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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我們每天禱告，盯著天氣

預報禱告，直到確定颱風不會影響 

他們，才鬆了一口氣。他們回來後 

，每一位都上台見證，短宣怎樣改

變了他們，以及在宣教場上經歷神

信實的幫助，這次可是全教會都參

與且打了一場勝仗。

十一月的年度感恩節退修會，我們

決定不邀請外來的講員，而由教會

同工們自己來主辦一次「遇見神營

會」。經歷籌備、分工、禱告、預

講，在各種壓力之下，同工們都挺

了下來，而這次作見證的，全都是

教會中的弟兄姊妹，他們訴說這些

年，經歷神怎樣改變他們的生命，

這些就在身邊的人的有血有淚的見

證，既鮮明，又活潑，加上真理的

解明，如聖靈的寶劍，直接剌入剖

開每個參與者的靈魂，以致看到聖

靈在會中動工，許多人在會中被聖

靈觸摸、感動、生命改變，一切辛

苦都值得了。

由於教會改在「住棚節」時慶祝耶

穌的降生，2012年十二月時我們沒

有福音的活動，結果似乎少了什麼 

首先感謝神興起下一代年青人 

，有十二位大專、高中、初

中生，響應「Advent Taiwan 2013
英語品格營」的短宣呼召。他們從

四月起就開始集訓，也開始為自己

的宣教經費籌款。由於人數比較

多，預計需要$8,174美元，所以在

Church Yard Sale，打工之外，還

發起了孩童的Coins for Mission的
配合籌款行動。為此，他們到兒童

主日學中表演，帶活動，現在仍有

幾位繼續在兒童主日學與初中團契

幫忙，是意外的收穫;另一個意外

是Coins for Mission籌到了$3,300
美元，是自籌款中最大的一筆，真

不能小歔兒童們的能力。最後是在

意料中的，天父的供應完全的足

夠。

 

暑假時，加上師母與一位隊爸，一

行十四人回到台灣，在竹東與台南

展開兩個星期的短宣活動。教會也

配合著每天有禱告會為他們守望，

最緊急是「蘇力颱風」要襲擊台灣

的時候，看到師母傳回來的代禱

信，這是一個向不信者見證神大能

序言  

徐永宙 
牧師

，經過討論，因為世人並不明白這

點，如果我們白白的放棄十二月的

聖誕氣氛，不傳福音，是件很可惜

的事。所以今年我們再度恢復「報

佳音」的福音活動，兩天內，兵分

五路，在每個家庭中，向他們的親

戚，朋友們傳福音，播下福音的種

子，相信時候到了，就會有收成。

回首過去的一年，教會面臨著相當

大的困難，有從各方面來的挑戰 (

當然每年都會有困難，只是數量，

程度上的差異，比起以前，今年困

難得多)，我很感謝神，給予教會

一群同心的同工，一同面對爭戰，

努力不懈，得以共同體驗神的愛。

正如羅馬書中所描述的，【罗马书
5:3-5】“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
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
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
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
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
里。”整個教會仍在各方面，不斷

地有所長進。也冀望在新的一年，

能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新的

標竿直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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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那天，教會的年度義賣正在進行著，有

姊妹電告我，她在幾分鐘車程之外的Gwinnett 
Mall遇到傾盆大雨，要我們趕快收拾，免得大雨一來

收拾不及！我立刻找到負責義賣的惠國弟兄，告知狀

況緊急。惠國笑一笑：沒事啦，我們為宣教籌款，

神不會讓雨下下來！在他確定的笑意裡，我琢磨著他

的話。結果我們沒有採取任何防範下雨的措施繼續義

賣，直賣到預計收攤的時刻。等到停車場一切收拾結

束，我坐在教會裡看著孩子們歡天喜地的數著義賣的

收入，這時窗外下起傾盆大雨！哇，神果真為了祂的

工作止住雨水！我心中為自己接到電話之後慌張找惠

國而百味雜陳，同時想著：惠國的信心是哪來的?

義賣之後的第三個禮拜天下午，教會在十幾哩之外

的Lanier湖舉行浸禮。一位接受洗禮的姊妹的母親與

我們同車前往，在路上她看著車外使人視線模糊的大

雨，問我們：這麼大的雨，等一下能舉行嗎?

天氣為福音效力|陳德玉師母

我說：等下雨就會停了。 
 

她問：真的嗎？氣象報告說的嗎？ 
 

我說：不是氣象報告說的，是上 

次義賣神教我們的。神會負責天 

氣使它為福音效力。 
 

話講完之後，我暗想：說得好！ 

咦，我的信心從哪來的？ 
 

談談笑笑，開到Lanier湖時， 

正如所知道的，雨果然停了。

七月教會有十四個人在台灣 

短宣，當我們分成兩隊在台 

南服事時碰到蘇力颱風。 

根據台灣氣象局的預估我 

們在台南的第五天，蘇力 

颱風極可能成為強烈颱風 

並籠罩整個台灣，氣象局再 

三呼籲大家都要戒備。這個 

消息一出，禮拜三下午教務 

主任一看到我就說：我是來 

宣布取消周五的課，你們可以

改變課程，周四就把周五重要

部份上完。我一想短宣隊的成敗，一環扣一環，一節

課都不能取消呀！想到這裡，我看著教務主任說：請

不要現在取消周五的課，我們禱告了，颱風會轉向

的，請相信我，颱風會轉向的。他把臉轉到旁邊一直

笑，擺明了他覺得我是個瘋女人，而我為什麼能這麼

確定颱風一定會轉向呢？在那一刻我經驗到“信是所
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就是知道颱

風會轉向。突然我明白藉著義賣和洗禮的兩次經驗，

神已經給了我寶貴的宣教“職前訓練”，使我確信天

氣要為福音效力。所以我很客氣地再對他說：上帝掌

管天地風雨，颱風會轉向的。放心，禮拜五我們可以

上課啦！他笑著搖搖頭走開了。感謝主，當天這位教

務主任沒有公佈取消周五的課。

周四一早我們得知蘇力颱風風勢減弱已轉為中度颱

風並且偏向西北前進，對我們所在的台南地區已
經完全不構成威脅。那週我們不但順利地上完
所有的課，並且周五晚上兩隊都如期舉辦了 
佈道會，有多人決志信主。我們也再一次 

經歷神的大能，看見天氣為福音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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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3日（星期六）探望

會友，在抱小孩時扭傷了腰

椎。这种情况，我本來是不看醫生

的，休息兩個星期，差不多就會好

的。可是這次因為星期二（26日）

就要出發去以色列旅遊，所以星期

一就到整脊醫生那兒去接受按摩

的治療，情況稍為改善，但只是好

了5%吧。醫生勸我取消此次的行

程。但這是我期盼已久的，能跟太

太一起到以色列去旅遊，實在不甘

心就這麼放棄。

星期二早上搭UA飛機飛往紐約，

再轉往以色列的特拉維夫，中間要

在華盛頓D.C.轉機。本來對這個行

程安排大大的不滿。沒想到，卻給

了我一個休息的機會，我在華盛頓

D.C.下機的時候，意外的發現，有

兩台投幣式的按摩椅，我就上去按 

摩了兩回，這使得我在紐約時覺得

可以撐得住。在往特拉維夫的機

上，到了快要早上三點鐘（紐約時

間，換算到以色列為早上九點鐘）

，全機的人正睡得香甜時，我卻腰

椎痛得難過的不得了，又不好起來

走動，怕會干擾別人的睡眠。沒想

到，一到了三點鐘，在飛機上的猶

太人幾乎全起來了，他們站在飛機

上的一些空的地方(比如安全門旁)

，開始他們的晨禱，這是我第一次

遇上這種情形，這些虔誠的猶太人 

，給了我一個好機會，我也起來到

處走動了一下。我覺得上帝真是太

體貼了，早在我買機票時，就已經

知道了一切，換了其他的班機，我

就得不到這兩次休息的機會。到了

特拉維夫下飛機時，感謝神，我的

腰椎情況沒有惡化。

到了以色列，第一晚只是待在旅館

中休息，大家也為我的身體禱告，

我自己也敷上放鬆肌肉的藥膏，早

早的休息。第二天，我們就要參觀

耶路撒冷，下午要去大衛王宮，及

希西家水道。我向神禱告，給我足 

夠的恩典，不但能不拖累大家，也 

讓我能有機會走希西家水道。早上 

，我覺得腰椎好了大約15%，不背

背包時，勉強可以跟得上大家，就

決定跟大家一同出發，因為還有個

任務，我口袋裡帶著弟兄姊妹們的

禱告字條，要為大家塞到耶路撒冷

的哭牆縫中。感謝主，一開始時，

還覺得疼痛，等到了耶路撒冷，開

始走動參觀時，注意力不再放在身

上，反倒輕鬆些了。

下午，終於來到了希西家水道(註
1)的入口，聽到從希西家水道出來

之後，遊覽車不會在那兒接我們，

還要從「祭司秘道」（註2）走回

到耶路撒冷城牆邊才能搭車，當下

好幾位姊妹（包括我太太）就決定

不走希西家水道了，我面臨很嚴峻

的挑戰，早上有太太在一旁很小心

的照顧著，現在沒有了，其次要

換穿拖鞋走水道，但我不習慣穿「

夾腳拖」，第三就算走得下去，我

能不能「爬」得了「祭司秘道」的

坡（事實上是相當陡的坡），及時

的回來？我向神禱告，走希西家水

道，是我這次旅遊的最大心願之

一，我真的不想放棄，禱告後覺得

很平安，領隊看我早上還跟得上，

就答應我保證在旁邊照顧我，必要

時坐計程車回來。就這樣，我跟著

大家一同走進希西家水道，當冰冷

的泉水漫過我的膝蓋時，我完全沒

有懼怕，在幾乎漆黑中（只有小小

的一支手機的光），我小心的往前

走，盡量保持不落後，然後領隊開

始帶著大家唱詩歌，在讚美的歌聲

中，很快的我就忘了一切，不知道

過了多久，等到突然看見天光時，

才意識到已經出了希西家水道，

到了下方的西羅亞池。當我坐下來

要換上球鞋，好爬祭司秘道時，突

然發現，腰椎的疼痛，竟然已經好

了90%，心頭上的大石立刻落了下

來，我可以「走」「祭司秘道」回

去了。第二天，到了伯利恆參觀

時，我已經全好了。哈利路亞！我

遊聖地得醫治 |徐永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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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城耶路撒冷的旅遊中，快速的

得到了醫治，成為我這次旅遊中，

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

註1希西家當年為了防禦亞述的攻
擊，將基訓泉向外的水流塞住，挖
了一條人工的隧道，將水引入下方

的西羅亞池，此事記載在聖經【代
下32:30】这希西家也塞住基训的
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西

2013年7月底開始，我們在教會

中每天早上禱讀聖經(選用詩

篇)。詩篇包含的很廣，詩人的感

情豐富，描述也比較誇張。我以前

讀，就讀過去了，比較少會去認同

那些情緒上的事，因為我自己本身

的情緒是比較平的。但是這一次禱

讀，我發覺比較能體會，一方面是

因為幾乎都是跟姊妹們在讀，她們

的情緒會比較投入，另一方面，因

為禱讀，是一讀再讀，不是一下子

就呼嚨過去，比較能體會其中詩人

的情緒。以前讀【诗篇6:6】我因
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
漂起，把褥子湿透。就覺得，嗯!

詩人果然很會誇大的形容，可是也

就僅止於此。但這一次，一再地重

讀、禱告，就連想到以前剛來美國

讀書，第一學期讀得很吃力，學

期結束拿到成績單時，的確哭了一

夜，雖然沒有把褥子濕透，但是枕

頭濕了一半，確實是有的，突然之

間，覺得詩篇有活過來的感覺，對

詩篇開始有了重新的體認。

當我在預備遇見神營會的服事時，

我明白「人要遇見神，罪不是最大

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人對祂沒有

興趣。」但這想法是怎麼來的呢?

是我們在10月3號那天禱讀到詩篇

51篇時得到的，【诗篇51:8~10】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
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
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
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在禱讀

時，我深深的體會到，大衛因為罪

的緣故，不敢到神的面前，以致一

年下來，生命中不再有喜樂，甚至

他覺得骨頭都被壓傷了，但是這是

由他自己的罪造成的問題，對神而

言，罪算不得什麼，我有罪沒罪，

祂都能到我這來，因為神是光，光

勝過黑暗，但黑暗卻勝不過光的。

亞當犯了罪，神不是能夠去找他

嗎？因為祂有赦罪的權柄，藉著耶

穌祂能赦罪，但是需要人先認罪，

大衛一悔改，求神重新給他造清

潔的心與正直的靈，他就又能遇見

神，骨頭又可以踴躍了。所以讓我

們不能遇見神真正的原因，是一個

人對神沒有興趣，不想見神（當然

罪可能是不想見神的原因之一，然

而罪是最容易對付的了，因為神自

己啟示祂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

边。此隧道全長1770呎，深入地

下約百呎，在1880年被發現，證
明確有此事。

註2「祭司秘道」據導遊說是最近
三年才開放的新景點（近期發現
後，加固整修到可以開放參觀），
所以在以色列的旅遊地圖上，你很
難找到它的資料，它是沿著大衛城

(City of David)的西牆的路線，在

地底下挖出來的一條隧道，一個出
口在西羅亞池，另一個出口是在耶
路撒冷城南面城牆的旁邊，比希西
家水道還長，根據猶太人的傳統，
在住棚節的第八日，祭司須到西羅
亞池取水獻祭，當耶路撒冷城被敵
人圍困的時候，祭司可以走此地下
隧道取水，由城牆下出來後，可以
由城南的拱橋直接上到耶路撒冷的
聖殿，故而取名為「祭司秘道」。

，這是我在禱讀時所領受的。

9月30日我們禱讀詩篇48篇，【诗
篇48:9】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
念你的慈爱。那天我覺得我們真是

一群有福的人，可以坐在神的殿中

想念神的慈愛，覺得好甜美，好甜

美，然後再讀到12~14節，你们当
周游锡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
细看他的外郭，察看他的宫殿，为
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
为我们的神；他必作我们引路的，
直到死时。神要我周遊教會，用靈 

裡新的眼光，數點每一個屬神的子

民，察看每一塊祂正在雕鑿的活石 

，祂既動了善工，就會成全祂的工

作，我們每一個人最後都會成為祂

宮殿的一塊石頭，並且是能彼此緊

緊的連接在一起，完全沒有任何縫 

隙。而我們每一個人被雕鑿的過程 

，就是我們的見證，是能被傳說到

後代的，只要將它寫下來，就能在

見證集中講話，因為這是永永遠遠

為我們的神所說的，祂保證在我們

的身上會完成祂的工作，這是多麼

美的保證，我想到就覺得甜蜜。

詩诗篇禱讀 |徐永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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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到台灣短宣才沒幾天，我的手指就開始發麻 

。起先以為睡姿不對壓到神經，不以為意。只

是手指越來越麻，而且從指頭一直麻到手腕。短宣不

到一半，我的左手已經持續麻到了手肘。雖不致影響

工作，但是實在很不舒服!

從台灣回來的第二天立刻去看醫生。醫生告訴我這不 

是什麼致命的疾病，不必擔心，還告訴我這現象叫

「Carpal Tunnel Syndrome 腕隧道症候群」。等到
哪一天實在受不了了，可以開刀，而現在可以做的
是讓它多休息。看完醫生之後，可能心想現在我也
沒什麼可做的，基本上我就沒管它了。只不過無論
睡覺、吃飯、開車、讀書任何時候，它都以麻個不
停提醒我它的存在。

看完醫生的第二天，我們開始以禱讀的方式進行教會

的晨禱。從詩篇第一篇讀下去，邊讀邊禱，又禱又讀 

，每天早晨都很享受神話語的供應。就在那時我收到

一封電郵，是一位老朋友的丈夫單單靠讀聖經，從兩

年之久的重度憂鬱症中得痊癒的見證。看完這見證我

讀經益處多 |陳德玉師母

越發享受每天晨禱的讀經時刻，但我覺得不夠。所以

一有空就開始朗讀聖經，但仍覺不夠，就開始錄下自

己朗讀的經文，在煮飯、開車、打掃、採購時掛上耳

機就聽自己讀的聖經。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想朗讀聖

經，睡前最後一件事也想朗讀聖經，就這樣天天享受

禱讀朗讀聖經。

一個多月之後有一天下午，我突然發現怎麼我的手不

麻了？經過幾個小時的觀察，我知道大概有百分之八

十的時間手不會麻，但仍有百分之二十的時間手會麻 

。奇怪前一天我的手仍然不停的麻，為什麼會突然有

這麼大的差別？這一個多月除了大量讀聖經之外，

生活作息並沒有什麼改變呀？！我對外子說：可能是

讀聖經醫治了我的手喔，只要我繼續讀一定會完全得

醫治的。果然，差不多十天之後，我的左手完全不麻

了，直到現在半年過去，我的手再也沒麻過了。

感謝主，神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讀聖經不只使我生

活有力量，還意外地使我的手得到了醫治!

周五去醫院看住院的Gloria時，大約是下午一點

鐘，醫院停車塲的欄柵是提上去的，車道正上

方的告示牌也亮著綠色的一行字：Please Come In。
我不明白，就仍把車停下要按鈕拿停車票，然後我看

到電子顯示器上清楚顯示的字樣：Please Come In。
當時我以為是醫院周五的policy，邊開入我邊思索這

些年難道我從未在周五來看過她們姊妹嗎？怎麼從未

遇見過這種事呢？等到四點多從Gloria的病房出来，

我拿了車開到收費亭，欄柵是放下的。這下我儍住

了，亭子裡沒人，手中又没票，我要怎樣出去呢?！

等了約30秒吧，一名提著掃帚的工人過來問我：May 
I help you？我告訴他顕示器請我進來，所以我沒有

停車票，他說：How come? Since I’ve worked here, 
this has never happened。我告訴他我是牧師（那間醫

院本来就不向神職人員收停車費，只需給一張印有頭

銜的名片），他就開欄柵讓我出去了。

安慰的記號|陳德玉師母

當天傍晚我剛從醫院回到教會的辦公室，就接到消息

Gloria在六點多被主接回天家了。

第二天一早當我想起這事，自問：Why has that never 
happened？明明停車場的兩個電子顯示器上，一個黑

底綠字一個黑底紅字大大地寫著：Please Come In?!
頓時我醒悟過來，心中好感動。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 

中，Gloria一直被小心的照顧著直到她回天家的時刻 

。似乎神藉此在對我們說，祂知道一切，Gloria確實

被請進了樂園，在那裡她已脱去一切殘疾，歡樂的與

神同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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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充滿感恩的一年。

六月初我去了佛州大學參加Startalk中文教學訓練 

，十二月我又去佛州參加ACTFL會議，神滿足我想

要在美國大學上課的心。教我們的教授也是基督徒，

她全身上下流露出敬業、嚴謹而迷人的風采。我好像

又回到大學的時光…。

八月生日，兒女送我一個掌上型電腦。從此它就陪伴

在我身邊，燒飯、做家事、睡覺都陪伴我。

我做家事時，一邊看/聽大衛鮑森講聖經，再不然聽

好消息頻道的真情部落格見證。大衛鮑森縱覽聖經的

每一卷書，對歷史背景、地理、文化都詳加介紹，而

口譯者，聲音堅定有力，充滿說服力，每次聽完他的

導覽，我都覺得是一種享受，有衝動，去讀聖經。真

情部落格見證使我更明白人生有高潮有低谷，靠著神

的陪伴，低谷不是盡頭，是另一盼望的開頭。總之，

有著他們陪伴，做家事不再是浪費時間，反而事半功

倍。

年底聖誕節，又濕又冷，兒子安排去Jekyll Island, 那
是一個遠離塵囂的島，保留著殖民開拓的痕跡。有一

些樸實與原始的大自然風貌。這很適合夏天的水上活

動，是有錢人的俱樂部。雖然天氣陰冷，有著家

人的陪伴，我們還是開心的逛，享受神創造天地

的喜悅。知道Mike和Joy一家人也在此度假，我

們還相約一起吃晚餐，我感受到神愛每個人，祂

希望我們走在祂的道中，每個家都幸福美滿。我

和女兒的個性南轅北撤，想法做法也不一樣，所

以我們之間時有衝突，常常對她發脾氣，而事後

後悔。我請教Joy，她要我常為女兒禱告，對她

溫柔有耐心。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四節說：“你们
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
他们”。那一天清晨，我起床禱告時，先讚美神

給我獨一無二的女兒，磨練我不溫柔體貼、急躁

的個性，填補我感性的缺憾。我要以神的心來看

女兒，神有祂的美意。禱告完後，我輕輕撫摸她

的臉，並在她的額頭親吻，這是我從來沒有的舉

動。她突然醒來，露出天使般的微笑，她說：“

媽媽，我覺得你剛剛有摸我欸！”過了一會，她

居然掉下感動的眼淚！天哪，我平日有這麼冷血

感恩的一年 |蕭孟藍

嗎？我不知道摸一下，抱一抱女兒會給她帶來一天的

快樂？！我總是以自己說教的方式來教她。那從原生

家庭來的實際、理性、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想法，讓

我忘記對自己身邊的兒女溫柔、包容與稱讚。我想我

常稱讚、包容我的學生、朋友的孩子，周圍的朋友，

他們都覺得我是溫柔體貼仁慈的老師。但是對女兒的

錯誤，我則報以責罵；對她的努力視為當然。我覺得

這是我未信主前，世間的觀念掌控我，不懂用溫柔慈

愛溝通，以致造成對女兒的傷害。我開始操練自己少

發怒氣，多讚美，多禱告…

我真的感謝主讓我有認罪悔改的機會。  
 

我想:

因著主，我認識很多優秀的、敬虔、滿有愛心的弟兄

姐妹。

因著主，我覺得自己渺小、不完全 
 

因著主，我心得到平靜、加增了勇氣 
 

因著主，我發現我還能幫助別人。 
 

我要大聲歡呼：有主真好，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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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從9am到1pm，雨只是偶爾飄

幾滴，我們又再次超過原定時間賣

到2pm。2pm到了我們開始收拾，

飄雨開始變大。大家把桌椅搬上

樓，並把剩餘之物全塞進我的車要

拿去Goodwill捐掉。當我用力關上

後車門並進入車中時，大雨傾盆落

下！我坐在車中，尚未開動車子，

心中對神說「袮掌握大自然時間真

是精準，絕不誤事」。衪甚至看顧

我不讓我淋溼！

行李的奇蹟

6月24日我帶著7位年輕人從Atlanta 
經NY飛回台北。飛機在Atlanta起
飛就誤點了一個半小時，等我們到 

NY時返台飛機只剩下一個小時就

要起飛了。一位華航經理知道我們

Advent Taiwan 2013服事我們

總共去了14人。我相信每一

個人，不論年紀，都見証在傳福音

上神如何藉我們尋回失喪的人，更

彰顯衪的榮耀。
 

Yard Sale - 從不誤事

為Advent Taiwan短宣籌款，5月11 
日我們如往年一样擧辦Yard Sale及
洗車。弟兄姐妹從家中帶來許多東

西，週五晚上大家來教會畫海報並

分類貼標籤，一切進行得非常順

利。不料從氣象預報得知週六一大

早就會開始下雨，大家就擔心或許

辦不成了。我當時卻有一股對神的 

信心，單純地想衪會掌握看顧這情 

況。週六一早約8am，我們一行志

願工作人員來教會搬東西下樓，天

上真的是多雲不見陽光，但因為未

見下雨，我們就照計劃進行。9am 
Yard Sale開始，涼快的風讓大家都

很舒服。陸續來的客人有的購買，

有的洗車，在一股合一同心的氣氛

下，錢雖然賺得不多，卻是喜樂洋

溢。將近11am，有電話打來說鄰

近的地區已經開始下雨，雨勢還不

是一個團體，就在轉機出

來的gate等我們，帶我們快跑去

返台登機門，我們就趕上了。我

問他我們行李轉運來得及嗎？他

說，國內班機行李轉運到國際航

線，這過程至少要二個小時。他

叫我們不要擔心，他可以把延遲

的行李寄到台灣指定地址。但我

們在台灣要待在台北，桃園，

竹東，及台南新化四個地方，真

不知要寄到何處！更何況沒有行

李中必需用品的日子該如何過。

於是我帶著所有年輕人低頭在神

面前禱告，求神讓行李也準時到

台灣。次日我們飛機到達臺灣桃

園機場，當我們要走近Baggage 
Claim轉盤前，我們心中真有點緊

張，於是又簡短的作了禱告，相

信衪已動工。於是我們走過去一

看，行李全都在那裏！神沒有讓

我們擔憂一分鐘。
 

迅速得醫治

我們剛到新化遠東大學 

的週六下午，我逞強要 

和年輕人比百米賽跑 

，不料跑了十幾公 

尺右大腿就嚴重

扭傷，連走路都

十分疼痛，無法用

力支撐。自知這樣

的傷至少要一週以

上才會好，那接下

來一週的短宣服事

我如何勝任呢？!當

晚我就向神禱告，為

我的逞強向神悔改並

求衪醫治。週一我們

去第一個學校教課服

事，我發覺我的腿傷

已經好了許多，到了

Advent Taiwan 2013 服事|王惠國

小。但我們每次聽到這樣的消息 

，就擧目望天，在我們這一群人

的頭頂上，雨就是下不來！我們

原本預定下午1pm收攤，但1pm
到了仍有客人造訪，就決定延到

2pm。這時別處的雨已經下了2-3
小時。2pm到了已經没什麼客人，

大家就分工把剩下的東西都抬上樓

了，圓滿地結束。

第二週的週六我們繼續在教會的

Yard Sale。這一次又是大陰天，因

為不論是從氣象或天色看來實在會

下雨，就沒有洗車而是單單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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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就幾乎完全好了。我又想起我

一直都有的頸椎酸痛，在美國每週

都要看整脊師，來到台灣短宣，每

天都非常忙碌，從早到晩，卻從不

有酸痛。神在為衪走出去作工的兒

女身上，真是有加倍的恩典。

收莊稼

耶穌說【马太福音9:37】“要收的
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我們教會

去了14個人，有710個小孩（竹東

及台南）跟我們做了接受耶穌的禱

告，從小學生到高中生都有。神的

憐憫真是呼召我們去傳給凡有氣息

的。特別在台南新市國小的那一週 

，我們了解到幾乎八成小孩家中有

拜偶像。當Brenda及Kevin向他們

介紹耶穌時,你可以感覺到當場濃

厚的屬靈爭戰的氣氛。但他們父母

拜的偶像似乎讓他們時常活在恐懼

中，他們好像已經分不出所拜的是 

鬼還是神。當他們聽到我們介紹的 

上帝及耶穌正想用愛來擁抱他們時 

，我想每一個小孩的心都被感動。

當我們帶他們禱告完，我收集是

否一起作接受耶穌禱告的紙條共

23張回到遠東大學宿舍。在要察

看並統計結果前，我想到以利亜迦

密山上撃殺450巴力先知，於是禱

告不論辖制這些小孩的偶像有多少

種，求神全然得勝，釋放每一位小

孩。之後我一張一張打開紙條看見

100%都是yes。我再一次看見我們

的神遠遠大於所有黑暗的權勢，衪

愛的大能無人能隔絕，要藉我們與

衪同工臨到萬民。

先知的話

在台湾時師母帶我去見台北母堂謝

宏忠牧師。他為我們禱告並給了對

我個人先知性的預言。他指出了神

這幾年還要繼續來塑造我（我想是

信心的功課）才能被衪所用。另外

又給了我一個具體的異象好像有危

險在我前面，我於是根據那異象做

了安全上的措施，避開了那危險。

哈利路亞，神，袮的帶領真是鉅細

靡遺。

工作的禱告

最初神感動我返台参加Advent Tai-
wan短宣，我原先只打算去一週。

但後來得知連同受訓至少要二週，

於是我決定全程参與三週的活動。

這樣我必須向公司拿16天的假。

我雖然正好還有這麼多天假，卻

因為參與工作忙碌，非常擔心無法

安心待這麼久。但神呼召的聲音愈

來愈強烈，我就禱告交托，相信衪

必有辦法。

四月初突然我以前的上司從他新的

公司連絡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加入

他的公司，而且這次不必搬去加州 

。他想要我負責的projects令我很

感興趣，加上我不滿现在公司上司

許多蠻橫管理方式，於是我去加州

面試並拿到job offer。之後我就安

心去了台湾短宣，因為心中對原有

工作辭意已定，所以在短宣時對工

作全無掛慮，可以專心享受服事！

返美後一個月內就去了新的工作，

離開原工作的goodbye letter神也奇

妙讓我向同事懇求原諒我自己許多

的不當態度。神多麼奇妙信實，當

你以衪國度的事為優先，你自己的

所需，衪要豐盛地供應你，並在公

義中賞賜你喜樂。

這一次Advent Taiwan短宣之行，

我真是感到所有付出的時間及精力

是值得的。當耶穌說【马太福音
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
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
名给他们施洗”，衪總是與我們同

去又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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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泉训练课程中领受到“万事互相效力，让爱
主的人得益处”这句话后，发现它对我特别有

帮助。我开始在软弱中学刚强，在错误中学真理。

有一天从早上开始，两个女儿就让我很生气。校车都

快来了，小女儿拖拖拉拉地下来吃早餐，还说不要吃

我为她准备的午餐。过半个小时后，大女儿也有同样

的问题。而且送她去上校车的时候，我发现她穿着

短袖，外面只有29度。我叫她去拿外套穿，她不太愿

意，磨蹭了许久才不太开心地去拿自己的外套穿上。

把两个女儿送出门后，我坐下心里对上帝说：主啊！

祢都知道这两个女儿的坏习惯，祢为什么不改变她们

呢？祢知道我现在好累，我从早上六点十分起床，把

女儿与老公的早餐做好。还有我老公，他只有工作，

下班后家务事什么都不管，就单单弹琴敬拜赞美祢。

可我呢？除了工作还要照顾他们与处理家务，然后还

要每次大约花一两个小时来灵修。我真的好累，如果

祢再不帮助，我也不灵修了，过我自己的生活。其实

是我肉体软弱，就对父神不满足，向祂发脾气。

后来去上班，在工作中与老公说句半开玩笑话，可

他听了却是负面结果，引起小小争论，两个人都很不

开心。看老公表情难看，我更生气，他看我很不可

爱，也不想看我。那时我们都在听于宏洁牧师讲道，

他说：主耶稣说，你要痊愈吗？那时我听了就流
泪，主啊！怜悯我，我要痊愈。我为什么不谦卑一

万事互相 效力,让爱主的人得益处 |李芬清

点呢？我为什么不向老公说一句，

对不起，因我让你不开心呢？

到晚上神分别给我们俩很美的启

示。傍晚六点老公开车去拿客人的

衣服。他心里很急，到红绿灯的地

方向左转，没有打转向灯，被警察

抓住。那时他还在讲方言，他把车

停下来时就很自然笑着说，对不

起，忘记了打转灯。结果只是得到

一张警告单。然后老公继续开车去

拿衣服，也继续讲方言，结果他得

到了释放。第二天早上，他就先拉

着我的手说，我们一起祷告吧。他

先开口认罪悔改，求主耶稣帮助，

让我原谅他。我们都彼此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

改。从老公被警察拦住这件事，让我学习到用正面心

态来倾听，用柔和的言语与自然的笑容来代表认错与

谦卑，这样会使我们和睦相处。

我呢？到晚上先做一个梦，在梦中我看到两条好大

的蟒蛇，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大的蛇。

在池塘中，水已经干了，这两条蛇在泥土中游的很

快。我小女儿是站在池塘边上，我一直喊，叫她快跑

开，蛇游过来了。她好像没有听到我的叫声。我跑

过去看，两条蛇就不见了。接着又做一梦，有一家人

拿池塘中的黑泥土炒螃蟹吃。我说不可以吃，会中

毒的。那家的妈妈说，不会的，这样对身体好。结果

那家的女儿拿着吃，发现很难吃，马上吐掉了。这两

个梦对我来说，是好大的启示。两条大蛇的梦让我明

白，如果我眼目盯在环境上，我只会看到仇敌。池塘

的梦让我明白，如果我离开灵修，就会像那一家的妈

妈一样，拿池塘中的黑泥土当食物，以为是好的。我

非常感恩，父神用这样方式来提醒我，如果我离开灵

修，我将会再次回到与仇敌同窝，过像以前一样痛苦

的生活。

神让我学习到，眼目不要转向别处，只有盯在主耶稣

身上，我的灵就会满足。虽然肉身疲倦，但心灵是在

天堂。平凡而平安的生活，就是活在恩典中，要万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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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底老公被圣灵感动

要敬拜全能的父神。他相信就

顺服去行。在这两年里我亲眼看到 

他行出“先神，后人，再工作”的

原则，天天这样去行。早上先祷告 

，跳舞敬拜，接着读经。晚上大部 

份也同样的行。大约每次花一个小

时。不管多晚或者多累他都要读一

段圣经才睡觉。这全部是神的恩典 

。慈爱的父神，祂通过这样方式来

渐渐地更新老公的生命。

在参加2013年遇见神营会的前一个

晚上，神给我们各自一个异梦。当

我起床后对老公说：这次神要洁净

你。他回答说，对，我刚才灵修也

领受到这次神要洁净我。到营会的

第二天，神真的开始洁净他，在圣

洁荣耀恩膏中，邪灵无法隐藏，就

在老公身上显现出来。到第三天老

公在敬拜中又开始呕吐，但始终吐

不干净。到晚上回到家我与老公一

起祷告，求问神为什么没有办法吐

干净？神给我一句话，内心深处罪

根除掉。后来，我到楼上折衣服。

有一句话从我里面出来，主耶稣权

柄够大，祂是信实的，祂宝血，洗

净我们一切不义。过一会儿我就听

到老公声音大爆发。我赶紧跑下楼

抱着他，告诉他圣灵是温柔，谦卑

下来，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下。

接着他就安静下来。然后我打电话

给郭靖姐妹一起祷告。她领受诗篇

121耶和华是我们保护者，祂不打

盹也不睡觉保护着我们。感谢主！

第二天早上老公在灵修时，圣灵感

动我与他一起祷告，特别为这次神

   相信  + 顺服去行 = 更加蒙福 |李芬清

在老公身上洁净而感恩。接着老公

开口祷告。他先认罪悔改，父神，

祢是信实，公义，圣洁的，我也要 

，我在工作上做了一件不够信实与

公义的事，我向你认罪悔改。当他

指出自己做错的事，我就知道老公

被释放，这罪根除掉了。我们都好

开心。

自从那天起，老公弹琴敬拜就是安

静温柔的敬拜，还常常唱耶稣谢谢 

你洁净我。我也看到他结出生命果

子。他以前下班后，把自己事做好 

，就开始敬拜神，不管家务事。现

在他主动帮忙做家务，女儿不听话

时，他也不生气，他就是祷告。神

所做的事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祂太

棒了！我好感恩！

自从四年前遇见耶稣后，我与

老公都经历再造重建的大能。

首先父神让我看自己错，不要看别

人错。祂说，承认自己错，学习谦 

卑自己。然后让我学习顺服，祂说 

：如果我爱祂，顺服祂，要先从顺

服我的老公开始。我就开始学习谦

卑，柔和，多多包容老公。渐渐地

圣灵使我为罪而哭泣，也渐渐让我

胜过罪，使我不在罪中打滚，使我

在基督耶稣里得自由。以祂的爱来

爱人，以祂的生命来影响生命。

从我身上看到上帝是良善，改善人

            遇见耶稣,生命更新 |李芬清

的生命的主。从前我与老公一个星

期吵一次架，吵架时双方的态度非

常的火爆。在吵架时，我的意志力

是控制不了情绪的，我感到非常痛

苦。到现在大約有两年多不吵架。

我深深的体会到上帝建立婚姻是美

好，是幸福，是甜美的，是被祝福

的。

同样的，从老公身上看到上帝是全

能创造的主。因为老公不认字，也

没有音乐细胞，从来不唱歌。自从

被圣灵充满后，他生命也渐渐改

变，也不断的被更新。首先开始认

字，开始天天读圣经，接着上帝

赐福给他跳舞来健身。有一天他

被感动弹琴，就弹出好听的旋律。

他开始天天早晚都弹。在一个多月

过后，有一天他听到一首属灵的音

乐，他感动就跳起灵舞来。

创世记1章26，27节，神是按着自

己的形象造人。所以我们在上帝眼

中是宝贵的，因为我们身上有祂的

形象。祂爱的大能可以拯救人的生

命。衪的爱是良善，是谦卑柔和，

慈爱与怜悯。上帝的爱真奇妙，只

要留心听就会明暸，上帝的爱真美

好，只要信就会领受到。亲爱的朋

友们，回家吧！天父在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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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感恩節退修會-遇見神營會中，我有兩個

特殊的經歷。

 

經歷一：營會中坐在旁邊的老公似乎不專心聽講，只

是不斷地自己看聖經。因此我也不時地用手肘提醒他 

，要專心聽前面的講道信息。但幾次之後，神讓我看

見，其實不專心的人是我，而不是老公。因我的注意

力只在老公身上，而不在信息上。我應該專注聽道，

專心聽見神的聲音。因此神讓我知道“为甚麽看见你
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
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
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
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太7:3-5)
。于是馬上向神認罪，承認自己是個假冒為善的人。

遇見神營會中的經歷  |周秋芳

2  012年，师母征询我的
意见，能否带教会里 

的高中生小組。思前想
后，我婉拒了。有一些
顾虑，自己是否有这个能
力，是否有这个时间，毕
竟是个commitment。同时 加倍恩典 |符彪

經歷二：這次營會的主題是遇見神。之前我讀到路加

福音24:49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有很大的感動，可是卻領受不到從上頭來的能力。此

外當弟兄姐妹用方言禱告時，我也總經歷不到方言禱

告的恩賜。但在這次營會中，每次有人來為我禱告時 

，我的眼淚總是不停地掉。在最後一節的營會中，當 

師母走到我旁邊握住我的手不斷地唱詩歌時，我只覺 

得我被神的愛緊緊地環抱，眼淚不斷地流。我在口中

說讚美神,可是卻無法出聲，感覺好像嘴巴被綑住，

動彈不得。師母離去後，有一位姐妹在我背後用手按 

著我的背並不斷地用方言為我禱告。我只覺得整個人 

很溫暖，而且有一股暖流流到我的耳邊。之後她在我 

耳邊為我禱告時，才知道是靖瑤。之後一位姐妹走過 
來為我禱告，另幾位弟兄也過來一起禱告 

。我的眼淚又不斷地湧出。當時我在心裡 

對神說，我渴望說方言，也渴望遇見神。

之後我口中不斷地讚美神。不知過了多久 

，只覺得舌頭竟不自覺地動了起來，才驚

覺我在說方言，體會什麼是方言(tongue 
language)。同時我的眼淚又不自覺地流 

，這時我體會到聖靈的降臨，也不禁大大

感謝神讓我有此奇妙的經歷。

心理还有个障碍，我连自己当时正在上高中最后
一年的女儿都照顾不到，哪有心思带“别人”的
高中生呢？过后，师母又问我，那辅导教会高中
生的数学SAT如何？不能再推辞了，很多方面我
亏欠神和教会呀！所以很高兴地当即就答应了。

数学也是我女儿不喜欢的科目，我很为她担心。
我想，用帮助我女儿的劲头“顺便”帮助教会
里的高中生不会有问题。我每两周与教会里的两
三位高中生见一次面，解答问题。我还送给她
们“Don’t Worry, You’ll Get In: 100 Winning Tips 
for Stress-Free College Admissions”这也是我送
给女儿的书。

我非常疼爱我的女儿。在她不到一岁的时候，我离婚

了。她与她妈妈那时住在纽约州。我只能靠打电话了

解情况，确认她是否需要我的帮助。记得她用iPhone
问过我两次并不难的题。这反倒增加了我对她的担心 

。但我住在亚特兰大，不能待在她身边。没有什么好

办法，我就只有交托给上帝了。

一天晚上，我女儿打电话来，说SAT数学没考好。我

正在后悔没有花时间在她身上，要求她每周与我过一

遍数学。我刚下完命令，她马上改口说数学打了满分 

。我听得出她惊喜地哭了。那一晚我没有睡好觉。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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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奇妙。我觉得好象花时间帮助了别人，以至于没能照顾

到自己的家人。结果上帝对我的家人照顾得比我还好，不知多少

倍的好。正如耶稣所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
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

感謝讚美神，在過去兩年裡每當我們家遇到困難，神都聽見

我們的禱告，並且幫助我們。祂是聽禱告又是愛我的神。

兩年前我太太慰華出了一場車禍，有一個駕駛因中風而失去意

識，以高速撞上當時停在紅燈前的慰華，導致車子全毀，連帶前

面的五台車子都被撞。當時慰華懷孕五個月，因為車禍可能會引

起陣痛，馬上被送到醫院。在醫院我們不停的禱告，還連絡了父

母和教會代禱。雖然一開始有陣痛，後來就穩定下來了。後來慰

華有腳痛與脖子痛的後遺症，我們也很怕車禍會對寶寶有影響，

還好有禱告托住了我們的信心。

女兒心柔出生時也發生了一些困難。先是陣痛了24小時，之後發

現嬰兒的頭位置不正確，一直無法順利生產，嬰兒的心跳隨著陣

看顧 |魏大為

痛變弱，醫生甚至宣布就要剖腹了。我和

岳母迫切的禱告，還即時連絡在台灣的岳

父跟在明州的父母一同禱告。禱告過後十

分鐘就生出心柔了，才發現心跳變弱是因

為臍帶繞了脖子，一切都有神的保守，讓

我們知道的跟不知道的困難都得以解決。

後來心柔的黃疸症跟餵奶的困難，都因著

神的同在，順利的度過了。

今年二月在我出差前兩天，心柔突然不肯 

動左手了，只要一被碰到就會痛的大哭。

醫生無法確定是受了什麼傷，雖然猜想是 

脫臼，可是症狀並不像，治療後還是疼痛 

而且不能動。隔天去看骨科醫生，照了三 

張X光照片後，還是不確定疼痛的原因。

最後推斷可能是X光看不出來的關節骨折 

，要上三周的石膏。連原因都不確定就要

醫療，所以我們希望再觀察幾天。我馬上

就要出差了，為了這件事情很擔心。晚上

我們全家一起禱告，在睡覺前心柔的手就

動了一下，感謝神即時醫治了心柔的手。

耶穌就是最大的醫生，因他受的刑罰，我

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路加福音6:38)

读圣经，我才刚入门。行出真理，我才迈开步。愿公义慈爱的上

帝回应教会学生家长的祷告，考出好成绩，考上好大学。为他们

加添力量。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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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无知 

从中午开始，雪花就落满了屋顶，路面。我站

在阳台向外看，到处都被白色包裹着，那么

美，又那么的寂静！今天我的儿子将在下午六点到达 

Atlanta，我们去地铁站接他。一整天都未出门，不

知外面是什么样子。而且从我的房间里可直视141公
路，路上一切按部就班。就这样，单凭已往的经验也

没有把这种天气想得那么繁杂，竟带着这样“无知”

的想法于下午六点我们从家里出发了。
 

 二、 等待
 

当我们行驶在141公路上时，只觉得路面上有冰，心

想：“可以吗？”我的朋友满有把握地说：“没关

系！我曾经在纽约住了好长时间，没有问题！”当然

我也有经历冰雪的经验，因此，心里很放松。可是当

我们将来到285公路高架桥的时候，所有向南行驶的

车全部趴在原地，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

非常敏感前面是否有车祸，就开始为所有在这儿行駛

的车辆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实际上没有车祸，只

是堵塞。任何人只要进入了这‘班’车流，就只有随

波逐流或等待的份。一边等待我一边向天父祈求！保

守我们所有的车辆平安通过。
 

 三、 爬行
 

我们慢慢前进着。不向前爬，也没有其他退路。慢慢

地来到了桥头，才知道因为路滑坡度大，车辆无法通

过。没有车祸！哈利路亚！感谢神！但同时我们也没

有能力爬过去。只见警车也在那儿，不停地帮助所有

卡在这里的车通过。这个场面真的很感人。我们走出

车厢，在后面推，车没有前进反而后退，真是好惊险

啊！我的心好像提到了喉咙眼儿，别提有多紧张了。

这时有三位警察让我们全部进入车里，他们推着我们

的车前行。借着他们的帮助我们爬到了坡上，一路平

安而且前后无阻地来到地铁站把儿子接到车里。哈利

路亚！
 

 四、 靠神的带领
 

回家改走德福大道。开始很顺畅，走了一段后，远远

地看见前面又是停滞的车河，同样是一高坡出现了。

我们趁早回转，走进了一条小路，但前面也是一条卧

龙，我们及时后退，后退。我就祷告祈求天父的带

领，走哪条路回家。突然一个意念闪现：原路回家。

我们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走141原路回家！”当 

我们下了285将上141路时，情况又变化了，141封
路！此路不通，改走小路。我们就又一次融入了爬行

的车流。我什么都不能做，只是在不停的祷告，祈求

神的帮助。脑海闪现出诗篇第四十六篇的句子(尽管

我没有全部记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
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
同在”----阿门！这是在教会晨祷时才讀的經文，所

以我记忆犹新。就这样一边祷告一边默想，也时时看

着窗外，心想人太渺小了，没有能力靠自己，只有祈

求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万能的神！是大有作为的神！

是创造奇迹的神！他爱我们！就一直这样地想着，祷

告着，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心里充满平安。
 

路上那亮如明镜的冰面，无论大车，大货车，小车都

失去了控制。不是滑行就是横行。我为所有的车辆祷

告：祈求神的保守，祈求神的带领，帮助每一位司机

的手控制好方向盘顺利通过！这时看到路旁有一加油

站，我们就果断地，慢慢地開出了车“河”。

冰雪路上神同在

e時間： 2014年1月28日 

地点： Atlanta 

人物： 我和同行者

|鄭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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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神的丰富恩典
 

已经是深夜11点了，当我们走出车厢 

的时候，好像重新获得了自由一样，

终于可以站在地面上了。有一种说不 

出的亲切感。在加油站的旁边有一间 

Waffle house。我不由自主地喊道： 

“哈利路亚！”我的儿子搀扶我和我

的朋友来到了“吃地”，感谢神的恩

典！太棒了！在这寒风冰雪肆虐，封

桥，堵路，滑坡险阻的夜半，我们还

可以吃到牛排，喝着咖啡，太幸福了 

！感谢神的爱！感谢神的丰富供应！

在饭店里，各种肤色的人，老人，孩

子都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大家都很

乐观，互相交谈，互相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人

们的脸上没有愁容，沮丧。都在平静地接受这一切。

我心想：因为有神的爱，我们都平安。
 

 六、 平安回家
 

凌晨一点钟，我的朋友说：“我们可以慢慢开车回

家了。”这时路上的车已经分流的很快，路上的车少

了许多。我们有些体力了，这似乎也感动了我们的座

驾。它顺利地爬越了高坡，在没有车行驶的141公路

上慢慢地驶向前方。凌晨二点我们终于回到家了。虽

然是短短的八个小时的经历，却很难忘。神一直陪伴

着我们，赐下平安。感谢天父伟大的爱！

我信主的时间不长，圣经读的很少，对教会的活

动内容和兄弟姐妹了解的也不多，我非常珍惜 

每周一次的小组聚会。我们小组是周二晚上8点聚会 

，由于我的工作是一个人在mall里做按摩，周二是9
点关店，因此我不可能按时到会，常常是9点以后才

到，在会上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可是它对我来说很重

要。坦诚地说，我的惰性很大，也没有安排固定的时 

间去系统地学习圣经，但因为要参加周二聚会，我时 

常会按组长雅仙给我的小组活动计划，抽时间读圣经 

，看大卫鮑森牧师的传道录像。虽然是被动的，可对

我学习圣经，认识主，却帮助很多；虽然我在聚会中

的时间短，但有时某个姐妹的一个见证分享、一个虔

诚祷告都让我受益匪浅。

一次学娟在见证时说，圣灵与我们同在，即使向主祷

告时，没有说‘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主也会聆听

我们祷告的。极好的见证，对我帮助太大了，在此之

前我常常因为祷告中忘记说‘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

而懊恼自己，有时会影响我祷告时的情绪，以后就不

会为此懊恼了。

还有一次陈姐妹
希望姐妹们为她
在大陆有很多烦
恼的妈妈祷告，
这对我也是一个
触动。我已十多
年没有见到在大
陆的爸爸和弟弟 
了，我牵挂爸爸
的身体和情绪、
挂念弟弟的生意 
、担心弟妹这个
南方女孩承受不

主,我渴慕你 |張文靜

了东北长大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弟弟......它一直
困扰着我。从此我把这思念和牵挂之情向主诉说，
为爸爸和弟弟全家人祷告。有万能救主的恩典和怜
悯，我现在也感觉轻松了很多。

我渴望更多的学习主的话语，了解和亲近主；也希望
倾听弟兄姐妹的见证，提高我对主的认识，帮助我尽
快成长，主----我渴慕你，愿你的恩典多多赐给我。

14

 《九周年感恩見證集》



我是出生在苏北的一个小城镇里,在那里没有教

堂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每家每户在逢年过节

的时候或是亲人过世时都要烧香、磕头、拜佛。我爸

爸虽然是个老党员,但是他也不例外。每次他都会叫

我和弟弟一起磕头,说是求死去的亲人保佑我们的平

安。另外,爸爸也常会说,若不那样做,別人会说我们

不孝。那时我和弟弟什么也不懂,只是为了听爸爸的

话,做个乖孩子。

我从小就是一个忧柔寡断、爱哭、缺乏自信的女孩，

对生活完全没有信心。每当遇到伤心事时第一个念头

就想到死。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是一个完全不

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在我19岁那年的夏天，我和父母

吵架后就选择离家出走。在同一天里，我喜欢的男朋

友也提出与我分手。心灰意冷之下我拿出准备已久的

刀片割断自己的血脈，刀口非常之深，血流如注,但

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痛。昏迷之中我被送进了医院。。

。之后听医生讲如果不是及时被送到医院或是刀口再

深一点，我的左手可能就会变成残废了。

我的父母担心我会再次想不开做傻事，就在我20岁那

年安排我和一位大我两岁的男孩订婚。我的父母认为

给我找个好的归宿也许会让我对生活有信心。但是，

订婚后那个男孩就变了，我们经常吵架。后来几乎是

天天小吵三天大吵，这让我对生活再度失去信心。那

时候身边的朋友也一个个的背弃我而去，我不知道这

究竟是为了什么，只知道自己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

在那种身心俱裂的境况里，我好希望可以有机会离开

那个伤心的地方。

终于一次劳务输出的机会把我带去了牙买加。记得我 

去牙买加的那一天是1998年的1月1日，大清早，我和 

弟弟还有那位与我订过婚的男孩来到汽车站。那时候

天是灰濛濛的，冷冷的，就和我的心情一样。虽然，

很快就要离开家乡和亲人，去到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国

家，而且这一去就将是三年，我却没有不捨，也没有 

即将去到异国他乡和面对新环境的激动。因为我觉得 

无论我在哪里或是去到何方，我只是一个伤心的人。

到了牙买加之后，我认识了一位比我大四岁的女孩，

我的得 救见证 |黃友琴

她名叫香香。她告诉我她来牙买加已有四年了，在
这四年里，她有过快乐的日子也有过伤心的日
子。最快乐的日子是认识神以后。每当我们静下

来谈话的时候，她都会面带笑容，一副好活泼好

开心的样子。她告诉我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

情不自禁地想去认识这位奇妙的救主、伟大的神。那

时候，在牙买加华人基督教会里有一群充满爱心的弟

兄姐妹们常常去我们住的地方关心我们，带我们去教

会。我第一次去到教会就觉得教会像是一个温暖的大

家庭，每位弟兄姐妹都是面带笑容、无忧无虑的。尤

其是牧师和师母，他们是那样和谒可亲，他们对我的

细心关怀和温柔体贴是我以前从未体会过的。我开始

读《圣经》和《中信》、《传》等书刊，每个礼拜也

会去参加主日崇拜和小组聚会。在神的带领下，我的

生活每一天都充满喜乐和满足。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活

着好累，也不再爱哭泣，在基督里我成为一个新造的

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靠着神的恩典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也靠着圣灵的带领向着标杆直跑。

自从我得到真神赐给我的那份喜乐以后，我也曾写信 

给我的父母，弟弟和男朋友。我与他们分享我因信主

到这份从神而来的喜乐。 我的父母和弟弟虽然

没有接受但是也不反对 。我的男朋友却不一

样，他不但不接受，更 是不同意我信耶稣

。在我写信告诉他我准 备受洗时，他回复

让我为了他不要去 受洗。我没有

答应也没有 放弃继读

得到的那份喜乐和对生活的盼望，我希望他们也能得

追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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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真是奇妙，他的话一解

开就发出亮光。我每天晨祷

时都有亮光，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

运行。有时我不懂得经文的意思，

神就借着大家一起祷告时，让我明

白。有时神给我的梦，我不明白，

晨祷的经文就跟我的梦一样，我才

知道在诗篇里。神真奇妙！

有时，神用他的话光照我里面的黑

暗。有天早晨，一个邻居讲我儿子

的不是，我就忍不住回应了她，后

来又后悔，幹嘛回应呢！心里不平 

安。晨祷读到诗篇十二章四节说： 

“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
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谁能作我们
的主呢?”我就想起早上的事，我

就是以舌头得胜呀！嘴巴自己作主 

。后来连着几天都是读关于口舌的 

经文。有一天读到诗篇五十二章说 

：“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 
，快利伤人”。其实有很长时间我

都在这样的光景中。读神的话就像

自己照镜子一样，神要来洁净我

的嘴巴，让我悔改，要痛恨自己的

罪。神也在梦中启示，我的舌头好

像剃头刀一样快利伤人，但我心刚

硬，不觉得是说我。所以，我也因

着没有认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而没办法经历神的恢复。我身心灵

疲惫，不活泼也不喜乐。

当我呼求悔改痛恨自己的罪，神就

释放了我。神又用他的同在来充满

我，用他的话来安慰我，让我再被

他的爱扶持，让我更确定神与我同

在。我的信心再次被托举起来。这

 的亮光 |陳協芳

让我回想一路过来都是神在带领着

我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

的名引导我走正义路。神看见我真

实要悔改，所以神对我说，不要只

做外面，也要做里面，里面的生命

才尊贵。

我前几天有感动，写了一点见证放

在那里。当我星期三晚上继续写的

时候，发现头脑里一片空白，不会

写了，还把前几天写的差不多全部

删除了。又害怕表达得不清楚，心

想还是不要写了吧！第二天晨祷读

到诗篇五十六章，神说不要惧怕要

倚靠神。诗篇56:11“我倚靠神，
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神真的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的心

思意念在争战，又想为主做见证，

又怕自己不会讲话，仇敌让我因害

怕而不要做见证。感谢主，神的话

又让我刚强起来，使我能为主写这

篇见证。

神话语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上写满了对

神侮辱的话。他在信中将“神”写成“它”并且写得特别

大，特别醒目还加上引号。那封信就像一把刀刺在了我的

心上，使我万分难过。我本来还指望他也信耶稣，好让他

的生命也有所改变，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没

想到他让我既失望又心痛。失望的是他没有福份成为神的

儿女,心痛的是他将我心中至高无上的神写成了“它”。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说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
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于是，我抉择和他分手。

感谢神！2000年1月16日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在神、众人和魔鬼的面前承认我是属基督的、是

神的儿女。神是信实广大的神，祂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祂将我带到牙买加让

我有机会认识祂且成为祂的儿女，祂也将我彻底

改变，使我从一个充满罪恶的旧人改变成一个罪

得赦免的新人，祂还成为一位永远不会离我而去

的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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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晚上在放這首“天使心”

詩歌給Melody聽時，媽咪

就會想到妳… 

生命的美麗，盡在純真笑容裡 

受造真奇妙，彰顯天父的榮耀 

深深的相信，你是獨特的唯一 

因為有你，祝福之門開啟 

山有多麼高，愛就能有多麼深 

路有多麼長，愛就能到多麼遠 

春夏和秋冬，堅持陪伴不放手 

讓我們一起去愛像天使心 

輕輕告訴你，你是獨特的唯一 

永遠愛你，寶貝，好愛你。

 

回想第一次從照片看到妳，妳那純

真的笑容就深深抓住爸媽的心，妳

的笑容就成為妳的特徵，幾乎毎張

照片都有妳的笑容，直到妳無法

笑。媽咪記得第一次在南昌旅館和

妳和Melody見面，妳一直在打量

爸爸和媽咪，一點也不害怕，也不

哭。沒多久妳就和爸爸玩起來。第

二天妳就黏著爸爸，黏的連爸爸上

廁所都不行。妳還是一路趴在爸爸

身上讓爸爸抱著妳回到美國，才知

道妳還是蠻任性和固執的孩子。
 

來到我們當中三個月後，不知道為 

什麼妳和Melody突然失去妳們本

來有的行動（如坐，爬，翻身等等 

)，就帶著妳們四處尋醫找答案。

身為姊姊的妳（雖然妳只比妹妹早 

幾秒鐘），都是被拿来做實驗品。

如需抽血檢查，都由妳來做。後來 

醫生要做muscle biopsy也讓妳來做 

，從妳大腿和腳踝取出二塊肌肉來 

 給

化驗。惠中表姐常説“小姊姊(妳 

的小名），妳好勇敢噢！”

因為有妳，媽咪改變很多：更有耐 

性 - 媽咪的個性是很急的，但妳

是特殊的孩子，急不來。以前餵

飯，是常和Melody比快，但後來

如果餵的太快，妳就會嗆到，必需

慢慢地餵且確定妳吃下去。

聖經上說“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
）在妳身上媽咪學到“one day at a 

寶貝妳是神給我們的禮物 

脆弱包裝是衪給的祝福 

用神的愛來將妳細心呵護 

因為在妳眼中，有天堂的藍圖 

也許妳在世上有比別人更多的困難 

但妳有了我們卻永遠也不會孤單 

雖然神說天色不能常藍 

但妳在的時候卻日日天晴平安。

媽咪很感恩妳是神給我們的特別禮 

物，脆弱的包裝是神給我們的特別

祝福。有了妳，祝福之門開啓，因 

為妳，媽咪更深地經歷和認識天父 

的愛，也經歷衪的信實，就如神當 

初promise過會與我們一起照顧妳 

。十幾年來，髙山低谷，神都與我 

們同在，有時是祂抱著我們渡過。 

“What a faithful God have I（何

等信實我主)”是媽咪放給妳的最 

後一首詩歌。當詩歌放完後不久， 

妳就停止呼吸，瞬間妳的心跳也停 

Gloria 寶貝
|李一菲

time，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 照顧妳

對媽咪而言，是件很喜樂的事，但

身心靈也會疲累。如果覺得好似走

不下去時，上帝的愛就會一次再一

次的澆灌媽咪，讓媽咪重新得力。

另外一首詩歌也是媽咪喜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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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當護士拿掉妳的鼻胃管，打奌滴的管子和

氧氣管時，妳真是free from sufferings，卸下

世上的勞苦，不再有痛苦了!

當妳離開我們之後，媽咪曾向神禱告想知道妳

在天上是否OK。二天之後是主日，我們一起 

帶著Melody到教會。在敬拜中，媽咪在意念中 

感受到妳牽著耶穌的手向媽咪走過來，接著感

受到妳在握我的手，就如平時媽咪握著妳的手，讓妳知道媽

咪在妳身旁的那種方式。妳告訴我妳很好，叫我不要擔心。

雖然妳離開我們已快一年了，但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和妳的

笑容，常常出现在媽咪的腦海裏和爸爸的談話裏。我們對妳 

有無比的思念。妳真是神的寶貝，是神所託付給爸爸和媽咪 

。寶貝，媽咪很高興有妳，且謝謝妳來到我們的生命，你是 

獨特且唯一。寶貝，媽咪永遠愛妳。我們天上再見！

每年圣诞节前夕，先生与我会花些时间回

顾神在我们家的恩典，并整理成一封感

恩信，寄给亲朋好友，去年也不例外。正逢那

时教会为了把握圣诞时机有一系列的报佳音活

动，我也报名参加。另外家里为传福音开放家

庭，准备食物，事务繁多，日子非常忙碌。心

想我为主那麽努力摆上，先生应该会把年终的

感恩信处理妥当罢！

没想到当我忙完了，询问先生感恩信都料理好

了吗？结果发现先生还在等我完成某些部分，

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做完 

？难道你没看到我为主那么辛苦服事吗？明天

就要出远门去度假。现在该怎么办？！”就丢

了几句很不高兴的话。结果惹怒了先生，那天

晚上很不高兴的上床睡觉。

隔天早上起来亲近上帝，主就带领我读到下列

经文，腓立比书2:5-8“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
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
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
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看见耶稣自己柔和谦卑的生命,我的心被融

化。主的光照耀在我的心里,看见自己昨晚的

态度不好，只想到自己，没有顾念先生，一点

放下反而得著 |周惠鴛(Joy)

都不谦卑！不柔和！赶快悔改在主面前，也求问主当如何弥

补？主就赐下感动当如何行。

那个早晨就尽我所能，把能做的做完，并找了一个合适时机

向先生郑重道歉。孩子们也都起床，准备去度假的东西。孩

子们一边准备，一边抱怨，因为那几天家里太多不开心的事

了。主感动我用柔和的话去安慰每一个孩子，孩子们的心再

一次欢喜快乐。接下来我们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假期。感谢

主，全都因为主爱的激励，选择放下自己，反而得着了家庭

和睦与喜乐，并留下一个极为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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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8日，亚特兰大从早上起开始下大雪。

因下雪可能带来危险的路况，公司下午1点钟宣布 

，办公楼2点以后关门。我就在下午2点钟从公司开车

不要害怕, 我与你同在|郭靖

回家。我所在公司的地点是车流聚集

的地方，路上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排着 

队慢慢地向前挪移。将近1个小时后 

，我才开到离公司只有0.2英哩的一

条小路上。在一个红灯前，有一辆车

停在那里，我就踩刹车想要停下来。

但我的车仍然在向前滑行，眼看快要

撞到前车了。我又狠命地踩了一下刹

车，车身由垂直变成水平横在路中间

了。我当时非常镇静，赶紧调整车头，继续往前开。

这个危险过后，我的心里并没有很害怕，相反的是充

满着感激，是神保守我免了一场车祸。

过了这段小路，来到一条塞满了车的大路上。车子如

蜗牛蠕动似的，5个小时行了不到0.8英哩。在车上给

我的小组发信息，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求主开路。

车子随着车流慢慢行到Haynes Bridge上。这条路有

不少上下坡，在冰天雪地里，这些坡就成了大问题，

先前更出了车祸。为安全缘故，有人组织车辆在上下

坡前排队，每次只允许一辆车子缓慢通行。我又发信

息给小组让他们为所有要上下坡的车辆祷告，让大家

都平安通过。结果我很顺利地经过了这些坡。到了晚

上10点多钟，我开到Old Alabama路上。谁知竟被告

知前方因路面施工的缘故，要绕道走小路。天晚气

温下降，路面已经结冰了。我的车轮就在冰上打起滑

来，根本无法往前行。我赶紧打电话给牧师，询问这

种情况该如何处理。牧师建议说要左右转动方向盘试

一试，或再等一等，也许等地上的冰结得厚实之后，
能增加摩擦力。师母则发信息

给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为我迫切

祷告。放下电话，我开始试着

左右转动方向盘，车子稍动了

一点点，但很快又不动了。我

想到诗篇91:11-12节的应许： 

“因为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
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
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我就迫切祷告，求主派天使来帮助我

推车。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有三四个年轻人徒步走

过来，先推我前面的一辆打滑的车子，再来推我的车

子。推了好长一段距离，我的车子才重新有了动力，

可以开起来了。我心里非常感激，这几位年轻人真是

神听了大家的祷告所差来的天使。对着接下来我要行

的路，我祷告说：主啊，请你派你的天使来托着我的

车吧，免得再出现打滑的现象。果然在剩下的一个

多小时内，车子再也没打滑。1月29日凌晨十二点钟

时，我平安地开车回到了家。平时只要三四十分钟的

车程，我开了整整十个小时。

当晚，我怀着感恩的心感谢神救我脱离险境时，好几

个很响亮的笑声从腹中涌出来，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印

证：神与我同在，祂保守并帮助了我。1月29日的灵

修email中有一段信息特别触动我的心：“主说，打

开你的心灵来学习你平常没有机会明白的事。不要

再怀疑我与你同在。是我正引导你的脚步”。这段信

息的最后引用的是以赛亚书41:10节的经文：“你不
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
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当看到这段经文时我眼睛一亮，这不正是

上周日1月26日我在小组分享得属灵产业的经文吗？

没想到两天后，圣灵就带领我在冰雪中十个小时经历

并进入了这个真理。当我在整理这篇见证时，才意识

到我是在1月24日早上在车子里用方言祷告时，领受

到要与组员分享赛41:10节的（参见《战胜恐惧的操

练》的见证）。至此，圣灵已经三次对我讲赛41:10
节。2月8日周六，我有感动要大略翻看一下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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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经历了好几次神奇妙的教导与带领，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先生发现餐馆的锁匙不见了。

我们在家里楼上楼下不停地找，也找不到。第二天我

先生去上班的时候，我在家不停地向主祷告。我告诉

主说，我先生人比较马虎，求神给他明明白白地指示

在哪里。过了没多久，我先生打电话说锁匙找到了。

原来锁匙掉在餐馆外面的树下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他

一下车走几步路就看见了。我好感谢主听我的祷告，

给我先生指明方向。

6月份，我女儿、儿子和我一家人去六旗(Magic 
Mountain ) 玩。在玩的过程中，突然我女儿告诉我她

头好昏。我让她找个位置坐下来休息一下。她刚坐下

来的时候，我看见她在翻白眼，昏迷了过去。我吓坏 

了。我不停地大声呼唤:“哈利路亚，神啊,哈利路亚 

，神啊”。后来过了没多久，她醒过来了。神医治的

大能临到了她。当她一醒过来，她自己马上也说了一

句“感谢神”。

7月份我们去佛罗里达玩。我孙子因为喝了太冰的奶 

，在回旅馆的车上大吐特吐，全家人都傻了。在旅馆

里，我看见他脸色苍白很难看，就在旁边为他祷告。

祷告完之后，神启示我给他山楂吃。我先生上网查到

可以用山楂泡水给他喝。我孙子喝了没多久，全身出

汗。然后看见他脸色也变好了，没事了。感谢神！

10月份的时候，我女儿的新餐馆开业。我的先生也想

神的奇妙带领 |原秀鶯

投资女儿的新餐馆。我说：等一下，等我今天晚上问

一下主可不可以，再打算。当天晚上我梦见一个人拿

了一碟小盘子的菜出来。我明白了这个梦的指示，不

适合做这个投资。第二天我就把这个梦告诉我先生。 

我的先生也相信这个启示。我们就没投资了。礼拜天

去教会回来的路上，我的头脑里有一句话：“寻求就

寻见，敲门就给你开门”。过了一个半月，我女儿的

新店投资失败，关门了。我和我先生讲，幸好我们问

了一下主，主启示我们不要做，我们才没做。感谢主

的引导！

 

感谢神在我的生活中不停地指示我，给我应许。我

虽没读过书，但神教会我很多东西。一步一步地让我

更认识祂，明白祂的心意，更信靠祂。一切荣耀归于

祂，哈利路亚！

Deere牧师的《圣灵说话大惊异》下册。最后一章的

标题吸引了我--神话语和圣灵的能力。这一章讲了一

位在精神病院住了两年多的姐妹怎样接受一位先知为

她的祷告，以及她怎样靠宣告以赛亚书41：10节三天

后走出精神病院的奇妙见证。当我读到这里，我的眼

泪夺眶而出。从1月24日到2月8日这短短的两周多的

时间内，神在不同的场合用同一段经文对我讲了四次

话。我流泪祷告说：在我这一生中，不知道将来会经

历什么艰难或危险的事，但求主记念你给我的话，将

你的同在深印在我灵深处。求圣灵提醒我这一系列的

经历，让我完全依靠来自神公义的右手的扶持，与主

同行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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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2013年9月23日至10月17日，这25天让我真实的见

证到神的大爱与同在。

10月17日是我前夫过世的日子。在他的心跳停止前的

10分钟，我们还一起唱“奇异恩典”。他用平生最后

的力气挥了挥手，说：Lord, come! Come! 我就眼睁

睁的看着他被神接走了。我曾经多次看到病人在痛苦

中死去。而前夫的死见证了一个基督徒的死是带着平

安和喜乐的。因他知道要去那天国的乐园。

7月15日我接到前夫电话，说他被确诊了末期胰腺癌

和肝癌。我万分震惊！因为之前毫无征兆，而且我们

因为个性不合已经离婚三年多，不常来往。我赶紧安

慰他说，医生会想办法的。再说，我们还有神啊？！

你相信吗？他说，我信！我信！接下来，我们天天祷

告，看神如何安排。

几个星期过后，我感到心里有很大的负担想要了解他

的病况，想要照顾他。可我的工作和生意又让我走不

开。我潜意识里想把他接到亚特兰大来，可以一边工

作一边照顾他。可他的医保不付，所以这个办法行不

通。我们就继续祷告。同时，我心里面对他的怜悯越

来越重。我相信，这是神放在我里面的。每个主日敬

拜，我都迫切的求神医治他。

9月22日前夫病情恶化，被送到急诊。我问神我该怎

么办？一个很清楚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我要去照

顾他。我想这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于是，星期一早上

5:30起来，女儿开车两个半小时把我送到前夫住的地

方。医生说要住院观察两天。病房里只剩我和前夫两

个人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活不久了。我

哭着鼓励他：不怕！医生救不了你，药物救不了你，

我们还有神！我们就一起祷告赞美神，一起唱“奇

异恩典”。唱着唱着，我们都笑了。平安和喜乐降下

来。从那天起，每当他痛苦时，我们就祷告，唱诗

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耶稣爱我，我知

道”“奇异恩典”这几首诗歌，我们天天唱。就这

样，神的爱日日显现。

我想，神既然差派我来为主做工，我就让神的荣耀得

以彰显，让他在余下的日子里更多的领受神的大爱。

有一天，他早上起来，虚弱到无法自己去洗手间。我

就帮助他接尿。他躺在床上，哭了。问我：“我以前

对你那么不好，你现在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这样照

顾我呢？”这句话他问过我很多次。我回答说：“这

是神的爱。不然我不会在这里。神爱你！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也知道你是神派来的真天使。”

哈利路亚！神就是爱！

在前夫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教会的牧师师母开

车近三个小时，来为他祷告。师母问他：你现在还有

什么人没有饶恕吗？你要向神忏悔。求神饶恕你，你

同时也要饶恕别人。他突然坐起来，把我叫到面前：

我以前做的不好。你愿意饶恕我吗？我说，我已经原

谅你了，因着神的爱。你愿意原谅我吗？他说：我愿

意！感谢赞美神！只有他能成就这么奇妙的事。让我

们刚硬的心柔软谦卑下来。

10月17日傍晚,他的情况越来越危急，我叫了急救

车，大概30分钟后到。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一起呼求

神。想起他以前说过，等真的要走的时候，让我给他

唱“奇异恩典”。于是我们就一起唱：“奇异恩典，

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医生到达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

了。赶紧进行生命体征检测，医生说已经没办法救

了。几秒过后，他的脸变白，面部非常安详的咽下最

后一口气。恰巧来的医生也是基督徒，我们就一起祷

告，求主来接他回天家。医生说，很多癌症病人临终

前都很痛苦，可他却走得很安详。是的，因为我们的

神把他接到最美的地方去了。

在这25天里，每一天我们都能真实的感受到神无微不

至的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愿更多的人

来认识和信靠我们的真神！

神的大爱|李芬

21

     亞特蘭大靈糧堂



回想起来美国的一年半，一路

上都有神的指引和恩典。

刚到美国10天的星期天早上，我执

意要求老公给我找一个华人教会，

在大黄页(Chinese Yellow Page) 上 

找到了灵粮堂，从此开始了我们规

律的教会生活。好象一只羊找到了

它的牧者，有了家的感觉。我们家

里也添了一只小羊宝宝，一切都是

恩典。

我们商量决定再要一个宝宝，当月

我们就怀孕了，六年前我们有老大

的时候，也没这么快，而且我们都

已经36岁了，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神迹。怀孕期间一切都顺利，直到

生产之前，没有任何水肿，睡眠也

是很好，很少起夜。我祷告在6月
底前生，最好38周生，这样7月的

保险就可以省下1030元。真的，

就是那么神奇，6月21日星期五我

带着三个孩子去湖边游泳，去之前

还自言自语：这是我生产前的最后

一次去湖里游泳了。我游了两圈，

觉得肚子下面发紧，还是少游些

吧，看着孩子们玩就好了。

晚上照例还是去教会查经，23点才

来的太快

下来，早点不痛。痛的时候赶紧用

力，不痛的时候，就祷告：神啊！

让我来享受这份幸福的疼痛！认真

用力，认真祷告，真的，没那么痛 

了。9点20分，孩子就顺利生下了 

。这幸福来的太快，老公还有些反

应不过来，自言自语说：早上醒来

三个小时孩子就生下来了，也太快

了吧！赶紧给倖生打电话要鸡汤，

电话一通，先让她猜我在干什么。

她说不是在医院了吧？我说是啊， 

是在医院而且已经生完了！她说不

可能吧，10个小时之前我们在教

会说再见，怎么这就生完了！你这

|管玉華

回到家。早上，4点50分被宫缩给 

痛醒了，痛了半个小时，看看时间 

，怎么5分钟一次，也太快了吧。

本以为晚上能生出来就不错了，还 

不着急呢，打算让老公和孩子再睡

一会儿。本想吃完早饭，收拾东西 

，去超市买些水果，再去医院。到 

6点的时候，痛到很急很难受，还

想再忍一会儿，让他们再睡一会儿 

，已经快痛到吐了，间隔时间也是

越来越短。只能赶紧去医院了。7
点40到医院的时候，我已经痛得要
站不起来了。助产士马上检查，被

告知一个小时孩子就可以生下来了 

！来不及打麻药了！天哪！老大是

剖腹的，老二90%的可能也会是剖

腹，但是想试试自然分娩，不可以

的话，再剖。现在马上就要生了，

心里还真的是没有准备好，很想打

麻药，也打不了。真的很痛，只能

认真按医生说的方法用力，早点生

个SUPER LADY！不是我SUPER 
，是神太给力了！

下午惠国和倖生来送鸡汤的时

候，儿科医生来检查孩子的健康

状况，医生走的时候，说：Perfect 
Baby！大家都笑得好开心。早生

了两周，正好38周生的，七月的

保险也省了，顺产也减少了伤害和

疼痛，也省下来了不少的费用。一

切都是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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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份，我们全家回国探

望父母，亲戚和朋友。8月
份回到美国后我的心情一直很低

沉，无法专心读经、祷告。有时候

会安静到一整天都不愿讲一句话，

很想把自已封闭起来。有时候上班

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总想着把工作

辞掉。可是一想到主说不做工的没

有饭吃，加上我们家的经济状况，

又不得不继续做下去。（感谢神赐

我这份工作，若是没有这份工作，

我整天待在家里，我的境况可能会

更糟糕。)虽然，那段时间我很软

弱，很痛苦，甚至有点忧郁的倾

向，但是，在我心深处很渴望被神

来恢复，很渴望有神的同在及被圣

灵充满。所以，我期望在11月底我

们教会的“遇见神营会”里来遇见

神。

 

在得到丈夫的同意之下我和女儿一

起参加了去年11月底为期3天的“

遇见神营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在

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参加特会。

我满心期待，期待神再次来触摸

我，充满我，甚至期待能有说方言

的恩赐。可是，连续几场的聚会

我都没有被圣灵充满。我跪在神的

面前，流泪祷告呼求，求神来触摸

我，更新我，提升我，求圣灵来充

满我，恢复我。可是，神好像都没

有听到我的呼求。看到別的弟兄姐

妹一个个的被圣灵充满，有的得释

恢复 |黃友琴

放，有的得

洁净，有的

讲方言，就连平时害怕开口祷告的

冯阿姨也得到讲方言的恩赐了，我

更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在星期六晚

上的聚会结束后，我坐在那里不想

走，像一个赖皮的小孩对神说:“

阿爸父神啊，我今晚不回去睡觉

了，我会等，直等到您把方言的恩

赐也赏赐给我”。后来有几位弟兄

姐妹也来为我用方言祷告，冯阿姨

也用方言为我祷告。当然，我也有

为自己曾经怀疑别的弟兄姐妹讲的

方言而认罪悔改。可是直到半夜12
点多，管理人员说我们不可以再待

在这里，他要关门了,我感觉仍没

有得到讲方言的恩赐。当时那种失

望的心情可想而知。虽学娟姐妹安

慰我说:“友琴啊，当我为你祷告

时感觉神已经把方言赐给你了，你

不是在梦里也讲过方言吗?不要灰

心，继续祷告，有一天你会讲出方

言”。但是结果是我没有得到方

言，也没有被圣灵充满。

 

到星期天的上午最后一场聚会后，

很多弟兄姐妹都分享他们的见证，

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而我却

没有。那一天我是带着失望回到家

中。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

到自己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已

经快要死了。但是，我的外表看似

一个健康的人，只是不再是我原来

被神

的样子。因此,所有人都认不出我

来，唯有我的丈夫在拥抱我时闻到

我身上熟悉的气息才会认出是我。

我开始有些害怕自己很快会死，但 

是，一想到自己是属基督时，我就

在梦中对神说：“神啊，我不怕死 

，因为我知道，我死后会去到你那

里”。刚说完，我就梦到自己和女

儿站在一堵墙前，墙上有三根青藤 

，藤上长满绿色的叶子，看上去很

健康，绿油油的样子，充满生命力

的样子。女儿说：“它们虽然看上

去很健康，但其实是死的。”我说 

：“这怎么可能呢? 它们明明是健

康的啊!”女儿就过去把那三根青

藤拉下来放在地上。我再一看，原

来它们是三根早已枯死的藤，连叶

子也是枯干的。我一下就从梦中醒

过来。我不断思想这个梦，想知道

这个梦有什么意义，难道是在讲我

就像这些枯干的藤和叶子吗？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天天祷告詢

问神有关这个梦的意义，神没有立

即回答我。直到星期天的早晨，当

我醒来在床上向神祷告说：“神

啊，我很想起来读您的话语，亲近

您，但是我的身体真的太软弱了，

若是您愿意帮助我，那我就可以起

来。”刚祷告完我的脑海里就莫名

奇妙的冒出“同在”这个词。我

正想着为什么会有“同在”这个词

冒出来时，“丰富”又在脑海中浮

23

     亞特蘭大靈糧堂



现出来。我很清楚这两个词都不是

我想出来的。但现在这两个词就好

像深深刻在我脑海中一样。当我明

白了唯有神的“同在”才会有“丰

富”的生命时，我整个人就充满了

活力从床上跳下来了。我梳洗整齐

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随着圣

灵的带领唱歌赞美神。我的眼泪不

住的往外流，那不是伤心的泪，而

是被圣灵浇灌，充满喜乐和满足的

泪。再一次被神扶起，再一次经历

神恢复的大能，我的心真的是对神

充满了敬畏和向往。我向往更多的

经历神，更多的拥有神，更多的有

神的同在。因为，只有在神的同在

里才可以活出更丰富的生命来。

感谢神!通过那个梦让我明白原来

我是因为与神失去连接而使得我

的灵生病了(在回中国的那十几天

里我都没有读经、祷告)。若不是

神来恢复我，使我能够再次与神连

當我受聖靈的洗會說方言後，

神很清楚地向我啟示【使徒
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
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
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的経文。回

想不管當時在Donna姊妹家幫忙的

陳太太受洗，或是Advent Taiwan
的學生決志信主，都讓我明白我們

只是一個與神同工的器皿，我們只

要順服神，做我們見證神的部分，

神會做另外一部分來成就。而且看

到失喪的靈魂得救，那種喜樂真是

不可言喻的。

這一兩年雖然也常常在主日時聽到

傳福音的重要性，我卻是聽道而不

行道，總覺得自己沒有傳福音的恩

賜，直到有一日讀到【马太福音5: 
13~16】“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
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后无
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 
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

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
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
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論到

我們要為神做光做鹽，幾顆鹽就可

使食物變得有味道；即便是小量的

鹽，也能減緩腐敗。我們是世上的

「鹽」，只有這種鹽能夠加添生命

的味道並止住世界的腐敗。神對我

心説話：「你們這些在社會上僅屬

少數群體的信徒，正是我要用來改

變世界的人，你們就是鹽。我把你

變成鹽，你就只管做鹽吧。你作鹽

的能力是來自基督的大能。」好些

日子我只安於與基督徒交往，只喜

歡躱在教會裏，我這個鹽似乎成了

留在餐桌上鹽瓶裏的鹽，雖然仍有

調味的作用，卻完全沒有發揮真正

的用處。

當我對神說：「我認識的朋友都是

基督徒了。」次日卻連續接到一些

在party中認識卻未深交的人的電

話，邀請我去他們家，或是把新朋

成為世上的盐 |陳倖生

友介紹給我認識，希望我帶他們去

教會，神讓我看到我只要留心，我

們身邊仍有許多許多未信主的人，

等待著我們把福音介紹給他們。基

督能使用我們在周遭整個不信的圈

子中調味，神給予我們這個特殊

的身份是讓我們把耶穌的能力和美

善帶給世人，讓我們所到之處，都

加進了基督生命的甘甜，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能改變周遭的不信與不

幸。我只須順服成為可用的器皿，

被神使用使人得福。

接，那我的灵就会死，就像那已枯

死的藤和叶子一样。奇妙的神竟

然在我不灰心的继续寻求和祷告下

用“同在”和“丰富”恢复了我。

满有怜悯的神竟然用梦提醒我，使

我的灵可以再次活过来。虽然，我

现在还是不能讲方言，但是，我相

信若是于我有益，时候到了，神一

定会赐给我的。感谢神！神真的是

对我们不离不弃，只要我们还有一

颗渴慕寻求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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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二月份的某一天我陪六岁的儿子读经祷告时 

，我问他有没有东西要感谢神。他说：“爸爸

在亚特兰大找到工作。”我问：“这个有什么值得

感恩的？”他回答说：“因为他不需要开这么远去上

班，那很累，也容易发生车祸。”我想这孩子真细心

体贴。我进一步问他：“那你会不会很开心每天可以

见到爸爸？”他很惊讶的看着我：“哦！真的吗？”

我此时发觉“爸爸在亚特兰大找到工作”和“每天可

以见到爸爸”对儿子来说是两回事。同时也很感叹，

这么多年来孩子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每天迎接爸爸下班

回家的喜悦。那时我已经可以想象孩子们以后每天傍

晚兴奋的声音：“爸爸回来了！！”

2013年3月1日是我们家崭新的开始。先生在亚特兰

大开始新工作，结束五年多在外地奔波及每周开长途

车来回的日子。我不再是周末妻子和“单亲妈妈”。

记得当女儿比较小的时候，在爸爸周日晚上启程时，

她都难过万分，常常是哭着上床的。先生也带着很不

情愿的心情离开。我心里则盘算着要如何安排每天的

时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或日子久了，大家已经习

惯彼此不在的生活。但这其实很不好。孩子们在这小

学的年龄确实需要一个父亲作榜样，塑造一个完整的

家庭观念。

先生的工作一向都不太顺利。不是失业就是短期合约

的工作，再不然就是常出差。但感谢主，每一次都是

有惊无险的度过难关。这次最惨，公司在外州，需开

长途车每周来回及分担两地的住宿。但为了等绿卡，

他不能换工作。我经常担心他路上的状况，也会胡思

乱想，万一出车祸，万一车子坏了，万一… 他若没

接我的电话我会很紧张，有时甚至无法入眠。上帝

啊，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这种日子？这种种的惧怕逼得

我非得到上帝面前。我祷告祈求他保守先生路途的平

安，也保守我的心思，不许随之狂野。祷告后往往出

人意外的平安在我里面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经常问

上帝为什么就不能顺利一点，但得到的答案是：信心

的考试，学习凡事依靠主，这事乃出于神。我发觉这

是事实。每一次的困难都把我和上帝的距离拉近了一

点。我需不断的依靠及相信爱我的上帝一定会带领我

们，并将最好的赐给我们。上帝的时间是最恰当的，

他向我们证明他那信实的属性永不改变。

2012年底当我们拿到绿卡前，先生已经开始物色新

工作。由于他和公司签了办下绿卡后为公司服务两年

的合约（毁约需赔偿申请绿卡的费用），他有点想在

绿卡下来前先换工作可免赔偿，我也觉得可贪个便

宜。但新工作一直都没有消息。甚至有些工作面试到

了最后一关都觉得还可以的，都被淘汰了。那时我也

为他的工作祷告，但总是没有平安。有两次我梦见他

垂头丧气的告诉我，拿不到工作。我知道上帝不喜悦

这种取巧的心态，于是向上帝认罪。

绿卡办下来后，他继续找工作。同时我没有罪恶感，

可以光明正大地为他祷告。有两家公司面试他，一家

在亚特兰大，另一家则需出差。他不知如何做决定。

我当然想他选择前者，但我那时在读创世纪亚伯拉罕

与撒拉的故事，我妹妹同时提醒我撒拉替亚伯拉罕做

主而惹了大祸。于是我将我的意见吞了下去，只为

此事祷告，不加自己的建议，祈求上帝开一扇门就好

了。结果，上帝垂听祷告，需出差的那家公司的门关

了。感谢主。

在本地的那家新公司一月下旬发出录取信，以附带满

意的背景调查为条件，让他2月15日开工。他想等原 

“爸爸 回來了!”|陳佳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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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的公司分了花红再辞职（要

二月中以后才出），至少可以用来

赔绿卡费用。于是要求将开工日期

挪到3月1日。我们原以为接下来

的背景调查没什么问题。但复杂仔

细的调查出了些状况，让我以为这

次的机会又要泡汤了。我们等得很

心急。日期一天一天的过去，眼看

离3月1日不到两周。那天听一篇

讲道，有一句话触动了我的心：“

你们的信心是需要不断操练的，就

像我们的身体需要用运动来操练一

样。”希伯来书11:6也告诉我“人
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
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祷告

说：“上帝你已经开路到这个地

步，帮助我相信你的时间一定是最

好的。”

2月25日，也就是二月份最后一个

星期一早上，先生打电话来说背景

调查过了，可以顺利上班。我们非

常感恩。那时唯一的考量是花红还

没发，也不知什么时候发。但想到

新公司既然已确定了，他还是当天

就将辞职信交上去。后来的结果是

超乎我们意料的：赔偿费用比我们

估计的低一倍，不但如此，二月底

发薪时也发了花红，可以补上大部

分的赔偿费用。

上帝的时间最美好，地点也最好。

这是众多间申请的公司中最靠近我

们家的一间。在日期满足时，将最

好的赐下！如今他在这公司上班快

一年了，真感恩。孩子们终于可以

每天大喊：爸爸回来了！！！

你知道2013年发生在我们家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

神把你带到我们这个家庭。年初开始你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

一天一天的长大，也伴随着咱们教会所有叔叔阿姨的祈祷，求神保

佑你和你妈妈能健康平安。直到你六月二十二号呱呱落地，这一切

都平安顺利的出乎爸爸的预料，真是感谢神的恩典。今天爸爸写这

个见证的时候，你已八个月大了。回头看你一眼，你那脸上灿烂的

笑容，是神给爸妈最好的礼物。

作为父亲，当然希望给你更多的爱。你出生到现在八个月了，爸爸

没有出过一次远门，总想呆在你身边，不愿让你因为没人照顾而啼

哭，不想让你因为尿布换得不勤而觉得不舒服，但是爸爸能给的东

西太有限。回想爸爸这前半生，只是追求功名利禄的东西。少年花

了太多时间，只为了一纸文凭；工作上花了很多精力，只为获得应

得的报偿；绞尽脑汁，只为了钞票。

总之，爸爸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已的私欲。但爸爸希望你有

不一样的生命，希望你长大了能打开心门去爱所有的一切，带给别

人温暖；愉快欢唱让心灵安息；凡事感恩，常常喜乐。这些东西

爸爸都想给你，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只有天父，就是供给我们

阳光雨水及空气大地万物的上帝，他是完全的慈爱，他是无穷的

能力，他是永恒的存在；他给我们这些儿女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可

叹，难以测度。天父能给我们儿女的一定远远好于，多于，久于

我们给予儿女的。我们仁慈的天父，你只要向他求就能得着，这远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James，爸爸写这封信你可能此時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我们的天

父必定看到爸爸的一片用心。希望你能早日的认识我们天上的父。

耶稣说：“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
是天上的父”（马太福音23:9）。

James,

的一封信
给我儿   James Cheng

|程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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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新年我

都会想吃

年糕。今年很想 

吃南瓜馅的年糕 

。因为我看到电

视里面做的南瓜

年糕好好吃。原

本想去超市买南

瓜做年糕，可因

为我不会做也就

没有买。过几天

是星期日，教会

有位姐妹送年糕

给Fenny。Fenny
知道我喜欢吃就

把一整块年糕送

给我。那时真的

好开心，一直感

谢主。他都顾念

我的心思意念。

后来，那做年糕

的姐妹听说我喜

欢吃就送我一块

耶稣爱我

我跟神祷告说让我回亚特兰大之前

仔仔可以报名读书。感谢主！不

久学校就通知仔仔去读书。还通知说学

校要办一个party。那天婆婆炒了米粉

带去。刚好Nathan睡觉了，我叫公公帮

忙看着，然后偷偷溜出去参加仔仔学校

的party。仔仔看见我来了好高兴。我

们坐在一起吃饭。有个小男孩坐在我旁

边吃。他很乖,妈妈没有来就自己夹吃

的。后来他的妈妈来了，听她的口音是

福州人，我们就聊起来了。他的孩子过

来说：妈，肚子痛。他妈妈就抱他在怀

里，但小男孩一直喊痛。我心里想我可

以为他祷告呀。他妈妈就抱他躺在椅子

上。我赶紧过去为他按肚子祷告。我好

紧张呀，心里嘀咕是该小声还是大声。

感谢神给我力量！我就开口大声祷告：

耶稣，因你受的鞭伤宝贝得医治！因你

受的刑罚宝贝得平安！奉耶稣得胜的名

阿们。接着我摸宝贝的肚子问他，是不

是耶稣摸你的肚子？他说是呀是呀。那

肚子是不是不痛啦？他说是呀是呀。然

后他就起来跟小朋友玩。借着这件事，

神让我亲身体验到靠着信心我也可以做

到的。感谢神！

|陳敦玲
因信得胜

南瓜馅的年糕。我好高兴！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想吃里面放

南瓜的年糕。我好开心神顾念我。我不知道怎么对神表达感

谢。我见人就跟人分享喜悦。

还有一次我在超市看到一个晚上会发光的动物玩具想送给仔

仔。那个真的很漂亮,知道他一定会喜欢。我就决定等过几

天来买。星期天聚会完回到家，Fenny接小孩回来。她给我

一个礼物,说是倖生送给我的。我拿到楼上打开,正是那个我

在超市很想买的。真的美死我了。主耶稣他都知道我的所思

所想。

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跟小儿子Nathan一起吃饭。每次

餵他吃完，我就没有什么胃口吃。那天我在心里祷告神说：

主耶稣,我很想有一个人能陪我吃饭。隔天早上晨祷完，学

娟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我很感动！没有人像耶稣这么

爱我，了解我的需要。感谢上帝！

27

     亞特蘭大靈糧堂



從地上的父親，我略認識天父

的愛。我是家裏最小的，父

親比較疼愛我，家裏人都知道我是

父親的寶貝。每當我放學晚一點回

家，父親就會在家附近的巷子口，

或是路口等我。等到我之後，沒有

責備，只說回家就好，我的心常常

被父親的關愛感動。直到自己有孩

子後，就更多一點認識和體會到天

父的愛。

天父對我們的愛是無條件的愛：我

有二位特殊的孩子，她們不能溝通 

，所以我很喜歡在孩子身旁，默默

地看著她們，看她們有沒有什麼需

要，或不舒服，我喜歡握住她們的

手，有時會輕輕捏一下，告訴她們

媽媽在她們旁邊，她們可以安心的

睡覺。我也喜歡唱詩歌給她們聴，

看見她們睡的香甜安穩我就非常地

開心。但是一旦她們生病，我的心 

也就跟著她們七上八下，非常地牽

掛。有一天，神就讓我明白，天父

也是每天，每時地看著我們，我們

是祂的寶貝，祂默然地愛我們。西

番雅書3:17“耶和华─你的神是施

天父的愛 |李一菲

都被數過了。詩篇139:2-3“我坐
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
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
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的”。撫養二位特殊需要的孩子已

有十二年，這些年來，神為我們所

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也未曾想過，就如神帶

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申命記

29:5“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
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
鞋也没有穿坏”。Gloria和Melody
這十二年來，前前後後進出醫院且

住院超過一週的有十多次，她們所

需用的輪椅，醫學器具，所服用

的藥，看過的醫生，復健，家居護

士，媬姆等等費用加起來絕對超過

美金一百萬，這對于一個普通家庭

真是天文數字。但是耶和華以勒的

天父，都為我們預備，在財務上，

我們沒有欠缺和欠債。就如經上說

(马太福音6:26)“你们看那天上的
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
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是

的，我們比飛鳥貴重很多。

天父的愛在我們一家身上，非常的

多，我都無法一一述說。但我還要

說的是，我們對天父的愛要有回

應。當我的姪女惠中找到工作要離

開我們搬到紐約時，她留下了一個

卡片。卡片裏寫著她謝謝我們多年

來的照顧，關心和幫助，把她當做

女兒看待。我看完卡片後感覺很溫

馨和開心。我相信天父也有同様的

性情，喜悅我們感謝祂。讓我們懂

得常常感謝天父的愛和祂的恩惠。

我也相信天父希望我們能用祂的愛

去愛別人，讓世界變的更美好。

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
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
因你喜乐而欢呼”。「歡呼」原文

希伯來文的字義是「唱歌」，愛我

們的天父看到我們就歡欣喜樂，默

然愛我們，而且喜樂到唱歌給我們

聽。但是當我們靈裏生病，對神沒 

有興趣，遠離神，聖靈就會擔憂，

且會想辦法要扶我們起來。一次，

二個孩子同時發癲癇，很是痛苦，

我的心就如刀割。因為不能幫她

們，我的心就煩悶且埋怨神，覺

得天父不愛我們。隔日是主日，

我們是請外面的講員，講員講道

完後為弟兄姐妹禱告。我沒有出

去到台前，而是講員來到我面前，

說“God loves you very much”。

我放聲大哭，很感謝有一位愛我的

天父。祂從來不離棄我們，祂對我

們的愛是無條件的，而且祂常是翻

山越嶺的來找我們。

天父對我們的愛是personal：针对

每个人的，按各人量身訂做的。祂

認識我們。馬太福音説到祂按著名 

叫自己的羊，就是我們的頭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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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前，当我们教会准备搬入现在的聚会场地

时，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里面，神渴望对小孩

说话！预备道路，准备空间让主对小孩说话，让主触

摸孩子们的心。神感动我要在儿童主日学里有儿童敬

拜主日，带领小孩敬拜，赞美，安静聆听神的话！又

看到新的聚会场所有一间颇大的活动场地，心里更是

确定：神要我们开始这样的服事，把孩子带到他面

前，让他自己触摸我们的孩子！

找到一位有同样负担的姊妹，每个礼拜一起在电话线

上为这样的服事开始祷告。在2010年11月正式开始儿 

童敬拜主日。那段开始挖土的时间非常辛苦，小孩也

没有进入状况，有些时候是灰头土脸，沮丧挫折，但

也有些时候神给我们尝到一点得胜的滋味。2011年2
月敬拜时，带领诗歌的姊妹感受到神要换别的诗歌，

她立刻顺服。那天老师们带着孩子在主面前自由地跳

舞歌唱，大大的欢喜快乐。到安静的诗歌时，孩子们

都好安静，老师们抱着孩子一个一个祷告，圣灵在小

孩身上奇妙工作！在信息分享时，每个孩子都留心聆

听。神用这小小的得胜大大鼓励我们！

另有一次的敬拜主日，题目是圣灵充满，圣灵在聚会

里自由地工作，我的儿子书亚被圣灵摸着，圣灵感动

他，使他心裡觉得在哭泣。之后又感动他呼喊，他顺

服了！这次圣灵触摸，他回家后生命有显著的改变。

他祷告变更认真了，生活的态度也感恩，喜乐好多。

神透过这个生命改变，让我更坚定走在这条道路上。

不断地呼求主教导我们如何争战，如何往前走。主就

赐下感动，动员更多的老师参与祷告，参与服事。于

是开始了星期四晚上为主日学守望的祷告会！呼召更

多老师一起来祷告，有祷告就有突破！那些日子主带

了两位状况特殊的小孩，来到我们主日学，他们很容

易动手打别的孩子，在上课中常常闹情绪。祷告中主

提醒我们，在这两个孩子背后有搅扰的灵，以至于他

们很容易搅扰聚会。于是我们拿起神的权柄，斥责那

黑暗的权势，捆绑那背后的壮士。神也赐下策略如何

处理搅扰的状况。那次敬拜主日，主大大得胜，他使

那两位小孩安安静静。很多小孩都可以感受到主在那

里，甚至有一位老师病得医治！

主让我们在失败中学到很多宝贝的功课。有几次聚

会，老师们心不够合一，甚至有些老师心里下沉，或

是生气，那天真的就很惨了。因服事的老师生命中有

破口，神的灵无法透过我们自由运行！神呼召老师们

更圣洁地活在主面前！

主渴望大大地临到小孩，今年神更大步行走在我们中

间。聚会后有十几位小孩分享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

“主触摸到了我，我感受到神的愛！” 
 

“我問神你多愛我，他讓我看到很明亮的圖 
  画！” 
 

“我感受神点亮了我的生命！”

我们的孩子

|儿童主日學校長  Joy Mao

神要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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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了方言，心里熱熱的！” 
 
“神洗淨了我的心！”

主更是在儿童敬拜团里大大的工作。神为自己的名预

备精兵。很多次的练习，主的同在就在那里，孩子们

被吸引。现在好多孩子在火热的读圣经，好多孩子平

均每天至少读十章圣经！

神渴望得着我们的小孩，神要兴起一群认识他名的小

孩，神在工作！何等荣幸看见神的作为！也感谢所有

参与的老师，愿神纪念你们的辛劳！

有天下午我收到一封移民局的信，同时律师也收

到了这封信。信上说移民局拒绝我的公民申

请。要么重考，要么就上诉。原来移民局没有收到我

寄的相关文件。我有点焦急，问律师为什么会发生这

事。律师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连续说了3次“别

发怨言”。放下电话，我非常挫败，赶紧向神悔改，

主啊，今天连外邦人都说我在发怨言，求神赦免我刚

才讲话的态度。那时一种无力感占据我的心。事情一

件没完一件又来，很想逃避这一切的压力。刚好师母

借我一本书，帮助我缓解压力。这本书写着一个弟兄

预备好去遇见主，他在电话中会看见耶稣，后来没有

多久就被耶稣接到天家。当时我非常羡慕他能与主永

远在一起，不再有眼泪、不再有苦难了。我知道不是

我已经预备好了，乃是害怕去面对自己的无力感。当

晚我就做梦，梦见自己在看手机，手机的表面是耶稣

的脸，然后耶稣从手机里面走出来从我的左边绕过我

的右边，让我右边的肩倚靠在祂的身上，当我倚靠在

祂身上就坐稳了。当时我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个梦。

到了第二天早上来祷读诗篇29：1“神的众子啊，你
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荣

耀能力”这四个字一直打到我心深处。我的心发热，

就要跳出来的感觉。然后我们继续读第二节:“要将
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妆饰（的
或作为）敬拜耶和华”。

师母在祷读中问神什么是圣洁妆饰敬拜。当神的话发

出亮光的时候，你没办法继续跟着外面的形式走，而

是要认真的伏在神面前。在神面前我必须要诚实面对

自己内心的无力感。当我把困难看得高过神就不是圣

洁了。神喜欢我更自由，不要我被无力感牵着走。衪

要向我施慈爱，安慰释放我，因为慈爱是与诚实彼此

相亲，那天神把我带到祂话的大能里。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
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29：10-11）

神的话有力地打在我的灵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身

上脱落，我感受到自己比之前更有信心了。同时也领

悟到昨晚神给我的梦。我今天会在神的话里，看见耶

稣的面貌。祂的话成为我的盾牌，倚靠祂就得安稳。

神话语的 能力 |林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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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十六 

歲开始就固 

定參加教會 

的小組和青 

年崇拜。但 

是，我從來都 

沒有參加過宣教 

團隊。這是我第一次宣教。 

我看見了神的大能，祂一路都與我們同在…

六月二十五號，台灣短宣隊來到桃園參加宣教的訓練 

。我拖著行李和被扎腫的腳來到桃園，對於方向感不

好又不認路的我，可以平安的走到教會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我邊走路一邊禱告，結果神就平安的把我帶到

了教會。三天的訓練結束後，我們被分往不同的學校

去宣教。

第一站來到新竹，由於台灣的氣候炎熱潮濕，跟美國

的氣候完全不一樣，我們的隊員一個一個的生病，我 

也腹瀉不止還中暑了(當時我知道已經得腸胃炎了)。

早上靈修的時候，師母一一為我們禱告，我們也互相

代禱，呼求神的醫治。師母也傳消息請教會為我們代 

禱(感謝各位弟兄姐妹的代禱)。神醫治了我們的病痛 

。出發去竹東高中的時候，大家都精神抖擻。雖然我

還是腹瀉，但是我感謝神，這件事並沒有影響到我們

的宣教表演和課程的進度。在上台表演話劇時我很緊

張，因為我的英文不夠好，還要抓住角色的情緒，我 

每次在背台詞和上台前，都會先跟神禱告，請求神賜 

給我智慧，好的記憶力，可以把台詞背下來，求神賜 

給我演技，幫助我們榮耀神。感謝主祂一直都很恩待 

我們，神不但讓我把台詞背起來還讓我一句接著一句 

說得很順口。在最後幾天，我跟學生們做見證時他們 

都很專心在聽，在我帶他們做決志禱告時我很擔心：

台灣宣教

我們才相處一個

星期，他們會在

意我說的話嗎？

他們會相信神嗎 

？在這個時候，

禱告，信靠我，做好你的事 

，其他的就交給我吧！我們每天 

晚上一邊幫學生改作業一邊幫每 

一位學生禱告，希望他們可以認識
主。結果，沒想到幾乎全班的學生都決志了。我
感謝神，我沒有想到他們的心那麼柔軟，也沒想到

神做了那麼大的工。在我們下課時還有一位學生私下

跟我說：老師，你留下來教我一年吧！雖然我不確定

他為什麼這麼說，但是我真的很感動，歸榮耀給我們

的神！

最後一天我們在台上表演雲上的太陽，我們一邊表演

一邊邀請學生上來跟我們一起跳，結果，幾乎全體的

學生都上台跟我一起跳。我好感動，我覺得我的心被

大大的激勵了，感謝神藉著這些學生激勵我的心。帶

著祂加給我的信心出發前往台南。

到了台南，我們住在台南科技大學的學生宿舍(挺高

級的)。一大早，我們出發前去分派到的學校。那所

學校的對面就是一間廟，我開始有點擔心。晚上回到

宿舍時，師母說：不要怕，這是屬靈的爭戰，要好好

禱告。我每天去學校前都先做一個禱告，求神保守我

們的心，求神讓我們不要受到邪靈的干擾，感謝主，

我們一直都沒事。我的英文不夠好，一直以為我只能

當中文翻譯。沒想到我還真的教了他們一些英文，

感謝主給我這樣的恩典。一個星期後，我帶他們做決

志禱告的時候，有一些學生誠心的祈禱，我感動到眼

淚都快掉下來了。神啊！祢真奇妙。在台南的最後兩

天，氣象預報說有颱風要來，所以學校想要取消最後

一天的課程。師母跟主任說：先不要取消，我們還在

|陳嘉瑜 

神的大能經歷

神就提醒我：你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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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就是蒙福 |江秀貞

禱告。主任笑了，因為他不信神可以改變天氣，他不認識神。

我們知道這件事時，就開始同心禱告，求神不要讓颱風影響到

我們的宣教和行程。結果，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感謝主!

這次宣教神賜給了我們極大的恩典，行了奇妙的事。祂一路

都緊緊的牽著我們的手，帶著我們往前走。祂醫治了我們的身

體，拯救了更多的靈魂。神讓我們看到祂的大能和神蹟，祂藉

著那些學生激勵我的心，增加我的信心。

感謝神讓我可以去宣教，感謝神一路上的恩典和保守。

去年是我们家不安的一年。因为要上移民法庭申

请身份，我必须搬到纽约去住。每次律师楼田

小姐听说我还没搬，就很生气。其实我早就想搬，但

因为经济上有困难，就一直拖到9月份去了趟纽约，

还报好了名。回来后我先生说能不能等到12月份一起

搬去。但我心里明白，12月份搬时间太短，很困难收

集上庭证明的文件。没有这些证明就没办法申请到身

份。但我先生很坚持，他也拿出圣经里以弗所书5章
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刚开始我还放不下自

已的想法，但我先生说这一次一定听他的，神也喜悦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神肯定会祝福我们的。我就决定 

12月份搬。之后我们每天晚上祷告神，求主因我的顺

服来祝福我们。
 

12月份一搬到纽约，律师楼叫我马上去收集一大堆的

证明(例如在纽约住址证明，去教会证明)。刚搬来哪

里有这些证明。因着这次上庭我们一家人每晚一起来

到神的面前祷告，为我收集证明开路，求神祝福我们

不管这次上庭结果怎么样都是对我们最好的。真的，

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借着牧师和师母的帮助，

还有主内的姐妹们的祷告一切顺利。
 

2014年2月3号，神的恩典同在。当天下很大的雪，

我一大早6：45在律师楼门口等。当时就我一个人很

紧张，祷告主让法官今天可以来为我上庭，相信今

天是主给我选的日子，我就一直宣告赞美主。直到7

：50，珍珠姐妹还有律师助理小姐和我一起去上庭的

地方。大厅里很多人都在等。因着下大雪很多法官都

没有来开庭。大厅里的人一个个走光了，只剩下我和

珍珠及律师，我更紧张担心。如果今天的庭取消了，

不知道又安排到几时。我心一直默祷还和珍珠一起

祷告。感谢主，直到9：40，法官终于来了。我一进

去法官直接跟律师说我批准她A10卡不会给绿卡，接

着法官叫我们去外面商量。当时我心里很确信不管律

师说什么我都相信是出於神，而神无论给我什么样的

结果都是对我最好的。

律师问我之前在律师楼签了一份关与A10卡的文件吗 

？我说我签了。律师沉默了一会儿，我当时很奇怪。

问律师我的案子还可以再打吗？感谢主，律师毫不犹

豫的说你的案子很强。有一股很强的意念说：你相信

吗？我马上回答说我相信。我和律师翻译官三个人就

进去了。后来法官同意重新审这个案子。但偏偏法官

的电脑打不开，若打不开的话就没有办法审了。我的 

心里不住的默祷。感谢主，过了几分钟电脑终于启动

了而我的心越来越紧张害怕望着法官。感谢圣灵的带

领，说他就是“主耶稣爸爸”，不要怕。我的心慢慢

的安静下来，不再害怕。10：30我们结束了，法官

批准了绿卡给我。感谢主这么真实与我同在，神的话

永不落空，凭着信心领取就得着。顺服丈夫就蒙福，

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感谢

主，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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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的胃常常不舒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吃了

一些抗胃酸的药，刚开始还有效，

后来也不管用了。有祷告求神医治 

，同时心里也想要不要去看医生。

又怕医生说要查这个那个的，到时

花冤枉钱。一直在挣扎，胃也时好

时坏，这样子拖了快两年。到后来

那种不舒服越来越频繁，心里就有

了恐惧。我公公一年多前因胃癌过

世，他也是因胃不舒服，结果查出

来是胃癌，半年后就过世了。可能

因为这样我里面就有了害怕。

记得有一个主日崇拜，我们有一首

诗歌唱到：何时见你面解我心思念 

。我当时就对神说，主啊，如果我

真是什么严重的病，你就把我接走 

吧，这个世界上有的只是劳苦愁烦 

，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神就问 

我，我交托给你的责任完成好了吗 

？我马上想到了两个儿子。是的，

我到了神那里是好的无比，可我先 

生还没有信主，我的儿子怎么办？

然后我对神说，既然我的责任没完 

，那我就要照顾好自己，求你医治

我吧！神说，医生也可以为我效力

啊。后来我去诊所看医生了。当我

在等医生的时候，我就看存在电话

里面的圣经，刚好读到诗篇66：3 
“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

我就用这经文为我自己祷告。主

啊，因着你的大能所有要窃取我的

健康、平安的仇敌都要降服于你，

接着我的里面就有旋律出来，我开

始敬拜赞美。神的同在就充满在那

里，我的里面也充满了平安。

后来医生检查出我的胃里有什么幽

門螺旋桿菌，她建议我要吃药。但 

是又说了很多这药会带来的副作用 

，头晕、反胃等等，可能会比之前

更难受，说得我都不敢去拿药了。

神又感动我要去拿药，他还对我说 

，我为你预备了另一个恩典。我心

想去拿药能有什么恩典。后来去 

Kroger的药房拿药，花了三十几

块钱。医生本来跟我说这药要一百

神的奇妙作為 |柯雅仙

我先生租了一间店铺，正在装修，我有时也会

带着外孙一起去。中午的时候，我们就会在

隔壁的空店铺里休息、吃饭。
 

有一天看见墙壁上有paper tower，就拿了点擦手，

又顺便多拿点放在袋子里。心想反正这里是空的 

。第二天我左边的臀部突然痛的很厉害，整个人

都不舒服。以前是右边痛,怎么现在转移到左边了

呢？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片很空旷的田

地，只有一棵枇杷树，我在摘枇杷。醒了后，我

来块的。难道这就是神给我的恩典 

？两天以后，我发现比较贵的两种 

药只给了7天的量，应该是14天的 

。我就又去了药房，他们补给我余

下的量，但只收了7天的药钱，因

为是他们的疏忽，所以不要我再付

了。此外，我在服药的期间没有任

何的副作用。这件事让我再次经历

到神的大能和奇妙作为。

心里还在想，我应该没有偷别人的东西，为什么

会做这样的梦呢？我左边的臀部还是痛，家里的

活都没办法做。当时还在想要不要回中国治疗。

几天后我又做了类似的梦，醒来后我就很认真的

祷告，跟神说，主啊，我若是偷了别人的东西求

你赦免我，我愿意悔改，我就想起那天拿了一点

paper tower。我就认罪悔改。真的很奇妙，第二天

我身上所有的疼痛、不舒服都没有了。经过这件

事以后，让我对神的圣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

让我的家人更加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神是圣洁的 |王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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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儿子是2012年11
月19日受洗成为基

督徒的。那时的我虽没有

熟读圣经，但我深信天父 

的存在，因为我向他呼求 

的，他终会应许我。耶利

米書29：12-13“你们呼求 
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

系，被真正的带到主的面前，让

我亲近他，认识他。那种不可割

断的血缘关系，在祷告中，我告

诉他，「我太需要感恩，感谢你

所赐于我的一切。」也告诉他，

「我依然需要你，需要你每天每

刻的看顾。」我呼求圣灵住在我

的心里，用他的爱来洁净我，就

在那时，一波又一波的清泉向我

涌来，滔滔不断。而这扑面而来

的泉流并没有打湿我的衣服，似

乎水涨我也涨，也似乎感到自己 

能腾云驾雾。后来，我又再向天

父祈求看顾他赐我的產业，守护 

我的儿子，求他做工在他的身上 

。我就这样呼求天父，迷迷糊糊

似乎进入了梦乡，突然我看到儿

子在大堂中的背面，有一颗大的

像网球那大小的白球在他的背后

象太阳一样照着他，同时一个似

由光芒形成的“十”字架在他的

背后闪闪发光，大约持续了5-8分
钟。我醒了过来，我意识到所求

的天父已在动工，但我又不完全

确定。祷告完后已近十点，儿子

神的恩典 | Lauren Li

早已回到宿舍等我，当

我踏进房门，儿子喜 

悦的冲过来：“妈妈，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们猜猜那是一份什 

么礼物呢？当我拿在手

里一看，我好震惊，原

来竟是一幅他在我祷告 

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 
，就必寻见”。受洗一年后，我

在美国教会已待了三年。每次的

主日崇拜并没让我更多地了解天

父，但每当歌声响起，心里的

热血都会令我热泪盈眶，终于我

决定向主祈祷，带领我到一个更

适合我的地方。很感谢天父阿爸

的慈爱之心，在我心里这样默祷

时，突然主启示我去找Donna姐
妹。当我问她感恩节你的教会有

什么活动时，她热情地邀请我来

教会看看。我在星期天原计划去

美国教会的路上改变了行车的路

线，转去灵粮堂。在这里，我感

受到了温暖大家庭中那和睦的气

氛，度过了一个喜悦的星期天。

于是我和儿子决定参加教会举行

的感恩节退修会，因为我的心里

很想感恩节和教会兄弟姐妹一起

度过，去体会神的恩典。

 

感谢主，在三天的退修会中，我

第一次感受到与神那种亲密的关

时绘成的一幅画，画面上是我看

到的“十”字架，并告诉我这是 

上帝的爱。我心里一片热血沸腾 

，父啊，你是何等的宠爱我，当

我求他时，他已经知道了，他的

圣灵就住进了儿子的心里，是他

明确地告诉我，”女儿啊，我知

道你的需要，我也知道你的担忧 

，我不会离弃你的，就像你不会

离弃你的孩子一样。你所求的我

必应允你，就像你应允你孩子的

请求一样。”天父啊，你是多么

的仁慈，多么的宽厚，不管我离

开你有多远，你依然没有忘记过

我，你一直的看顾着我。今天我

终于明白，因为有你和我默默同

行，我的心才如此平安，因著你

让我住在你的爱里面，我今日的

生活才如此丰富，因为你的圣灵

就像光芒照着我，以至我在黑暗

中行走也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不

会迷失自己。而你以大能看顾我

所不能行的，你教训我们的每一

句话就是真理，我们只要行在你

的真理之中，就是最大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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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perienced God’s glory and power in my first experience at Advent Taiwan in 2012, a mission trip I 
went with my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BOLCC).  God helped me 

overcome even more of my fears in my second mission trip this year.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mission trip 
is like so, we start with an hour long “rally” that includes songs and games, followed by classroom sessions 
with the students.  The first time I went on Advent Taiwan in 2012, I had to pray very hard to overcome my 
stage fright.  There were even more challenges this year.  Because I’m more “experienced”, I was constantly 
expected to be on stage to act as an MC for the program.  The majority of our team fell ill during the trip. I had 
a fever and had a sore throat during the first week, and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sumon up the energy to face the 
kids with enthusiasm and cheer.  Because of our fatigue and illness, the team also found it hard to have patience 
with each other and also struggled in our teamwork.

Despite all these obstacles, my dad reminded me of the joy in being able to suffer in our work for the 
Lord.  With much prayer from our family in Atlanta at BOLCC and our team, we managed to get through the  
first week for classes.  I was very powerfully reminded by the Word in James 1:2-4 that we should, “Count it  
all joy, my brothers, when you meet trials of various kinds, for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steadfastness.  And let steadfastness have its full effect, that you may be perfect and complete, lacking in noth-
ing.”  Through endurance, the fruit of seeing students come to accept Christ was that much sweeter.

A Cause for Celebration| Eile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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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Advent Taiwan, we coun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accept Christ in our class to create an ac-
ceptance percentage statistic.  The first week, I had over ninety percent of students in both my classes chose 
to accept Christ, very high acceptance percentages.  However, I unfortunately became arrogant and prideful.  
The next city we went to in Taiwan was near southern Taiwan, where Buddhism was predominant and wide-
spread.  We faced lots of spiritual warfare.  I had a drastically lower percentage of 68 and 74 this time around, 
a harsh blow to my pride.  I wondered where I had went wrong, despite knowing in my mind that the only 
person capable of moving these students to accept Christ was the almighty Lord himself.  I was humbled by 
the experience, and reminded that my efforts were for the Lord and Lord alone, and that it was He who moved 
the students’ hearts, not me. 

I was especially touched by a young eight year old girl named Winnie in one of my classes.  During class, 
she was always frowning and very unhappy looking.  I prayed for her every day after class, and saw God began 
to melt her heart.  She started smiling more and would talk to me and let me hold her hand to walk her to the 
front gate after school.  The fourth day of classes is the day of the alter call, where after sharing our testimony, 
we ask students if they would like to accept Christ.  That day, our questions on the board were, “Who do you 
know loves you in your life? How do they show you love?”  As I was walking around the room glancing at 
student’s answers, I was shocked to find her answer said, “No one”.  I gently inquired about her parents or sib-
lings, asking her if she thought they loved her or not.  She replied that her father had died in a car accident, and 
that her mom lived in another city.  She was staying with a distant relative.  My heart cried out for this child, 
and I instantly told her that God loved her, and that if she prayed to Him, He would always hear her cries and 
words.  After class, I looked through the slips on which kids wrote Yes or No to indicate their decision to accept 
Christ.  I was saddened to see that I couldn’t find her slip and just continued to pray for her.  As I was grading 
her workbook that night, a piece of paper slipped out from her booklet.  I was overjoyed to see that Yes written 
in small, sloppy print.  That one yes made me so unbelievably happy, and it reminded me of how wonderful it 
is for even one person to say yes.  That to see even one soul saved is a cause for celebration!  I was reminded 
that I was only planting seeds for God, and that His will is always higher than mine.

Praise the Lord!  His presence was so tangible on that mission trip, and I encourage anyone who wants 
to serve God in the missionary field to go with our church to Advent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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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保守 |吳麗玲

一年多前的某一天，公司一半以上的人收到開

會通知。會議中，公司宣布所有受邀者很快

就會沒工作了。剛聽到這消息我們都很震驚，但因

為不是馬上被裁而且同舟共濟的人很多，我們都接

受了現實開始努力找工作。被裁的有兩批，一批是

三個月後一批是六個月後，我是第一批。三個月很

快就到了而我還沒有新工作。突然有一天上司找我

談，問我要不要簽一個多留三個月的合約。當時剛

有過一個電話面試，還沒正式面試，離受聘還遠得

很，當然不會為了那不著邊際的可能性而放棄眼前

的機會。更何況合約上說做滿另外三個月會有三或

四個月的薪水為“獎金”，於是我假裝考慮了一下

就簽了。

能多延三個月我很感恩，也很認真地把該做的事情

做好。當時我想再過三個月是年初，應該更好找工

作吧。沒想到三個月眼看又快到了，還是沒工作。

那時公司也重組得差不多了，有一天新老板問我願

不願意留下來。有點錯愕卻正中下懷，反正我需要

工作。雖然留下了，我還是持續留意新工作。一方

面公司變得很冷清，另一方面是我加入公司不到一

年就發生這種事絕對不是好現象，而且聽說之前也

裁了好幾批。

由於人事縮小了很多，我們要搬到更小的辦公室。

主要的選擇有兩個，一是用母公司在Downtown的
辦公室，二是用母公司在400號公路北邊的某個倉

庫。兩個離我家都比原本的五分鐘車程更遠。我就

確認我該另某高就了，因為距離的優勢也沒了。後

來不知怎麼，他們覺得和母公司合在一起不妥，就

找了離我家五分鐘路程的辦公室，基本上從我家社

區穿過一戶人家的後院就可以走到的。我家前面的

120公路上下班時間都會塞，沒想到搬完公司幾個

月後，修了一條專屬的右轉道，讓我下班可以通行

無阻的開到家，夫復何求？但是遲鈍的我，由於還

在適應新的辦公室(只有一間男廁一間女廁)，加上

其他種種原因，總有「此地不宜久留」的感覺。可

是留意了很長一陣，也沒有好的工作出現。唯一一

家以為不錯的公司，電話面試就被我搞砸了。後來

有同事去那裡上班，卻很不喜歡。正如箴言16：9所
說：“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
步”。

直到一年多以後往回看，發現工作並不是那麼好找，

而且沒有一份工作能比得上現在這份「事少離家近」

。想到現在失業的人還很多，我的工作蒙神保守實在

應該感恩。細想起来更加感恩。以我們公司的規模，

完全不需要留我一個人在IT，而應該利用母公司的IT
資源。我一點都不出色，在公司也沒有很好的人脈，

完全是神的恩典，保守了我的工作。甚至在我很無知

的時候，祂保守我度過裁員的風波。曾經還盤算遣散

金+獎金該怎麼花，又嫌公司小，其實以我當時找工

作的進度，很可能到現在還在失業的人群中。更感恩

的是，神沒有因為我的遲鈍，無知，和不夠感恩而收

回祂的恩典。更讓我體會什麼叫恩典，就是神白白賜

給人的恩惠，完全不是因為我們配得。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箴言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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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我的车，当车推到了银行门口，银

行的工作人员也出来帮忙了。我请修

车师傅来看，原来我把柴油加进车

里了。主啊！真是爱我的阿爸天父，

加错柴油的车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突然

停住，那情景会是怎样的危险啊！

你却怜悯顾念我，保守我开到公司的

出口。后来师傅把车完全清洗换油，

车都没问题。感謝阿爸父一直保护爱

我，紧急中都安排有人来帮我，何等

恩典啊！亲爱的主，我们有你真好！

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一生要敬

拜你，直到见你面。慈爱的阿爸父，

信靠你的人真是有福啊！哈利路亚！

天父保守我得平安 |傅愛琳

2013年的8月之前，我每天要

来回開将近2小时的路程，去

一家海鮮公司上班。因為我是剛

学開高速公路的，所以很緊張。

每天在路上听詩歌默默向神祷

告，心情變輕鬆也不緊張了。感

謝主！他不但每天陪伴我同行，

還奇迹般的保護我應對在路上出

現的緊急状况。
 

有一次，晚上雨下得非常大，完

全看不到前面的路，車里玻璃霧

气擋住了視線，我也不知該開哪

个開關可以去霧，隐约中只能看

到很多前车的尾灯，心里害怕到

了极点。我就一直呼喊天父快来

帮助我，我完全看不到了，在高

速公路上车又不能停。不断呼喊

主，手握住方向盘凭着感觉继续

往前开。奇迹出现了，天父耶稣

听到我的呼求，顾念我感受，就

在这急切呼求中，突然前面的玻

璃雾气很快的消失了，路标也看

得清清楚楚，雨也停了，好像刚 

才没有下过雨一样。真是奇妙啊 

！那时真的好感动，一路赞美主

并平安的开到家。哈利路亚！
 

第二次，有天在下班的路上，我

感觉到车有点异常，但高速公路

上只能继续往前开。紧张中一路

祷告，开到85公路99出口时，

车内的显示灯全亮了，车头开始

冒烟，我整个人完全吓呆了。马

上停车！我也不管旁边的车了。

奇妙的是紧急停车中，刚好停到

了可以等红灯的路口。有个人马

上停车问我需要帮助吗？他还帮

我把车开到安全的地方，让我等

人来修。感谢主这样的保守和看

顾！从公司开到99出口要35分
钟车程，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车冒

烟，在慌乱中我肯定会有危险。

感谢主保守我到了安全的地方，

告诉我车要修了，因为车里一点

机油都没有了。可是我都不知

道啊！修车师傅说平常出现这状

况，车就报废了。感谢父神奇

妙的恩典，保护我的平安

而且车也没问题。哈利路

亚！

第三次，有天早晨去上

班前，发现车没油了，赶

紧到加油站加完油开去上

班。一路上感觉车怎么没

力气，在高速公路上加油

门也赶不上速度，心里真

的好紧张啊！但是车是前

天才检查的呀，边开车边

祷告，求主帮助我到底这

车又怎么了？在祷告中，

我心平静下来。从加油站

要45分钟车程才到公司所

在的高速路口，在等绿灯

亮时我的车突然不动了，

怎么办呀！这时有个黑人

过来愿意用他的车，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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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13年，有忧有喜，但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婆婆的癌症转移到肺部，从2013年四月初開始了化
疗。可是不到一个月，病情急转直下，化疗不但没有
起作用，反而加重了她的病情。癌细胞扩散，使她呼
吸异常困难。五月初她就过世了。令家人悲痛万分。

我的婆婆是一名基督徒，清楚地知道肉体的死亡不是
终结，而是我们的灵魂回到了天家。所以当她知道她
的癌症转移到肺部后，非常从容淡定。因为她的缝纫
手艺很好，在接下來的几个月中，她抓紧时间，缝制
精美手工制品送给亲人和朋友们。根本没有时间唉声
叹气。

我的婆婆为人善良，宽容，充满爱心。对我这个中国
儿媳很好。婆婆去世一个月后，我回到了教会。那天
的主日，牧师讲道，刚好是讲路徳记。讲述路德和她
婆婆的故事，使我又想起了我的婆婆，她真的是我的
榜样。

当我的婆婆去世刚刚一个星期，我们家的老三出生了 
。我和丈夫很感恩，上帝在我们己步入中年之际，赐
给我们一个健康的孩子。他的出生带给我们家许多欢
乐，也不时地安慰丈夫的心，帮助他走出丧母之痛。

另一件令我们欣慰的事是老大和老二在六月初受洗成
为基督徒了。他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一直渴慕成为基
督徒。在生活中无论大小事情，他们都经历过神的爱
和恩典。祷告是他们常常的功课。如果我因有事不能
带他们来教会，第一个星期错过还可以，第二个星期

他们就一定要来。我们做父母的很感谢Joy和主日学
的老师们。没有他们的辛勤教导，两个孩子不可能有 
今天这样对主的认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家 
一直经历着神的恩典，一家人在困难面前，一起努力 
，相亲相爱，让耶稣做主。有主，认识主，生活可以
不一样，真好！

充滿恩典 的2013 |鄒新虹

当牧师开始用祷读诗篇和我们一起祷告，深深的感受到神在我

们当中运行，很有亮光。神借着诗篇在鼓励更新我，这次祷

读诗篇好像在读自己内心的经历，而不是大卫的经历。圣灵把我

放在诗篇里，我的情感被激发出来，还没来得及恢复，下一句又

是不一样的心境。圣灵常借着祂话语的亮光安慰我。当圣灵把祂

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那是一种确据和把握的力量。当我不知道怎

样用自已的话来表达的时候，只要读出神的话，就会感受到神的

话语充满能力的在我们当中。

祷读的见证 |林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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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祷告 |徐婧瑤

2012年10月到2013年3月间，

我参加了有生以来仅有的两

次追思礼拜，大大震撼了我一贯

安逸的思维。作为两个年幼孩子

的妈妈，我开始思考如何面对这

样的生离死别？在大儿子7岁生

日的那一天，我在电脑前敲下8
年来两次怀孕生产及抚养两个孩

子的点点滴滴。我曾设想如何准

备遗言并定期更新，甚至在我出

了意外后如何在孩子们长大时告

诉他们妈妈的所有期望和祝福！

但最后，神让我看到，如果有一

天真的要面临这样的情况，唯有

确定我的宝贝儿子已经被神得着

才能不遗憾！

 
2013年6月，小组长鼓励我为大

儿子报名参加IHOP一年一度为

期一周的儿童营会。但周间的工

作时间表和距离上的不方便及其

他方面的搅扰，让我一次次觉得

无法成行。但我的小组长坚持带

我一起祷告争战。先是帮我把接

送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在每一天

早晨，组织几个妈妈在营会隔壁

的房间为每一个孩子守望祷告。

因为有很多来自仇敌的攻击，我

那几天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为我

儿子能够遇见神哭泣祷告！匆忙

的五天后，营会结束了，我很疲

累地接儿子回家。路上问他到底

有没有听到神和他讲话。儿子很

轻松地回答：“有。他说我是他

很特别的一个儿子！他很爱我”

s合神心意

。我喜乐的眼泪夺框而出。看着

他满足的表情，想起营会前他曾

失落地说：在After school上百次 

地祷告妈妈能够早点来接他，但

神从来没有回答过他的祷告！我

不知道如何向神献上感谢！接下

去的日子，我们有很多关于救恩

的交流，最后他很自然地告诉我

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受洗。并且他

开始和班上所有的小朋友分享耶

稣。有一天回来告诉我他为基督

耶稣背十字架-―-为帮助一个被

冤枉的小朋友而得罪了他最好的

朋友。原本个性内向的他，开

始影响和带领从前带他玩的小伙

伴！神的大能和真实让我停止自

己关于生离死别的徒劳思考，把

孩子交给神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

好的选择！

2013年11月，即使当时家庭经济 

正遇到很大的挑战，我仍凭着信

心第一批报名参加教会一年一度

的退修会。我知道，作为神的儿

女，只要恢复了和神的关系，在

这个寄居之地的任何问题都不会

动摇我们的信心。我向神求祂能

得着我先生的心！为此我愿意付

上任何的代价！

直到特会前一周，先生终于同意

了一家人去退修会。营会期间他 

始终没离开过营地。在圣灵充满

那一堂，我求神无论如何也要做 

工在我先生身上。后来，我靠在 

他的肩上一起寻求神。有弟兄姐

妹来为我们祷告。神感动我跪下

来抱着我的先生。当他把手放在

我的头上时，我开始大哭，很强

的圣灵降下来。但当他把手拿开

时，我就没有了感动；他再次把 

手放回我的头上时，圣灵又回来 

。神告诉我，这就是对的次序。

神的大能覆蔽我先生，而他是我 

的遮盖。神要兴起我们家里的头 

，我要顺服安歇在他的遮盖之下 

。而前一天半夜我正读到经文提

摩太前书6：2“仆人有信道的主
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
他；更要加意服事他，因为得服
事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
 
退修会结束前，先生很坦诚的见

证让我非常意外！虽然是万里长

征的第一步，但我坚信，神所动

的工就一定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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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细细思量在2014年1月29日早晨所读到的那段

信息：“打开你的心灵来学习你平常没有机会

明白的事”。我忽然看见一个亮光，仿佛有一条线索

把我从2013至2014年的2月初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几件

事串联起来了。这条线索的主题是：战胜恐惧的操练 

。在这个操练中，教练是圣灵自己。我现在回头看，

好惊讶地发现这位真理的圣灵是如何带领我一步步战

胜内心深处的恐惧，渐渐进入【以赛亚书41:10】“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个真理。

从2013年9月以来，我开始了一个新项目的开发，需

要用到一种新的编程技术。当接到我的同事写的长长

的程序时，我好象面对一个大巨人，头直发昏。我不

但要在短时间内学会，还要用它来编写新的功能。这

时让我害怕的意念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涌上来：“你已

经老了，头脑不灵了，学不会新的东西了”。“你的

英语不够好”。“你负责的老产品的客户都已经转到

新的平台上了。你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你一个

人在亚特兰大，没法跟上在Iowa的团队”等等诸如此

类的意念。在现实生活中，我与团队每天的例行电话

会议也常常无故地中断，造成很多沟通上的不便。在

这样无助的光景下，我只有转向神求祂帮助。这时，

心里有一个很轻微的意念指示我：“不要害怕。把那

长长的程序分成许多小段。一段一段地看，一段一段

地理解。”在无意中，我还找到了与我要写的功能相

似的程式，就好象有一个蓝图在面前。我的心开始安

静下来，小心翼翼地边学边做。奇妙的是，神深知我

内心的光景，在2013年10月7日的灵修email有这样一 

段信息：“主说：我岂不是对你说过不要害怕吗？你

一遍又一遍地读了我的话，但你对你正经历的一些事

情还是害怕。我的命令是不要害怕，那意思就是说你

战胜恐惧的操練 |郭靖  
要将生命的全部来信托给我。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事

件里来信靠我，包括你现在以及将来所要面对的所有

情况。当你学习信靠时，你的信心就会增长，你就会 

长成你该有的样子。你将成为一名得胜者，你会战胜 

这些艰难。你会问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在每一 

个环境中我会带领你得胜。所以，我再说，不要害怕 

，却要进入谦卑里面。让我的平安和喜乐住在你里面 

。所有的事都会好起来的。

四天之后，师母借给我看了Kris Vallotton《勇者无惧 

》这本书。书中后记中有段话又是针对恐惧的：“惟

一能限制你的，就是恐惧！你必须战胜恐惧。否则它

就要偷窃你的命定。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生命的呼召

上，而不在我们的恐惧上，圣灵的风好像就在我们身

边形成一股漩涡，环绕我们，将我们吸收到天上的新

兵训练营，让我们超越自已的极限，将我们推入到我

们超自然的使命中”。我就祷告回应说：我不要被恐

惧辖制，求圣灵带领我战胜它，以至于我可以进入我

的命定。

到2014年1月24日这一天，我事后才明白我经历了一

个圣灵所带领的小小的考试。事情是这样的：在我

的项目上，要完成一个新的功能。我先是花了两天时

间研究摸索，用所收集的方法都行不通。到1月23日
下午，才想出一个似乎可行的方法。但当我把它放

在QA测试的电脑上，却发现程序中有一个很大的缺

陷，而我不知该从何下手。只好请教团队中的一位

同事。因他也没做过这个功能，他只是凭自己的经验

给了一个建议。我就照着他的建议试了试，根本不适

用。想到第二天就要例行演示自己所做的项目，我只

好晚上加班，想办法修补这个缺陷。但我的头脑中一

片混乱，充满着对自己的方法不确定的声音，同事建

议的声音，自己里面担心明天如何交帐的声音等等。

我实在做不下去了。而且已经是晚上近八点钟了。这

时，看到我的小组里一位弟兄发来微信要为一位外教

会姐妹的21岁发生车祸的儿子祷告。他受伤很严重，

失去一条腿，一只胳膊和一口牙等。想到自己的情况

不知好得多少倍，我因此就非常感恩。转念一想，干

脆明天就厚着脸皮如实相告，先不做演示了，周末再

多花些时间想办法修补缺陷。晚上回到家，我照常与

妈妈在网上聊天，又为周日小组的聚会做一些准备。

在第二天早上去上班的路上，我在车子里用方言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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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好像有意念说要来在圣灵的泉源深处取水。因周

日小组讨论的主题是圣经的话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我

就求问神说有什么经文要给我的。我先是想起一位牧

师在讲道中曾介绍一句得属灵产业的经文，是【以赛
亚书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
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觉得值得与组员

们分享。后来想起【雅各书1:5】“你们中间若有缺
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我就向神求解决我的程序缺陷的智

慧。渐渐地，我的头脑清晰起来，彷彿一道亮光照

出那个程序形成缺陷的原因。我在车子里就恍然大悟

了。到公司后，在一大早的例行会议上我就充满信心

地宣布，上午可以修复程序，中午的时候，就可以在

大家面前演示了。事情果然如此。

 

这个小考以后，1月28日我经历了在冰雪中被困十个

小时却没有害怕且蒙拯救脱离险境的大考。圣灵那么

奇妙地在短短两周多的时间内在不同的场合重复四次

对我讲了【以赛亚书41:10】（参见《不要害怕，我

与你同在》的见证）。我感受到圣灵真是一位极有

耐心，参透人心，循序渐进，善于教导，乐意创造机

会，又富有智慧的好老师。祂定意要将顺服祂的人带

进真理中去。

對我來說和神的關係要維持一定溫度還蠻不容易

的，尤其在沒難處時，常常就過我自己的日子

跟神沒什麼交集。雖然我讀經，我也到教會，也參加

小組，我也有服事，但我知道我靈裏是不冷不熱。然

而【诗篇36:7-9】“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
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
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
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自從教會宣布早晨有晨禱時，我就開始參加。牧師

說每天用一篇詩篇禱讀，一開始我覺得自己完全不知

道如何禱讀，詩篇中大衞的困難和心境是我無法體會

的，有些甚至看不懂。不過禱告真是個奧秘。當我開

始藉著詩篇的經文一直朗讀時，聖靈就帶著我禱告，

神就對我的心說話，我也再次摸著神。禱讀時神在

靈裏不斷帶我想到當我還不認識神時，在罪中、在泥

沼中，甚至在危難中时，他己看顧我，並把我救拔出

來。這時我心裏對神真是充滿了感恩，真的是恩典。

在禱讀時，神不斷潔淨我的心思意念，也帶出了認罪

悔改，我意識到自己是個自義驕傲又嘴唇不潔的人。

神也讓我去修復一些人際關係，這有別於我以前的性

格，從前我可能就不會去做，姑且就井水不犯河水的

継續過日子。詩篇也寫到神是不輕易發怒又滿有慈愛

的神，只要我們有憂傷痛悔的心180度的遠離罪並轉

向神，神必赦免。在禱讀的時候也可以為自己欠缺或

做不到的向神祈求 - 例如做見証很害怕時，就有【

诗篇56:3-4】“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
把我怎麽样呢？”。詩篇裏有很多神對我們豐富的應

許，當我朗讀時我心就對神說：神，我相信。神，我

接受，這樣不斷的操練，我的生命與神生命的源頭又

重新接上。

我們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以前祂如何愛大衛，

對大衛信實，今天祂也照樣地愛我們，對我們信實。

直到今日祂還是幫助我們，扶持我們的生命。真感謝

我們和大衛有同樣的一位神，大衛如何與神交通，今

天我們也有身份與權利來與神交通。

在禱告中得著 |陳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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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女姚文蘭在風華正茂的年齢不幸患上肺癌絶症 

。在丈夫羅祖政及教會牧師和眾弟兄姐妹的幫

助支持下，勇敢地奮鬥了三年九個月，終於在2014
年2月23日凌晨離我們而去。傷心至極，徹夜難睡。

次日亞特蘭大靈糧堂徐永宙牧師及師母為姚文蘭舉行

了一個簡單但真摯的追思會。大家的發言令我們父母

十分感動，酝酿成下面拙詩，表達对愛女的哀思。

參加靈糧堂姚文蘭追思會有感:

风华年岁遭寒流，癌魔袭肺战不休  
突然灯灭人远去，黑白倒送泪难收 
追思会上人人赞，灿烂笑容处处留 
满怀爱心捐遗体，耶稣圣灵驻心头

悼女詩|姚逸民2014年2月

我坚信我主是万能的，在主向我彰显祂的医治

大能后，我决志信主。信主后通过学习圣经，

参加小组聚会，对主的了解提高了，与主更加亲近，

逐渐地感觉到我的心思意念里有主同在。
 

真的很神奇。信主前即使我认为上帝是创造万物的

神，也极少想到祂，更不相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如

今我坚信神是我的救主，自觉不自觉的想到主，随时

呼求祂的保守、帮助；寻求祂的旨意；赞美祂的万

能，从中我又体会到我主----天父无微不至的关爱。
 

有个周二，一位老客人带她的女儿来店里做按摩。她

曾经在别的店做按摩时，由于使用的按摩油里有花生

成分而产生过敏现象，所以她担心我用的油里也有花

生成分。我就将乳液稀释并加热后为她按摩，半个小

时的按摩做完后，还剩下许多稀释的乳液，当想到它

是加热过的，不能放置时间长了时，就呼求主说，快

快把以前一直使用乳液按摩的女客人带来吧。实际上

剩下的乳液连一美元都不值。没过一个小时，店里电

话铃声响了，当我听出对方声音并且是预约当天来做

按摩时，我震惊得目瞪口呆，打电话的正是那位以前

只使用乳液按摩的客人，也就是我向主呼求让她来的

人。太神奇了，也太神速了，我的主垂听了我呼求，

给我恩典。就连在当天的小组聚会做见证，提到这一

事时，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有个周一，我早晨参加了常规体检化验，中午在为第

一个客人做按摩时，感到被抽血的胳膊肘有些不适，

就呼求主，保佑我的胳膊不要疼痛。也很奇妙，那一

天我就只有那么一个客人。在周一只有一个做半个小

时的客人那还是第一次，因为这个店周一相对是比较

忙的。我知道这是我的主怜悯我，让我好好休息。天

父，你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我感谢你对我的慈爱，哈

利路亚！

天父的愛是无微不至的 |張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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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十五屆受洗

（中）中文學校成果發表

（下）慶祝住棚節



聖誕節
短劇

（左）農曆新年聚餐 （右）聖誕節報佳音

感恩節
特會



亚特兰大灵粮堂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Atlanta
地址：4350 Peachtree Industrial Blvd. Suite 500, Norcross, GA 30071

電話：678-979-8143

網址：www.atlantabolcc.org

電子郵件：bolcc_atlanta@yahoo.com

主日崇拜 

周日早上 10:45 am

禱告會会

周三晚上 7:30 pm

恩寵小組
t郭靖姊妹 404-519-0096

心連心小組
t江大強弟兄 770-910-0630

新生命小組  
t林學娟姊妹 678-677-0377

光鹽小組  
t陳佳唯姊妹 770-910-0629

恩雨小組  
t王惠国弟兄 770-418-1173

TOG（大專，高中團契） 
t陳嘉偉弟兄 404-641-9978

喜樂小組  
t周惠鴛姊妹 770-828-8130

神蹟小組  
t陳德玉師母 404-409-5138 

周日：
 

周二：
 

周三：
 

周五：

這本見證集，是傳揚神過去一年裡， 在我們中間成就的美善。若你也嚮往認識這位神，只要敞開你的心
呼求祂的幫助，你會發現原來祂離你不遠，正充滿憐憫等候施恩。若你需要禱告與扶持，可以與我們聯絡.

i 小組聚會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