来，结交老朋友，平日总
是面带笑容见人就问好，口里总说请，谢谢，对不
起，喜欢唱诗歌，常唱给孙子孙女们听，虽然他们
尚未信主，大家公认妈妈是非常有见证的老姐妹是
快乐天使，仅有的是带着心脏病和失忆症，神就这
样静俏俏地在一天清晨从睡梦中将她接走了，我问
神：神哪！为什么不是我公婆，为什么是我最爱的
亲人，祢说我为祢受逼迫，我必要得福，福在哪
里？我看不见，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心。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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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彻底凉了，我的服事不再火热，爱神的心也冷却
了，我跌入灵命的谷底，因那股对神所发出的愤恨
不平，伤痛的阴影使我祷告不再热切，然而多年委
身的基督徒又有救恩的确据，还没这胆量离开神，
深怕自己的名被神从生命册上涂抹将来在天上再也
见不到父母，就这样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有
一年之久。

公公因宠着婆婆无微不至的照顾过於劳累和原生
的多个癌症引致2020年起肾功能急剧下降而体力衰
竭，医生宣布必须进行血液透析，但公公以极其坚
强的意志，不愿再增加我们的负担决意不洗肾，就
靠草药和天然饮食疗法过日子，最终导致他癌细胞
蔓延至肾、输尿管、直肠，之后经多次手术和开启
人工肛门而彻底击垮公公，不但慢慢走入失忆症，
大多时间也是卧床不起，因着两老健康已经拉起红
色警报，这时我已意识到神在我肩头上担子日渐加
重，此时先生医院工作天天面对人满为患的covid病
人，医院防护物资短缺严重，且站在一线面对病患
心中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加上公婆卧病在床而在家
服事公婆的我也怨声四起，这期间我们常有爭吵，
我问神：我真苦，这日子何时能结束。

2021年一月的一个主日，师母主题“酒用尽了”当时圣
灵贴近我，说：你灵里的酒已用尽了，你灵已干竭
了，因着你心中的怒火，因着你不冷也不热，所以
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不要再叫圣灵担忧了，
你要顺服，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辔头
勒住它，不然就不能训服。当时神触摸我心，泪水
忍不住流下来了，那刚硬的心融化了，我祷告向神
悔改求神赦免脱去我心中的捆绑。更求神教我学会
在逆境中，在软弱里，聆听圣灵的微声细语，在任
何遭遇下坚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在这之后神给我的功课一直就没停过，祂有着
更大的计划和美意在我身上，丈夫在重重工作和家
庭压力下二月因身体不适被检测出末期前列腺癌，
并已扩散转移至全身淋巴腺成淋巴肿瘤，这晴天霹
靂的惡耗，我拉起Jack的手向神祷告，我们哭泣呼
求阿爸，父！我说：父啊，祢将所有重担都压在我
身上，就是为要荣耀祢的名吗？祢将我身边的亲人
都带走，就是为要我今日专一来服事公婆和Jack的
癌症得医治来见证祢的名吗？若我所遭遇的是出於
祢，我就默然不语，但恳求祢坚定我的心志，紧紧
拉着我和Jack的手，刚强壮胆，与病魔抗战到底，
使Jack 完全得医治，这是我们的宣告，恳求天父聆
听悦纳我的祷告，阿们！Jack 经半年化疗的疼痛煎
熬，弟兄姐妹不弃不舍实际的关怀与代祷，神恩待
我们带着Jack 走过所有化疗，公公病情也有了起
色，写到此我的故事没结束还要继续下去，但我确
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一生之久用的。期待在故事终了
时，神已在天边划上一道彩红为我祝福。

最后以一首妈妈最喜欢的诗歌与弟兄姐妹共勉…

“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
 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
 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
 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
 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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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恩典
朱迪迪

我是2015年在这个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的。神很爱
我，让我受洗没多久就被圣灵充满讲方言。教会生
活持续一段时间后，家庭跟事业的忙碌让我忘记了
自己是个基督徒。这一迷失就是好几年。直到今年
的9月份我才又重新回到教会，耶稣把我带回来了。

我的妈妈在6月12号的时候因新冠去世了。妈妈得新
冠是在5月初的时候，没几天的功夫病情就恶化到进
了急诊。急诊到ICU住了三天又恶化到要插管。插
管期间要深度麻醉，就一直在昏迷着，一天天的治
疗没有好转的迹象，我这种没有根基的基督徒碰到
这样的大事更没有自己祷告的能力，只能叫教会的
弟兄姐妹代祷。

妈妈住院了一个月，中间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一
个月的时间我好像过了几个世纪那么久，最后一
次病危在6月11号星期五，医生说熬不过周五。这
时医院的关怀部门的人过来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妈
妈有什么信仰，我这时才清醒过来，要让妈妈灵魂
得救，要传福音给她，我像发疯似的赶紧给教会的
张莹，学娟姐，师母打电话，我生怕妈妈立马就走
了，学娟姐在电话上用福州话在妈妈耳边跟她传福
音。虽然妈妈深度麻醉，但是我知道她灵魂能听得
见。师母说：“林梅，跟妈妈好好告别，跟她说你们
有多爱她。谢谢她的养育之恩。”那一刻，我心里真
正接受了妈妈要走了的事实。我跟主说：“主啊，虽
然到最后是这样的结果我愿意顺服，谢谢祢在妈妈
生命最后时刻降下灵魂救赎的恩典。”

周五医院ICU的新的探病规定下来，允许我们可以
待10个小时，之前是4个小时。所以我可以留下来
到晚上。我知道可以陪妈妈的时间不多了，我好难
过，我支撑不下去了。我在妈妈病床旁打开了赞
美诗歌，跟妈妈说，我好爱好爱你，我万般舍不得
你，可是结果真是这样，你要走，你要跟着耶稣
走，跟着光走，跟着耶稣走，不要怕，慢慢走。

天黑了，探视的时间到了，我没有回家，我还是待
在妈妈身边，我知道她可能随时都会走掉，我不想
她真的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人陪，主都知道这一切，
祂都在预备这一切。我还没来的及跟护士要求留在
医院，护士就主动过来说，你安心陪妈妈，我去跟
我的上头申请，去弄手续。我也知道美国ICU正常
是不允许过夜陪护的，我知道是主的慈爱，主的怜
悯，让我能留下来陪妈妈。

妈妈一直撑到12号周六早上9点12分走的，如果周
五晚上我被赶出医院，周六早上赶不及到医院，妈
妈会孤零零的走。这对于我来说会是更大的打击，
可是主的恩典在。妈妈马上要走时我一直在她耳边
说：“跟着耶稣走，要跟着耶稣走，慢慢走，安心
走。”就这样我在医院亲自送走了妈妈。妈妈走了，
我的世界崩塌了。我非常爱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
世间上最爱我的人。从小妈妈给了我她所能给的最
好的生活，给了我她所有的爱。我以前人生的目标
就是能让妈妈过上最好的生活。

周六中午12点我从医院出来，直接去了殡仪馆帮妈
妈安排后事，从医院一路哭到殡仪馆。追悼会被安
排在24号，出殡25号，在这12天神又在我身上显神
迹。妈妈走的当天晚上我累倒了，睡到半夜2点缓
过来了，坐在客厅嚎啕大哭，还是接受不了好好的
一个人突然就没了。我一直觉得她会陪我好久好久
的，她才66岁，走得那么突然。接下来的十几天，
每到晚上8、9点我都困得眼睛睁不开。我不想睡，
我每时每刻都在难过，可是我知道这是来自神的恩
典，就这样睡着了，基本都能睡到早上5、6点醒。

我们母女彼此依赖，无话不谈。我失去了最爱我的
妈妈，怎么还能睡得着？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个
多不孝的女儿啊！可是在那样悲痛的日子里神没让
我失眠过。以前我经常头疼，身体一直不好，止痛
药随时带在身上。可是在痛哭崩溃中度过的十几天
里，我没有头疼过。妈妈出殡那天我又把止痛药带
在身上，怕送她最后一程时我会头痛、体力不支，
但那天止痛药也没有用上。感谢赞美主，神的作为
真是奇妙可畏。祂的恩典一直托着我。

妈妈后事处理好后，7月4号我从纽约回到亚特兰
大，回到正常生活中，才是我真正崩溃的开始。我
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妈妈，每天都得重新接
受妈妈不在的事实。那种悲痛我承受不了了，每晚
崩溃痛哭。所有不好的情绪都出来了，我开始对生
活失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我想那就是忧
郁症。我开始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多关心妈妈，
妈妈新冠才会恶化；我也开始埋怨神，为什么这种
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妈妈也没有好好的跟我告别
就走了，带着好多遗憾走了。妈妈的灵魂现在在
哪？她有真正得救吗？她还有在受苦吗？我咬牙切
齿的恨。我的情绪甚至影响到我的家庭，我每天都
好痛苦。可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我开始用自己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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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缓解痛苦，就决定出来上班，让自己忙点应该
会好过点。

上班的时间我还是很想念妈妈，只能强忍眼泪，巨
大的悲痛还是只增无减。怎么办呢？我知道这世上
的任何一个人都安慰不了我。一张受浸卡让我想起
我是神的儿女，那张受浸卡是15年受洗的时候教会
颁发的，15年到现在中间搬了好多次家，我甚至都
没印象还有这张卡。可是它出现在我家的桌子上。
那天我进客房拿被子，就看见卡片在那。多么神奇
的事情啊！受浸卡怎么会在那？哇，神在提醒我，
我是祂的女儿，也只有神能帮我。我开始回转向
神，我跟神呼求：“主啊，求祢来帮助我，我太痛
了，求祢来帮我，我愿意顺服你，我不知道我要怎
么做，祢来告诉我该怎么做？”过了几个小时，一段
经文出现在我脑袋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知
道那是出自神的，因为我对圣经压根儿就不熟，不
会是自己想到的经文。我不懂这经文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知道是神回应我，立马上网查了。神说，我
一直以来把优先秩序搞错了。是啊，我是把秩序搞
错了。我的神，祢是又真又活的神，原来祢是那么
爱我。当我回转向祢，顺服於祢，我就寻着祢，祢
真是满有慈爱与恩典。我继续祷告让主帮我能周日
去教会。过了几天后我跟老板提起周日要休息去教
会，他一下子就答应了。哇，我心里欢喜雀跃。感
谢赞美主。

9月12号的周日我回到了教会，回到主的家，我的
家。迷失的羔羊回到家了。在教会里我问神：“妈
妈的灵魂在哪？有在祢那吗？还是在不好的地方受

苦？妈妈的离世才知道说灵魂得救是多么重要的
啊。神借着学娟姐回答了我，主日结束后她抱着我
帮我祷告，在我耳边说，妈妈在主身边，在天堂。
除了问神，我没有问过身边的姐妹说妈妈在哪。这
句话大大的安慰了我悲痛的心。我知道神在医治
我。主日结束后跟张莹姐妹聊天，她又跟我说妈妈
在主耶稣那里。我知道这些回答是出自神，我的心
大大的被安慰，被医治。

有一天，圣灵感动我，问说：“妈妈歇了地上的劳
苦，现在在主耶稣那里，你还愿意让她回来吗？”我
心里说：“不愿意。”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相见的。
我还是每时每刻都思念着妈妈，但是这种思念不再
是那种怨恨。世界上最爱我的妈妈离开了，但是我
还有天上的那位阿爸父。每个主日我都很渴慕，因
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将被神医治。每一个主日敬拜我
都感动的哭，因为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太多太多。现
在回想点点滴滴，我才知道主耶稣一直都在，祂都
在预备。

前不久的一天表妹告诉我说，妈妈在住院那段时间
她做了一个梦，梦里旁边站了好多人，然后她看见
妈妈对着我说话：“阿妹啊，我不会走，你要教我怎
么么走啊。”表妹不知道那梦境是什么意思。可是我
知道啊，其实主耶稣都预备了啊，妈妈快走的时候
也是害怕的，主耶稣把灵魂救恩给妈妈了，妈妈快
走那会听到救恩了，我一直跟她说跟着主耶稣走。
这是主耶稣预备的，不是吗？神的作为奇妙可畏。

诗篇23章第四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
我。

谢谢阿爸父不离不弃的爱把我重新带回来，谢谢祢
让我成为祢的器皿，让我为祢作见证，让我因着祢
的恩典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一切的荣耀归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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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记号
葉燕珍

奇妙的人生課程
-見證耶穌的愛
陳仲偉

2021年感恩节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
里有人煮了牛肉面叫我吃，我吃了口牛肉，哇！
真好吃！我还听见有声音说这个肉叫牛腱，但我
好像没有听过这个肉名。我醒来后想，这是什么意
思呢？在我的观念里，我是不会喜欢吃这个肉的，
于是去谷歌搜索了牛腱，看了信息后说它对于病后
恢复有很好的效果。那段时间我刚生完了一场病，
心想是不是要补一下身体。过几天我还真去超市买
了牛腱回来，随便放了一些卤料卤了，但不怎么喜
欢，最后带到店里叫同事帮忙一起吃完了。

2021年圣诞节，我们的查经小组在一个姐妹家聚
餐，那天牧师跟师母也有参加，师母带的就是牛
腱！我吃了一块......哇！好吃！之后又夹了两块。聚
餐结束后，师母给了我一点牛肉打包回去，说可以
加一点面煮牛肉面吃。第二天我就煮了牛肉面带去
上班吃。哇！实在太美味了！于是发了信息问师母
牛肉的做法。

感谢主，我煮成功了！梦里的就是这碗牛肉面！我
很感动，尽管当时我不知道，神却知道我会喜欢，
主耶稣比我还了解我自己。那段时间常常一想到就
感动流泪，对于我而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
认识主耶稣。

2020年的9月份我的母親診斷出患有胃癌，需要進
行手術。這對於剛剛經歷過離婚，獨自帶一個兩歲
多的小孩且在疫情當中失去工作的我來說，真的
是極大的壓力。母親年輕的時候曾經得過癌症，但
是在主恩下又活了30多年。我對於這種感覺已不太
陌生，也沒有多大的震驚，無奈與不甘的感覺反而
多一點。母親對主的信心是極大的，倒是我顯得軟
弱，時常陷入憂愁，抑鬱症也開始嚴重起來。時常
抱怨主：『我生平待人也算是和善，就算有什麼缺
點，那也都是平常人常有的缺點，何至于要把這些
苦難帶到我的生命中，為什麼要對我如此的嚴厲？

』這些問題時常在我腦中揮之不去，徹夜難寐，健
康狀況也是每況愈下。

當時的我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對任何事都失
去了信心，對生活也失去了熱情。死亡的念頭偶爾
偶爾的開始浮現。然而我知道越是在這樣的狀況
下，我越是不能夠離開主，更是應該要待在教會
中，這樣才能夠抵抗魔鬼的試探與攻擊。我親愛的
弟兄小組們真的是上帝派來的守護者，不住的安慰
我的軟弱，極力的為我禱告。在各項事物以及經濟
上都給我很大的幫助。終於2021年2月也就是農曆春
節以前，醫生為我母親順利的完成了手術。其後她
又經歷了兩個月左右的化療。雖然母親過去年輕的
時候也經歷過化療但這對已經年邁的她來說，真的
是極大的挑戰與煎熬。化療中她的白血球/紅血球數
已經降低到了最低點，嘔吐/暈厥/腸胃炎等都常發
生，其間也被911送去過急診室。當時急診室裡有多
位新冠陽性的感染者，不時的在咳嗽/叫喊。我真是
擔心，若是母親感染了新冠，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然而主保守了她平安度過。正如詩篇91:7「雖有千人
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
近你。」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經過幾個月的細
心調養母親真的算恢復得很快，各項指標都已恢復
正常，新的頭髮開始生長，胃口也恢復如初。

隨著母親的慢慢恢復，我的心態也有了一些好轉。
但對於破碎的生活仍然感到不滿，覺得自己辛苦經
營多年的生活就這樣被打破，時常還是跟主角力，
對工作、生活也沒有熱情，生活過的就像一杯白開
水。

2021年的九月份我在例行檢查身體的過程中，醫生
發現我的右胸有一個陰影，建議我進行更進一步的
檢查。我還在想我的身體各項指標都那麼正常怎麼
會出問題，這只是醫生多慮了。然而在拍過兩次X
光後，倆位醫生都給出了鑒定結果 - 可能是惡性腫
瘤，我當時真是如墜九天。心想，主啊這怎麼可能
會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現在若是出了問題，先不論
我的小孩，我的父母他們應該要怎麼過活啊。雖然
我表面假裝堅強，但是幾次都是受不住壓力，在小
組裡崩潰大哭。弟兄們溫暖的手，呵護的話次次幫
助了我。在活體組織抽樣檢查後，期間等了有一個
多月的時間。這一個多月時間真的是我人生中寶貴
的一課。我思考了很多，每日讀著神的話語，感覺
到聖靈常常與我同在，讓我沒有懼怕與擔憂。漸漸
的對生活以及將來人生的目標越來越清晰而堅定。
最後病理報告是在24位全方位的醫學專家做出結
論，這只是一個良性腫瘤，但是因為長的體積過大
而且擠壓到肺部，日後也有病變的擔憂。在經過與
神不住的禱告，我在2022年的2月份完成了我的腫瘤
摘除手術。期間主耶穌的大愛以及弟兄小組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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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微不至，每一個弟兄都對我關懷備，接送我去醫
院，到醫院探訪，籌集愛心捐款，帶食物來家裡探
訪。更重要的是不住的為我禱告，對我這樣一顆孤
獨的心來說，真的是莫大的安慰。雖然術後身體各
個部位有著難以描述的疼痛，然而當我望著鏡子里
身體上的10幾釐米長的切口時，我感到的不再是命
運的不公，而是神賜我的恩典與啓示。我慶幸自己
的改變。

回首過往，35歲以前我就像是一個被主寵壞的孩
子。生活上一帆風順，無論是事業，生活，愛情都
沒有經歷過什麼風浪，有一點小磕絆就像世界末日
來了一樣，痛苦難堪。我完全是成熟的外表幼稚的
內心，靈命太過脆弱。這所有的一切都讓我以為這
是我生命應得的，讓我變得目空一切，驕傲自大。
當時主一定在想，我親愛的孩子，我是真的想重用
你，但是應該怎樣讓你這個固執又幼稚的孩子成
長呢？祂也曾經在我生命中安排過許多的課程與
引導，然而我固執的忽視了，老我始終無法放下過

去迎接新的生命。直到主耶穌給我安排了這樣一門
引人深思的課程，我才能了解到祂的心意以及生命
的意義。感謝主在我還沒有走向完全墜入深淵的時
候，即時托住了我。詩篇23:4「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
竿都安慰我。」林前10:13「你們所遭受的試探 ，無
非是人所遭受的。神是信實的，祂不會讓你們受試
探過於你們所能受的；而且在你們受試探的時候，
祂會給你們開一條出路，使你們能忍受得住。」透
過神給我的這一課，我的抑鬱症消失了，身體得以
康復，人生的目標更加清晰，神的命定再次彰顯在
我的身上。

餘生的日子真是應該要每天好好數算神的恩典，而
不是計較得失。

心境的不同看待困難也截然不同，每個人的生命中
都會經歷各式各樣的波折，讓我們一起時刻記住：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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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基督生平的心得
江大強

心中的光
宁洋

基督生平是一套很棒的課程，不僅幫助我對福音書
有了一個更清楚的認識，同時還幫助我對地理、歷
史、神學都有更多認識，對我的事奉和屬靈生命的
成長有很好的帮助。

這個課程是講耶穌基督活在世上的事情，虽然我已
經信主，但我希望能更多、 更深地瞭解我所信的是
誰？祂到底是什麼樣的神？抱著這樣的目的，我開
始了這門課程的學習。 這套教材一共有六冊，每冊
大約學習三個月。學到今天，我的感受是什麼呢？
一句話：非常值得！基督生平的學習和以前上过的
課完全不一樣。首先它的設計非常好：它是一種開
放式， 以討論為主的教學方式。這裡有帶領同工和
導师，可以說是教學互長。容易學，也容易教。

通過學習這套教材，使我對巴勒斯坦的地理狀況有
了一個立體化的瞭解，這對於理解新約聖經，特別
是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祂所行過的路徑，祂的生
活、服事等，都有著非常大的幫助和突破。由於有
了這樣立體化的看見，我感覺到，福音書中所描述
的耶穌的生活和服事顯得非常的真實，好像活化在
我面前，這對於我認識耶穌基督，有很大的幫助。

課程最棒的部分是，它要求學員們畫許多的地圖，
耶穌所行走的腳蹤圖，因而使我對巴勒斯坦的地
理，各個重要城市的位置，耶穌曾經走過的每一
個地方，都有很好的瞭解，並認識整個巴勒斯坦以
及周邊的地區，在我的頭腦裡形成了一個具體的概
念，使我能夠很容易理解福音書中描述的很多的事
件，從而讓我更加認識我的主耶穌基督，知道他在
世上的時候，為我所走過的路，祂的忙碌奔波以及
辛苦的付出。

一年半的學習下來，我對基督的生平有了非常生動
深入地瞭解。

另外，通過同學之間的探討和互相啟發，激勵我更
加愛主，堅固信心，在服事上也常常彼此鼓勵。

做作業其實是也是其中的最愛，讓我看到自己還有
許多要對付的老我，有很多是未得之地，給我看見
很多屬靈的亮光。這門徒訓練課程，讓我對我所信
的耶穌基督，有一個比較全面、完整、深刻的認
識。使我更深地瞭解到了耶穌基督的公義、祂的聖
潔、祂的偉大，祂的慈愛、 祂的全知、全能和祂的
全在。

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
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就是我的神，与
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
殿的工作都完毕。“—历代志上28:20 

神是使我刚强壮胆的神；神是在无助中加添力量、
在害怕中加添勇气的神。

在我记事以来，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我非常怕黑，晚上自己一个人必须要有灯有光才可
以睡觉，独自在家我也无法安心，晚上一定要开着
灯才能入睡。记得我们2018年刚搬进新家，对家里
的一切都很陌生， 我连一个人去二楼的勇气都没
有。我一度觉得很无奈，自己这样的胆小，给家里
人带来很大的困扰，也很影响孩子。来了亚特兰大
以后，我开始参加灵粮堂的主日和小组查经，这是
我受洗以后第一次真正过属于基督徒的生活。我开
始每天祷告、读经。神也顾念我这颗渴慕的心，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使我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曾
为自己祷告，求神挪去我心里的恐惧、害怕还有
忧虑。2021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先生经常不在
家，我开始独自在家带孩子的生活。因为家人知道
我胆子小，都很担心我，婆婆也打算从纽约下来陪
我。但是我知道神在我身上做的改变。在我先生出
差的第一个晚上，有朋友担心得要来家里陪我，但
是我心里感到很平安，拒绝了朋友的帮助。我知道
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祂把平安放在我的心里，让我
这个连白天都不敢独自上家里二楼的人，变得可以
晚上自己一人带着孩子在家了。我想，靠着自己大
概永远无法改变！如果你以为随着年纪大了，胆子
就会变大——我妈妈今年已经60岁了，还是没办法
晚上一个人待在家。所以我更清楚，这是神在我生
命中做的改变。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真实，在无形中
改变着我。祂是位又真、又活、又垂听祷告的神！
更是使我刚强壮胆、不再惧怕的神！



26 

神垂听我的祷告
Anna 李

天父的愛
Fenny Chen

2021年5月的一天早上，起床时，忽然觉得头晕目
眩，四肢无力，并且咳嗽气喘。

我急忙打电话给我的家庭医生，她说我感染新冠病
毒了！她马上给我开了五天的抗生素，并且让我在
家里隔离注意观察体温和血氧。我心里很难受又很
害怕，就打电话给刘静姐妹，告诉她我得病了。她
在电话里为我祷告，并鼓励我：“要依靠神，不住的
祷告，在爱里没有惧怕，一定能战胜疾病。”她在忙
碌中，抽时间给我送吃的东西来，关心我，给了我
很大的安慰。                           

过了一周，我的病情加重，整日整夜的咳嗽，不能
入睡。一天夜里，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忧虑，不停
的呼求神的帮助。我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了一段经
文，是在腓立比书4章6一7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
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
你们的心怀意念。”于是我就抓住神的应许，迫切
的呼求，用方言祷告。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而且
那一夜，我睡得非常好。感谢主！祂垂听了我的祷
告，祂的应许永不落空。

藉着每日的祷告，神使我刚强壮胆，在主的爱里，
没有了惧怕和忧虑，有的只是满满的信心。与疾病
争战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战胜了新冠病毒，靠
着神的大能让我恢复了健康。感谢主，祂是随时帮
助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我家以前是拜拜的，家里還有佛像，每天都烧香恭
拜求平安。我爸爸酗酒很厉害，醉酒的时候会大吵
大闹，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全村人都知道我爸喝醉
酒的情况。他经常醉在马路边，村里人看到了就会
来叫我妈把他抬回家。我从小对我爸的印象都不
好，觉得他很丢脸，没有做爸爸的样子。被人指指
点点看不起，让我抬不起頭。所以我很自卑自怜，
很想离开家，不希望再看到他醉酒的样子，也不愿
别人知道，我是他的孩子。

我阿姨拜佛也拜得厉害。突然有一天，她不知什么
原因不能走路了，变得要坐轮椅。医生也查不出原
因，到处拜也拜不好，走头无路了。她的邻居告诉
她，你可能中了邪，只要信耶稣就会好。后来她信
了耶稣，脚果真好起来了。她让我妈也信耶稣，我
们就全家一起信主了。

不久后我来到美国。在亞特蘭大，我遇见了学娟。
当时我在餐馆上班，一個礼拜休息一天。我有时去
聚会有时沒去，就喜歡去逛街买东西。学娟见我没
来聚会，就会来店里看我，找我去聚会。我心想，
你当然有时间了，你的工作跟我不一样，我只有一
天休息，哪有这么多时间去聚会？

直到有一天神对我说：“你为什么把时间、把劳碌得
来的钱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东西呢？只有我这里
可以让你得饱足。”

从那以后我觉得上班下班、睡觉、看电视、休息逛
街沒有意義了。整天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心
里闷闷的，很烦躁、很空虚。人生难道就这样过一
辈子吗？学娟家庭情况也不好，却过得那么喜乐，
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想要更认识神。我跟着学娟
一起祷告，她也教我祷告。她说祷告就像跟自己爸
爸说话一样呀！我很少跟我爸讲话，不知道怎么沟
通。想到他喝醉酒的样子，我怕他，讨厌他，不想
看见他，也感受不到父亲的爱。然后她跟我讲天父
的爱。虽然一开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神在梦中
向我显现，祂是爱我的天父爸爸，为我穿上平安的
鞋子，说不要害怕，你要跟着我走，我永远与你同
在。那是我在自己爸爸身上感受不到的慈爱和安全
感。神常常在梦里向我说话，让我感受到天父爸爸
的爱。然后天父爸爸也让我明白过来，我要原谅爸
爸；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被酒精控制了。我的心
瞬间打开了，原谅了他，也释放了自己。因着向天
父爸爸面前祷告，我得着医治释怀；小时候的疑问
误解一點點被解开，我的生命也越来越自由。我喜
欢到神面前祷告，喜欢聚会，哪里有特会都参加。

突然有一天，我老公被送回国。我好像天塌了。我
很依赖他，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在管理。我
连支票都不会写，东西不怎么会煮，经济来源也是
靠他，而且我们的孩子還那麼小！在我最困难的时
候，天父爸爸又在我梦里显现。他在暴风雨中抱着
我，他说，孩子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你要像小
孩子一样相信我，把一切忧虑卸给我，我是背负你
一切重担的天父爸爸，不要为明天忧虑，你要相信
我，你不是一个人，我会一直在你身旁。在梦中我
真切的感受到很大的平安，都不想醒过来了。我祷
告，问天父爸爸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祂引导我，
醫治、安慰我，并预示将有人找我照顾小孩。这也
确实发生了。我一边看顾自己的五岁小孩，一边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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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去教会。我老公离开我八年，但我并不孤單，
因為有天父爸爸幫助我。我把所有的恐惧、忧虑都
交托给祂，祂把喜乐和平安放入我心里，使我充满
力量，积极面对每一天。

孩子渐渐长大了，我跟着朋友去学习做指甲。那里
的同事见我整天开开心心、无优无虑的，感觉很幸
福，就问我朋友：“是不是她老公很爱她，很有钱
呀？”是天父的愛，使我看事情的眼光都不一样了！

还有我动子宫手术时非常紧张害怕——我是连打针
都不敢看的！我祷告，求主帮助我。教会的大家庭
也替我祷告。神还动员了教会的姐妹们来帮助我，
关心我，轮流送饭给我吃，讓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
暖。

感謝主，在疫情期間我先生终于來美國与我們團聚
了！他也信主了！就像神所說的，祂在暴風雨中抱
著我走過每一個春夏秋冬。

让公义彰显
徐婧瑶

马太福音12：20 等祂实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2021年老兵节，我们几个姐妹在祷告线上，听到
Dutch Sheets 请的一个讲员分享并号召大家用行动
祝福身边服役过的军兵和他们的家庭。我祷告中把
认识的军人家庭在头脑里列出来，决定用手机的电
汇功能，把小小的祝福传达出去。

其中一个是儿子刚刚认识的一个球队朋友的爸爸，
是911灾难时服役的军人，儿子婉拒了我“简单粗暴”
的电汇方式，而特别用自己的钱去买了一个正式的
主题卡片来装礼卡，亲手送给了那个现役警察，很
感恩这样一个带孩子践行神心意的机会。

第二个人电汇过去后，马上出现了一条回执信息，
这一条没厘头的信息，传递给我一个信号是她有特
殊的需要，马上祷告后有感动再追加一倍的祝福出
去。第二天我短信提醒那个姐妹要去软件里接收一
下，她很奇怪地问我这件事的缘由后，马上告诉我
神回应了她的一个需求:女儿在大学校园停错车位被
罚，这笔祝福刚刚可以安抚女儿愧疚的心。 

后来又过了几天，我发现第二笔祝福她一直没有接
收，再次短信提醒她，电话这头能感受到她极其讶
异的反应！那一个周末我们正好有我们俩参加的一
个月一次的姐妹聚会，有机会听她分享到她富有的
亚裔邻居（很可能就是中国裔），因为她们两家中
间交界的一块共享用地把她家告上法庭，索要九万
多的费用来明确划分所属权，这件事很大搅扰了她
里面的平安。她收到我第二笔祝福时，马上明白神
在提醒她不是所有的亚裔都很自我中心。后来，她
的律师进行了专业评估后，做出三万七的合理价
格，并已经回复给了这个起诉她的邻居。

那天，神感动我为她祷告，圣灵赐我胆量，用英文
大声代祷，我代表移民来到这片土地的亚裔向神悔
改：我们很少想到千千万万保家卫国的军人和他们
的家庭（这几年，我逐渐了解到绝大数的退伍军人
都活在战后创伤中，我这个姐妹是护士，丈夫退役
后，很多的日子是她独自扛着一家的工作和生活重
担）。我坦白告诉神我根本就不想祝福这个贪婪的
亚裔邻居，但我深知道我们的神爱这个“不可爱的
人”，我只能顺服神的旨意：“神，你祝福她，祝福
她，她配得的祝福就给她，她不配得就把这份祝福
还给我的姐妹。” 第二天周日早晨我人在主日学教
室，收到姐妹的信息，下课后我打回去，她很激动
地告诉我：“你能相信吗？神这么快做工，邻居一大
早回复我接受了三万七的价格！谢谢你为我祷告！”
后来我才知道这块土地在神眼里有多宝贵：姐妹在
繁忙的生活中，常常准备好爱宴，邀请人来家里聚
会，有机会认识并亲近神，这块地就是这些客人的
停车场。在信心里我相信姐妹家房贷里因此增加的
费用，信实的神会丰丰富富地供应！求神更多医治
千万军人的战后创伤和他们的家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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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典
Abby Lin

我出生不久，我的父母、奶奶都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也顺理成章的受洗成了基督徒。我整个童年都跟
着母亲一起聚会敬拜神。那时候我还不太清楚自己
在做什么，很多时候不情愿，就像完成任务一样，
跟着他们一起唱歌，一起读经。我偶尔也会被我母
亲那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态度所感染。直到后来出
来上学，我终于不用跟她去教会了！不用被迫读圣
经和祷告，也不用担心那些非基督徒用异样的眼光
看我们了！我觉得很轻松，认为这才是我想要的生
活。

在学校不久我谈了恋爱，不敢和媽媽讲，怕她信主
的狂热会吓到我男朋友。就这样瞒了四年。毕业后
我们想来美国，媽媽不同意。我开始说服她，甚至
威胁她。哎，虽然最后我顺利的来到美国，但因为
答应过媽媽到美国后要每天跟她视频聚会，她会给
我讲一些圣经上的话。就算觉得很烦，我也只能照
做。

很快到了我和我老公申请政治庇护面谈的时刻。由
于我们住的家庭旅馆的地址被太多人用过，只要是
住在这个地址的人，大部分都没通过；我们这批十
几个人，大部分都被拒绝了。我觉得每个人都不可
能过的，加上我没有参加面谈内容的培训，资料也
只看了一遍。虽然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我母亲依旧
每天告诉我：“祷告，祷告！你要求主耶稣！”

那天在移民局里，大家说只有两个“天使”移民官，
一个已经出去吃饭了，只剩一个好的移民官。我更
加绝望了。满屋子的人都在等着，唯一的“天使”不
可能轮到我。我和我老公坐在椅子上睡觉，完全不
在乎。结果有人出来喊我的名字，这时我的翻译
非常激动地说，这就是那个“天使”！我心想，完蛋
了，我什么都没准备，就算把好的移民官给我，又
能怎么办呢？这时候我想到了主。我心里喊：“主
啊，求祢帮我吧！”卻又想，就算主能帮我，人家问
我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怎么能说得通呢？结果，移
民官从头到尾只问了我的住址、我的生日、我老公
的生日，然后让我讲了一些我和老公认识后发生的
有趣的事情，没问任何资料上面的事。我们就这样
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当时的我
还是嘴硬，觉得是自己运气好。随着来美国的时间
越来越长，每次我母亲在视频中提到和神有关的事
情都让我很不耐烦，直到后来我强硬地跟她说：“我
们以后视频聊天的时候不讲这些，我不想听。你想

信，自己信就可以了，你一个人去得永生，不用管
我了！”

这些话对她来说是最大的伤害；她想把最好的给
我，对她而言最好的就是耶稣。但是我拒绝接受，
甚至发脾气，一个多月没给她发过一条信息，也不
联系她。就这样，我母亲被我“驯服”了，视频的时
候只说一些家事，其余的都不再提。回想起来，在
那之前我上学、找男朋友、毕业、办签证来美国、
申请政治庇护......一切都非常顺利。慢慢地，我脱离
了神，什么事都按自己的意思来。我母亲也不再跟
我讲这些，我觉得耳边清净了很多，终于可以自己
做决定了。

但接下来的日子我经历了很多转变。我换了很多次
工作，后来开始自己做生意。我日渐变得焦躁，经
常脾气爆发，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觉得金钱并
没有带给我快乐。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害怕，如果是
一个人，我需要开着灯坐一晚上。多年来，我每天
晚上都要醒无数次，醒来之后，先是检查一下四
周，确定没有鬼，才能再接着睡。我经常在噩梦中
哭着醒来，吓得汗毛站立，直到天亮才敢睡觉。这
不光困扰我自己，也困扰我老公。他每次都要陪着
我，因为如果他睡着了，我会更害怕，所以他得保
持清醒。我半夜想上厕所也一定要叫醒他，让他把
灯都打开才行。可是这样一折腾，回来之后又很难
再入睡，所以两个人都是精疲力尽的，第二天还都
要上班到很晚。我们压力很大，情绪不好。后来听
别人说把枕头下面放一把剪刀，还有的人说在门上
面挂一个符；我们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但通通
没用。

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信主的同事发现了。她搂着
我，给我祷告。瞬间，有一股力量注入我体内。我
充满了力量，心里满是感动。她说耶稣会与我同
在，会住到我心里，会点亮我的家。从那一刻起，
我觉得心里的某个部分被唤醒了。我有了信念，心
中感到十分温暖。当晚回到家，我自己走到里面开
灯，不用我老公先帮我开了。上帝已经住在我家里
了，祂在这儿，我就不用怕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
西都不在了。只要上帝在，我就是安全的。那天晚
上我睡得很香，半夜迷迷糊糊醒来，想到有上帝在
照看着我们，很快又睡过去了。从那之后，我晚上
就没再怕过，可以一个人上楼下楼，也不再需要把
家里所有灯都打开了。

后来我和我老公买了新房子。因为买得急，不清楚
对面邻居是做什么工作的，住进来才发现每天早上
四点多就有很吵的倒车喇叭响，吵得我们没法睡
觉。从四点多到早上九点多，每个小时都要响两
次。非常吵，我们甚至想把房子卖掉，但又觉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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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房子就卖掉很疯狂，所以很纠结，也很烦躁。
但是自从我同事给我祷告之后，我们两个就再也没
有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并不是因为没人倒车、喇
叭不响，而是我们根本吵不醒！我们睡得很香、很
沉。我和老公都觉得这个主简直太神了！

我开始每周一次的小组聚会，从那之后，我的脾
气、我的性格都改变了很多。我心里有一种非常平
安喜乐的感觉，不再像以前那样无缘无故的焦虑
了。我和我母亲讲起这些事，她喜极而泣，她说耶
稣终于在我身上做工了。这些年她从来没放弃祷
告，求神把我再带回到祂面前。

从我回到神面前的那天起，又发生了很多奇妙的
事。有一次我和我老公、弟弟、弟媳妇去纽约，回
来顺路买了中药喝。我刚喝了两个星期左右就觉得
腰很痛，痛到蹲不下去、站不起来，上床的时候需
要扶着，下床也很费力。我看了中医、西医、正骨
的，做了很多治疗，但是都没有效果。直到有一
天，教会的一个姐妹态度坚定地跟我说，不要再喝
这个药了，可能是药的问题。她按着我的腰、我的
肚子为我祷告。回来的时候我老公突然问我腰不疼
了吗？上下车都那么快。我才发现我的腰竟然没什
么感觉了！第二天腰基本全好了，第三天就一点感
觉都没有了。我赶紧录了视频发给我母亲和奶奶，
因为她们一直在担心我。这样的神迹，一开始和身
边的人分享，他们都感到不可置信，以为我只是在
安慰他们。

这么多年，我的腹部经常会隐隐作痛。我检查了很
多次，换了好几个医生，每个人给出的结论也都不
一样。有的医生说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有的医生说
是肠道和子宫、卵巢有粘连，还说像我这种情况是
很难怀孕的。我们这时候正想要一个宝宝，在教会
的姐妹给我祷告之后我一次就怀上了。去医院复查
的时候，医生说我的子宫、卵巢状况都非常非常
好！

在我认为一切都非常美好、非常顺利的时候，我
弟媳突然肾衰竭，住进医院。诊断的结果是IGA肾
病，不明原因。医生怀疑和我们吃的中药有关，他
说很多亚洲人得这种病都是因为吃了中药。因为我
弟媳没有出现腰痛的症状，所以她还在吃这个药。
现在想想，幸亏我当时马上停药，实在无法想象如
果继续吃会怎样。

从我弟媳进急诊室的那天开始，我每天都非常担
心，非常难过，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忘了跟
神祷告，忘了身边的一切，只知道自己很心疼她、
很心疼我弟弟，每天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她还这
么年轻，就已经肾衰竭了，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
走？在她住院的第十天，突然被送到ICU抢救。医

院通知我们家属过去，这个时候我非常非常害怕，
一瞬间想到她是不是要离开我们了？我整个人都吓
傻了，忘记了自己在怀孕，控制不好情绪，吃不下
东西，一整天都在哭。晚上困得不行准备睡觉时突
然惊醒，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要找神，找教会的
姐妹。”我第二天赶紧联系了教会的姐妹。她给我做
了祷告，我的心情就平静了很多，好像有了依靠。
虽然还是难过，也非常难受，但我没有像之前那样
连呼吸都很困难，心情也缓解了一大半。教会里的
弟兄姐妹都在齐心为她祷告。很快的，她当天就从
ICU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也奇迹般的不恶心了。
之前她每天都恶心吃不下东西，如今消肿了很多，
我们送去的食物也都吃完了。这时我跟她说，你要
祷告，你要聚会，每个礼拜视频聚会。

她信主后内心变得非常强大且充满平安。虽然她已
经病得这么严重了，但是从来没有怕过，信心十足
地。她坚定神会医治她，所以非常非常乐观，这对
于她的病情也是有帮助的。发生这件事后，我弟弟
每天愁眉不展。他很爱他老婆，很怕失去她。但是
自从教会的姐妹去他家里给他们祷告之后，两个
人都变得信心十足、情绪稳定，开心面对每一天。
这让我非常非常欣慰，也放心了很多。现在我弟媳
妇每个星期要去洗肾三次，但是他们两个都非常乐
观，在他们脸上能看到平安喜乐。我非常安心。现
在回想起来，这都是神在做工啊！

神真的会给基督徒家庭额外的恩典！从我和我老公
上学认识开始，就稀里糊涂的在一起了。但是他这
个人并不稀里糊涂，是从一而终的那种。他的品
格、为人，都是我父母、爷爷奶奶心中所期望的女
婿的样子。从开始到现在，十几年不变的对我百般
呵护。我曾经多么的糟糕啊，脾气不好，身边的人
都说我配不上他，可他从来没放弃我，回想起來都
是因为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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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Testimony
John Yen

Learning to trust in God and be thankful/content in all 
circumstances are the two lessons that I keep learning 
and relearning many times in life. I had to relearn these 
lessons again in 2021.

I was promoted at my job in early 2021 and being only 
a few months into 2021 I was presented with an op-
portunity to apply for a managerial position. As I prayed 
over it, I felt God wanted me to apply for the position, so 
I applied. Given my experience and tenure at my current 
position, I felt I was well positioned(ie using “fleshly” 
terms -> “best-suited”) to get the job. Furthermore, my 
boss called and told asked me if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position before this position was even posted. This gave 
me another boost of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likely be 
getting the position. 

When I applied for the position, I kept telling myself that 
regardless of the outcome, I would accept it with thankful 
and content heart and that I would trust in the decision 
of God, whatever it maybe. I kept re-emphasizing to my 
heart and mind that if I get the job, praise God, if I don’t 
get the job, praise God also and still work with a great 
attitude. This was the “godly” response/attitude I wanted 
for myself. I interviewed on a Tuesday and expected 
result on the upcoming Friday. I felt I did a decent job on 
the interview so I was hopeful that I would get the job 
and I had faith in God that He would give me the posi-
tion. On Thursday(same week as the week of interview), 
I was trying to schedule a meeting with my boss and 
happened to see he had a private meeting scheduled 
with a colleague of mine who was interviewing for the 
same position. Not only was it between my boss and this 
colleague but another director was invited to the meeting 
as well. My heart sunk to the bottom. My mind reasoned 
that private meeting was to share the promotion news 
that he, not me, got the promotion. That’s why the VP 
and the director were invited, and the meeting was set 
as private. My heart went from being hopeful to very 
discouraged. Negative thoughts came to my mind about 
God, work and my boss. I was saying to God, “God, you 
gave me the assurance and peace in heart that I would 
get the job but what I am seeing and experiencing are 
contradicting to what you told me!” I knew what the right 
things to do were. I knew what the correct responses 
should be but the attacks/lies from enemies were like 
fiery arrows shooting at me and I let down my shield of 
faith because of how discouraged I was. I knew I had to 
strengthen myself in the word of God and use the word 
of God to fight back. When I started declaring the word 
of God and faithfulness and goodness of God, I felt a 
little encouraged but would sink back in because of the 
constant attacks in my thoughts. 

I went to bed that Thursday night very discouraged. I had 
a dream and in my dream , I was in a planning meeting 
with my new boss who was the colleague who inter-
viewed for the position. I woke up from that dream to be 
even more discouraged. I told my wife about the dream 
and she did everything she could to encourage me. She 
told me it’s all speculation and you don’t know the real 
result yet. I was not able to listen in. I woke up from my 
dream so full of discouragement that I couldn’t listen 
in to what she said. I got up early on Friday and prayed 
more but still felt very discouraged. I was so sure that I 
did not get the job.

My boss and I had a meeting that Friday, the day of 
revealing the decision. In that meeting, we discussed so 
many things but he made no mention about the position. 
I really wanted to ask him directly regarding the decision 
but did not do so. After we ended the meeting, I was even 
more sure that I did not get the job since I reasoned in 
my mind that if this was a good news, he would’ve share 
that in our meeting. After much internal debate in my 
heart whether to ping him directly, I finally took the cour-
age to ping and ask him directly what the decision was. 
When I pinged him, asking him if a decision was made or 
I will find out in the staff meeting next week (ie meaning 
I did not get the job).  I could see from the “Read” status 
that he read my IM but chose not to respond. At the 
point, I was fully convinced that I did not get the job so I 
took the rest of the afternoon off in order to re adjust my 
mindset with my “new” boss. I prayed and asked God to 
help me to lay down myself, my pride, and my desire. I 
asked Him to help me to accept and willingly submit to 
my new boss. I also asked him to help me to still trust 
God is for me and He is good all the time. After some 
time of praying and laying down of myself, I felt my heart 
was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accept my new soon-to-be 
boss. Later that afternoon, I got a call from my boss and 
he told me that I got the offer for the position! I was so 
shocke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All the signs and 
my own deductive reasoning pointed to the opposite! 
Mixed with joy and confusion, I gladly accepted the offer! 
My speculations were all incorrect! 

It’s been roller coaster of emotions. Praise God and thank 
God for another promotion in 2021. I felt God was using 
this lesson to show me what was truly in my heart. In 
my mind, I knew that I needed to be content and thankful 
always in all circumstances but when things didn’t go as 
planned/expected, that’s when my faith in God was being 
challenged. In my trial, I felt a deep disappointment that 
clouded me from thinking straightly. I was not able to 
take in any encouragement and advises from others be-
cause of the cloud of disappointment. I thought I was able 
to stand strong amid a trial but God allowed me to go 
through the trial to show me how weak and vulnerable I 
was. From it, I can sympathize with people going through 
trials. It’s very hard for disappointed people to listen to 
anything. God again taught me to learn to trust in Him 
again and be content/thankful in all circumstances. I had 
to learn to lay down myself again. I thought I was ready 
but this trial showed me I needed to relearn this lesson. 
Thank God for lesson and for the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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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事中經歷神
劉克真

我們這個團隊是隸屬在美國的Deeper Still（更深之
處）機構。

雖然我已經一把年紀了，還是毅然挑起在亞特蘭大
成立華人分社的重任，並且在九月底、十月初舉辦
第一次的深度醫治特會。

這個退修會節目非常緊湊，一環接一環，從早到
晚，只有吃飯的時候才有一點休息時間。同工們要
提前一天到達會場預備，走過整個課程。按照母會
的規定，負責人要向同工們精神喊話，鼓勵大家，
並且要分發禮物。

這對我來說，真是大挑戰！雖然我已經跟著美國的
團隊實習了好幾次，但從來沒做過退修會的負責
人，於是我向上級指導-主耶穌提出請示，我該送什
麼禮物？給出什麼鼓勵的話呢？

神是信實的！很快就給了我一節經文：

林后2:14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
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2 
Corinthians 2:14 God always makes his grace visible 
in Christ, who includes us as partners of his endless 
triumph. Through our yielded lives he sprays the fra-
granc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everywhere we go.

於是我用這節經文鼓勵同工們藉著這個服事來彰顯
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她們都是很棒的！

有了經文，我繼續禱告尋求禮物。感謝主，讓「香
氣」這兩個字跳出來！我想到了薰衣草子（Lavender)
，並上網買了一包（16oz），接著去Joanne的店裡買
了紫色的小袋子，裝入袋中，再買漂亮的小紙袋，放
入經文卡並將薰衣草置入其中。任務圓滿達成！同工
們都歡喜快樂的接受禮物及從神而來的經文。

非常感謝主，祂的恩典真的夠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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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爱心礼盒
曾子珊

蜂螫脫險記
李美金

约翰福音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
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
父独生子的荣光。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向中国人以外的族群传
福音，更没想过神竟然让我这个英文不流利的人向
其他种族的人用英语分享福音。圣经里主耶稣基督
向众门徒吩咐的大使命常在我的心里，因为对主耶
稣爱的回应，我只管跟从主的带领，相信主会安排
一切的事，即使只是在后面祷告和做些打杂的事也
是参与！

2O21年10月，教会参与的家门口事工得到信息，在
11月到12月期间，将会有许多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来
到亚特兰大生活。 一直在参与难民宣教的教会和组
织都纷纷作出计划，配合政府等部门分配难民，帮
助他们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

我们教会的家门口事工，万国小组的弟兄姊妹们已
经在亚特兰大的难民集中居住地区Clarkston服事了
一年多，向来自不同种族背景、不同语言、不同信
仰的人传福音。我们在每周六早上7:30举办祷告会，
下午到Clarkston 的公寓带领年青人读圣经，和他们
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预备丰富的晚餐，还为
他们庆祝生日。之后又开始了妇女儿童事工，带领
着社区里的儿童们一起玩游戏，分享诗歌和圣经故
事。教会的高中生和年青人也参与帮忙服事。看到
孩子们都很喜欢来聚会，我们也开始建立友好的关
系，希望主让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分享主耶稣基督的
福音。

在得知将有十几个阿富汗难民家庭，约一百多人来
到我们服事的社区时，我们为他们能平安來到祷
告，求主为每个家庭预备住处、生活必须品、衣服
等。感谢主，十月份在教会鼓励下，弟兄姊妹凭感
动捐献。一个多月左右，弟兄姐妹踊跃捐助了三、
四间房的物品，并投入时间帮忙清洁整理分类，再
安排时间送给他们。

阿富汗的难民陆陆续续地来到亚特兰大。家门口事
工送给这些难民家庭圣诞爱心鞋盒，让这些逃难中
的孩子们在圣诞节可以收到一份爱的礼物，安慰他
们被迫离开家乡的心，帮助他们适应在美国的新生
活。更希望籍着这些礼盒传达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
爱，给他们带来新生命的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爱
每一个祂创造的人，希望每个人可以得到救恩。

2021年11月30號一個周六的上午，一大早女兒女婿
忙著上班去了，我一個人在家照看小孫女和小孫
子。看著窗外，天氣漸漸冷了，戶外還有幾盆花
呢，我得把它們移到溫暖的地方。這樣想著就走到
室外走廊上。正當我準備搬動花盆的時候，突然不
知從哪裏飛來幾只面目長得像老虎一樣的毒蜂，在
我手臂上狠狠地螫了幾口，痛得我尖叫起來。低頭
一看，手臂上出現了兩大一小三個窟窿眼，很痛很
痛呀！我趕緊用另一只手壓在被咬的傷口上，想進
房間找點膏藥塗上。我剛把壓住傷口的手一松開，
感覺有一種毒氣流像蟲一樣很快地從頭到腳爬到我
的全身。我一照鏡子嚇了一跳，我的眼圈鼻子嘴唇
和舌頭都發黑了。那時我心裏有一點慌張，但是頭
腦還很清楚，我知道，我是被虎頭蜂咬了！還在我
做小孩的時候，我就聽說過虎頭蜂厲害，那時我們
都叫它老虎蜂，它的外形比一般的蜂大得多，是一
種具有危險性的蜂，會攻擊其他動物。人如果被它
咬了，會出現中毒現象，嚴重時可引起休克死亡。

我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看一下鐘表上的時間是
上午11點多，此時正是女兒女婿餐館開始繁忙的時

教会11月开始接受大家的鞋盒认领。从初步计划的
45个爱心礼盒持续增加到75个，加上其它特别的礼
物，我们把超乎所求所想的祝福分送到更多阿富汗
家庭。12/18周六下午4:00-6:00点，大约有30多人一
起开车到Clarkston ，亲自送圣诞礼物給他们。感谢
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上午持续的雨水在我们去送
礼物的那两个小时奇妙地停了。有9个小组分別去探
望13个阿富汗的家庭，许多家庭都有3一6个孩子，
不止父母亲眷，每个孩子都收到了相应性别，并写
上他们名字的圣诞礼物。

在探访阿富汗家庭的过程中，听到许多感人的故
事，大大激励我们更多地为他们祷告祝福，求主帮
助这些刚来的阿富汗难民早日适应美国的生活，并
求主的圣灵在他们心里动工，早日认识主耶稣基督
的救恩，得着天父赐给他们的永生之福。哈利路
亚。

彼得前书 2: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
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 神的子民，要叫你们
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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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不能打電話打擾他們。我的目光轉向牆上
紅木做的十字架，心裏開始禱告……時間到了12點
多，在我禱告祭壇的桌子旁有一個鏡子，我看見皮
膚上起很多紅疱，一道一道好像紅紅的繩子綁在我
身上，身體發腫都變形了，全身的皮膚紅紅黑黑的
樣子好像死人一般。我想張開嘴喝一點開水，發覺
喉嚨好像被鎖住了，水根本咽不下去，堵在那裏，
我的心臟也又堵又痛。小孫女看到我臉上身上全變
了顏色，她也害怕了，她想打電話給她爸爸媽媽，
可是都打不通。看到我這樣哭叫，懂事的她把不到
一歲的弟弟搬到大廳，她把弟弟抱得緊緊的，她並
沒有大聲哭，只是很小很小聲害怕地哭泣著，保護
著弟弟。在這危急的時刻，才6歲的她好像一下子長
大了！我已經是自己都管不住了，很累很累，好像
就快死了……我沒有辦法，就在地上開始一邊哭一
邊禱告：上帝啊！我被老虎蜂咬了，我身上都變成
這個樣子了！我翻開衣服給祂看，今天這麽危險，
我為什麽不打我女兒的電話，我以前有什麽事就馬
上打我女兒電話聯系她，但我今天堅決不打，祢今
天必須醫治我，因為祢是我的真神，我相信祢，跟
隨祢這麽多年，經歷過祢給我們家的無數的恩典，
我今天求祢親手醫治我！我來向祢認罪悔改，求祢
赦免我的罪，堵住我一切的破口，潔凈我的舌頭，
饒恕所有傷害過我的人。按照祢教我的奉耶穌基督
的名，命令裏面的毒素和我裏面所有不好的東西都
出去，離開我！我宣告耶和華的靈在我裏面運行，
從頭到腳醫治我，彰顯祢的恩典和榮耀。如果祢不
是真的神，如果從我信祢的那天起所相信的都是假
的，那麽我今天就死在祢的面前，死就死嘛。我就
這樣不斷地呼求，跟神討價還價。

過了半個多小時，我開始吐，沒有東西吐出來，只
有很多很臭的空氣。就這樣哭著禱告著，感覺到慢

慢恢復一點力氣了，趕緊打電話給吳碧霞姐妹，她
以前從來沒有這麽快接過電話，因為她也有三個孫
女要照顧，我說我今天很危險，趕快幫我禱告。如
同經上所說當有兩三個人同心合意的禱告，上帝就
成就一切事情。

我繼續躺在地上，已經是半昏迷狀態，在迷迷糊糊
的當中，好像有人對我輕聲說話，說外面還有三只
老虎蜂，我當時手腳還是軟軟的沒有力氣，眼睛也
模模糊糊的，我就摸著出去，在門廊外面真的看到
有三只老虎蜂並排在躺在那邊，已經被打死了。我
本來想拍個照片，但那個時候緊緊張張的，心裏想
的還是先從鏡子裏給自己拍個照吧，等女兒回來看
到照片就知道我被毒蜂咬的情況了，照片中手和腳
都腫的很大，硬梆梆的，人都變形了，看上去好可
怕！

我繼續不斷地禱告宣告，好像毒素慢慢地在消退，
身體皮膚的顏色在逐漸恢復，我不知道血裏面有沒
有中毒，我就跟神說：祢既然一直在這裏，求祢再
幫助我把體內的毒素全部除去。真的在兩個半小時
裏，毒素全部退掉了，我可以從鏡子裏看見，身體
也感覺得到。我心裏真是高興，大聲呼喊哈利路亞
贊美主，哈利路亞贊美主！感謝天父，祢愛美金，
祢是真神，祢是活神，祢是良善慈愛的神！過了兩
三天我去醫院抽血檢查，血液中沒有毒素！

當我跟我的家人分享這件事的時候，家人都感到後
怕！弟弟說：你瘋了嗎？你把自己生命拿去賭什
麽？我對他說：不是賭，是確信，我相信上帝會醫
治我，祂一定會帶領我走過死蔭的幽谷，祂說有就
有，命立就立。聖經上說：信祂的人不至滅亡，反
得永生。

經歷過這件事以後，我特別喜歡跟我的家人分享這
位拯救我的上帝，我好渴望他們都認識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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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信
王菁

2021Advent台湾短宣
见证- 扩张帐幕之地
王菁

很感恩今年牧师再次要求全教会一起读一遍圣经。
自从四年前与教会一起开始读圣经，神把渴慕放在
我心里。年初时，神给我这样的意念，我怀里抱着
一个巨大的礼品盒，里面有许多的宝贝，神希望我
可以打开它，一样一样拿出来使用。

 我儿啊，你若领受我的言语，
珍藏我的命令，
留心听智慧，
专心求聪明；
你若呼求明理，
扬声求聪明，
寻找她，如寻找银子，
搜寻她，如搜寻宝藏，
你就懂得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箴言 2:1-5)

真的好感动，似乎圣灵在对我说，我手中的圣经包
含神对我的丰盛的应许，我要從讀祂的话语中，找
到隐藏在圣经中的宝藏！

马太福音4:4说到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而是靠神
口裡所出的每一句話。”

我的一天从读神的话语开始，在祂的话语中，我重
新得力，支取祂的应许。虽然圣经已经读了四遍，
但灵粮越吃越想吃。每天吃喝神的话，让我的灵更
加自由、平安喜乐、温柔和敏锐。

妹妹八月份不幸染上新冠，并且发展成了新冠肺
炎，呼吸困难，我真实地感受到妹妹的恐惧和危
机。急忙与仁爱小组姐妹们一起为妹妹祷告，小组
长Ivy建议我在电话里为妹妹祷告。第一次与妹妹一
起祷告，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求神完全医治她！圣
灵感动我，之后每个星期都是三次开车两小时多去
看妹妹，给她带去吃的东西，陪她和鼓励她。8/27
，星期五与小组的Grace姐妹一起上午固定时间祷
告，神的灵感动我，不仅为神医治妹妹的新冠肺炎
祷告，而且为她的灵魂呼求神，求神的救恩临到妹
妹。神是垂听应允祷告的神，这一天，圣灵感动我
不要马上回家，把自己的1:30的appointment也取消
了。陪伴妹妹，与她分享我的生活，回忆我们的童
年，突然妹妹说，她要受洗归入主名，她不要临死
前才信主！感谢赞美主！我带领妹妹做了决志祷

今年夏天教会开始呼召2021年台湾短宣，我就为此
事向神呼求，求神开路让我和小女儿Krystal 可以一
起参加今年的线上台湾短宣。小女儿Krystal 和我祷
告，又和Joy交谈之后，就主动报名参加今年的台湾
短宣。

因为我有在线上锻练，在线上英语读经和在工作上
有重大项目要完成，真的觉得时间不够用了。在祷
告中，我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主，求主为我开路和
争战。在每天敬拜赞美中，神就把 “In Control”  这
首诗歌放在我的心上，

You are Lord of all… 
In You I find my rest 
You are in control 
I will trust in only You

我深深地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爱，我把工作、时
间和2021台湾短宣做队妈之事，完全交托给神。神对
我说祂在掌管，我只要寻求祂，在祂里面得平安。

告！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道美丽的彩虹。谢谢
主的怜悯和恩典！

神是做快手笔工作的神，神很快地医治妹妹的新冠
肺炎，血氧指标正常了。之后圣灵继续感动我与妹
妹一起散步，巩固她的体力，很快妹妹可以走路走
到我的前面了，感谢赞美主！

可是妹妹迟迟不愿参加小组的聚会，教会的受洗班
等等。我心中不断地向神祷告，求神打开妹妹的
心，打开她的眼，打开她的耳，求主对妹妹说话，
让她尝到主恩的滋味。神回复我的祷告，10/1的微
读圣经，神对我说话，“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
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希伯来书 11:1)

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句话一直在我的梦中，“ 
Now faith is confidence in what we hope for and as-
surance about what we do not see. (Hebrews 11:1)” 

谢谢主用祂的话坚固我的信心，神的爱是如此长阔
高深，因着信我繼續為妹妹守望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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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很快就到了，2021台湾短宣分队了，马上就
开始短宣陪训，每天都有敬拜、读经和祷告。我
在Team 5 做队妈。很感恩，与Joshua，Jackie 和
Krystal同在Team 5。

在敬拜赞美中，神又把诗歌，”I Surrender“ 和 
”Goodness of God” 放在我的心上：

Like a rushing wind 
Jesus breathe within 
Lord have Your way 
Lord have Your way in me 
Cause Your goodness is running after 
It keeps running after me 
And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faithful 
And all my life You have been so, so good 
With every breath that I am able 
Oh, I’m gonna sing of the goodness of God

祂是信实的神，祂的良善圍繞着我。从来没有与小
女儿Krystal 一起教过课。今年和她一起同工，非常
感恩，因為年初我就开始呼求神赐下突破的恩膏，
求神扩展我和孩子们關係的境界。

在第一周的短宣，我在与女儿配搭中就感受到她在
服事上有突破，她主动进入领导的位置，每天的课
程、游戏安排和课程教授，都是由她全面指导和安
排。我虽然是她的母亲和第五小队的队妈，我选择
了完全顺服她的带领，默默为她祈祷和加油。第一
个星期是由小女儿主讲和带领，我辅助讲解单词的
意思。

从第一周的线上教学中，就感到小女儿自信心大
增。第一周的课程很快进入了第四天，Joy 带领 
team leaders and team moms 做争战祷告。小女儿的
见证非常感人，我也深深地被她的见证感动，眼泪
也默默地流下来。感谢赞美神的爱。小女儿要求我
带领台湾的孩子们一起做祷告，于是我就一句英文
一句中文，带领台湾的孩子们做了决志祷告。我當
时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神的爱，孩子们也情不自禁地
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很快就要与台湾的孩子们分
开了，第一周的教学就要结束了。小女儿感受到了
与台湾学生们的连接，学生们也对她有恋恋不舍之
情。

然後我们进入第二周的教学，因为我们俩人要一起
教课，小女儿让我担任主教的角色。神也早在  ‘’I 
Surrender”  这首歌中让我知道，祂像一阵风吹到我
的心里，祂与我同在，我顺服，完全顺服……我呼
求神给我智慧和力量，求主圣灵帮助我。圣灵感动
我每天晚上提前上线与台湾的志愿者和学生们交
流，增加彼此的了解和增强感情。在我第一天的教
学中，神的爱和圣灵大大充满我，看到每一个孩子
的脸，我都觉得与他们很熟悉，看他们都很可爱，

尽管第一天就注意到有好几个男孩子非常吵闹，经
常忘了关掉麦克，而我们班仅有的四个女生，其中
三个女孩子非常安静，其中一个女孩子有点不专
心。因为神的爱充满我，我看到他们，像妈妈爱自
己的儿女一样，可以理解他们的状况，鼓励孩子
们，并且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提名为孩子们祷
告。有些时候，学生们不专心，我就心中默祷求神
将专注力加给这些孩子们，孩子们可以越来越专
心。 真的非常感恩，孩子们渐渐习惯 teacher Jean
的教学， 小女儿带领孩子们做各种游戏，我带孩子
们学习生词和复习短剧的内容及检查孩子们对短剧
的理解，分享我的个人故事。神是垂听祷告的神，
靠着圣灵，我对课堂教学开始游刃有余，与孩子们
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日渐进步。几个吵闹的孩子们也
开始配合我的教学，四个志愿者也是积极配合参
与。我们很快进入了第四天讲见证和福音的时候。
要与孩子们在线上分享见证，我非常忐忑，不知道
怎么办，我迫切地向神祈祷，求神的帮助和带领。
神就把2021年七月五号读过的路加福音21章13-19:  “
结果却成了你们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应当心里
镇定，用不着预先思虑怎样申辩。因为我必赐给你
们口才、智慧，是你们所有的敌人不能抵抗，也不
能驳倒的。你们也会被父母、弟兄、亲戚、朋友出
卖，他们又要害死你们一些人。你们要因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然而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必不失
落。你们要以坚忍的心志，赢取自己的灵魂。”  放
在我的心里，神的话给我力量，赐我刚强壮胆，只
管做，神要赐我口才，是仇敌所敌不住，驳不倒
的。

神把当讲的见证放在我的心上，而且神又一次用 
“In control” 诗歌来安慰我。In Him I find rest. 我感
受到神赐下来的平安。台湾时间星期四，平时几
个调皮的学生们居然安静下来，在没有任何打扰的
情况下，我顺利地分享了我的见证，小女儿很熟练
地讲了福音，我最后带领台湾的学生们一句英文一
句中文来祷告，感谢主，神给孩子们造了一颗柔软
的心，他们与我们一起做祷告。赞美神，谢谢主，
让我和小女儿在台湾短宣中一起经历神的信实和良
善，有许多精心时刻。因为神先爱了我，神的爱充
满了我，我可以爱这些在线上的台湾孩子们，也让
孩子们感受到被爱，被关心，到了最后一天，很多
孩子们也想来美国旅游看看teacher Jean 和Krystal。

三个星期的2021年台湾短宣结束了，在这个过程
中，我看到了Team 5, 队长 Joshua，队友 Cynthia 
and Krystal 和队妈我的成长，神是我们随时的帮
助，神扩张了我们的帐幕。谢谢主！谢谢Joy要求队
长和队妈每天一起祷告，经历神的爱和能力。谢谢
主先爱了我们，祂的爱先充满了我们，让我们可以
把爱带给台湾的学生们！哈利路亚！所有的荣耀都
要归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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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神迹的神
王菁

感谢赞美主，孩子们精心策划了去犹他州旅遊的行
程，我们一路上满有神的恩典，平安地旅游到了最
后一站。

1/8/2021早上一大早我们来到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的
滑雪场。这是我们第一次来滑雪，经过三天在雪鸟
滑雪场的练习，孩子们已经可以滑很难的雪道了。
感谢神眷顾和保守，我也可以滑最容易的雪道了。
很快从孩子们的口中知道，这里最容易的滑雪道比
上一个雪鸟滑雪场更容易。这让我信心倍增，独自
排队坐滑雪缆车上山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滑雪
道有些窄，我的心情有一些紧张，滑得速度也越来
越快。看到有人在前，我赶紧急停。左边的滑雪靴
向左转过去了，可是右边却没有。我顿时感觉到一
般暖流在右膝盖中，我立刻把右膝盖推回原位。有
一位女子注意到我受伤了，赶紧滑过来查看我的情
况。她立刻打电话请求Clinic 派人接我下山。之后，
有一对从佛罗里达来的夫妻，先生是有名的膝外科
医生。他检查之后说，我这个膝盖的受伤程度像是
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参赛受的伤，他说一定会推荐一
名亚特兰大最好的膝外科医生给我，并给他的办公
室打电话，要求他们查一下，当天就告诉我。感谢
神的怜悯，让这么多有爱心的人来帮助我。

到了山下的小诊所，医生照了片子，没有发现骨折
或者骨裂，只是髌骨脱位和韧带撕裂。医生给了护
膝。我的右膝不能动了，很快肿得很粗，不能弯曲
了。我在小诊所里，一边等孩子们来接我，一边默
默祷告。感谢神，虽然右膝严重扭伤，但是一点都
不痛。谢谢主的怜悯和恩典。坐在候诊大厅，我向
神悔改认错，求神赦免我的罪，彻底清除我里面的
骄傲，因为骄傲，迫不急待自己上山滑雪，没有等
孩子们一起上山。呼求主的宝血洁净涂抹我。等候
的时候看到了许多病人，有轻声呻吟的，有大声哭
的。我求神祝福这些疼痛的人，求主医治大大降临
下来。同时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因祂在十字架上受
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完全医治！

不久孩子们开车来接我，都是神的恩典和带领。短
短的几个小时，那位佛州的膝外科医生已经帮我找
到了医生。飞机公司也为扶着双拐才能行走的我安
排了轮椅，并换了飞机的座位，让我暂不能弯曲的
右膝有足够的空间。我同时告诉Ivy 和 Grace为我的
右膝得医治祷告。

1/10/2021星期日我们顺利到达亚城，晚上感谢Ben
兄弟接我们回家。很感恩一路上右膝没有疼痛和肿
胀。谢谢主的保守。1/11/2021星期一见到艾默尔
的医生Dr. Olufade，他说要马上做核磁共振才能确
定情况。因为疫情严重，还没有疫苗接种，我只有

呼求主的宝血覆庇我，没有任何病毒可以接近我，
神的平安大大降至我心中，把一切交托给神，非常
平安喜乐。神是多么信实和慈爱，整个过程，就我
一个病人。同时我的家庭医生推荐另一位膝外科医
生，他可以更快地见我，给我治疗方案。1/13星期
三晚上我参加了教会的线上祷告会，凭着信心，求
神医治的恩膏大大降到我身上，求主完全医治恢复
我的右膝。

我在1/15星期五见到医生Dr. Symbas，他说我的右膝
前、后十字韧带拉断了，和内侧副韧带四度拉伤，
还有轻微的骨裂在半月板上。听到我才知道自己的
右膝真的严重受损。医生建议我立刻手术，但是他
的手术已经排满了，所以推荐我去见另一位很棒的
医生。在1/20，终于见到了著名的Dr. Xerogeanes。
经过仔细检查，他决定先让我进行复健训练，六个
月后再重新评估，并介绍了很棒的物理治疗师Dr. 
Biller。感谢神介入到每一个环节，让我遇见现在的
主治医生。感谢神垂听应允我的祷告。1/29开始复
健物理治疗，每周两次与理疗师训练，不到三个星
期我就甩掉拐杖行走如常了，虽然还不能正常上下
楼，但是每次都有进步，坚持每天下蹲50次。谢谢
主坚固我的信心。

从2020年三月开始的网上姐妹锻练，已经近一年
了，并没有因为我的右膝受伤而停下来，相反，圣
灵给我感动，从过去一周三次，加倍到一周六次的
线上锻练，非常感恩姐妹们的陪伴和支持。因为我
的右膝一开始不能下床，我就在床上带领大家一起
拉伸。之后有姐妹群的Viola开始一周带领我们一
起两次全身运动。她们的鼓励使我的锻练热情更加
火热，每天除了康复运动，也把所学的带到姐妹们
的锻练中。每次康复训练的时候，我就告诉主内的
姐妹们，她们同心合一为我加油和祷告。我每天宣
告，因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鞭伤，我已得了完全的
医治。每天七次高呼哈利路亚！ 

“信的人將有神蹟隨着他們。”(馬可福音 16:17) 

一晃六个月过去了，再见我的主治医生时，他非常
满意我的恢复速度和状态，认为我可以不用物理治
疗了，但是仍然需要每天坚持康复训练。谢谢主在
我右膝受伤的这段时间里，让我更加坚定、节制、
管理自己的饮食和每天的运动计划，让我的里面有
很大的动力和渴慕去做这些简单枯燥的基本动作练
习，保持住了最佳体重，补充回来右腿损失的肌
肉，右膝盖的肿胀也慢慢退下去，它的灵活程度也
接近之前的状况。在6/8晚上的祷告会上，师母为我
祷告，呼求主完全医治我，让我的右膝完全恢复正
常。谢谢主！神垂听应允了我们同心合一的线上祷
告。我的右膝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过去能做的拉
伸动作都可以做了，一切正常了！我的物理治疗师
Dr. Biller开玩笑说，我的右膝比许多正常的人的膝
盖更加稳固和有力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没
有任何的手术，我的右膝恢复了。谢谢主的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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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風聞有祢，
今天親自經歷祢
劉靜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實行了極其嚴厲的計
劃生育制度，政府在計劃生育的這件事上擁有無限
的權威，一對夫婦只允許生育一個孩子，生育完成
以後必須選擇或是做結紥手術或是上節育環。女兒
出生後的第二年，我便依照國家的規定戴上了節育
環。

這個環一戴就是30年，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麽知識，
其實節育環在身體裏放置的上限只有10年。超過10
年，過了生育年齡的人就要取下，還在生育年齡中
的就必須換一個新的環。因為一直沒有覺得任何不
適，我幾乎都忘了我身體裏面的這個東西。十多年
後移民美國，又在美國待了十幾年，一晃眼就過了
30年。

在近幾年的體檢中，家庭醫生告訴我必須要摘下它
了，因為時間越久越不容易摘取。但醫生建議我回
中國去作手術，這個手術在中國很普通，不斷有大
批過了生育年齡的婦女在摘除節育環，對中國醫生
來說，就是一小小的門診手術而已。

因為疫情的關系不能回中國，不得不考慮在美國做
手術。我打電話給好友Anna，她講述她在美國的摘
環經歷，三個醫生會診，因找不到環。最後終於找
到了，卻讓她承受了巨大的疼痛。她說的這些讓我
聽了心驚肉跳，因我是一個痛神經極其敏感的人，
常人覺得的小痛，對我來說就是巨痛。

朋友給我介紹了一個婦科醫生，她是中國人，我上
網一查，又嚇了一跳，評價居然那麽差！朋友說不
能相信網評，給她接生寶寶、後來又給她做過人工
流產手術的就是這醫生，真的很好。我只好硬著頭
皮按著預約的時間去了診所。

那天是2021年7月7號，很有意思的是我特別喜歡7這
個數字，「7」在聖經裏面象徵完美，是代表完全
的數字。早上去診所之前，切切的跟神禱告了。醫
生姓曹，人很和善，她仔細檢查後，很嚴肅的告訴
我，節育環年代已久，T型環的那根拉線己經很毛
糙，看上去已經不結實了。在她的手術經歷中沒有
摘過這麽老的環，不過如果我同意，她願意嘗試一
下，但不能保證成功摘下。萬一在摘的過程當中拉
線斷了，就要另找麻醉師醫生過來，重新實施第二
次手術，讓我好好考慮一下再答復她，然後她就離
開了。

既然來了，我也不想退出了，我只有一個依靠，那
就是上帝我們的神！馬上發微信給健身群裏的姐妹
們，看到微信的姐妹們開始陸陸續續為我禱告，讓
我放松放松再放松，郭靖姐妹的禱告裏有一句話特
別能抓住我的心：「Jesus came at just the right time 

! 」這句話給了我莫大的鼓勵！我出去告訴醫生我的
決定，然後跟著醫生助理來到手術房等候。醫生助
手又再次重復了一遍剛才醫生的診斷，並且告訴我
手術後會有幾天的出血情況，不過那是正常的。

房間很安靜，我的心也一點點安靜下來，我開始用
「Jesus came at just the right time ! 」 這句話向主
求，「主啊！祢會在我最需要祢的時候來的！」 此
時我很清醒地覺得祂正在對我說話，很奇怪，是用
英文說的，又極其溫柔：「no fear , just trust me.」 
我的眼淚開始在眼眶裏打轉，我使勁把眼睛往天花
板上看，為的是不讓眼淚流出來，我用自己的心與
主對話：「主啊，謝謝祢這麽安慰我，知道我害
怕，我相信祢說的話，我的難處一定不會超過我所
能承受的。」

這時醫生進來了，指導我平躺著，有一個姐妹的微
信寫道：「閉上眼，放輕鬆，神與妳同在。」 我就
把全部的思想集中在神與我同在，祂此時此刻就在
我身邊，我還怕什麽呢？至於醫生將怎樣實施手術
則完全與我無關似的。我平靜地看著醫生操作，醫
生動作熟練，只見她非常小心，一點一點往外拽，
不一會環就完整的摘取下來了，而且乾乾淨淨，無
一丁點血絲。

我和醫生相擁在一起，我倆都非常激動，她激動的
是她從來沒有摘取過30年的環，居然成功了！我激
動的是神在我最需要祂的時刻祂就來了，還這麽小
心翼翼地照顧著我，神今天讓我親自經歷了祂。

我告訴醫生我的背後有教會姐妹們的禱告扶著我，
還有我和上帝之間的對話交流，她很希奇我所說
的，我趁機鼓勵她去認識這位真正的神，她也欣然
答應了。

深深愛祢
劉靜

「深深愛你耶穌，深深愛你耶穌，我愛你超越生命
中一切。」

這是一首充滿深情的贊美詩歌，從2021年七月份開
始跟著Grace 老師學習，越唱越愛，越愛越愛唱，
雖然並沒有什麽唱歌的天賦。這樣每周一次的學唱
這首歌一直到了11月初。這時教會計劃12/24 平安夜
舉辦聖誕晚會，你想參加什麽項目都可自由報名，
有演舞臺劇的、跳舞的、唱詩歌的、或想要其他服
事的等等。Grace老師私信我：「Jane 啊，你有沒有
看到通知？你打算參加哪個項目？」 我說：「我看
到了，我都想，可是我都不會呀！」「你就參加唱
歌吧，唱你熟悉的《深深愛祢》。」就這樣，我開
始更多的練習這首歌。

 早在感恩節的那天，女兒女婿就定好了計劃，聖誕
和新年在他們家過，吃飯、遊戲、溜狗、拆禮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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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劉靜

路加福音一章有一句:「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
能力的」。

活動安排。他們家社區旁就有一個很漂亮的公園，
每天都有人驅車前往搞活動、拍照片，這個計劃讓
我非常興奮！要知道我基本上一年才一次去她家吃
飯，主要是我喜歡讓他們回來吃，這次趁著過聖
誕，我也可以享受一下他們為我服務！

誰知12月初，南非爆發變種病毒omicron, 其來勢洶
洶，兩個星期不到席卷了全球。周圍感染的人群越
來越多，那個時候人們對omicron 還不了解，只是
知道它是新冠病毒的一種，這兩年來人們對新冠病
毒已經是談虎色變了。隨著聖誕節一天天臨近，我
們唱歌隊必須進行現場排練和彩排了。在此時，有
一姐妹感染，女兒聽說此事，臉色都變了，馬上要
我停止去教會。我說不過她只能閉嘴了，她勸我的
微信我也不回。她見我沒動靜就搬救兵了，知道我
不好反駁女婿，就把她老公搬出來勸我。我依然以
靜制動，此時無聲勝有聲。她一計不成又生一計，
再次發來微信說：不允許我帶孫子Nate去參加晚
會，另外的殺手鐧就是取消今年聖誕和新年的家庭
聚會！去女兒家聚會是我盼了很久的，獻歌給耶穌
也是我盼了很久的，帶Nate 參加晚會更是Nate和
我都盼了很久的！我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很難取
舍……

那天早上，我照例來到健身房，今天加了10磅的重
量，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發泄什麽！當我剛剛抓住器
材的把桿用力往下拉的時候，一個聲音清晰地進
來：「愛兒女勝過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我
一驚，趕緊跪了下來：「主啊！我要好好愛祢，我
要唱這首《深深愛祢》獻給祢，裏面有一句：我愛
祢超越生命中一切，這就是我的表白，也求祢饒恕
我女兒，她不是抵擋祢，而是她有一個備孕的計
劃，一定要避免感染病毒。」這時又有一句話進
來：「我給你的要超過你的所求所想。」我好感動
呀，眼淚都掉下來了，這時我堅定了去教會表演的
信心。

我們和omicron 病毒賽跑，成功的舉辦了今年的聖誕
晚會，感謝主！事後教會有一些兄弟姐妹確實感染
了病毒。雖然我沒感染，但我知道，即使我感染，
我也不會後悔，決不會！戲劇性的就是，女兒一家
和孫子三個人全部感染了病毒。好在omicron 原來
只是一個溫和的病毒，他們全部隔離在家兩周沒有
出門，到頭來還是沒能享受到他們為我服務，依然
是我服務他們，每天東奔西跑，不斷地為他們送食
物，直到他們痊愈。有意思的是：我在照顧人，神
在照顧我。天天與病毒擦肩而過，病毒並沒有上我
的身，神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去服事他人，叫我怎
能不深深愛祂呢？

哥林多前書13章4-7節是我很熟悉又喜歡的經文: 「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
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
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
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這段經文非常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第一次聽到它
是在31年前，臺灣電視連續劇《昨夜星辰》中男主
角的媽媽就是這段經文四個凡事的典範：凡事包
容、凡是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讓兒子家庭
裏的裂痕得到了愈合。那時我還沒信主，這句話卻
如同烙印般讓我記住了，這是誰的話？它怎麼這麼
有能力！多年以後，我成了基督徒，才知道這段大
有能力、僅憑著它就能挽救一個瀕臨破碎的家庭的
話出自於聖經。

又過了十幾年，我移民美國，那時還沒有找到教
會，有一天去拜見我uncle，我們在他的書房談話，
他談到了聖經有一段他最喜歡的章節，當時他就寫
了下來，我一看正是哥林多前書13章的這段經文，
看來他也已經把這段話刻在了他的心版上。

今年2022年二月份的一天，教會的微讀經又讀到這
一段話，回想起這幾天一直在和女兒鬧別扭。那時
疫苗剛出來不久，只限於65歲以上或有基礎疾病和
從事特殊行業的人。那段期間正值美國的疫情又一
波高潮，近一年的時間，我和女兒還有孫子之間基
本上不走動，每次見孫子都是在門口外面，把送給
他的東西放在臺階上，然後轉身回到車內看著他。
那天下班很早，我特別想見見他們，一邊這麼想著
一邊就往女兒家方向開去。快到她家的時候，我打
了一個電話，說我快到你家門口了。女兒很明顯的
不歡迎的語氣：「你為什麼不提前告訴我？」 我
說：「為什麼要提前，我這不是告訴你嗎?」 女兒
說：「我沒有準備。」 我說：「準備什麼?」 她
說：「我每次上你家都會提前告訴你。」 我說：「
那是因為你們會來吃飯，我需要準備好菜，今天我
又不去你家吃飯，為什麼要提前準備？」 女兒又
說：「你去別人家都是應該要提前告訴別人的。」 
我火氣漸漸上騰：「你家是別人家？那我是什麼？
我是別人？」 女兒憋了憋，然後又說：「我今天不
想跟你吵架，你既然到了附近，那就來吧。」 我
說：「哼！我還真不來了，你家是皇宮，我沒有預
約，我不來了，以後也不來了！」 說完這些狠話，
就掛斷電話，掉轉方向盤就走了。女婿電話追過
來，告訴我女兒在哭，我也堅決不回頭。

早上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心裏慚愧不已，自己哪
一點做到了呢？ 包容、相信、盼望、忍耐？ 還是不
輕易發怒？啊！我太差勁了。本來疫情期間，大家
都萬分警惕，盡量減少見面的機會，以前的擁抱、
相聚是愛的表達方式，而現在卻完全顛覆了，不見
面、不擁抱、不聚餐，這些都是因為「愛」呀！靠
自己我們無法了解自己，唯有神的光照才能夠讓我
們看清自己的本像，那天我收回自己的狠話，放下
了自己的面子，在微信上跟女兒說了道歉的話，在
神面前我和女兒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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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中經歷神的話
郭靖

我的公司從2020年起就接到通知，要求我們在2022
年1月底前把數據中心從母公司搬出來，把系統更
新搬至雲端。我所在的團隊既要維護現有的系統，
又要參與雲端技術的更新。到2021年底接近系統搬
家期限的時候，我的工作變得非常繁忙。雖然我在
家上班，忙的時候甚至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在疲
勞的時候，我心裏面開始抱怨神為什麽要我這麽辛
苦？但我所信靠的主滿有憐憫，在這一段時間裏一
直借著各種渠道對我說話。

在12/19/2021的主日，德玉牧師講了以恩典為題的
信息。她的信息讓我想到我能活到今天完全是主的
恩典，這份工作是主在二十年前賜給我并供應我直
到如今。特別是德玉牧師引用的林前15:10節:  「然
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並且祂
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
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直接回答了我
對辛苦的疑問，其實是在經歷神的厚恩。

但隨著工作的加重，覺得自己被困在其中，不能參
加教會的一些服事。我對靈魂得救有很大的負擔，
想參加網上的幸福小組，但我的時間不允許。最忙
的時候，連平常的成人和青少年小組都不能參加，
需要請別人帶領。我心裏有內疚感，覺得自己在浪
費時間，懷疑自己是否走在主的心意和命定的路
上。

在2022年1月23日，永宙牧師的講道中講了謝模善牧
師坐牢23年的經歷。我感到聖靈借此在反問我：謝
牧師在坐牢的23年中是否虛度了他的時光呢？我知
道謝牧師其實是與主同受苦，單單服事主，這23年
在主的眼中是極為寶貴的。永宙牧師的信息鼓勵我
把這段繁忙的工作當成是每天領取隱藏的嗎哪，單
單依靠主的操練。

1/29周六晚有小組的禱告會。因為要來的周四慶祝
春節，是小組活動沒有查經。安排什麽活動呢？想
到剛收到幸福小組使用的經文祝福卡。為什麽不先
在小組禱告會上，用經文卡操練聽聖靈的聲音，然
後去帶領組員們呢？結果我的意念中很清楚地有
B23,   我在A和B兩套卡片，每套50張中找出B23，
卡片上有下面一段話：「我親愛的孩子，你是否在
經歷挫折。肩上的重擔壓得你喘不過氣來，連往前
走的力氣都沒有了？孩子，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
能。我要為你承擔一切的憂慮。每天來到我的面前
禱告，我不僅要幫你卸下肩上沈重的擔子，更要使

不可能的成為可能」。所給的經文是以賽亞書43:19
節：「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這事現在就要發
生。難道你們沒有察覺嗎？我要在曠野開道路，在
沙漠開江河」。卡片上所敘述的正是我這一段時間
在工作上的經歷，是神對我當下新鮮的話。

1月底，公司團隊的系統搬家完成了，開始了搬家後
的整理。

到了2/3周四晚的小組時間，我先把德玉牧師推薦
的士林靈糧堂的新春點菜領取神的祝福的網站發給
小組。然後帶領小組操練聽聖靈的聲音，抽取祝福
卡。有不少姐妹們得到了對自己量身定做的祝福。
其中一位姐妹當晚分享說，她用這兩種方式得到了
雙重祝福，都是針對她目前的情況說的。因小組的
時間有限，小組結束後我禱告，求主借著新春點菜
網站再對我說話。我得到的是：「親愛的孩子，你
辛苦了！在許多事上你總是盡心盡力。孩子，我看
到了。孩子，你配得一切的好處，我樂意把最好的
傾倒給你。你不需要自己很用力。我是力量的源
頭，來依靠我，使你可以輕省地面對困難和挑戰！
愛你的天父！」 哈巴谷書3:19節：「主耶和華是我
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
高處」。

第二天2/4周五，我的公司宣布我團隊的經理和非常
熟悉系統的一位同事要離開我們到別的部門去。我
第一個想法是我們團隊剩下的四個人在近期內工作
量和難度可能會加大，擔子為什麽不但不減輕反而
加重了？2/6周日我讀到約書亞記24:13節：「我賜給
你們地土，非你們所修治的；我賜給你們城邑，非
你們所建造的。你們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們所
栽種的葡萄園、橄欖園的果子。」這句經文點醒了
我，想到我的經理和那位同事已經把我們系統的框
架都建好了，我們剩下的人可以說是白白承受這個
系統，現在所要做的是虛心學習，在短時間內掌握
以前所不知道的雲端知識，繼續在其上保持建造，
內心又充滿了感恩。後來了解到我的經理和那位同
事不是立即離開，而是用一個月培訓我們剩下的
人。

如今回頭看，主每一次說話都針對我思想上的一個
層面，來安慰勸勉鼓勵我，有主這樣細緻的愛，讓
我有說不盡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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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老我爭戰
郭靖

2021 網上Advent 臺灣見證
郭靖

我的主耶穌常常在我的工作中教我屬靈的功課。

1/31/2022年是我在公司值班周的第一天，因為公
司系統搬家以後，工作非常忙，一直忙到了晚上七
點多，只想趕緊把現有的任務告一段落。突然有一
個我根本不認識的負責系統更新審批的人冒岀來，
就我們要做的兩個系統更新問了很多問題。因為時
間已晚，他找不到這兩個更新的原始申請人，我只
是參與審查五個人中的一個，他見我還在線上，就
趁機問我。我剛開始還有耐心解釋。到了後來，他
找到一個文件的小漏洞，說要拒絕這個申請，要我
們修改後，重新提交。我裏面有一股無名的怒氣湧
起，連打字的手都發抖起來。本想寫這根本不關我
的事，去找原始申請人。後來想想，還是寫岀來說
照你所說的去辦吧。事後覺得自己成為基督徒這麽
久了，在壓力之下，對不合己意的事情，不滿和憤
怒就冒出來了。

過了一天到2/2，我按照微讀聖經以琳計劃的進度，
讀到約書亞記11:18節：「約書亞和這諸王爭戰了
許多年日」。這裏的諸王預表老我，我知道聖靈在
提醒我：與自己的老我爭戰是一個長期的爭戰，只
要肉體還活著，就需要警醒，靠聖靈治死肉體。在
接下來的約書亞記十二章中，約書亞擊殺了三十一
個王，我看到了盼望。我在網上找到了一篇文章，
詳細講述了這三十一個王所代表的老我的層面，如
自私，自滿，自辯，自愛等等。我看到了這三十一
個王在我身上的領地。這篇文章有一段話特別幫助
我省察自己：「我們必須徹底明暸，我們不是屬自
己的人，保羅說：你們不是自己的人。我們必須這
樣投降於主面前，使我們永遠不再作自己的主。我
們與主立了永約，將自己交托給祂，使祂在我們身
上，有完全的主權，永遠的管理我們，我們必須在
這條件之內，決不可收回所投誠於祂的。每逢遇到
試煉，神問我們的問題，就是：你是屬自己的，或
是屬我的呢？」。

我知道我是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岀來卻由不得我
的，只有懇求聖靈光照提醒。

一兩個星期以後，有一個我起草的緊急的設備更新
計劃，我提交的時候已經是晩上7:00多了，這個計劃
一定要通過審查並在當晩11:00執行，否則會造成系
統的問題。沒有想到我又遇上了那位審批者，剛開
始的時候，我心裏挺緊張，禱告求聖靈幫助。出乎
意料，這次他很樂意幫助我，甚至幫我改正了我的

2021年Advent臺灣開始之前，我就向公司請了兩周
的假，這樣在教課的日子我可以專心禱告。

7/4晚上是Advent 正式開始的第一天。早上我從夢
中醒來，夢裏有類似我公司的一些服務器。有人告
訴我說，那些服務器有間歇性的連接問題，必須要
重新啟動才能與主機連上。思想這個夢，我就開始
警醒起來，決定在教課的時候，每天領聖餐，求主
保守我與祂的連接不間斷。同時，也為參加的隊員
們守望禱告。

到了7/4下午，與我同教一個班級的Stephanie 發信
息來，說她的背部有地方錯位了，坐著會痛，讓我
們為她代禱， 代禱團隊都迫切為她禱告。在我的禱
告中，聽到“Grace（恩惠）”這個詞出現三遍，這讓
我想到撒迦利亞書4:7：大山哪，你算什麽呢？在所
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
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歸與
這殿！』 我就宣告神的話語。Stephanie 在上課之
前感覺好多了，第二天告訴我說她的背完全沒有問
題了。

神的恩典確實在Stephanie身上。今年是第二次我與
Stephanie 在Advent 合作，我看到了她很大的成長。
在時間管理上，她每次都很準時。Stephanie 在培訓
和第一周教學的時候，對教學感到緊張，懷疑自己
的能力，覺得自己在情感和靈裏都不夠堅強。她天
天禱告，這樣她跟神連接上了。到第二周教學的時
候，雖然她身體很疲倦，但對自己有些信心了，她
感到神的恩典一直托住她。她主動要求承擔大部分
的教學內容，從遊戲到英語單詞再到短劇討論，都
做得非常棒。她還用她的畫畫技能吸引學生，跟他
們有很愉快的互動。通過這些服事，Stephanie 對上
帝的認識更多了。

有一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7/6下午Stephanie 

一個錯誤，讓計劃順利批准通過。幸好上次有聖靈
的提醒，沒有憑一時的沖動，把跟他的關系搞僵。

回想起來，是主在教我讓祂真實地在我的生活工作
中掌權，使我的心意和情感越來越順服祂，靠著祂
的幫助，像約書亞一樣爭戰，戰勝一個個頑固的老
我，得著神的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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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2021 年 /免费的海鲜
Dip/母亲节/撞车了/深度医治
特会/公公去世了
黄友琴

难忘的2021 年 

2021年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难忘的一年， 在这一年
里我们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欢喜的事，有惊心
的事，有悲伤的事......在这些事情里有考验我对主
的信心，也有考验我对人 (家人或外人) 的爱心。总
之，无论是什么事，我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
神的美意。因为圣经里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
力，叫爱　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
罗马书 8:28 和合本)。

免费的海鲜Dip

3月20日是我和先生的结婚纪念日， 每一年的这一
天我们都会出去吃饭，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去了一
家海鲜饭店 (我的最爱)，在等主餐的时候，服务员
给我们送上一些我们点的小吃, 吃着吃着我们就发现
一盘非常好吃的海鲜dip 加面包不像是我们点的。于
是， 我们叫来服务员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位服
务员告诉我们是另外一位服务员送错了，这本来是
其他客人点的海鲜dip。我们考虑到那位送错的服务
员可能会有麻烦就说我们愿意付这盘海鲜dip 的钱。
但是这个服务员说， 她们已经重新做了一盘给那位
点菜的客人， 那位送错的服务员也不会有麻烦， 她
让我们好好享受。感谢主! 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里享受这盘免费的海鲜dip。

母亲节

记得3年前的母亲节，女儿在教会里买花送给我，
但是这花被教会一个小男孩看到就拿去送给他妈妈
了......后来女儿知道这件事后伤心哭着说: “你为什么
要给别人? 那是我买给你的。以后我再也不送礼物给
你了”。我后悔的对她说: “对不起! 是妈妈做错了， 
请你原谅妈妈。”当时女儿的回答是不原谅。

5月9号母亲节， 没有想到这一天女儿不但为我去海
鲜店买了两份小龙虾， 还送我一张非常精致的卡
片， 上面写满了感谢和祝福的话语。她的字迹是

負責錄製和編輯第四天的短劇，裏面有重要的福音
信息。她發現播放那些視頻時語音效果很不好，要
重新錄製。到了傍晚，Joy讓所有的團隊用英文禱
讀羅5:6: For while we were yet weak, at just the right 
time, Christ died for the ungodly. 中文是：因我們還
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英文
的「 at just the right time」特別觸動我。我禱告，
請耶穌在Day 4我們最需要的時候錄好Day4短劇，並
幫助我們把偉大的愛的信息傳出去。

奇妙的是，7/7早上醒來就收到Stephanie 半夜發來
的信息說，她把Day 4的短劇編輯好了，不用重新錄
了。原來Stephanie 覺得重新錄製會給我們團隊帶來
太大的壓力，就一直禱告求主幫助。當她把所錄的
視頻放入編輯軟件中，語音功能竟然恢復了。Jesus 
came at just the right time. 主的幫助在最需要的時候
來到了。

當我們為臺灣的學生們禱告時，也經歷了神垂聽我
們的禱告。特別是第二周我和Stephanie所教的班
上14名學生中有11名男生，我想這些男生可能不好
教。在開課之前我參加了恩寵小組，那天是大強弟
兄帶領敬拜，他所選的詩歌都是贊美之泉男生敬拜
團唱的。當時我領悟到也許這些男學生當中，將來
有主所用的大能的勇士呢。我就更迫切地禱告，願
主早早得著他們。上課以後，發現班上有兩位男生
在頭兩天上課的時候都沒有打開鏡頭，臺灣志工老
師說他們太害羞了。Stephanie也有同樣的感動，也
為這兩個男生禱告，我也讓禱告團隊為他們代禱。
這兩位男生在第四天講福音信息的時候，他們都打
開了鏡頭，並積極地參與。當Stephanie講出自己的
見證故事，講福音信息和帶領接受救恩的禱告時，
這些學生們聽得很專心。最後至少有五位學生舉手
表示接受救恩，看到其中三位男生把手舉得高高
的。Stephanie說，是上帝在掌權，主聽見了她心中
對這兩個男生的禱告。

這次在Advent 宣教服事中，我們更能體會主渴望
得著祂的兒女的心，並且在我們需要恩典和幫助的
時候，祂就賜下祂大能的話語，讓我們真實地經歷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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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的认真工整，与平时她写的字完全不一样。我
可以看出她的用心， 同时我也知道女儿已经原谅了
我。我非常珍惜这张卡片， 我把它放在我的日记本
里，可以常常拿出来看。每次看的时候就为她感恩
祷告。

撞车了

7月30日下午接到女儿打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哭着
说:” 妈妈我撞车了。”   我的头嗡的一下， 我立刻冷
静下来问她:” 在哪里发生的? 你人还好吗?” 女儿说:” 
我还好， 就是车子前面撞坏了。”    得知对方人也没
事我才松了一口气。 感谢主! 只要人没事就好。 我
安慰女儿别担心， 我马上过去接她。去到现场看到
受惊吓的女儿我就抱住她安慰她， 感谢主保守她平
安! 再看到车子前面被撞烂了，觉得就算修好也开不
长久了。还好对方的人没事，车子损伤也不是很严
重。后来警察来了，询问出事经过，开了一张单子
就走了。拖车公司来把车子也拖走了。接下来的日
子除了找修车的地方就是陪伴女儿。 撞车成了女儿
心中的阴影，她一直哭，一直自责，一直在忧郁的
状态中。我除了陪她、安慰她，就是为她祷告，将
她交在神的手中。

车子后来修好了，先生每周五天在高速公路上开，
上班下班来回两个多小时，开到现在也没有问题。
女儿现在开车也已经没有任何阴影了。之前警察开
的单子本来是要罚款因为是女儿的责任，结果打电
话到相关部门查询罚款的数额却没有任何记录。因
此之前担心车子的保险会因为撞车会提高也成了多
余的担心。虽然我不明白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但
是，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心中充满感恩。

深度医治特会

自从我参加2018年的美国同工办的Deeper Still Re-
treat (深度医治特会) 之后，我就加入这个团队的服
事，因为我渴望看到更多像我一样曾经因为无知而
堕胎的人得到医治、更新和恢复。

9月30日- 10月2日是我们在亚特兰大举办的第一次华
人退修会。神不但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好地方，也为
我们预备了一个好的服事团队。在短短的3天里，
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是如何医治和恢复每位参会的姐
妹，看到她们被释放被更新，我的心不住的感谢
神。我的灵也再次被更新，被提升，久久的不愿离
开那个地方......感谢神拣选我，让我成为堵住流无辜
人血的一份子。

公公去世了

10月10日是我们家伤心难过的日子，因为住在牙买
加的公公在经过两次的心血管支架手术成功后 (据医
生说) 却没有醒过来。我的先生从小和他爸爸一起生
活，感情很好。 他们常常视频或通电话。公公的离
世让先生非常悲痛。每天早晨醒来第一想到的就是
爸爸走了， 以后再也不能和爸爸聊天了。每当夜里
醒来也是想到以后不能和爸爸见面了。好几个晚上
先生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和他聊天， 听他回忆以前他
和爸爸一起生活的点滴......

我每次看到公公的照片就会难过得哭起来。公公以
前对我很好， 我还在牙买加的时候，他常常带我去
超市买菜，回家煮好饭菜就叫我去吃。他常常出去
办事回家时会带水果给我， 有些水果我连名字都
不知道。当我告诉他水果很好吃， 我非常喜欢的时
候， 他就开心的说: “I knew you will love it!”后来我
们来到美国有了自己的房子后， 公公和婆婆(我先生
的后妈) 也来和我们住了一段时间。我和公公经常一
起玩 Dominoes，一起聊政治，虽然我们在川普是否
是好总统这件事上有分歧，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吵
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一想起过去的种种，思念他老
人家的心绪就涌上心头，眼泪也就止不住的流。我
就问神:” 神啊! 我的公公现在在哪里呢? 是和主耶稣
一起吗?” 然后在我的意念里我好像看到年轻时候的
公公，他脸上带着微笑，他不再被疼痛折磨， 没有
痛苦，他是那样的年轻英俊。因此我的心得到很大
安慰。我也以此来安慰先生， 告诉他爸爸已经和耶
稣在一起了，他现在好得无比。只要我们信耶稣将
来有一天会和爸爸在天堂相聚的。

天父很爱我们，祂没有应许我们因为信祂而在我们
的生活里凡事顺利。但是，只要我们遵照圣经行事
为人， 我们就会在每一个过程里经历主的同在！我
们就可以忘记背后努力向着标竿直跑！为了要得到
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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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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與我們連絡。

周日: 合一小組  徐永宙牧師  678-979-8143
周一: 晨光小組  林美姊妹  678-267-0559
 新生命小組  陳協芳姊妹  470-549-4640
 追光小組  林學娟傳道  678-677-0377
周三: 警醒小組  林學娟傳道  678-677-0377
 芥菜種小組  張瑩姊妹  678-662-3687
周四: 光鹽小組  陳佳唯姊妹  770-910-0629
 恩寵小組  郭靖姊妹  404-519-0096
周五: 仁愛小組  李一菲姊妹  770-652-3662
 喜樂小組  周惠鴛牧師  404-543-2176 
 和平小組  黃友琴姊妹  404-680-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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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 高中小組  Joseph Mao  404-740-0034
周六: 福州話小組  陳鳳嬌姊妹  678-538-8082
 就光小組  劉瑞聰弟兄  404-290-6625

主日崇拜: 周日 10:00 am 禱告會: 周三  7: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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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特兰大
灵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