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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穩的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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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徐永宙牧師

「

五」這個數字在聖經中，是代

有人奉獻了五十張椅子，當椅子快不夠

表著「恩典」，而過去的這

時，又有人奉獻了四十張椅子，2009年

一年，是亞特蘭大靈糧堂成立的第五

底，我們的聚會成人人數，達到八十

年，我們也真的經歷了神特別的恩典。

多人時，猜猜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

徐永宙牧師

錯，這次有人奉獻了一批新椅子，並
首先，由 2008 到 2009 年全世界都陷入

且，指明要買質料好一點的，因此，我

經濟不景氣的風暴之中，許多人受到影

們添購了一百張新椅子，取代了舊的。

響有人轉換工作，有人甚至失去工作。

我們盼望今年人數繼續的增長，繼續有

在教會中也有一些不穩定的氣氛，然而

新椅子的需要。去年我們的母堂台北靈

我們領受神的原則是「你們要給人，就

糧堂發動「千人受洗」的行動，許多子

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

堂也都受到這樣行動的鼓勵，領受到母

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

堂的恩膏，紛紛的努力傳福音。結果，

路 6:38)。因此，我們在2008 年最後一篇

母堂在12月時，有1045人受洗，我們教

講道中鼓勵弟兄姊妹，在2009年，新的

會去年也有21人受洗，這也是教會成立

一年，我們信神的人，有從神來的「盼

五年來，最多人受洗的一年，感謝主。

望」;

在三月，四月的講道中，我講了

「五餅二魚的神蹟」、「如何面對將要

去年暑假，我們講了「基督化家庭」

來的風暴」、「更豐盛的生命」，鼓勵

有關的系列信息，在暑假結束時，舉

們都會一再地提醒，也不斷地邀請弟

弟兄姊妹們，盡力幫助有需要的肢體，

辦了「基督化家庭」的特會，邀請劉

兄姊妹們分享他們的讀經心得，盼望

並且不要只侷限在我們自己的教會。當

梅蕾師母，為我們作總結，對整個教

成為「全民」運動，相信一年下來每

時，我們面臨一對寶貴的同工因轉換工

會的家庭，帶來穩定、更新及許多的

個人不是只會唱:(調用【兩隻老虎】)

作的關係，將離開我們，我們決定歡喜

恩典。這是一個不能錯過的系列，

快樂地歡送他們到新的地方，因為知

而且是可以一聽再聽的信息，歡迎

「每天讀經，

道是神的帶領。結果，神果真是信實

新加入的弟兄姊妹們，上網收聽。

每天讀經; 跑得快，跑得快;
一天沒有讀經，兩天沒有讀經;

的，這一年，教會代轉給需要的肢體、
宣教士，以及賑災，「Coins for Kids」,

去年，神給德玉牧師的感動是「回到

真奇怪! 真奇怪!

…

等金額，都遠遠地超過從前。而教

根基」，因此德玉牧師傳遞了十篇「

我要讀經，我要讀經; 長得快，長得快;

會的財務狀況，不但沒有受經濟不景氣

回到根基」的系列信息(信息全在網路

昨天我有讀經，今天我有讀經，

的影響，反而有極大的成長，上帝再

上，鼓勵大家收聽)，十月份，最後一

真愉快! 真愉快!」

一次的顯明祂是「真實可信」的神。

篇信息是「讀聖經」。因此，我們鼓
勵(也是挑戰)弟兄姊妹們，在今年，

而教會的人數在過去的這一年也很明顯

至少要讀完一遍聖經，到現在為止，

地增長，有意思的是，教會成立之前，

無論在小組聚會，或在主日崇拜，我

而是真正地至少讀完聖經一遍。
去年的感恩節，我們辦了一個「從釋
放到自由」的特會，有感於有些信徒
們雖然接受了主，有了新生命，但在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
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路 6:38)

生活中，似乎仍然受到許多的捆綁，
無法活出真正喜樂的生命。因此我們
將重點放在「明白聖經，活在聖靈的
帶領中」，在這個特會裡，著重於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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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聖經的教導、得著聖靈的更

這位神，他真的是神所稱讚「合神心

新」，參加的弟兄姊妹們，果然多有

意」的人。我們都是服事神的人，(在新

得著釋放，生命得著改變的見證。

約中，人人皆祭司)，在新的第六年，

德玉牧師在傳講完「作主門徒」的信息

也要明白神的心意，然後盡力的擺上。

之後，有一天早上醒來時，「日日勤讀

今年是教會進入第六年，在過去五年的

所命定三倍的祝福，就會臨到我們。

經，事事求問主，人人作門徒，處處傳

基礎上，我們要再怎樣地進一步呢? 在

二月份我在每日的讀經中看到「我必在

福音」，這二十個字清楚地浮現在她的

思想「六」這個數字時

(「六」代表「

第六年將我所命的福賜給你們，地便

腦海中，她立刻拿筆把它記下來，似乎

人」的數目，是「不完全」的意思)，

生三年的土產。」(利 25:21) 哇! 原來第

這正是今年我們可以去努力的目標，與

想到一段經文，「抬耶和華約櫃的人走

六年是神要大大祝福祂子民的一年，

全體弟兄姊妹共勉之。

了六步，大衛就獻牛與肥羊為祭。大衛

是可以有三倍收成的一年，當然前提

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

是我們要努力地耕種嘍!

極力跳舞。」 (撒下 6:13，14) 。大衛

在這新的一年，繼續一同的努力，神

寄望我們大家

為何不是選「七」(神的數字，完全)步
呢? 我想他明白，人所能做的，是不可
能完全的，因此在祭司們每走六步，代

「我必在第六年將我所命的福賜給你們，地便生三年的土產。」
- 利 25:21

表已盡了人可能做到的極至的同時，他
就獻上祭物，也極力跳舞，來敬拜讚美

神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徐永宙牧師
2009年全體同工合影

去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有一
些同工在我們家中聚餐，從六

點鐘大約到九點半左右最後一位客人才
離開。大家走後我將用剩的紙杯送回車
庫，當我從車庫中再進屋來時，立刻聞
到一股濃濃的異味，好像是天然瓦斯的
味道。也就在我走到車庫的同時，德玉
發現居然有一盤菜，放在微波爐中，忘
了拿出來請客人吃，所以她就打開微波
爐的門，將菜拿出來，就在這時，她聽
到了風聲，那來的風呢? 她彎下身看一
眼微波爐的底部
正上方)

(微波爐位於瓦斯爐的

以為是微波爐在抽風，這時才

發現聲音是由瓦斯爐發出來的。原來瓦
斯爐雖然沒火，但瓦斯卻開在最大的位
置。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進門聞到了
瓦斯的味道。德玉除了立刻將瓦斯開關
關上，我們也立刻去把大門，後門，及
2 感恩見證集

每扇窗戶全都打開，然後又跑到樓上，
告訴兒子，將樓上所有的窗子打開。雖

“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穩的住處，平靜的安歇所。”

然這天晚上非常冷，但我們可一點不敢

- 賽 32:18

大意。真感謝神，整個晚上雖然沒有人
注意到瓦斯在漏氣，但也沒有人有不適
的徵兆，並且沒有發生任何的意外，

不是大家走了之後，瓦斯才打開的?

的瓦斯帳單如何，我們都知道，今年

想想，只要有一點火星，整個房子就可

不過，這也不合理，因為沒有理由在

的一月可是夠冷的了(比2009年一月冷

能炸掉，而在這麼冷又乾的日子裡，到

那個時候去開瓦斯，並且，連樓上的

多了)。到了二月底，我看了一月的帳

處都有可能擦出靜電的火花來的，大約

衣物間都充滿了瓦斯，而且兩個半小

單後，就完全證實了，那天晚上的的

過了二十分鐘，我們才將前門關上，再

時之後，氣味還在，這也不可能只是

確確是漏了幾個小時的瓦斯。因為二

過十分鐘後，才將後門，及窗子關上。

幾分鐘的漏氣就能造成的。我說這只

月的帳單，以及十二月的帳單，都顯

等一切收拾的差不多了，大約已過了十

能等到瓦斯帳單來時，才能知道究竟

示，我們比前一年度的同期，少用百

二點，我們上樓到臥室內的衣物間換

是那一種情況了，但不論是那一種

分之二十以上的瓦斯，因為我們今年

睡衣時，還聞到瓦斯的味道，(因為這

情況，我們都感謝神保守了一切。

的暖氣溫度設定比以前少三度。換句

衣物間沒有窗子可以散氣)，可見整個
晚上不知漏了多久、多少的瓦斯了。

話說，一月那比去年同期多出的百分
今年一月底，瓦斯帳單來了，我懷著好
奇想知道結果的心，立刻打開，哇!

之十七，都是請客那天晚上漏掉的。

比

躺在床上時，我們互問，怎麼會這麼

去年同期的帳單多出了百分之十七。那

感謝神，不知祂用了什麼方法，讓漏出

胡塗，這事怎麼會發生，難道是在最

天晚上三個多鐘頭，可真漏了不少瓦

來的瓦斯，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既沒

後一道菜起鍋之後，關火時，沒注意

斯。不過，我的理性又告訴我，2009年

擴散在一樓的客廳，廚房，飯廳

到，又將瓦斯打開了?那麼幾乎有將

的十二月，比 2008 年的十二月冷，也

聞到)，直接送到二樓，並且沒進到二樓

近三個多小時的時間，瓦斯是一直開

許，這多出來的，只是因為暖氣需要多

兒子的房間 (他也沒聞到)，直到客人都

著，當時十幾個人在屋子裡，就在廚

開的緣故。當然為了要求證，神真的

走了，這真是一個神蹟。

房邊，竟然沒有一個人注意到，聞到

在那天保守了我們不受瓦斯傷害的緣

瓦斯的味道，這有點不合理。那麼是

故，我就再多等一個月，再比比看一月

(無人

٭㵒䓓䄜☨᮸&RLQVIRUNLGV᮹⫆ڭ
徐永宙牧師

年當我們決定要參加「東南

今

全教會參與的活動。我們製作了相對

零錢。教會中有一些在餐館工作的會

亞禱告中心」(SEAPC)所發起

捐獻表，讓會友每一個人可以自由選

友，要求多給他們一些貼紙，讓他們可

的「Coins for kids」活動時，我實在不

擇，是要相對捐多少倍於孩子所募到

以帶到工作場所，也放個罐子在那裡。

知道要怎麼進行，能募到多少款項，

的零錢，並且他的捐款上限是多少。

而最重要的是，三個兒童主日學班的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類似的行動。

孩子要參加這個「戰役」才有意義。
在推動這活動的那一天，我們放了

最棒的一點，是主日學的老師要求父

有位會友建議，我們不要只用SEAPC給

SEAPC的Power

Point與短片，並且發了

母們，不要就只是給孩子們零錢，或

我們的宣傳資料，我們可以向會友挑

活動的貼紙，這個貼紙將貼在飲料的空

者在家翻翻抽屜，找些零錢，讓他們

戰，就是讓會友「相對捐獻」(match up

罐子上。所以不僅只是父母們選擇要相

可以交差了事，那樣就失去了這活動

)

兒童們所捐的款項，這真是一個好主

對捐多少倍於他們的孩子，他們回家

最精彩的部分了。他們請父母們挑戰

意，因為這樣子，這個行動就成為了

後，還要為孩子準備飲料的空罐子收集

他們的孩子作一些「服務」，或者「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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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一些自己的行為，來賺取他們

籌到了1376.84 元的零

要捐的零錢，這真是一個最奇妙的主

錢 。加 上 所承 諾 的相

意，帶出了意想不到的超完美結局。

對 捐款 ， 最後 的 總數

Coins for Kids 數錢

是$6634.86元，足夠支
兩個星期後，我們讓孩子在主日崇拜

持SEAPC送一位西藏

中作見證，他們是如何賺取他們的零

的 兒童 到 北京 去 作心

錢。有個孩子說，他好高興能幫助

臟 手術 ， 以及 一 位兒

媽媽照顧小弟弟;有的是幫助打掃、

童 在西 藏 本地 作 心臟

收拾家裡;有的是第一次幫媽媽摺衣

手術。哇! 想想我們只

服; 有一個是不再要父母陪著睡覺; 為

有 大約 七 十個 大 人，

了幫助那些窮苦的孩子，我們的孩

加 上三 十 幾個 小 孩，

子，發揮了他們的愛心及潛力。每一

我 覺得 真 是值 得 為大

個班級都嘗試著做得更好，能贏得更

家 大聲 的 鼓掌 ， 並且

多的零錢。我們在那段時間內，聽到

我也真知道SEAPC所

許許多多的孩子們，他們的行為因著

支 持的 這 些孩 童 事工

參加這個戰役而改變得更好的報告。

是被神所祝福的。

六個星期後，終於到了計算零錢的時候

然 後， 我 們發 現 ，這

了。在主日崇拜之後，父母，青少年，

並不是這個活動的結束。雖然戰役結束

不再跟媽媽要零錢，每天就是自己去睡

孩子們都留下來數零錢。那是一段充滿

了，父母不會再用零錢來獎勵孩子的「

了，…

了歡笑，開心得不得了，也充滿了驚喜

好行為」，但這些孩子卻繼續地保持他

是這個活動中最美好的部份了，我認為

的兩個鐘頭。最後的總數是: 三個班級的

們的好行為，不僅學會了照顧自己的小

這個活動，不僅是個「贏」的活動，而

孩子，籌到了450.81(這完全是他們賺的

弟弟，也會去照顧其他的小孩子;

且是個「連贏」「持續贏」(win win …)

喔!)，而大人們貢獻了926.03(從抽屜、

地為媽媽摺衣服;

車子、及其他地方找出來的)，我們總共

的，早已忘了為什麼現在會自己睡，也

繼續

那個以前不肯自己睡

這些孩子們都改變了。我想這

的活動。

㔭㱃☧
陳德玉牧師

有

一張從外州寄來的支票，是

房，預備去吃午飯。就在這時，突

些不太愉快的對話之後，我懊惱地問

指定給我去以色列的旅費。

然腦中一個意念：但你不是向我說

自己為什麼我這麼自以為是，這麼剛

看著支票我自言自語地說“可是我並

過，若我給你錢你就會去以色列嗎？

硬？畢竟那曾是耶穌在地上住過的地

不想去以色列啊！”。而那幾天我心

方啊！為此我就向神說：“如果你給

裡正好很想去非洲參加一個禱告的聚

霎時之間，心中百味雜陳，我清楚記

我錢，我就會去”然後我就忘記了，

會，所以我打電話給寄支票的朋友，

起，我妹妹和妹夫不只一次對我說：

直到我查去非洲參加禱告會的事。

問她如果我用這筆錢去非洲她有沒有

你應該去以色列。我們請來的講員Dr.

意見，朋友非常客氣的說“沒問題，

Jerry也對我說：你應該去以色列。還

那天我的心破碎在神的面前，我看到自

隨便你用。”所以我就開始積極的上

有幾位去過以色列的靈糧堂的牧師也

己的不信實，我也深深體會到神的謙卑

網搜尋去非洲參加禱告會的可能性。

這麼對我說。我一直沒特別的興趣，

以及祂追求的溫柔‧‧‧‧‧

等到機票、旅館、交通、錢幣兌率一

也不覺得一定要在那裡才能有特殊的

切都搞清楚之後，我關上電腦走出書

啟示。但有一次為這話題跟 Dr. Jerry有

4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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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玉牧師

這

一 年 在 我 的 服 事 中 發

感恩節特會

生 了 一 件 事 ， 使 我 對

神 的 聖 潔 ， 有 更 深 的 認 識 。
九月六日當我在帶領敬拜，正預備唱完
詩歌之後就開始領聖餐時，突然一個意
念進到我腦中，說You dare not.，隨著
這意念而來的是一股肅然起敬的感動。
口中唱著詩歌，心中想著：難道是神不
准我們領聖餐？但為什麼呢？這意念
到底是不是從神來的呢？一時之間我
不知如何反應，就去跟牧師說並請他
查驗。後來牧師決定呼召所有同工出
來，把情況告訴同工團隊，同工們自動
跪成一圈在神面前，自己省察是否有
得罪神之處。我們有好幾位，都哭泣
開聲悔改在神面前。這時，我深刻地
感受到，當年亞倫的兩個兒子，因獻
凡火而被擊殺之後，摩西對亞倫說的
話：“這就是耶華所說：我在親近我的
人中要顯為聖；在眾民面前，我要得

工就站起來，去為會眾禱告。不必多

火。(來 12:29) 深願聖靈憐憫，在我們無

榮耀。(利10：3)神那聖潔令人可畏的

說什麼，當我們按手或抱著弟兄姊妹

知時，常提醒我們，好使我們整個教會

性情似乎在那一刻向我掀開了一角。

時，神的大愛就如瀑布般澆灌我們。

真真實實地走在敬畏神的路徑上。

那天神在我們當中作了極美的工作。
在同工們向神哭求赦免時，我們也

經過這次經驗，使我越發警覺當今教會

把這情況告訴了弟兄姊妹。這時，

常常忘記的一件事：我們的神乃是烈

我們雖然跪在前面，也可清楚聽
見會眾當中有哭泣悔改的聲音。
同工團隊大約在神面前自潔了半小時之

“這就是耶華所說：我在親近我的人中要顯為聖；在眾民面

後，有一個意念進入我心：凡預備好

前，我要得榮耀。”(利10：3) 神那聖潔令人可畏的性情似乎

的，可以去服事會眾，我會用我的愛
澆灌他們。我就照著聽到的告訴跪在

在那一刻向我掀開了一角。

台前地上的同工們。我們有好幾位同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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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语赐人生命
郭靖

教

会 从 2 0 0 9 年 1 1 月 开 始 推 动 每 日 读 经

Robert代祷。耶和华在Robert遭难的日子应允他，名为雅

的 活 动 ， 我 要 见 证 R h e m a 的 话 - - - 神 当

各神的高举Robert，神从圣所救助Robert，从锡安坚固

下 即 时 新 鲜 的 话 语 带 给 人 生 命 的 一 次 经 历 。

Rebert.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Robert是耶和华的受膏
者。耶和华必从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

在2010年1月19日下午，我接到一位美国姐妹Pat发来的一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主应允我们。

份紧急代祷邮件。邮件说“我在外州的哥哥Robert，在上
班时，身体里的内置心脏起搏器不工作了。他晕倒在地，

中午公司午休时，忽然心中有一个微小的感动，要写一个

被送入医院急救，求神使他能呼吸畅顺，速得医治。”

Email给Pat。告訴她我早上用诗篇20篇为她哥哥代祷。当

我跟Pat姐妹是在一个祷告会认识的，对她的哥哥的情

这个感动进来时，我心里挺犹豫的，因为那段时间我在反

况一无所知。从这封紧急邮件中，我可以感受到这是她

省自己的生活中遇到的一些让我挫折的事情，这使得我对

哥哥生命攸关的时刻。我便开始为她的哥哥迫切代祷。

自己聆听神的声音而行事的能力发出疑问，再加上我在现
实的工作和生活中看到自己的能力实在很有限，因此没有

到了1月20日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发觉那为Robert代祷的

把握。但要写Email给Pat的感动还在，后来我转念一想，

负担还在我心里。按照教会的读经计划，我读到诗篇20

不要再多去想这是不是神特别给Robert的信息。就照实

篇。读了之后，我心里有感动要用此篇的四節經文为

Email 給 Pat 说这是我今天按进度读经的经文。我用这诗篇

劉克真，周莉 & 郭靖姊妹

20篇为Robert代祷。Email就这样简简单单单地发了出去。
1月21日下午，我接到Pat的Email。說她的哥哥已康复出院
了，并且Pat与她的哥嫂分享了我所领受的诗篇20篇，他们
都认为这是神给他们最贴切的信息。神借着这诗篇向他们述
说神的爱。Pat在这email中大略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当Robert
被送入医院后，由于病情复杂，医生们都不知道该如何诊
断。Pat鼓励她嫂嫂安静下来，求问神，慢慢地她嫂子回思
起Robert在最近的五天内有吃一种抗压力与忧郁的药。医生
这才发觉这种药与Robert所吃的治心脏病的药混合后會造成
他身体缺水，因而晕倒。医生因此调整了他的药量。奇妙的
是一位男护士本来不是在Robert病房的那一层楼工作的，但
不知什么原因这位护士被叫来照顾Robert。这位男护士对身
体缺水很有经验。他就告诉Robert该怎样通过测量站立和卧
躺时的血压差距，来判斷身体缺水的情况，還告訴一些Rob-

“当你跌倒在地的那一天，神回应你，名为雅各的神让你远离祸害。”“God answer you
on the day you crash. The name God-of-Jacob put you out of harm’s reach.”
- 诗篇 20:1

6 感恩見證集

ert所最需要知道的知識。Pat的嫂子发觉当医生改变了药量

名为雅各的神让你远离祸害。英文是：God answer you on the

Robert看上去，比以前很長一段日子的光景都好。更让我惊

day you crash. The name God-of-Jacob put you out of harm’s reach.

奇的是Pat说他的哥嫂都是很有恩膏的传道人。只是忧虑健
康的缘故，他们还没有全职事奉，這在他们心里多少有点内

当我收到这封感恩的Email时，为神的话语所释放出带着生命

疚定罪之感。诗篇20篇的经文对他们来说是神依然不变的爱

力的大能而大大惊叹。深深地被神的无边大爱所感动。这爱不

和对他们顾惜的表达，除去了他们的内疚与定罪感，进而也

仅是向着得医治的Robert，也是向着我这软弱灰心的器皿，让

再次坚定他们在主里的呼召。Pat给我英文Message

我倍受激励，更渴慕在神的话语中与神相遇。荣耀归与神！

Bible诗篇

20篇的经文，说英文20：1正记述了Robert在20日当天所经历
的事。中文的直译是：当你跌倒在地的那一天，神回应你，

㟼☧䚁㺰
林學娟

以

前右腿因工作受傷，後來醫生說是坐骨神經的

我的腿就會痛，

問題，經過醫生的治療是好了，但是留下後

牧師就奉主的名

遺症。這十幾年來，每次下雨腿都會痛，而且都是早

為我腿部受傷的

一天痛，只要一痛我就知道明天會下雨，比天氣預報

地方禱告，對我

還準。一直以來都覺得這是老毛病，也沒有很注意。

說：“按妳的信

林學娟姊妹

心成就醫治。”
這次醫治特會看見很多弟兄姐妹得醫治，心裡還想我沒有病
不需要被禱告。到了星期六晚上去聚會之前，腿忽然痛起

過了幾天以後，我

來，奇怪難道明天要下雨嗎？不對疼痛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站在窗前看著雨，

不像平時下雨天的痛，好像又回到十幾年前的坐骨神經痛一

心想今天怎麼下這

樣，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痛，我就求神醫治我的腿。好奇

麼大的雨，而我卻

妙，禱告一會兒，腿就不痛了，心裡想可能神要我為今晚醫

不知道呢？我忽然

治佈道會禱告，要不然怎麼腿會忽然疼痛。晚上牧師要為需

明白我的腿得醫治

要得醫治的弟兄姐妹禱告的時候，我也在幫忙扶人，看見很

了，感謝讚美主！

多人都被禱告，心想現在我的腿不痛了，需要上去被禱告

現在回想起那天晚上腿會痛起來，正是神要我為自己的腿得醫

嗎？後來還是上去請牧師為我的腿禱告，並告訴他每次下雨

治禱告。太奇妙了，感謝主榮耀歸主。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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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管教而受益
王敏

星

期天主日信息講的是關於作主的門徒，我當時聽

再浪費時間了！”我臉上感到燒起來，心裡只想馬上離開。

了非常受感動，心意更新並立志要作主的門徒。
回到家哩，我心裡一直在爭辯，有個聲音說：“為什麼一

從教會回家的路上，因送一位小弟兄回家，從Buford Hwy走，

定要堅持自己的意見呢？”“假如你身上貼了基督徒的標

就順便去I-285交界處的韓國店買點菜。我已很久很久沒去這

籤，是否會選擇快速通道呢？是否會不聽收銀員的勸呢？”

家店了，沒想到裡面人山人海。我急急忙忙挑了幾樣菜，就

另有聲音說“按我的理解，可以算十項啊！”又說“剛

去付錢。看到每處都排隊，忽然發現有兩個出口是快速通道，

剛才聽了作門徒的信息，還非常感動，好像在天上，才

就點了一下東西，除了兩包米兩包粉，餘下八種菜，腦筋裡

一會兒功夫就跌回到地上”。終於有聲音說，“不管怎

閃出一個念頭，這可以算十項；又想到外面傾盆大雨，女兒

樣，應當服從收銀員的指示”，我心裡只好向主認錯。

剛才還提醒我快點，因她在車裡等我。我立刻決定去快速通
道付款，收銀員看到我就說不行，我說差不多十項啦。很快

第二天早晨讀到箴言28:9，轉耳不聽律法的，他的祈禱也為可

就輪到我結帳，他邊收東西邊清點，半抱怨地說老闆會監視

憎。這一整天，頭腦裡就想著這件事，好像沒完沒了，星期

她。我心裡開始不安，又聽她跟後面排隊的顧客說：“不要

二早晨，讀到箴言 29:15 杖打和責備能增加智慧。29:26定人
事乃在耶和華。我知道神在管教，我再次向
新年聚餐

主悔改，祂藉著這件事使我看見裡面的自我
中心，自私自利。讓我體會稅吏禱告說：“
神阿，開恩可憐我這罪人！”那種心境。
悔改之後，接下去的一周，神向我開啟許
多聖經的話語，當時讀經正讀到羅馬書。
我細細品味神的話，那原本很難懂的字
句，一個一個字好像在我眼前活起來。
12:10

唯有萬靈的父管敎我們，是要

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
分。天父不僅管教我，而且用祂那長闊
高深的愛再次充滿我。有好幾次在上
下班開車的路上，我大聲唱著詩歌，
並唱著聖靈所賜的新歌，充滿喜樂。
作主的門徒會被管教，也會受益無窮。

“唯有萬靈的父管敎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 (來 12:10)
天父不僅管教我，而且用祂那長闊高深的愛再次充滿我。 -

8 感恩見證集

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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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不能讚美的時候，越要起來讚美。」
柯雅仙

有

天早上醒來時，我發覺喉嚨痛得好厲害，連嚥口水都
很困難。我趕緊喝了一點水，還是覺得非常難受，

這樣子怎麼唱詩歌、禱告呢？這時心裡好像有一個聲音對我
說：「越不能讚美的時候，越要起來讚美。」於是我就選了
一首詩歌小聲的唱，一遍還沒唱完，我的喉嚨就好像被什麼
東西卡住了，連呼吸都好困難。我心裡呼喊”神救命！”從
裡面就有一股力量出來，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讚美主，那卡
在喉嚨的東西沒有了。我就禱告說：「神阿！祢赦免我一切
的罪孽，也醫治我一切的疾病，我的身體不接受任何的疾
病。」(通常喉嚨痛是我感冒的第一個症狀)，我又開始敬拜讚
美，越來越大聲的讚美，過了一會兒，我的喉嚨一點也不痛
了，當然也更沒有任何感冒的現象了。感謝主！願一切的榮
張雅雯 & 柯雅仙 姊妹

耀歸給神。

㔭☨㳸㵿㨳
柯雅仙

2008年11月的時候，小組裡有一些變動，小組長就跟

在

2009年6月，小組裡增添了好幾個姐妹，我們的神真的好信

我說：”這小組是要換一個地方聚會，還是應該再分

實，一下子就增添了好幾個。幾個星期以後，其中一位姐妹

一個小組出去？” 因為當時的人數不多，我們就商量說 ”只有

說：“等小孩開學以後，我們可能就不方便來聚會，怕前一

禱告了，看神的心意如何？” 我就開始很認真為這件事禱告。

天太晚睡覺，孩子第二天早上起不來上學。”我知道這幾
個姐妹都很渴慕神的話語，也需要固定参加小組，我就跟

有一天我讀到以賽亞書26章15節”耶和華阿，你增添國民，

他們說：“我們會為你們預備一個更適合的聚會時間”那

你增添國民；你得了榮耀，又擴張地的四境。”好像神對

時剛好小組長也從中國回來了，我們就決定把這幾個姐妹

我說：「小組是要擴張出去，而不是要換一個地方聚會。

安排在星期四白天聚會，感謝主！我們就多了一個小組。

」我怕自己領受錯了，我又禱告說：「主阿，若這真是祢
的心意，求祢再給我一句經文印證，我所領受的是對的。

神真的擴張了我們的四境，而我相信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一

」我繼續讀使徒行傳(我讀經通常是新約和舊約一起讀)1章

定會有更多的小組可以擴張出去。

14節“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神好像就
回答了我剛才的禱告。後來我跟我的小組長分享我的領受，
我們就決定暫時不分組，只求主把更多的人帶到小組裡來。

“耶和華阿，你增添國民，你增添國民；
可是接下來幾個月，好像小組的人數還是老樣子，
沒什麼改變。我常常問神“主阿祢不是要增添國民
嗎？可為什麼我們都沒看見？”好像神也保持沉

你得了榮耀，又擴張地的四境。”
- 以賽亞書26:15

默，但我相信祂是信實的神，祂的應許不會落空。
感恩見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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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ward Faulk

我

們有一個好朋友住在一個很鄉下的區域，他們的小區

友開著他的割草機，不小心把鄰居新種的兩棵樹鏟平了一棵

只有20戶人家，而且周圍都是牧場，沒有任何熱鬧的

弄倒了一棵。結果警察就來拜訪了，鄰居索賠$400，想當然

據點，最近的小店在6哩外。周圍鄰居的變動非常少，在這個

我們這個朋友一毛都不願意付，結果是牙癢癢的幫鄰居種回

經濟不好的時刻，房價掉得更是厲害。

兩棵樹。在這段時間裏我們一直為他們禱告，第一個奇蹟出
現在那兩棵樹，一棵只要$3，他們實在無法繼續容忍這個不

我們這個朋友有一個不太合得來的鄰居，這個鄰

太合得來的鄰居，要我們第二天去幫助他們裝置通電圍牆。

居在過去7-8年中，每年都嘗試賣房子，可是每年
都無人問津，每次賣3-4個月後就自動放棄了。

我們的神真是有憐憫的神，當我們為他們的鄰居禱告搬家時，
他們都説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神來説凡事都能，第三天“

我們這個朋友有3隻可愛的大狗，去年夏天時，跳到鄰居的小

屋主賣屋”就釘出來了。他們都説過去7-8年房屋仲介都賣不

小塑膠泳池裏玩了一圈。為了一個小小$200的游泳池，大大的

出去，現在這種經濟怎麼可能賣得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事。

搞壞了兩家的關係，我們這個朋友的太太花了3個小時幫他消

一個星期後，我們幫他們的狗買了一個可戲水的大水池，送

毒游泳池，這樣一來，樑子結大了。第二天，我們親愛的朋

到他們家時繼續為這位鄰居禱告，也順便帶了一個和好蛋
糕，希望他們能拿去送給鄰居。然後一起禱告
祝福他們房子快速的賣到他們的要價，然後儘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

快搬出，順便祝福下一個要搬入的鄰居。第二

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個奇蹟就如此發生了，“屋主賣屋”釘出來的
6個星期後，親愛的鄰居搬家了，新鄰居一個
- 太 5:43，44

星期後搬入，這個新鄰居是他們有史以來最好
的鄰居。真是歸榮耀給神。

㒫㤹⾪ツ
丘紀恆

在

一次特會中，我聽見了兩個真理，神的心意是要亞當
修理和看守伊甸園，所以亞當有神所賜的權柄。〈創

世記2：15〉另一個是：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
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
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腓立比書2：9〉這兩個真理非常觸動我的心。
有一天中午當我在煮飯時，通常有肉就有很多蒼蠅，那一天
還特別多，所以就讓我非常的不高興。但是神突然讓我想到
上述兩個真理，我就奉耶穌的名斥責蒼蠅，命令它們遠離食
物，幾分鐘後它們就不見了。哇!不得了，事情真的成就了。
這件事對我來説是一個起點，神的話不再建立在別人的信心
上，而是在基督這磐石上，並且是我可以親身經歷的。
10 感恩見證集

Hayward Faulk & 丘紀恆夫婦

右手得医治
陳盈妃

我

的右手这两年来常常酸痛，尤其是手肘和关节的地方，连拿一个
马克杯的姿势都会使我的手疼痛不已。今年二月份樊牧师来到我

们当中，特会那天晚上又冷又湿，我的右手从上一直疼痛到手掌。那个
痛似乎要在我的手掌上爆开，我手掌又痛、又麻，又痒。所有的感觉使
得手很难自然的垂直或摆动。
眼看聚会结束了，第一天的特会并没医治，所以我问了师母不知道可
以不可以请樊牧师为我祷告，师母马上回答说：‘既然学习了就来操
练。’于是找学娟和另外一个姐妹为我祷告。第一次祷告后，没有那么
痛，但还有一些痛，于是再祷告，第二次祷告之后只剩下麻，疼痛感消
失。第三次再祷告后，只剩下酸的感觉。学娟叫我把手动一动并说回家
睡一觉就好了！隔天聚会一直到晚上都没觉得手有什么不舒服，活動起
來也很自然，才发现手已经得医治。很感谢神，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
治，同时我也听到别的弟兄姐妹得医治的见证，神迹在我们当中运行，
让我们经历我们所信的神不只是过去的，或是将来的，更是现在就能经

Karren, 周莉, 丘紀恆 & Angela姊妹

历的真神。

失业，先找工或先找神?

江大强

上

帝籍着2009美国经济不景气教

出问题。可这次不同了，我做了所有

来，虽然工作情况还是一样没结果，

导我一个宝贵的功课。在那年

该做的努力去找工作，然后又做了一

但我仍不放松每天寻求等候神。

中旬，因公司裁员很多人丢了饭碗，我

切的努力去面试，仍然没结果。当我

也因此失去了工作。有人说人的尽头，

在极度的灰心，失望，走到尽头时，

不久，有一次面试只是过后，我很失

乃是神的开始。其实早在几年前，我

神及时呼唤我，我开始认真的去寻求

望，因有几道问题不懂回答。过去面

曾经历类似的情况，只是当时经济没

他。不是说不找工作，而是先寻求神的

试经验告诉我，如果不会回答，那被

国和神的义，把寻找工作摆第二。我

录取的机会就不大，然后就把面试结

开始求神让我更多的渴慕他，来寻求

果祷告交托，然后继续寻求等候神。

他的帮助，像福音书里那些寻求耶稣

过了几天，公司来电说要有第二次

医治的人一样，非常渴望得到医治。

面试，接着第三次面试，过不久工

当我真正渴慕，上帝就开始动工。

作拿到了就开始上班到如今。这時
读经祷告寻求等候神已成了我一种

既然圣经马太福音6：33说：“你们

生活习惯，感谢神的奇妙作为。

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

江大强弟兄

要加给你们了，”我决定开始操练等

这件事让我体会神的恩典，能力及背后

候神。刚开始很不容易，也不习惯这

的祝福。回头看这功课是上帝为我量身

种安静寻求，但我还是下定决心，每

订做的。感谢上帝没让我白白受苦，因

天花两至三小时来读经祷告寻求等候

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神。神要让我寻求等候他成为一种生

处。有一件事我还要祷告，就是神继续

活习惯，是每天的，而不是一次性

赐我一颗渴慕和寻求他的心，让我感恩

的事。这样每天寻求等候几个月下

不单是得了工作，而是得到了他。
感恩見證集 11

一宗车祸
陈佳唯

2

009年12月6日，我发生了一宗
严重的车祸，车子毁了，但我

只受一些小伤，整件事情的发生前

“万民哪，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

后，似乎有很多的巧合，影响了本

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动摇。神啊，你曾试验我

来应有的严重后果，但我知道要让

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

这么多的巧合碰在一起的几率非常

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

的低，我确信爱我的神亲自介入。

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当天下午我们在惠国和倖生家开同工

- 诗篇66:8-12

会。晚上结束后，我独自开van回家。
我须在他们社区前的十字路口左转回
家。当我车子在他们社区前等待铁栅打

我狠狠的被震了一下，座位成45度斜

来。每换一个动作都很挑战。我的复

开时，前面的交通灯刚好是绿的。待铁

着。安全带马上把我拉紧。紧得我都快

健治疗医生帮我照其他部位的X光，发

栅打开后我迫不及待的踏油门就冲，车

透不过气来。我使劲的想把它拆开，尽

现腰部的一根肋骨有骨折。他说休息

子刚过黄线，交通灯就转黄，我很庆幸

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逃出车外（怕车子

两个月就会好。这回我可以理所当然

爆炸）。但在紧急的情况下却怎么挣也

的休假了，真难得！感谢我妈妈在这

挣不脱，反而我的脖子和胸口被拉得很

里帮忙照顾孩子，还有姐妹们帮我做

痛。后来终于将它挣开后，全身却动

了几个星期的菜，由于我不能提重的

弹不得，眼镜也不知飞到哪去了。当

东西，更不用说抱孩子了，他们俩开

时头脑却很清醒，只想着要怎样逃出

始学习独立，也会体谅我不能帮助他

车外。在我後面的David和Angela马上

们做很多事，反过来还会照顾我呢！

陳佳唯姊妹 & 兒子Ethan

下车过来，相继也很多人过来，也听
见有人在打911。这些人都很热心，却

两个星期后我想开始开车，至少不用

不敢乱碰我，也有一个护士在当中，

麻烦别人载送孩子上下课，这对我来

问了我一些基本，也很好笑的问题确

说也是个挑战，我一直祷告求神给我

保我没有伤到脑，在等待救护车来之

信心和胆量来摆脱车祸的阴影，拿

自己冲得快，要不然等下一轮的灯绿恐

时，虽身体又冷又痛，但我仍然向神献

走我的惧怕，开始时每逢经过事发

怕还要很久，正当我还在沾沾自喜，还

上赞美感恩，感谢神生命在他手中，

地点时仍然心有余悸，感谢主他垂

没拐弯时，我瞄到左边的车道来了一辆

他救我，保守我，不久后就听到救护

听祷告，不但给我重新踏上路的勇

车，速度非常快，我当时还在想，他

车，警车及消防车的声音，在许多的问

气，也让我渐渐胜过心理的障碍。

那头是红灯怎么还不慢下来。当我发

话后，我被抬上冷冰冰，硬邦邦的架

觉到他快速的往我驾驶的座位（车子

子上了救护车往医院去，这还是我生

至于我那原本已经很旧，也早就想把它

侧面）冲来时，我已没有可闪开的余

平第一次坐上救护车，真的和戏里看

换掉的van，对方保险公司给我很不错

地了。“神啊，救我。。。！”我喊

的一样，在急诊室里医生帮我照了脖

的赔偿。我终于有借口可以换一辆较

着喊着，刹那间听到对方急速的刹车

子的X光后认为没事，就让我回家了。

新的车子。感谢主知道我们的需要。

接下来的几天，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肌

现在，经过了近三个月，骨折的部位也

肉，包括腿，腰，背等，逐渐痛了起

快好了。回想起车祸发生当天，真的还

声，接着就是很响的“碰。。。碰”两
声，一是车子被撞，二是爆胎的声音。

12 感恩見證集

有许多似乎是巧合的事情是值得感恩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

的。第一要感恩的，就是刚好孩子们没

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

有在车上，事发当天下午，我和我先生

的脚动摇。神啊，你曾试验我

各开不同的车去惠国家，原因是他打算

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

在开完会后直接开往外州上班。他比我

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

先出门，我三岁的儿子Ethan非得要跟

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

着去，我想把他留在家里却留不住。算

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

了吧，晚上Ethan跟我回家就行了。但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陳佳唯姊妹，Caleb, Melody, 周惠鴛姊妹

他们离开家不久后又折回，我先生将儿
子放下后就走了，我当时奇怪为什么

主啊，谢谢你带我走过这段路，

Ethan会回来，但他也没说什么。晚上

让我学习凡事谢恩，时时赞美。

我才知道真相：儿子上车后知道爸爸要

每一次的试练中，你让我更加认

去惠国叔叔的家，但因他怕惠国叔叔

识你的真实，体会到你是何等的

家的猫，所以要求爸爸把他送回家。

爱我，也让我感受到许多弟兄姐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因我知道儿

妹的爱，在患难中给我的許多帮

子的性格，若他当晚在车上和我一起

助。主啊，帮助我依靠你，更多

回来，我真的不敢想象那个后果，因

经历你，活出基督的丰盛。

他一向坐的座位，也就是我后面的位
子，在车祸发生时是唯一破的窗，门也
凹了进去。相信受重伤是少不了的。
第二要感恩的是，本来同工会是在学娟
的家，却因某些原因换了地点。若是在

心满意足

学娟的家，我儿子一定会跟来。因为
学娟的家没有猫或狗。接下来要感恩

陈佳唯

的就是，我开的是van而对方开的是小
车。van比较高，以至于他虽是朝我驾驶
座位撞上来，我van下半部的“伤势”
却比我严重，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当天

今

年1月17日凌晨三点多，我从梦中醒过来，挣扎着要不要起来亲近神。
但还是降服于疲倦的身体继续睡觉。不知道又睡了多久，一个意念进

到我脑里：“四点二十七分！”一股力量指示我一定要起来看时间。我摸摸

在van里留下一包教会的钱和支票。晚

旁边的闹钟，瞄了一眼，果真是4：27am。但我没理它，继续做我的美梦。

上在一团糟的情况下没有拿走。大强第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非常响亮的敲门声吓醒了。我马上从床上跳下来到卧

二天去到弃车场，不但在van里找回这

室门前看一看，没人！我不甘心，去看了看我孩子们，他们都睡得好好的。

些钱，也把我的眼镜找回来。感谢主！
这 时 的 我 已 经 很 清 醒 ， 也 知 道 是 圣 灵 呼 唤 我 起 来 与 神 亲 近 。
后来我也有机会去看看我这辆被撞

我也就顺服了，于是照着读经进度翻到诗篇17篇。读到第15

得惨不忍睹的van，也看到了对方

节 时 ， 明 白 了 他 将 我 唤 醒 的 目 的 。 这 段 经 文 深 深 打 进 我 心 ：

的车，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没什
么大事。相信神的手必在其中！

“至於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像就心满意足了。”

郭靖姐妹在车祸后给我们的一

主教导我很重要的功课：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拥有多少，上帝比这一切更重要，只有

段经文，记载在诗篇66：8-12：

神才能满足我一切的需要。这宝贵的经历让我体验早起亲近神是非常值得的。亲近

“万民哪，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他，我就得以心满意足，他给我力量来度过我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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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國 & 陳倖生

自

從來到靈糧堂聚會，倖生和我

時在David/Angela

都渴望能更多地來經歷神自

家小組聚會，敬

己。祂既是永活的神，我們就必能在生

拜結束後，原本

命中看見祂的作為。神也樂意要來改變

要帶領查經的天

更新我們的生命，因祂原有為我們每一

偉弟兄，因回城

個人安排的道路。我們要學習的是順服

飛機延誤不能趕

於主的教導，在更多的事上邀請祂來作

來，牧師就叫我

我們的主，我們就必愈來愈深地與主連

來帶大家查經。

陳倖生，王惠國夫婦

結，並經歷祂在我生命中的奇妙作為。
當我們一齊念出經
這裡我們要見證，描述過去一年主的奇

文，我的身體開始

妙帶領，一件又一件的奇妙作為見證了

感到在被淨化，

神的慈愛，祂在聖經中的每一個應許都

幾節經文下來，

是信實；並且祂的賜予可以超乎我們的

我全身從脖子以

所求，超越世人的一般理解；更叫我們

下直冒熱汗，每

得以見證，祂的大能在全地之上，祂的

唸一句經文就有

榮耀彰顯於祂的兒女經歷祂的慈愛。

更多的“病毒”
被排出。等近15

一、神的話有醫治的大能

節經文唸完後，我在溼透的衣衫中

錢，我看了皮夾內僅有22塊錢，這年輕

2009年5月底我被公司派返回台灣出

感到我的重感冒症狀已全然消失。

人說：「給我20塊」，我就欣然的給了

差，然而自4月底起我就一直有類似重

他20塊並說 ”Thank you. You are a good

感冒的症狀，幾乎每天都有間斷的發燒

喔！奇妙的神的作為，病毒在我

man.”我返回車上，尚未聯絡牧師，

及頭昏。當時台灣正因A型流感流行，

們宣告神的話語時都要逃竄，因

看了一下手錶，時間竟是6:20分30秒！

在機場入境做量體溫的檢查，體溫高

我們的身體豈不為神的殿嗎?！

的人將予以隔離觀察至少三天，以我

因 著 我 要 趕 往 探 訪 弟 兄 ， 雖

當時的狀況必定會因體溫過高而被隔

二、為主作工，祂自己排除障礙

有 突 發 的 攔 阻 ， 我 們 奇 妙 的

離。若真發生，那在台灣就將一事無成

2009年10月一個週二的晚上，牧師與

神用了30秒就把困難移走了。

了。首先我去看了醫生(人的方法)，醫

我要去探訪一對新來教會的夫婦。我

生說我有慢性病毒，沒有藥可以吃，

們約好了6:30PM在我家附近的BOA碰

三、主不輕忽我們的十一奉獻

要靠身體自己去慢慢地抵抗，驗血也

面。6:10PM我從公司趕去BOA的路上，

2009年9月中，倖生和我在Windward

查不出有何異狀，只能看是否幾週後

在Douglas Rd. 轉Jones Bridge Rd.時，竟從

Pkwy要去吃中飯時，在車上我們談到

能好轉，但我返台飛機就在三天內！

後撞上前車。我停下一看，似乎並無人

母親因大腸癌即將開始進行化療，種種

受傷，但時已6:20PM，心想可能要通知

的醫療給付以及請看護都成了一筆負

於是我把身體不適一事放在每日的禱告

牧師我無法同去探訪了。我一方面拿出

擔，必須由我們四兄弟姐妹來分擔。當

中，最初幾天下來並不見好轉。同時那

電話準備聯絡牧師，一方面走下車並告

時我心裡就興起對當月十一奉獻是否能

一周是我第一次在牧師的吩咐下預備了

知前車是否儘速請警察來處理。對方是

如常滿足的懷疑。正在此刻之後的幾十

約翰福音12-13章，以備在週五小組查經

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他說：「報警？

秒內，一輛車從後面撞上我們，因正好

時可能要帶領大家。週五8點PM我們準

絕不！」我心想那至少該賠償他些許金

撞到後門已有的damage上，所以實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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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一個禱告神都垂聽！願我們學習去等候神，向神說
“照著祢的旨意，也照著祢的時候。”
- 王惠國 & 陳倖生

並未造成新的damage。警察前來處理之

連接上，所以我的靈也必得醫治。

後，我們就離開了。將近10周之後，由

六、祂垂聽我們為親人的代禱
我母親2009年9月初因肚子不適去

對方保險公司理賠的支票寄來了，賠償

但主給我們的豐盛也要使我們身體得醫

醫院檢查，結果驗出已是大腸癌3-4

的金額竟正好是我們每月的十一奉獻！

治，願我們有“開闊”的信心管道，

期，母親多年來一向身體甚好，

讓主醫治的大能得以藉此管道澆灌在

從未因病住院過，這樣的消息對

我們身上，來成就他醫治的恩典。

她是身心上的重大打擊。10月中醫

主，願我們順服於祢的教導，也因
著祢的應許，甘心樂意地遵行十一

生又驗出癌細胞已擴散至肝部。

奉獻。謝謝主，讓我們留下了十分

1.我從2009年初一直有腰痛的問題，

之九，因這萬物原本都是屬祢的。

每日起坐之間都酸痛不已。我常常

我們4個小孩，起初一直不敢把病情據

把腰痛一事放在禱告中求神醫治，

實告知母親，母親一向強勢的個性，

四、聖靈的提醒

也在樊牧師09年醫治特會上被禱告

真不知會如何承受此病情。於是大姊

倖生自2008年底開始負責教會每月第一

過。然而數月過後及至09年底，我

和我開始把這件事放在禱告中熱烈地

個主日領聖餐的聖餅準備工作。2009年

竟忘了向主求醫治腰痛一事，因為

向神呼求！我們的神能在沙漠中開江

5月2日週六，倖生如往常準時就寢，準

我的腰痛已經完全好了，到底什麼

河！祂若伸手，母親豈不得醫治！

備明日去主日崇拜。但因那幾天家中雜

時候好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事甚多，她竟完全忘了次日要領聖餐一

我忽然又想起五月返台時，勸母親要回

事。半夜一點，倖生不自覺地醒來，

我們每一個禱告神都垂聽！願我

到主的面前，即使已遠離了主近數十

腦中有一個聲音說“五月的第一個主

們學習去等候神，向神說“照著

年。我與母親在父親山上墳前一起做的

日”，她就恍然察覺忘了準備聖餅，

祢的旨意，也照著祢的時候。”

禱告，心想神也已垂聽……“主阿，我

於是下樓從1-3AM把聖餅準備好了。

把母親的靈得救仰望交托在祢手中”
2.倖生多年來一直有局部的眼部皮膚

我們人會誤事，但神不誤事！我們一個

炎，在額頭及眼皮附近有發紅、發癢及

如今母親開始向主禱告，也固定的參加

小小的教會能順利如時地每月領聖餐

脫皮的症狀，在換季之時猶烈。2010年

聚會，把她的心靈與身體都交託給主。

來紀念主耶穌，是聖靈關注的大事。

2/13週六晚上在樊牧師醫治特會上，倖
生走上前被樊師母按頭禱告，宣告眼部

喔！慈愛信實全能的主，我為祢在母親

五、得醫治

皮膚炎得醫治，次日主日倖生一起來就

身上的奇妙作為向祢獻上讚美與感謝。

當我們回轉歸向我們的神，學著順

發現皮膚炎症狀消失許多。起初她幾乎

願祢在此事上的作為將吸引更多人來歸

服於祂的旨意時，我們的靈要得自

要開始起了不信之心，但她馬上禱告宣

向祢！

由、得釋放，當我們讓聖靈來住在我

告自己已得醫治，並把感謝榮耀獻給

們裡面的時候，我們要與生命的主

神。時至今日她已完全得醫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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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毛家感恩点滴
毛应清，周惠鸳，约瑟，书亚，迦勒

瑟 ―― 圣灵的浇灌: 四月时，JOY带约瑟去参加一个

约

丢，让我们的生活尽量单纯简朴。异梦同时也提醒我们，当

特会。在聚会结束前讲员呼召人回到神面前。圣灵开

神要带我们继续在灵里往上走时，也要清理掉我们生命中的

始光照约瑟里面的罪，于是他就很认真地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很多东西。十一月底，神籍以赛亚书58：1－2再次提醒应清：

之后，神感动讲员下来带约瑟到前面去为他祷告。圣灵就大大

一个真正的信仰不能只局限在自我的敬虔修养，而是要存谦

的充满他。约瑟就在神面前大大的哭泣祷告。他的心灵被神洁

卑，好怜悯，与神同行。使神的恩典可以流经我们而做在他

净而更新，久久都沉浸在神的同在中。神在预备约瑟！八岁的

的百姓身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赶上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他已经把整本圣经读完了两遍。神也开启了他的心来饥渴的明
白

神的话。每天清晨，除了他自己的灵修外，他也和弟弟一

惠鸳（Joy） ―― 从过犯到得胜：五月初，老大约瑟犯了一个

起参加爸爸的圣经查经班。他实在有颗极其温和甜美的灵。

颇大的过错。我带着伤痛的心到主面前求问神如何处理这件
事。神就赐下解决的智慧：首先要带老大每日禁食一餐祷告

书亚 ―― 憨厚的奖赏：盛夏的某一天，JOY与孩子们说好，

呼求主断开他生命中的锁链。于是我带着小孩每天中午禁食

等他们完成当做的家务后，妈妈要带他们一起出去游泳。不

祷告，迫切呼求主断开锁链。当我们呼求神时，神也让我看到

料，书亚因一时光顾和哥哥玩而忘了他的家务。JOY看到了当

自己的锁链，呼求主的释放。再祷告，主让我们看见要为即将

然很不高兴。她责备他们说：“因为你们不听话，不能去游泳

来临的母亲节儿童表演代祷，求主断开使小孩恐惧害怕的灵。

了。不仅如此，妈妈还要补给你们加倍的家务让你们学习殷

结果母亲节那天当我带小孩表演时，每一位都很勇敢，表演得

勤。” JOY本以为他们会很不高兴。 却不料六岁的书亚却没有

出奇的好。神大大的使用他们！我只能大大的向神屈膝跪拜！

任何的抱怨并高高兴兴的接受了。JOY当时很惊讶这孩子的反

是他带领我们在过犯中站起来，并且大大的得胜。哈利路亚！

应。

联想到我们的神，当我们领受责备而转向他时，他就赐

下恩典。 于是JOY马上就宣布恩典：“我们照常去游泳吧。”
迦勒 ―― 快乐的小天使：老三迦勒已经两岁了。他很喜欢音
乐。每当赞美的音乐响起他就开始跳舞。 他一天到晚口里常有
赞美的歌声。不知有多少次，神籍着他那天真无邪的笑声和歌
声来提拔我们。也提醒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那样的单纯喜乐。
应清 ―― 灵魂清洁剂：神是说
话的神。神常籍他的话语和异梦
来跟我们说话。八月初，应清
作了个梦。梦中，神把他带回
到当初他出国前，知道自己已经
被美国大学录取的兴奋，以及要
打包收拾行李准备最后检查的一
幕。梦中看到他到时能带走的行
李很少，而很多的家具都不得不
丢掉。梦醒之后，应清感觉神在
提醒他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于是，全家开始总动员清理家
里的物品。该送的送，该丢的
毛应清 ,周惠鸳夫婦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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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T

Grace

Chiu-Fang Chou

nosed with cancer in the early age. HowAll of my hair fell out even my eyebrow and
ever, I appreciate all the experiences that
eyelash. My physical appearance was changed.
God allowed me to have. I believe that
However, I appreciated the side effects that
God has a beautiful plan for me and even
made me experience all the things I have never
we can not understand His plan now.
done in my life so far. For example, I would
never try to buy a wig if I was not bold. I have
two fancy wigs which make me look beautiful
and fashion without anyone
noticing that I was wearing
a wig. Many people such
as technician, classmates,
and security guard asked
me where I had my haircut.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Additionally, I found that I
declares the Lord,
looked great by being bold.

Grace

he year of 2007 was an amazing and special year for me. In
2006, I was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before Christmas. It was really hard for me to
accept the truth on the day nurse told me.
The first reaction for me was “How come?”
Then the second thought to me was what
kind of attitude I should have as a Christian. Coming back to the office, I needed
to fight back tears in order to continue doing my job. However, I am glad that I have
God to be with me in my life. Of course, it
still took me one or two days to stop my tear.

God’s

Fighting Cancer with

Since January 2007, God has used verses
from Jeremiah 29:11-13, which is the first
fighter verses from the Bethlehem Baptist Church, to comfort my anxious heart.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Then you will call upon me and come and pray
to me, and I will listen to you. You will seek
me and find me when you seek me with all
your heart.” God always reminds me of these
verses in time when I felt frustrated or weak.
It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year for me
also. I received many of prayers, supports
and help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I do not
know how I would have managed without
God and the prayers and help from other beloved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Eight chemotherapies and 35 radiation treatments took me almost 7 months. It was not a
short time. During this period, my body was
changed due to the side effects of treatments.

“plans to prosper you

God gives us a great body
tha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m by providing great nutrition and rest. Now, for my
health, I gave up my favorite
food, such as ice cream and
coffee. I think that is a great
experience that God wants
me to learn how to give up
something I like. Moreover, I have also learned to
praise the Lord and keep
faith on God in any circumstance, especially in the
dark and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Then you will call upon me and
come and pray to me,

and I will listen to you.

You will seek me and find me

when you seek me with all your heart.”
- Jeremiah 29:11-13

“Be joyful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1 Thessalonians 5:16-18.
I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why I was di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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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哭变为跳舞 —— 2009感恩见证
周晖

感

谢赞美主，过去一年，2009，
是在主里极其丰盛的一年。亲

因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

身经历和见证神奇妙的作为：先有公婆

- 诗篇30:11

蒙恩得救，接下来是在我个人的工作
生活中經历神大能的手，最后是在圣
诞节女儿的浸洗……神荣耀的运行何

地照着去做，所不同的是，我是带着期

天，正好是个星期五，晚上有查经，在

等真实，何等伟大，何等可叹可畏！

盼和欣然接受地去行，星期五晚上，华

分享祷告中圣灵大大地同在。我双膝跪

人教会北堂的张琴姐妹知道消息后请我

地，举起双手，大声地求告主，宣告神

永远记得4月8日，一个星期三的晚饭

去她家吃饭。在那短短而又漫长的两天

的拯救和医治，众姐妹们也一齐同心合

后，家里的电话铃响起传来的是先生弟

里，神借着2个姐妹，一个祷告，一顿

一的祷告。神将极深极深的平安赐给

弟浓浓的江南口音，心里就有不详的预

晚餐，大大地扶持了处在低谷中的我。

我。我预感到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
重要的电话就要在那个周末发生，但

感。果然他说父亲---我的公公被诊断患
有胰腺癌。放下电话，脑子一片空白，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是用心去寻求神，

只能给正在值夜班的先生报凶讯。接下

力图摸着他的心意，小心

来的一天，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哀伤，为

地跟随着。这样隔了整整

公公的病情，更为自己的属灵光景---既

一个星期我才敢第一次直

没有随口可以引用的圣经经文存记在

接打电话给我公公。我知

心，也没有圣灵Rhema的话语，也听不

道自己没有很好的口才和

见神的声音，我怎么去帮助他。我心一

讨巧的话语，只能壮胆单

直有一个幻想：请一位传道人去给我公

刀直入向他传讲耶稣。告

公传福音，确保他在世有限时日里能信

诉他有一位医生----耶稣比

主，得着永生。然而我内心深处非常明

这世上任何一位医生都伟

白，这是神交给我的任务。带着深深的

大，可以救他，我讲了很

亏欠的心情，我真实地在主面前悔改，

久，电话的那端是沉默，

承认自己没有好好装备，大大亏欠了神

放下电话，自己也摸不着

的荣耀。我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从此

会是什么结果，然而一心

好好地学去做，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受

明白时间紧迫，我能做的

教的心。我知道靠自己什么也不能做，

是学习，领受和祈祷。一

求神赐下帮助。第二天（9日）下班回

星期后第二次打电话给

家的路上，突然想起Joy姐妹，就打电

公公，播放了两首福音

话分享了我公公的状况，我们一齐祷

歌曲---野地的花和耶稣爱

告，Joy祷告的都是神放在我心里的----

你，并为他祝福祷告。这

我的亏欠，我的悔改，还有我的愿意！

一次公公说歌很好听，并

就在女儿学校外的停车场，手拿电话

愿意接受祝福。接下来的几天，我注意

整天我都小心地预备着自己和Olivia的

机，闭着眼睛，任凭泪水涌流----主 啊，

到女儿Olivia突然对中文福音歌曲很感

心，Olivia满心喜乐，总在提说要给爷

你何等了解我。我恳请Joy陪我走这一段

兴趣，而且学得很快。奇妙的是，根本

爷打电话，我也很期盼，但还是很耐心

路，于是约好这个星期日的晚上一齐电

就不见面的Joy却在电话祷告里说愿神

地再等了一天。直到星期天的晚上，我

话祈祷。记得Joy要我去听江秀琴牧师赞

使用Olivia.于是便加紧教她唱歌，练习

用手机打上speaker,和Olivia一齐打电话

美，祷告的录音讲道，当时真的像小学

说中文。那个星期正好在听江牧师教导

给公公，“爷爷，你好，耶稣爱你，我

生从老师哪里领了家庭作业，极其认真

禁食祷告，心里很有感动，就禁食一

也爱你！”电话那头竟然传来“我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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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敢想。星期六一

李愛民，周暉夫婦 ， 女兒 Olivia 受洗

你！“女儿天真稚嫩甜美的声音，带着

前的同事无不感叹惊奇他所信的这位

（愿这篇见证也能鼓励主内的兄弟姐

耶稣的爱大大地叩开了老人的心。这时

神。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

妹，起来预备好自己，有一天都可以帮

家里的电话响起，是先生爱民从纽约打

给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因你已将我

助扶持需要中的人，如同Joy姐妹，张琴

回来的，我只顾著跟公公講話，没告诉

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

姐妹，照着神所赐的来与神同工，一起

他我们在电话上，就把电话机放在手机

给我披上喜乐“。（诗篇30：11）

得见神的荣耀，赞美主，阿门！）

旁，亚特兰大-中国江苏-纽约，我们一
家人就这样联结在一起。“爷爷，我给
你唱一首歌好吗？生命的河，喜乐的
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天
上的歌…….”真不敢想象，女儿用中文

耶稣是我随时的帮助

唱的这首歌吐词清楚，声音响亮，字正

鄭耀華

腔圆，我有点感动，就带着Olivia作接
受耶稣的决志祷告，然后问公公愿不愿
意亲自邀请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电
话那端：“我愿意”我真不敢相信自己
的耳朵，按着自己突突的心跳，我追问
到：“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祷告
吗？”“好”，于是在电话里，公公一
字一句地跟着一起做了决志祷告。神亲
自奇妙的安排，让爱民在正确的时间打
电话回家，亲身见证他父亲这一生中最
神圣的时刻。亚特兰大-中国-纽约，圣
灵穿越时空的隔绝，行了奇妙的大事。
从4月8日听到消息到5月10日
公公决志信主，短短一个月时
间，神作出了何等的快手笔。
随后，公公出院回家，靠止痛药维持。
当地教会的兄弟姐妹也多次探访，持
续代祷。自从发病，公公的态度情绪
从极度地烦躁，恐惧，不安，到信主
后的平安和充满盼望，大大地感动了
一直在旁侍候他的婆婆，不久两个人
一齐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中间公公的
病情一度改善，我们一齐感谢赞美神
的醫治。九月的时候，公公的病情恶
化，几乎不能步行出门，神再一次伸
出大能的手，公公突然醒悟，自己大
大张口来读圣经，用神的话语来大大

马

太福音6章7-8节：《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

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

嚴彩芽(朱媽媽)，
馮秀月，
& 鄭耀華姊妹

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
就给你们开门。》主耶稣的话随时在
耳边响起，祂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关心我们的一切，祂实实在在地与我
们同在。主耶稣是我们随时的的帮
助，祂十字架的爱永远地抚摸我们的
心，保护我们，鼓励我们，让平安永
驻我们的心里。我每天都在数说神的
恩典，神的大能。一切荣耀归于神！
在去年初我与一位姐妹说，想在亚城买
一个居所，我看中了她所居住的小区。
对于我这么大的年龄，不会英语，更不会开车客居这里的人，就必须找个很合适的
地方，办起事情来方便一些。本来在这小区已经报价一处房子了，我的孩子也来看
过，他们也满意。可是就是迟迟没有听見卖方回覆的消息。后来我的孩子从网上看
到这小区的另一户，她觉得很好，让我确定，說如果我没有意见就要订下来。这么
说，她也不来看一眼，一切由我来决定。我觉得压力比较大，心里自然就有负担，
经常是忐忑不安。我的朋友们都在帮助我，就这样一步一步操作着，一天一天的等
待着，因为我没有在此地买房产的点滴经历，尤其这還是一間法拍屋，我真担心房
子會不會有重大問題隱藏著，我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平安下来。心中沒平安，我只有
每天向主祷告：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祢爱我，我的疑虑是多余的，祢给我的礼物
是美好的。我要赞美神......。天天这样真诚地祷告着，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随之
就有平安伴随我度过每一天，最后在师母，姐妹们的帮助下，一切顺利地搬进了我
的新窝。感谢神的恩典!一切荣耀归于神！

张口祷告，神的大能再次护庇他。
公公不仅完全不用止痛药，而且还有
体力走路去教会。凡认识他，知道他
病情的人----医护人员，亲戚朋友，从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 马太福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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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英

等我正准备第二天去做第一次十一當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

納，那天晚上神给我一个夢，夢中一個

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戶，顷福于你

女孩對我說，我欠她一筆錢，在夢中她
把數字也告訴我了，醒来我一计算，我

们，甚至无处可容”

欠她的钱正好是我那个月收入的十分之
- 玛拉基书 3:10

一。因為這夢，第二天我把十一全數奉
獻出來，顺从了神的旨意。我相信是神

自

从去年感恩节主让我认识了他，

（5）在我这个平时并没有把钱看得很

主经常启示我要相信十字架，

重要的人，总觉得在所有圣经的教导中

要相信十字架的大能。我也很渴慕更多

最容易做到的应该就是十一當納。如果

的经历神，遵循神的旨意，领受神的恩

我连十一當納都做不到，我怎麼能成为

典。然而当师母在受洗课上讲到作一個

一个好的基督徒呢？

基督徒要十一當納，我真的有点犹豫是
否要受洗了，下面是我当时的情况：

（6）当我跟那些不信教的朋友讲起我
的犹豫，他们都觉的我进入了一个邪教

（1）我是在去年经济很不景气并且在

组织，让我赶紧退出来。

自己失业的状态下接受了一个很差的工
作。我要在努力节省的情况下才能达到

（7）我打电话给学娟说我不想受洗

收支平衡，每个月都没有剩余！

了，我觉得我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基督
徒，因为圣经的很多很多话语我都很难

（2）因为经济紧张，我連车的定期检

遵守，就连十一當納我都很难做到。学

查都不能做，而我很想去做这个检查，

娟告诉我就连耶稣都要放到旷野中去被

因为我每天都花差不多3个小时在上下

考验和试探。

班的路上，316 是发生车祸率很高的一
条路。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痛苦的挣扎，这期
间我也想起：我以前喜欢把钱借给别

（3）去年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公司

人，总相信有一天我落难的时候，会有

没有事情干，公司很多时间全部都关

人伸出援助之手。而我真正在需要帮助

门，因为我是按工作时间领工资，没有

的时候，是神知道我最需要甚麼，祂把

工作就没有工资。在美国的感恩节和圣

我带上了一条盼望之路。所以我真的很

诞节期间大家都疯狂繁忙的购物季节，

渴慕更多的认识神，也想努力遵行神的

我也很想在小孩子天天都盼望的节日

旨意。

里，能给美心买一些她梦想的礼物，但
都觉得难以实现。

所以，经过再三的思考與痛苦的挣扎，
我决定尽最大所能省下一点钱，尽管不

（4）以前每年过春节都会给父母寄一

够十一的数字，但只要交出，觉得自己

些钱，今年就觉得很吃力。

也应该是很伟大了，所以我就决定還是
要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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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出面启示我要遵守十一，我也就相
信神会祝福我。
然而，对于我的情况，神怎样来敞开天
上的窗 戶，顷福于我，甚至无处可容？
（1）在现在的公司漲工资？可能吗？
现在的经济不景气，公司没有甚麼事
情，基本上我每天都是坐在电脑前上
网，怎麼可能還让人家漲工资呢？
（2）找工作？
1 当地我喜欢的工作机会很少
2 异地：面试机票一定是自费，因为当
地的候选人太多，就算籌出機票錢，面
試後也不能保证会被接受。
3 搬家花费：如果真被錄取之後，哪有
錢搬家呢。
4 由于经济情勢不好，很难有很好的
offer。
我相信神会保守我，但是我不知道神到
底会怎麼做，既然神让我试试，我就试
试看，看神要怎麼保守我！
就在我坚持十一當納 仅仅不到三个月
的时间，一个我半年之前去面试的公司
告诉我说：感兴趣接受我。我真的很兴
奋。

王翠英姊妹及女兒 美心

（1）这是我一直

真的感谢主，就这样不让我担心任何事

梦想有一天要做的

情的接受了这个工作。

工作：工作压力不
是很大，却能游刃

但是神没有忘了用奇妙的方式告诉我：

有余的满足我和美

新的工作我只能花费薪水的十分之九。

心一个简单生活所

我这次会有更大的信心去做十一當納。

需，也让我有足够

另外，我还想说的就是，在这短短的三

的时间和精力来陪

个月十一奉献中，我还曾经意外的收到

美心。这对美心也

两张支票，第一张支票是在我第一个月

是更好的礼物。

十一當納 之后，第二张支票是在我的第
二个月十一 當納之后，对于这两张支

（2） 我可以给父

票，我并没有cash them，但这两张支票

母更多经济上的

却让我对神有了更大的信心，除了做十

帮助。 明年我会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

一 當納，在这三个月中我还感动的去捐

回国去看父母，这也是神对我祷告的应

款给教会的特别活动，给慈善组织，很

许，因就在这个公司给我offer 前一天星

奇妙的是，我并没有在经济上有任何的

期三晚上在师母家的祷告会上，我求神

缺欠。

最后我的offer 是：
（1）我的薪水：除了多了各种福利象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之外，一年一个月
的带薪假，我的薪水是我现在工资的一
倍，并且年底有基于薪水上面的一个很

能让我在一两年内有时间和经济能力回

可观的bonus。

希望我的見證能使你相信十一當納 是神

国看父母。

(2) 公司负责所有搬家费用。

给你的无限的祝福的機會，若你不信，

（3）公司额外给一张支票作为安家
费。
（4）搬家第一个月的房租和伙食费公

（3）我和美心去家具店分别买了美心

试试看，就象师母在受洗班告訴我的：

最喜欢的家具和我最喜欢的家具，最后

神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的花费由公司提供的安家费的数额全部

司预先支付。

cover，还有剩余。
这个新的工作对我和美心的生活带来的
变化：

施宏霖弟兄受洗

㗖㥤☨㭴㻤
施宏霖

我

從前是一名佛教徒，拜過許多偶像，可是越拜越沒有平安，人也喜樂不起
來，看什麼事都很負面。後來有些姐妹向我傳福音，叫我信耶穌，我當時對

他們說：“你們不要逼我，讓我先弄清楚這耶穌到底是誰，然後再決定。”慢慢地
我開始走向教會，那些詩歌有時會讓我很感動，我也發現教會裡的人跟外面那些人
不太一樣。他們所有的那種平安和喜樂，正是我所渴望得到的。去教會一段時間之
後，有一天師母問我：“你現在要接受耶穌做你的救主嗎？”我馬上就答應，也決
定要受洗，希望藉著受洗讓我以前那些不好的跟著耶穌埋葬，也藉著耶穌的復活，
讓我能夠活出一個全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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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秋芳

看

到我與弟弟結婚，是爸爸最大

我試著學”原諒”這則人生的

的希望。每次回家他總是問

功課。Meekie告訴我”上帝都原

我何時與我相交近十年的男友結婚。

諒他了，妳比上帝還大嗎?”是

我一直以為，只要我不結婚，爸爸就

的，上帝都原諒他了，我還有甚

不會去世，因為他會懷有希望牽我走

麼資格不原諒自己的親生父親?

周秋芳姊妹

進教堂。沒想到，爸爸還是走了。
我非常記得Meekie說的一句話“妳
2009年三月二日，我爸爸在九十五歲

的爸爸已經給了一份大禮物給妳和

的高齡逝世。當天美東時間早晨五點

妳弟弟，那就是你們的生命。”

多，我接到弟弟的緊急電話，當下我立
刻來到主面前禱告請求主耶穌來拯救

原生家庭的苦毒一直在我的成長過程中

爸爸。弟弟的第二通電話告訴我爸爸

揮之不去。從小爸爸從來沒有責打過我

又有心跳但可能腦死，我又來到主前

與弟弟，並不是我們很乖，而是在我十

感謝主。但我的禱告卻鬆懈，過了不

二歲前，他不與我們同住，也不曾在家

久，弟弟的第三通電話告之，爸爸已去

裡過夜。我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股

世。當時我的腦中一片混亂，趕緊查回

濃濃的煙斗味。也因此，我最討厭的

台灣的機票。感謝神讓好友Meekie與我

作文題目就是我的父親，因為當時的

賣，以養活家中的四個小孩。十二歲

同在，在混亂的早晨中，Meekie被我的

我實在編不出一篇有關父親的文章。

前的日子父親雖不在身邊，也不清楚

cell phone 叫醒，便急忙來我的apartment

是因為年紀小還是其它的因素，我總

幫我打理回家的行李。在搭計程車去機

我與弟弟的大小重要聯考，爸爸也是

場的同時，傳來弟弟的第四通電話，說

缺席的，但他會拿我們與他的孫子孫

爸爸的告別式訂在三月二十一日。我

女作比較。記得高中聯考放榜時，爸

直到十二歲之後的某一天，我的姓從

只得又請計程車司機載我返回住處。

爸只來了一通電話，問我考上那，我

母姓改成父姓，還莫名冒出許多年紀

說中山女高，他聽後一句話都沒說

比我長的兄弟姐妹，有些年齡甚至都

接 下 來 的 二 個 星 期 ， 我 的

就掛了我的電話。我想爸爸是對我

可以當我的父母。後來我才慢慢發

心 情 逐 漸 平 靜 了 下 來 。

的成績感到不滿。但現在，我再也

現，原來是因為父親的前妻去世，所

沒有機會請教爸爸這件當年往事。

以爸爸才有勇氣將我與弟弟過戶為他

三月十九日我與男友回到台灣，回到桃

覺得，我與弟弟似乎過得比較快樂。

的兒女，但怎知，這個看似貼心的

園家中，只見爸爸的靈堂設於客廳，

十二歲前的我，與媽媽、弟弟、及二位

爸爸的身體安詳的躺在零下九度的冰

姐姐擠在二十坪不到的公寓內。由於媽

櫃理。看到爸爸，我的眼淚直流，再

媽的仁慈，家中常有不少親戚從鄉下

爸爸的生日及過年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也掩不住我的哀慟。不論他再怎麼不

來家中寄住。有時家中的人數多到我

因為爸爸生日時，早上總會請牧師來家

公平、再怎麼對我們不像他前妻的小

也記不得。爸爸對媽媽的家計支援並

裡作家庭禮拜，母親、弟弟、和我三

孩，他畢竟是我的父親，我的不解與

不多，所以媽媽得縫製衣服，每天早

人，常常被爸爸的前妻兒女、及孫女等

不平，也應該在他去世時劃下句點。

上還得背著大大的一包衣服到市場去

五、六十人孤立起來，別說閒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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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卻是我與弟弟夢靨的開始。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還向神禱告: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頓時我才明瞭，是的，他們所作的他們並不知道，而所有的判斷，全是在神而不在我。
- 周秋芳

了，他們甚至連招呼都不屑與我們打。

是熟悉的陌生人，也是陌生的熟悉人。

禮拜之後，爸爸總會宴請十多桌的

回首過去四十年的一切，我反倒開始感

客人，但大多數的人，我們都不認

謝這樣的苦難，因為也就是生長在這樣

識，而爸爸也不會把我們介紹給客

的環境中，我才有機會去體會神的愛，

人，因為大部份的客人都是親我爸爸

也更有一顆體貼人的心。在信主的過程

前妻的兒女們。他們也因為害怕我

中，我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我常不理

們分財產，所以對我們防範有加，

解為什麼爸爸及他的兒女們全是基督

更從來沒有當我們是他們的家人。

徒，還這樣無情地對待我媽及我們。

我想這份被刻意隔離的忽略感是一般

在一次的

人所不能體會的，以前我與男友談

在十字架上時，還向神禱告:父阿！

及這種心情時，他都不能體會，但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

一場告別式下來，他終於語重心長

曉得。頓時我才明瞭，是的，他們

地拍拍我的肩告訴我，我、弟弟及

所作的他們並不知道，而所有的判

媽媽三人很不簡單，生活在這種環

斷，全是在神而不在我。我不敢說我

境下，真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但我相信唯

Bible

study，讀到耶穌被釘

有神，是我無助時的依靠，是我心
其實，我與弟弟在乎的，並不是爸爸

靈的幫助，是唯一能伴我一生的。

的財產，而是爸爸的愛。一直以來，
我與弟弟都在追尋這一份失落的父

我不知道爸爸的去世對媽媽、弟弟、與

愛。我很幸運在耶穌基督裡找到這一

我，是不是一個解脫。但我相信有一天

份愛，但是弟弟直到現在還在繼續尋

我能在天堂與他相遇。他永遠是我的父

找。另外我也比弟弟

lucky，因為在我

親，也感謝他，因為他，所以我與弟弟

的成長過程中，有不少朋友的扶持。

有了生命。 更是因為他，我認識了主耶
穌基督!

我常常覺得，與爸爸那些小孩的關係，
感恩見證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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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前老大出生以后，我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两年

中充满对万军之耶和华的感激和赞美，我也和朋友们分享我的

后，老二出生，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家庭中。可是久

喜悦。

而久之，琐碎的日常生活把我磨得失去了耐心，很想找个工
作，出去清静清静。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加上这么久没

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我每天要离开家11个小时，Tom全力支

有上班，一般公司都不会考虑的，我处于迷茫的状态，待在家

持我承担了一切家务和照顾两个孩子的責任。因着很久没有上

里不甘心，有怨气。家里的人都能感觉到。

班，一下子坐八个小时，还真不太适应。我这时才体会到作为
家庭主妇，其实是很幸福的事。一天中午，去Walmart买东西

2008年圣诞节前夜，老大因为肺炎并发哮喘，被送进急诊室，

时，在停车场看到一位憔悴的妈妈和她活泼可爱的女儿，我真

在医院里住了一晚，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医院，我认识到

想走过去安慰这位妈妈，告诉她，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护士是个很好的职业，尤其是在美国当很多工作都外包的环境
下，是个很有保障的工种。工作很容易找。

每天两个小时花在来回的路上，我学会依靠神渡过每一天。
这两个小时。都是在听赞美神的美妙音乐中度过的。上班快

我主意一定，就开始行动，我在网上查学校的资料，向有学

三个星期，我正自我感觉良好，为很快适应工作而高兴。哪知

医的和学护士专业的朋友打听情况，发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一个电话，我被解雇，没有说为什么。我除了当时有点惊讶之

至少要四至五年才可以从二年制的护士专业毕业。可是接下

外，并没有太难过，我知道这件事的发生，一切都在祂的掌控

来，入学申请考试都不顺利，参加英文测试，写作得了很低

之中，我只有顺服神。就像几年前，在我最需要独力，需要工

的分数，这样学校要求我光补习英文，就要两年时间。我想这

作之时，我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家通讯公司一干

下可离毕业遥遥无期了，而且当家里有小小孩，重返学校是个

就是五年，而且神还让我在那儿认识了我的丈夫Tom。祂是爱

挑战。我这时才想起来，我还从来没有为学护理的事向上帝祷

我们的神，祂让我看到，我的心思意念祂都知道，祂的安排丝

告，问问上帝这是否是合适的选择。这样我就作了一个简短而

毫不差，我不必忧虑。祂这样让我转了一圈，认识到如果家里

认真的祷告。

经济还过得去的话，作为一名家庭主妇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

几天之后，我的丈夫Tom偶尔发现了一个很适合我的工作。我

从此以后，我重新回到我原来的位置，再无怨言，心中只有

以前在一家全美最大的电讯通讯设备的公司作了五年弱电工程

充满感恩，开始享受每点每滴的家庭生活，而且又一次体会到

师。这两年又跟着Tom学习了关键的光纤运输设备的specifica-

耶和华是全能而有智慧的神。祂非常爱我们！

tion 所以对通讯设备有着最新的知识。再下来一切顺利，简历
一发出，马上电话面试，很快上班了。
我没有想到一个是否学护理的祷告，带给我一个我一直想要

祂是爱我们的神，祂让我看到，我的心思意念祂都

的工作机会。我去的这家公司是我以前的公司的主要竞争对

知道，祂的安排丝毫不差，我不必忧虑。

手，再没有一个比干老本行更顺手的工作了。我和我的家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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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年的時候，有人介紹一個女友給我，我們開始在電

是苦阿，太太家人認為我騙她們，根本沒有申請她來美國，

話中交往，然後在05年，我就回到福州和她結婚。回去

律師認為我汙衊他的名譽，所以我兩邊不是人，到處被罵。

之前移民律師告訴我，我的身分該補的材料都補好了，沒有
問題，一定可以拿到綠卡，結婚不會造成任何的影響，所以

我只有向我天上的爸爸哭求，到了9月中，移民局寄了面談通

我們就在福州匆匆結婚了。但是我的綠卡並沒有像律師說的

知給太太，10月13日廣州面談，但是要補生活擔保，工作證

一樣辦出來，然後我的合法C9卡也過期了，移民局在外面

明，財力證明等等資料。當時時間緊迫，因為國內10月1號到

抓得很緊。我的內心非常緊張，不知道該怎麼辦，在壓力

10號，國慶全部放假，我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把所有資料

下無路可走，我只好呼求上帝，可是也沒有任何的進展。

準備齊全。因為資料必須寄回福州，不然就來不及面談時使
用，當我在拿財力證

那個時候師母說，教會需要一個講台，Cathy告訴師母我以前

明時，銀行說需要3

是做木工的，師母問我可不可以幫教會釘一個講台，我聽到

天才能收到證明，

時都傻了，我告訴師母，我是賣木材的，不是木工，不會釘

不能當場開給我。真

講台。師母說沒有關係，可以試試看釘一個，我就答應了。

不知道該如何做，只

回到Albany以後，整整兩個月，我都不知道從何做起，到店

好呼求阿爸父，結果

裡去看，想去買一個現成的，也買不到。突然想，牧師要講

銀行工作人員，幫

台，我不會做，那我就跟神求嘛!結果神是信實的，在夢中讓

我打了800號電話問

我看到講台的樣子。有一次在禱告，抬眼看到餐館用的紙箱

總行，總行在5分鐘

上有個圖畫，上面正是我夢中所看到講台的圖樣。我就照著

內，就把證明傳真到

異象中的啟示以及紙箱圖樣剪樣本，裁木板，把講台依樣做

我手上，感謝主，

出。在作講台的時候，神啟示我，講台完工後我就會收到綠

這是第一件神蹟。

陳鏗弟兄

卡。講台作了兩個月，做好了，我就開始期待收到綠卡，兩
個星期後，還沒有看見綠卡來。在禱告時我就問神，綠卡在

第二天我把所有資料，以快件寄回福州，心中非

哪裡，三天後，收到移民局的一封回信(在作講台的時候，

常擔心，怕來不及，在禱告中，神啟示我，不要

牧師寫了一封信，請一個參議員幫我寫信到移民局)，信中

怕，會來得及的，結果信在9月30號下午3點寄到

沒寫我得到綠卡沒有，只說一個月內會有進一步的通知，隔

福州，神的時間總不誤事，這是第二件神蹟。

一天我就收到正式的綠卡了。一星期後，我又收到延期的C9
卡，感謝主，從最後一次補材料到收到綠卡經過了兩年多的

10月9號，神在禱告中啟示我，不可能的事要變成可能，而

時間，真是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我們。

且要我禁食禱告三天，我做了，結果太太面試沒有過，移民
官當場以填的表格不對，拒絕通過。可是資料並未被退回，

綠卡一收到，我就加緊腳步申請太太來美國，07年時，有一

太太心都碎了，而且非常生氣，這下我又變成過街老鼠，人

封信寄來，說她的資料已經到了廣州移民局，只需等面談通

人喊打。可是神說不可能的事要變成可能，所以我繼續抓住

知，誰知左等右等，通知總不下來。美國的經濟每況愈下，

神的應許禱告。一個星期後，我太太收到移民局的通知，是

移民越來越緊，名額也越來越少。到了09年7月，我太太的

同一個移民官所寫的通知，需要書面解釋某些事情，還要補

家人開始覺得我被律師騙了，這個律師根本沒有幫她申請身

照片，然後移民局會重新考慮情況。太太家人都說，這是做

分，太太在紐約的表姊，有一次要求我將申請表的copy傳真給

不出來的，需要重新申請，連她們拜的菩薩都說我是騙他們

她，我根本不懂英文，不知道申請表是哪一份。向律師要，

的，這個身分是不可能申請出來的，這時連我的律師都不管

他們給我一大堆的e-file，也沒有人告訴我哪一份是申請表，

我了，可是我知道，我是屬上帝的，神說不可能的事要變

連太太的表姐也無法告訴我這份表格的編號。那段時間我真

成可能，沒關係，我在天上的爸爸會幫我。教會一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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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我的資料，幫我寫了一封信寄回福州加上照片，再寄

我自己的返美機票，是3月2號，當然希望妻子跟我撘同

到廣州大使館。在10月底的時候，神告訴我要在年底前回福

一班飛機，可是在國內這段時間的機票，非常難買，當

州，餐館老闆說，最好等到移民局通知來以後，看還需不需

我去問一家旅行社，需要5500人民幣，而且如果當天沒

要補材料，那時再回福州。神在5分鐘內就啟示我不需要補

買，第二天就要漲價，結果我回家禱告，神啟示我，第

材料，只要帶國內的身分證和護照就夠了，這樣子經過兩

二天再回同一家買，價錢變成5380，感謝主，而且買到

次，我就很肯定的買機票回福州了。12月中我在福州，收到

妻子班機的行程跟我的一模一樣，這是第五件神蹟。

面試通知時，真是照神的話一樣不變，這是第三件神蹟。
現在我和太太在亞特蘭大了，上帝的恩典夠我們
在2月1號面談時，移民官說要到第二天才通知我們面談結

一家用，太太的親戚經歷了不可能的事變成可

果，當天晚上，神感動我通宵為這件事禱告。第二天，

能。神在我的敵人面前為我擺上宴席，讓我太太

移民局通知我們，太太的綠卡批准了，但是所有的移民

一家，也親眼觀看經歷神的真實，榮耀歸給神。

資料，最早星期四可以拿到，當天晚上，我禱告時，神
又繼續感動我通宵禱告，神讓我看到一個異象，但是我

They just receiver her permanent 10 year green card last Friday, and the

看不懂，一直問神，在天亮時，神說是郵電局。我就

issue date is March 2, 2010, which is the date they leave China on the

請太太打電話問郵電局，可是太太說，移民局說星期四

flight. It only took INS one month to have a real card come out.

才收到，不可能星期三收到，所以她沒有打電話，後來
星期四大清早，我們去到郵電局，資料包裹前一天就到
了，這表示神所說的話一句不落空，這是第四件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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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 從福州來到美國，因為不會英文，所以就住在

我

康檢查，一切結果都很好。這一次我一共開了三刀，位於兩個

紐約到餐館裏打工賺錢。可是餐館裏打工很辛苦，都

大腿窩、膝蓋上各開一刀，並且剪斷了一根靜脈，還在一根靜

是整天站著，很快的我就得了靜脈曲張。之前都不知道靜脈

脈上打了結。這樣一來我以為就算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曲張是什麼，後來我的腳踝有一次不小心磨破了。然後傷口就
開始爛，不論我用什麼藥擦或包，傷口都不癒合，而且爛得越

回美之後，好景延續了六年左右沒有復發。但是在九九年的

來越大。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把我嚇到了，我又沒保險，

夏天，當我正在田納西州上班時，腳踝又開始發病了。這次我

就想要回福州去看醫生。在1991的時候，我在紐約找到一個醫

真正的從心底怕了，去了美國的大醫院

生，在膝蓋下面開了2刀。開完刀後傷口癒合心就安了，以為

大醫院與專科醫生做了各式各樣的追蹤和病體培養，也試了很

靜脈曲張就這樣解決了。

多內服及外用等各種方式與藥劑。花了我一萬多塊錢，可惜還

看了專科醫生，雖然

是沒有弄好，病情也絲毫沒有進展。可是奇怪的是，只要天氣
好景不常爛的傷口只好了一年，一年以後在同一個地方又爛

一冷傷口就會癒合，天氣一熱傷口就爛，皮一破傷口就大爛。

了，而且比原來還大。這次我真的感覺大事不妙，正好我剛獲

從這一年開始，每年的三月左右，這個病就會週而復始的發

得了六四卡，趁這個時機可以回福州。回家後做一次全身的健

作，每年發作每況愈下，讓我不得不常請假回紐約看醫生，
每次都要超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有一年
竟然花了四個多月，那一次花了我八千
多塊錢，整年的工都白打了。這樣一來

這一次我有從神來的平安，因祂受的刑罰我得平安。我繼續宣

實在讓我非常沮喪，為什麼我的病總是

告神在我身上成就完全的醫治，讚美主，榮耀歸於主耶穌。

醫不好，別人一樣的醫師一樣的藥幾次

- 陳鏗

就好了，只有我怎麼醫都弄不好。
在2006年時，我又回了大陸一趟，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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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樣的病。身上除了靜脈的問題之外，其他身體的狀況

受的刑罰我得平安。我繼續宣告神在我身上成就完全的醫治，

都非常良好。這次因為之前的各式各樣治療無效，所以醫生

讚美主，榮耀歸於主耶穌。

決定整個腳都需要開刀，並抽出了整條靜脈，一共縫了四、
五十針，並且在醫院裡躺了一個多月， 在家里又躺了一個多

在2009年正月18號這一天的醫治特會裡，教會的姊妹們為我禱

月，這一次總共花了我一萬六人民幣。當健康開始好轉，我

告。在姊妹們為我禱告時，我感覺到聖靈的醫治從頭到腳。在

又回到美國繼續打工。

20號時，我的腳就完全好了。這次的痊癒在感覺上跟以往的痊
癒有所不同，以往在開刀後感覺上只是像傷口表面癒合，這次

好景不常在2008年的夏天，腳踝又開始發爛，這樣一來我

的痊癒似乎感受到特別的能量。這能量似乎從裡到外完完全全

掉入了極度的沮喪和失望裏。在七月底時，教會的姊妹

的根治了我的病，甚至還包括了心裡的懼怕。

邀我去參加一個五天的特會，在特會的時候，我清楚的
聽到神對我說，祂要治療我的腳。當特會結束後，我回

我得痊癒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腳再也沒有爛，我的病已經得

到家時腳就痊癒了。讚美主，因祂受的鞭傷我得醫治。

到完全的醫治。我現在的心情非常好，即使在白天上班時我都
會輕鬆的唱詩歌，讚美主榮耀歸給神。我真是有一個愛我的爸

等我又回到餐館打工，一個禮拜後腳又漸漸的開始爛了，一

爸。

直爛到2009年正月18號。可是這一次我有從神來的平安，因祂

凭信心得医治
郭慧

去

年樊牧师的医治特会因为有事没能参加，觉得

Karen, 周伯母，郭慧，周莉姊妹

挺遗憾的。后来看见姐妹们用摩西方法祷告的

时候，总是在旁边默默地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
神的事情是要自己親身经历了才觉得是多么的奇妙。
我生朵朵的时候腰伤是我最头疼的，常常在那里坐着坐着
就疼起来，非要立刻躺下才行，有时候吃一顿饭也要躺
几次才能吃完，生孩子的时候也不是觉得是生孩子疼而
是觉得腰疼。所以怀老二以后，我对我的腰伤已经有了心
理准备，知道这将是怀孕让我最痛苦的事情。在怀老二5
个月的时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的腰伤开始时不时的
骚扰我。有一天查经的时候，我的腰又开始疼了起来，一
个姐妹看出我有些不舒服，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了她
原由以后，她很有信心地说，我们来为你按手祷告。我半
信半疑的，想着反正都疼，试一试也不妨。于是我坐在那
里，由Vivian姐妹为我按手，众姐妹围在她的旁边，当祷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我都忘记了腰疼的事情，老公上班走之前

告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有一股热流，可是结束以后我的背

问我，你的腰还疼么？我当时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我在

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完全的好，只能说没有之前疼了，

那里扭了扭，说不疼了，但是也没有特别的在意。直到第三

姐妹告诉我要凭信心，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对，要有信

天，第四天，第五天······六个月，七个月······我的腰一直到我生

心！直到结束回家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去想腰伤，要有信心，

完果果都没有再痛过，我都不敢相信，在怀朵朵时候疼得那么

可是自己的身体还是会说话，自己还是会感觉有一点疼，

厉害的腰伤，真的就这么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

但是比之前好了很多，于是我不停的告诉自己要有信心。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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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2009年10月4日早上，讀中英文對照的箴言小

當先生痛苦時，走路步履蹣跚，緩緩而行，坐著就站不起

冊子，看到標題的注解，“失去的羔羊已找到

來。所以在店裡他總是站著，一直到中午才回家休息。每次

了”當天在教會的敬拜中，師母大聲宣告耶和華已砍斷

上車再調好座位總要花個30幾分鐘才能準備就緒，有時痛到

了一切的鎖鏈。我在心中呼喊著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身體扭曲，因他椎間盤突出在腰椎第一、二節，又壓迫到中

因我確信神在對我說話，深信我的先生永年必得救。

樞神經。醫生說是最嚴重的，必須要馬上開刀，不然將來會
半身不遂。他疼痛時我在旁邊禱告，有
次他煩了，問我是否可以住嘴，讓他安
靜。我就走到房外宣告說：“魔鬼！你

“魔鬼！你聽著，我用耶穌的寶血抵擋你，我的主所受的鞭傷讓

聽著，我用耶穌的寶血抵擋你，我的主

永年能得到全然的醫治，主所流的寶血，就是潔淨和赦免永年

所受的鞭傷讓永年能得到全然的醫治，
主所流的寶血，就是潔淨和赦免永年的

的罪。”
- 陳素蘭

罪。”在這些艱辛的日子，我禱告時總
是淚流滿面，但我心裡充滿著平安。
永年看了二十幾次脊椎神經科，但覺

得進展緩慢，朋友和顧客看了都很不捨。建議我再帶他去

陳素蘭姊妹

8日早上我用經文

看醫生，若確定不能工作，可開診斷證明需要在家休養。

禱告說：“他從禍

客人說美國有這項福利，甚至可申請補助金提早退休。聽

坑裏，從淤泥中，

到這些話我哭著呼求神說：“有人靠車，有人靠馬，我靠

把我拉上來，使

的是耶和華，耶和華是行神蹟的神，你的大能大力無人能

我的腳立在磐石

比，不僅永年的病能夠痊癒，他的靈魂也必全然的甦醒。”

上，使我的腳步穩
當。”晚上與弟妹

因此我的心不再憂慮，不再煩悶。因神用笑臉幫助

鴻伶禱告時，她

我，我要歡呼，我要頌讚我的神。雖然永年還有些

也用了此經文。

痛，但已好了很多，我確信神與我同在，必有神蹟在
永年身上彰顯的，願所有的榮耀都歸給我的父神！

13日清晨剛要起來，奇異恩典同時在腦海中回響著，雖歌詞有
些忘了，但也隨口哼唱著，唱到瞎眼已得看見時，我心非常

在此感謝師母帶領禱告團隊，毛弟兄，郭靖小組長與恩寵小組

感動，淚水盈眶而出，心中明白神的恩典，慈愛必一生一世

的代禱。願上帝祝福你們！

隨著永年。結果晚上鴻伶帶來了好消息，她說在靜候神中，
看到了picture, 一個右手戴上大戒指，說永年已成了主耶穌基督
的新婦。更妙的是神給她恩典二字。她就帶著奇異恩典的歌
譜來到店中。我們就在一起合唱著，我與她兩次禁食禱告，
神二次給了同樣的話語，這兩次的印證給了我很大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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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蘭

去

我

盤突出)，就來店裡為永年禱告和祝福，並命令黑

這種技術的人，所以關掉了瓦斯的出口已有五、六年的時間。

年10月10日牧師及師母來到Macon探訪安年
一家，當知道永年(安年的哥哥)生病(椎間

們洗衣店的熱水器有三個，是老舊的形式，跟台灣家
庭用的熱水器一樣，因使用年數已久，又找不到修理

暗權勢離開洗衣店，師母建議我在店裡播放詩歌。
2010年1月24日我在小組禱告時，求神為我們預備人員或給
在店裡每天聽聖詩，也口唱心和來讚美主，有時沒客

先生永年智慧，來解決這樣的疑難雜症，因為現值寒冷的

人我就敬拜、禱告，常常用詩篇127篇第1節宣告說“若

冬天，客人一看熱水不燙會抱怨。我們冷熱水的價錢也不

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我求耶

一樣，所以客人也會要求退費。感謝主！祂回應了我們的

穌基督的寶血，塗抹每一片玻璃、門窗，也求耶穌基

禱告。我一回到Macon剛踏進店裡，永年說他試著把左邊那

督的寶血來潔淨保守四周圍的環境。我說這是神居住

台的火頭換到右邊那台，火苗就點燃起來了，真的很奇妙！

的場所，我的神是聖潔的，求神白天用雲柱，夜間用
火柱來保守，更用雲彩來遮蓋，因我的神在這裡，光

2月2日永年說雖有了火苗，卻沒有全部燃燒。我心想，我

就在這裡，撒旦就不能利用人性的弱點來攻擊破壞。

的神在天能顯奇事，在地能顯神蹟，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只有再禱告。因我聽過許多見證，在阿根廷神給一位摘除

2月13日永年接我上班的途中告訴我，12日下雪當晚

子宮的婦女一個新的子宮;給牙齦萎縮的新的牙齦;在我們

很多鬼都出來了，我聽不明白，他說看到隔壁Pest-

的教會大強說：“有一個人因車禍腿嚴重變形，醫師建議

control店的老闆與修理玻璃的公司車在那裡，一看

一定要開刀，但那人害怕就先回家去禱告，沒多久他的腿

原來他們的玻璃被打破，永年說金錢應該沒什麼損

就好了，打電話給醫生，醫生說他知道。因為連X光片所

失，如果電腦被偷，客戶的資料損失就比較麻煩。

照出來的斷裂，彎曲的骨頭神也全部修復了。”所以我

我很驚訝，這是我開店10幾年來頭一次碰到的事情。

帶著信心，站在熱水器前面，呼求神彰顯奇妙的作為。

後來永年檢查店兩旁和後面也看到有被撬的痕跡，但惡人並

2月4日客人要用時，永年就叫我快進去，看那台熱水器是否有

沒有得逞。永年說大概是我們裝了四個監視錄影器的關係，

點燃？結果有火苗但火焰很弱帶紅色，我讚美神的大作為，也

我告訴他“現在宵小膽大妄為，銀行、大商店的設施比我們

叫永年進來看，我嘴裡一直叫more， more， more，……結果

更完備，他們還不是照偷、照搶，是我們的神保守我們的，

火勢由弱轉強，就在我們面前燃燒起來了。這是我與永年一起

是阿爸父的作為！”所以我歡呼、我拍掌神奇妙的作為，相

看到的神蹟呢！

信祂必保守我們從今時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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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口裡出去，胸就不痛了，感謝主！

灣的妹妹。前陣子妹妹開刀，現在又

下午我用方言禱告時，聖靈突然在我心

話，他先生晚上回家時，全身被打傷還

有12指腸潰瘍，還在吃藥當中。我打

中感動我為妹婿禁食禱告七天。這個經

非常害怕，他怕當天在外面發生的事情

電話給她時，她正在感冒，因為過去

歷實在太奇妙太真實了，你若問我怎麼

若被告到警察局，他的工作就不能保，

幾個月睡眠不足造成她的身體頻出狀

知道是七天，我只能說在我靈裡就是

因為是公家機構的工作。他向我妹妹述

況。我問她發生什麼事，她說是壓力

知道七天。當時神的同在使我流淚哭

說一件結婚這麼多年，妹妹從來就不知

造成的，而這壓力是從她先生來的。

泣，我問神真的要七天嗎？可不可以三

道的事，原來妹婿從國中到現在一直有

年10/20早上我跪在地上敬拜
神時，神感動我打電話給在台

直說這絕對是出於神。我問她你怎麼這
麼確定呢？她開始述說昨天我們掛完電

天就好，神沒有說話。七天對我來說

一個癮疾他沒辦法勝過，一犯再犯。這

妹婿是一個很不好相處的人，脾氣像個

有點難，我正在掙扎猶豫時，突然間

個黑暗權勢一直轄制他，時常晚上出去

不定時炸彈，隨時會爆發，而且生氣時

在幾秒鐘裡，神把愛我妹妹的愛，捨

做這件事，但今天被發現，所以被打的

所講的話非常傷人，像刀割一樣。這

不得她因為妹婿一直欺壓，所造成身

全身多處瘀傷。而神真是一位憐憫的

段婚姻妹妹一直忍耐著不願意離婚，

體虧損的愛放在我裡面。當時我叫出

神，今天神讓這件事情發生，就是要

總想藉著不斷的禱告，希望丈夫能被

來說“哇！好大的愛啊！”我知道那

來救他脫離這個捆鎖，我聽了妹妹的

神觸摸生命改變。但十幾年過去了，

不是我的愛，於是我流淚哭泣回應神

述說，我確定就是今天開始禁食了。

妹婿仍舊是一個禮拜天的基督徒。

說：“好啦好啦，我願意順服，但主我

周暉 & 劉鴻伶姊妹

若在祢眼前蒙恩，請再

我在禁食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

給我一個印證，我一定

似乎聽到一個微小聲音說：“只管靜默

順服。”我又問神，禁

不要作聲”我以為我聽錯了，我想禁食

食要從什麼時候開始？

禱告當然應該為妹婿斥責仇敵或方言禱

我似乎聽到一個極微小

告，所以前三天我消滅了那個感動。感

的聲音說：“明天”

謝主，神憐憫我知道我還在學習敏銳於
神的聲音。就在第四天早上，我禱告

當天晚上我回想這個感

時，那個聲音比較強烈的感動我，我才

動，若是出於我自己，

驚覺到我錯了。於是向神認罪沒有順服

我不可能會為他禁食七

那聲音，然後我就照著神說的，安靜在

天，三天還有可能，若

神前親近祂，甚麼都不做。一段時間

是出於仇敵，仇敵不可

後，聖靈充滿我使我淚流滿面。下午再

能把愛妹妹的愛放在我

安靜在神前時，神感動我拿出一張紙、

心裡，那麼這絕對是

一隻筆，裡面有話不斷湧出，我就寫下

神。於是我在神面前認

來。這是一篇給我妹婿的愛的信息，因

罪，沒有馬上順服還討

這愛的信息，神融化了我妹婿的心。

價還價，但我心中還

我相信這幾天的禁食，神自己在前面

不太確定是不是就是明天開始禁食。

為我妹婿爭戰，將他從仇敵手中奪回

在電話中我為妹妹禱告，禱告後妹

來。妹婿因神那沒有棄絕他的愛而改變

妹說胸部的疼痛好了，是在禱告之

隔天早上我問神，神感動我再打電話給

了，他說過去總認為神不會喜悅他，

前，當我跟她分享上帝最近在我身

台灣的妹妹。於是我打過去，跟她分享

因他很髒很污穢，但其實神是愛他才

上的工作時，她感受到一股氣從她

神昨天如何感動我的奇妙經驗，她口中

會感動我為他禁食。他實在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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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愛，因而生命翻轉改變了。

TOG

現在妹婿跟我妹妹的關係大大改善，連
他兒子都說爸爸改變了。他在教會也開
始事奉，並熱心傳福音，他的見證祝福
了許多人，更是祝福了我。說實在的我
還真感謝妹婿，因為他我才有這樣經歷

㔭⾪㭴㣄☨♿⢄

神的機會，哈利路亞，榮耀都歸於神。
在神要我禁食禱告前一星期，神給我一

張惟婷

個夢，後來我才明白，神的愛、神的手
史葦杭姊妹受洗

在我禁食之前就在運作了。神知道我
在禁食期間會受仇敵的攻擊，因為仇
敵不甘心我妹婿得釋放、得自由，脫
離仇敵的轄制。所以神藉那夢在提醒
我，而那夢是我看見一個人丟一隻小
鱷魚到我家的陽台；另外一幕是我女
兒芊芊房間，芊芊在睡覺，我開她的
房門要去另一間房間，看到很大的大
便在地上，我突然想到那隻小鱷魚長
大了，成大鱷魚了，我趕緊進房間要
關上那房門時，那隻大鱷魚從陽台直
衝到房內，一直撞門，我極力抵擋，
並高喊芊芊快起來逃跑，夢就醒了。
後來在我禁食第一天，芊芊就發高燒，
我為她斥責疾病，仍然高燒不退，後來
實在怕她燒壞了，就給她吃退燒藥，仍
然不管用。仇敵藉著我女兒，在我禁食
時攪擾我，要使我分心，灰心沮喪放棄
禁食，要我不順服神的安排。過幾天我
在親近神時，神提醒我那個夢，我明
白了。於是我為芊芊斥責那隻大鱷魚

長

期地在TOG裡服事讓我感到疲累，除了要面對不成熟的人外，我還要
幫他們做他們在小組裡被分配到的工作，久而久之，我心中開始不

平衡了，也開始不停地抱怨小組成員的不懂事，我時常擺著一張臭臉，小組

離開她，隔天她就完全好了。原來那

裡的人都只覺得我很容易生氣，但他們卻不知道我為何生氣，所以這讓我感

夢是神向我顯明仇敵的名字，當我奉

到更生氣．有一天，師母在主日傳講信息時說“倚靠人的力量去服事人是有

耶穌的名斥責那大鱷魚離開芊芊，仇

限的，但倚靠神的能力去服事人，是無窮的”當下我就跟神懺悔，因為我知

敵大鱷魚就離開她，病當然就好了。

道我是以人的力量去服事人，所以才會有許多的抱怨，我跟神說，以現在的
我來說很難再去愛那些人，因為我心中已經對他們有了不滿，除非你改變他

在這次禁食禱告中，我學習到很多寶貴

們，不然就改變我對他們的觀感．感謝主! 在這之後，主一點一滴地在改變小

的功課，不僅妹婿得自由，妹妹多年的

組裡的人，同時主也在改變我，更讓我感謝的是，主製造一個適當的時機讓

重擔卸下了，我的屬靈生命也有一個新

我教導他們，告訴他們正確的觀念．這個機會徹底地改變我跟小組成員們的

的突破，太棒了。順服神雖然是要付代

互動關係，從惡劣到相親相愛，真的感謝主，祂是聽見我們禱告的神，祂是

價，但卻帶來極大的豐收和蒙福，就是

值得讚美的神，值得花費我一生的精力追隨的神，哈利路亞，讚美主．

能更認識神自己。哈利路亞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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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為我的父母得救禱告了將

電。兩三年前鄉里們決定把家隔壁的廟

相信天堂呢？”劉三繼續講，“從前

近30年，近年來因為他們年

拆掉，重新蓋一間更大的廟，父親熱

有一個人發生了車禍，車禍醒來後他

近80歲，我一想到他們的年紀內心

心的參與著，車禍那一天正是跟媽媽

就問，天堂是真的還是假的?”我急著

就一陣緊張，常常向神呼求，求神

與鄰居在蓋好的廟前聊天，一位騎摩

繼續搖著父親的手“你聽到沒有”，

使用任何方式，只要他們認識祂!!

托車的少年，經過廟前時跌倒，撞到

短短的30分鐘，節目結束後父親沒有再

父親，父親腦著地，因此緊急住院。)

問我天堂是真的還是假的！隔天，當

2008年我與南非的短宣隊預計在二月

我離家時，我教父親如何為我禱告。

初到Namibia，就在一月底，接到大哥

在等著看劉三講古時，我開始跟父親提

一通從台灣來的電話，說是父親發生

到天堂，我告訴他“天堂是個極美的地

回到美國，第二天我跟家裏打電話，媽

車禍，進了加護病房，不過現在已經

方，是信神的人會去的地方，有一天當

媽說，“你爸爸在你走了後，我看他嘴

醒來了，我急著回到台灣，在台灣待

我們的生命結束時，我們不是往上(天

里一直念著，我問他，他念些什麼? 他

了10天，發覺到我父親的腦受傷後他

堂) 就是往下 ...”然後我問父親“你要

說我在求耶穌保護我的女兒”。我跟

的智力倒退到只有一般10-13歲小孩的

不要信耶穌?”父親說“好阿”我愣了

媽媽說，“父親禱告的時候，你也可

智力，那時我陪著父親作復健治療，

一兒，我想八成是父親的腦還不很恢

以跟他一起禱告”，媽媽說，“我有

眼看著啟程到

的日子就要到

復，但是我仍然帶著他做了決志禱告，

啊”，“可是你也需要成為神家裡的

了，我跟神說:父親需要我，Namibia

禱告完後父親開始說“天堂到底是真的

人， 神才能聽你的禱告”; 接著, 我在

我就不去了，而神卻對我說“你若看

還是假的也沒人知道，因為我也沒去

電話中帶著媽媽作了決志禱告。隨後，

重關乎我的事，我必看重關乎你的

過”，我一看時間正好十一點半，劉三

我跟父親說“爸爸，我很愛你，你要保

事”所以我跟著短宣隊到了Namibia，

要講古了，所以我來不及回答父親，我

重”。這時，我聽到四十多年來爸爸第

在那裡神將16個靈魂賜給了我們!!

打開電視，就看見劉三拿著扇子，開始

一次對我說，”我也很愛你,你也要保

講了起來，他說“今天我們要從電腦的

重,你的路途遙遠”。掛上電話後，我

Namibia

2009年第二次Namibia短宣回來後，
我跟著南非教會去了一趟韓國參加退
修會，然後順道回台灣看望父親，父
親已經可以拿著拐杖自己走路，就

“你若看重關乎我的事, 我必看重關乎你的事!!”信靠神的人，
一點好處也不缺 !!
- 劉秋熔

在我啟程回美國的前一天，我開始
跟父親傳福音，我也等著要讓父親
看”好消息”頻道的劉三講古，那是

角度來談談天堂是真的還是假的”，我

坐在樓梯上哭了起來，那是喜極而泣

個台語節目，因為父親只講台語。

那時差點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我搖著父

的眼淚，也是充滿感恩的眼淚，我終

親的手，“你聽到沒有，劉三在對你講

于了解了神一年前對我說的話:“你若

過去多次當我向父親傳福音時，父親馬

話”父親說“聽到了”劉三繼續說，很

看重關乎我的事，我必看重關乎你的

上會大聲的回我說“你28歲在異鄉作了

多人懷疑聖經裏說到的天堂，那裏沒有

事!!”信靠神的人，一點好處也不缺!!

寡婦，帶著那麼年幼的孩子，你們回國

淚水，沒有痛苦，那到底是真的，假的

的機票還得我幫你出，你還在這兒告訴

呢?其實啊，道理很好懂，你想想，我

後來媽媽說“爸爸常常在吃飯的時候忘

我，你的神愛你?”當我把教會的牧師

們的電腦有了毒，現在就有解毒的軟

記禱告，所以他自己用筷子做了一個十

請來跟父母認識，父親也是明擺著“浪

件，只要把這種軟件放到電腦裏，幾

字架放在餐桌上，這樣爸爸就不會忘記

費我的時間”(父親一直是廟裡極熱心

分鐘內裏頭的毒就都不見了，這個簡

禱告了”!!

的理事，鄉下老家旁的廟就是用我家的

單的道理，你都可以理解，怎麼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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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天前早晨讀經的時候讀到哥林

整車廣東小組的弟兄姐妹去探望離約

多前書三章，講到有天我們在

翰尼斯堡三個小時車程的ㄧ個廣東家

主裏的工作要被火試驗。”若有人用

庭。就在回來的路上，王弟兄開車睡著

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

了。車子開入對面的車道，撞到了對面

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

來車，把駕駛員的太太(Maria)當場撞死

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

了。當時我與小孩在度聖誕假。我們牧

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

師打電話給我，要我早點回來處理。當

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

我到醫院探望王弟兄時，王弟兄第一句

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

話就問我，對方那位女士怎樣呢 ? 我回

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

答”已經過世了”。王弟兄當場痛哭起

從火裡經過的一樣。”這經節給我很

來。後來我打電話給喪家，問明喪禮的

大的提醒與感觸，因為幾分鐘前我剛

日期，也代表教會參加喪禮，才知道主

跟曹瑞在電話中談完話。曹瑞的ㄧ段

持喪禮的牧師 (Ryan) 是Maria 的弟弟。

話，令我在讀這經文時更是感觸良多。

喪禮後我向 Ryan 道謝，並誠實的告訴

劉秋熔姊妹

他，我們是有點擔心喪家的反應。後來
去年七月我回台時，曹瑞夫婦到老家來

Ryan的媽媽(Maria的媽媽)來與我談話。

那天曹瑞在電話中告訴我：我現在好

看望我。他們是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

他說：”我聽說你們對來參加喪禮有點

喜歡去教會！當我開始去教會時，

曹瑞對我提到當時發生在他身上很令他

擔心。你們不用擔心，因為我們看見

有人問我是不是遇到了什麼傷心

心煩的ㄧ件事。事情是這樣：”那是我

主耶穌的手在這件事上。”後來我們

事，因為一個生意人平白無故的突

運氣極不好的一天，我開車經過綠燈的

談論到王弟兄因為愧疚常常哭，也無

然自己找上教會有點不尋常。我就

時候與一部闖紅燈機車相撞，騎機車的

法入睡。Maria的媽媽建議來見見王弟

告訴他們我因為聽到了一個故事，

男子當場死了。令我難理解的是明明是

兄。感謝主，經過安排Maria的媽媽和

所以想到教會看看，為什麼教會裏

對方闖紅燈，但喪家竟然告我，而讓我

Ryan就在我家與王弟兄會面。我永遠不

的人與教會外的人這麼不一樣……

更難理解的是法院竟判我賠喪家三百

會忘記這一幕感人的畫面。當Maria

萬台幣，這世界真不公平！”我聽完

媽媽見到王弟兄時，她說“我們愛你，

曹瑞的這一段話給我好大的感觸，盼望

後，就跟曹瑞分享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們已經原諒你了，請你也原諒你自

有天當有人聽到我們的故事時，也会說

己。”然後伸出她的雙手擁抱王弟兄。

“我想去教會走一走!”

的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我南非的教會一位六

我們六十多歲的弟兄就情不自盡的在

十多歲的弟兄的身上。王弟兄在香港回

老媽媽的懷裡哭了起來。後來Maria的

歸大陸時移民南非。剛抵達南非時因為

丈夫有意向我們教會申請理賠，卻被

語言不通很是辛苦，但是生活仍然得

Maria的弟弟及媽媽阻止了。他們說“

過，就開始在街上擺地攤，擺地攤的日

在主裏只有愛與赦免，沒有控告”….

“在主裏只有愛與赦免，

子裏經歷許多次的搶劫，甚至在家裡被
搶被綁。然而人的盡頭是神的開頭，在

曹瑞靜靜的聽完了王弟兄的故事，然後

難處中經歷神，也在難處中更加的仰望

點點頭輕聲的說：“下個禮拜我會去教

神。一天王弟兄開著教會的車子，戴著

會走一走”結果這一走就沒有停止。

沒有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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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改变
李芬清

去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感恩节

喜充满爱…”我也感谢主让我喜欢读

特会里，全能的父释放我，

圣经，不但读得明白，也得到很多開

圣灵在我身上工作，告诉我说：“你

启，因为之前我是读不明白圣经的。

李芬清姊妹

所有的忧虑，变成了喜乐！”第二天
的聚会也很特别，天父对我说：“我

樊牧师说得很对：“我们所信的神不

看见一朵云，也就是撒旦，阻拦你，

只是昔在和永在的神，他更是今在的

但我却要祝福你，去传福音吧，你是

神，我们必须经历他，他活着！”我

聪明的孩子！”当时我想，这是对我

却常常没有留意到他就在我身边。我

说的吗？不過，在听到他说话之前，

回想过去十年，主对我的爱，他一直

我已经在异象中看见一朵白云飘过。

在祝福我，拉紧我的手，只是我没
有留意。我和老公从1999年3月份移

特会结束前有段公开给大家分享与感

民到美国，白手起家，到现在有两

恩的时间。我问“主啊，若你要我上

个女儿，还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店

去分享，请帮助我举起手来。”就在

面，生意稳定。感谢主都是恩典！

那时，牧师说：“谁心跳加速，就上
来。”我向主说：“若是我，就让我心

从1993年结婚到1999年六年里，我和

跳加速吧！”果真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我老公在一起生活总共不到一年的时

越来越快，跟着眼角拉紧，流泪，然

间。我在中国，他在美国。有一次他

一个人忙不过来，老公也来帮我。在

后就放松。回复正常后，我已失去上

回国半年，我也没能怀孕，检查结果

压力的情况下，我对老公的工作质量

台分享的勇气了。这时已有另一个姐

医生说他精子少，不能生育。那时还

要求很高。当他不接受我的提议时，

妹上台分享。我又向主求勇气，因我

没信主，安慰他说没关系，两个人开

我就发怒，然后和他大吵，‘离婚’

过去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场面公开讲过

心就好。1999年3月，我信主了。当

两个字常常脱口而出。晚上，我常跪

话。奇妙的是，我心跳又开始加速，

时我准备好接受洗礼，心里欢喜。受

在主面前哭求说我不要这样痛苦的生

和刚才的程序一样，眼角拉紧，流

洗前我奶奶告诉我可以向天父求，恳

活，我要轻松开心，恩爱的夫妻生

泪，然后就放松，连续3次，一直到那

切的求，天父会给的。我当时有些怀

活。这样的生活长达两年。那时我们

姐妹分享完毕。接着我被圣灵触摸，

疑，但我也就顺服了。我向神求三件

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加上我们去的

放声大哭。我深深感到主的同在是如

事：夫妻早日团圆，老公恢复生育

是美国教会，语言成了最大的障碍。

此真实。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力，以及有自己的事业。几个星期

今年二月六日，樊牧师的医治特会里，

后我顺利移民到美国。同年6月，我

去年6月，李芬姐妹带我们来灵粮堂。

怀孕了。隔一年4月，大女儿出生。

那天刚好是师母讲道，她的题目是悔

我的心又被主洁净。我大声呼唤：“耶

改。有一句话深深打动我：“我们都觉

稣我需要你，我爱你…！”接着就开始

至于事业，感谢主给我十年的时间来发

得错是在其他的人，但常常是自己的

吐，吐完后，主完全改变我，心情非常

展自己的事业，现在一切都很顺利。生

错。”我知道主在对我说话。主也透过

轻松，所有重担和压力都卸了下来。

意开始几年后，我们买了店面。因贷

两次的特会将我彻底改变。现在我们不

从来没有如此轻松，心中充满平安，

款利息在涨，造成我极大的重担和压

但很少吵架，我反而感到自己有个好老

喜乐。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心情非常

力。刚开始生意不好，但感谢主慢慢

公，好幸福哦！我现在所有的，都是主

快乐，我唱诗歌：“感谢耶稣，赞美

好转起来。那段时间我忙透了，每天

赐给我的，我愿意将荣耀归给他！

耶稣，把我赎回，把我赎回，充满欢

工作12小时。2007年，由于生意太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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ㆨ㔋☿㦐㲞☨゠イ
何靜玫

其

實回想起來，我從小就常常

氣交一筆冤枉錢，但是又不想去打工，

錢，要讓我上學。就在某天下午，我看

與上帝不期而遇，不過我當

畢竟我是為了求學才來的，但是我鬥

到了當時新生報到的資料，無意間看到

時不以為意，也不在乎究竟是誰幫助

不過環境，我選擇了先打工，也因為

了一封校長的信，靈機一動，就決定寫

了我，可能因為我當時是無宗教信仰

我做了這個決定，我每天晚上以淚洗

信給校長，我認為他如果是個明理人，

的人吧!不過這些已都是過往雲煙了。

面，一直持續了2個星期，但我不想讓

應該有辦法幫助我的，然後我跟上帝說:

父母擔心，所以我告訴他們下學期我

「請祢幫幫我吧!這將會是我最後一次為

一定會去上學，請他們不用太操心。

這件事努力，如果還是行不通，我就會

現在我想要分享一個我親身經歷的事件
，一件曾讓我感到痛苦甚至感到絕望的

徹底的死心，所以就請祢幫幫我吧!」

事，因為這算是我人生中非常重大的轉

我還記得那段時間，我常感到整顆心

就在那天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那封信,

捩點，也將會影響到我未來的人生。

揪在一起，我的食慾也變的比較差，

然後拿到銀行去公證，並趕在郵局關門

我第一次跟上帝抱怨，我對祂說:「

的前一分鐘將它寄出去了。我當時覺得

就在我非常興奮的與我父母談到上大
學的喜悅時，一件不幸的事從天而降,

Eileen, 陳羅燕 & 何靜玫姊妹

學校要我繳交將近4000元美金，原因
是他們把我當外州學生，當時的我非
常的錯愕，因為我之所以會來到亞特
蘭大，先待2年然後才上大學，就是
希望上大學的時候，能夠擁有當地居
民的權利，所以我放棄了在台灣還有
一年就可以畢業的機會，來到美國完
成我的高中學歷，在這段高中生涯我
一直很努力，因為我得知只要畢業的
成績到一定的標準，政府就會付學費
供學生讀書，我做了所有我該做的，
然後就高興的等待我的大一來臨。
但是很不幸的消息就在新生報到的那一
天來臨了，學校不承認我是本地人,他

我有犯錯嗎?不然祢為何要這樣懲罰

很累，但又異常興奮，我不知為何有一

們甚至把我當外國人看待，當時的我立

我，我真的好不甘心喔!求求祢幫幫

種莫名的信心，似乎感覺這次會成功。

刻與家人連絡，然後請親友幫忙連絡看

我，我需要勇氣去面對現在，並請祢

要如何解決，大家為了我上大學的事，

讓我度過難關。」就這樣過了幾天，

過了將近一個月，眼看就要開學了， 我

幾乎前前後後忙了半年，我們繳交了一

我慢慢接受了打工度日的現實，我發

就又參加了新生報到，然後交了那龐大

堆資料去證明我的身分，而我也跑了十

現沒有想像中那麼痛苦，我反而學到

的學費，就在開學前的2星期，我收到

幾趟學校去解释，我還請之前工作的老

不少的經驗，也體會到一些我從來沒

了副校長的回信，她說她已經跟學校的

闆幫我寫證明，我幾乎每天都為這件事

有思考過的問題，像是父母的偉大,

人連絡過，所以學校會與我連絡，她請

忙碌，最後的結果依然是不行，最後我

生活的意義，一些我不曾留意的事。

我繳交我的房租契約和我去年打工的證

只有2個選擇，一個是乖乖交錢或是先
打工存錢再去上學，因為我真的很不服

明，然後他們會再次審核我的資料， 再
就這樣半年過去了，我的父母也準備好

做最後決定。看完信我突然信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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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立刻將我的資料重新整理寄出去。

我度過這次難關，我發覺這不是上帝

並邀請我參加教會，我立刻就答應了，

的懲罰而是一種考驗，而我在這次的

所以我來到了亞特蘭大靈糧堂。在這裡

從那天起每當我與家人說話時，總會說:

考驗中成功打敗了另外一個不成熟的

我遇到了很多好人，我有一種莫名的安

神蹟就快降臨到我的身上了，敬請期待

我，所以現在的我有了另一種力量，

全感，也在Joy的幫忙下，我認識了雅仙

吧!

果真過了不久，學校來信了，上面

使我更認識自己，我也更懂得感恩，

阿姨，她讓我住進他們家，他們一家人

寫著接受我為本地人的證明，我對著天

這一切都是在這次的傷痛中學習到的

都好親切喔，所以我非常感謝上帝的幫

空大叫並謝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我也

，也因此我更加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忙，如果不是上帝的牽引，我可能永遠

立刻與爸媽聯絡，他們也超級高興。

無法有這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
Joy到我打工的店買東西，在我服務的

我覺得上帝聽見了我的請求，而且帶領

櫃檯結帳，陌生的她親切的與我聊天，

An Ecclesiastical Epiphany
Eileen Wang

S

ometimes, when I just step back
and survey the flurry of changes that have overturned my life over
the course of a year, I am simply awestruck. One year ago, I didn’t know God.
Honestly, I find that the weirdest thing ever.
One year ago, I came to this church. When my
mom informed me we were going to attend
this new church, I held absolutely no expectations. One year ago, I was Christian only by
label. If someone asked me if I was religious, I
replied casually, “Oh, I’m Christian.” However,
Christian had just been a word. A bunch of letters mashed together with a connotation plastered onto it. Now I can definitely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me” of then, and “the me” of now.
One year
alize the

ago, even if I
fact myself, I

didn’t rewas lost.

After moving to Georgia, we attended a
couple of different churches, before just flat
out, entirely giving up the tedious process of
dragging ourselves to church every morning. Personally, going to church…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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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 tiresome obligation that came with
the Christian label. I didn’t enjoy going to
church. I didn’t enjoy reading the bible and
doing worksheets that went along with it. I
read books during class, I skipped Worship,
I found church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However, even after attending BOLCC,
I did not instantly change. Still stuck in
Sunday School, my opinions stayed the
same. I still didn’t see the need to attend
church and waste half of my Sunday dawdling and daydreaming in a room for hours.

So…

So time passed, and my family went to BOLCC week after week. Then, the “Encounter

see

the

Now here I am, plopped
of my laptop spending
choosing to write this
can testify how amazing

difference?
down in front
genuine time,
passage so I
the Lord is.

Then on that very fateful day, God had
planned something out for my family and
I, long, long before we had any idea of what
that something was. But… that something
would turn our lives a full 360 degrees.

God Retreat” (遇見神營會) came up and
that’s where for me,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unfolded. I was still wandering outside during service, but I did drop in once or
twice to listen for brief moments to service.
But during those short increments where I had
dropped in to listen to service or praise, I was
entranced. Like my parents had said, you could
really feel God’s presence within the room.

“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old things have passed away; behold, all things have become new.”
- 2 Corinthians 5:17

worship team, and even occasionally lead
the bible study. These are things I never even
imagined I would have the courage to step up
and do. I am learning to get over my fear of
being responsible and in charge of things. God
has helped bring my family much closer too.
I can really feel the distance I felt stretching
between our family compressing. It’s a big
difference from the girl who drifted around in
church thinking it was a waste of time. Once
again, I gotta say how remarkable it is how
much God had in store for me, and still does.

Eileen, Elsye, Jing Mei, Tina

After that, God really started to work in me, in
our entire family too. I decided to start attending the service inside the sanctuary where I really began to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God.
I remember at the beginning of worship, I always used to experience mild headaches and
sometimes even a sense of nausea. I always
contemplated leaving the room, but in the end
I decided to stay. I would look around me and
observe the people around me undergoing a
tidal wave of emotions. I saw so many people
worshiping and praising the God they loved
so much, the God that loved them so much.
I thought to myself over and over, ‘I want to
know you too, Lord.’. I wanted to know Him
too. I didn’t like feeling left out, I hated feeling so lonely… so lost. I wanted to open my
heart to Him and love him with having every
fiber of my being crying out for his company.
Even as just a high school student, I couldn’t
help but wonder where I was going, why I
should keep going. It didn’t make much sense.
But I know now, I have a Father that loves
me, that wants to use me and tell everyone
of this wondrous news. Last year, I had read
and watched a lot of horror genre media, and
it really impacted me negatively. I always felt
paranoid, scared of things that weren’t there.
I had these disturbing nightmares, where I
would always be killed somehow in horrible

ways. But I remember the last nightmare I
had, a couple months after coming to BOLCC. It started out terribly, I was the only one
left alive in my family. Then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dreams, I got down on my knees in
the dream, and I prayed. There was a shimmering splurge of light, and my whole family
came back to me. After that last nightmare,
I stopped having them. I stopped dreading
the nonexistent shadows stalking me, and felt
a peace with myself I had never felt before.
2 Corinthians 5:17 says, “17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old things
have passed away; behold, all things have become new.” Thank you for being able to make
me new because of what you did for us, Jesus.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be able to change.
For example, at Touch Our Generation youth
group, the first day I attended, I was nervous
beyond belief. I didn’t have much experience in
talking to older kids, let alone in Chinese. But
before I knew it, youth group really helped me
progress even more. I met lots of new people,
made new friends, and soon I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serving the Lord through youth group
as well. It was a hard transition, from always
staying in the background (I had horrible stage
fright, it mellowed a bit) to being active in my
church. Now I am the pianist for our group’s

There are so many more things I could spout that
I am eternally grateful to Him for, and there are
so many more things I could tell you to prove
how indescribable He is. But if you haven’t already, don’t you want to go see for yourself?

Isash 40:28

E

Do you not know?
Have you not heard?
The LORD is the everlasting God,
the Creator of the ends of the earth.
He will not grow tired or weary,
and his understanding no one can
fathom.
31

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will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they will run and not grow weary,
they will walk and not be f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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亗⫱奠☲
T.O.G. 演短劇

兒童短劇 (Eileen, Michael, and Hanna)

感恩節特會

感恩見證集

合家歡之夜 遊戲

事奉學校上完了課午餐

BBQ

感恩節特會

T.O.G. 演短劇

合家歡之夜 遊戲

出發報佳音

聚餐

新生命小組

牧師 & 可愛的小朋友

感恩見證集

Ц㝎㛤▙亗⫱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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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會發現原來祂離你不遠，充滿憐憫等候施恩。
若你需要禱告與扶持，可以與我們連絡。

亞特蘭大靈糧堂
678.417.9722
4350 Peachtree Industrial Blvd. Suite 400
Norcross, GA 30071
主日崇拜及兒童主日學
周日上午10時45分
禱告會
周三晚上7時30分
3226 Amesbury Way, Duluth GA 30096

感恩見證集

小組
恩雨小組 王惠國弟兄 770.418.1173
新生命小組 林學娟姐妹 678.677.0377
英語小組 Hayward & Cathy Faulk 770.833.2009
喜樂小組 周惠鴛姐妹 770.825.8130
光鹽小組 陳佳唯姐妹 770.910.0629
T.O.G. (Touch Our Generation) 青年團契 魏大為弟兄 404.661.1822
恩寵小組 郭靖姊妹 404.519.0096
喬治亞理工學院小組 陳嘉偉弟兄 404.641.9978
願神賜福於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