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新的膏油已澆灌下來

/ 徐永宙

面

對著教會即將屆滿三週年，跨入第四個年頭，心中充滿對神的敬畏與感激。過
去這一年來，看見神在各方面給予亞特蘭大靈糧堂有諸多的恩典，在這本見証

集中，超過50篇的見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們聽到的其實遠超過這些，譬如:
這星期天，是40天連鎖禁食禱告結束後的第一個主日，我們都聽見了一些姊妹上台所作的見証，有人是身體得
醫治，有人是心靈得復興，有人是家人信主，有作異夢的，有生命得神管教的，這些並未收集在這本見証集中，
我們所信的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與我們極其親密的神。我深信，明年會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們，寫下你們的見証。
年初的時候，有一天看到George跟Stephanie在一起說話，我發現剛剛三歲的他們，已經相當熟練地使用
一些句子了，他們已經不再是Baby了。這讓我想到，教會在過去的三年中，我們也好像是在打根基的階段，
而現在則正要進入開展事工的階段，過去幾個月的一些現象，似乎也告訴我們，新的膏油已澆灌下來了。
今年初，我們先在同工禱告會中，開始所謂的集體(Corporate)尋求神，我們不設定任何
的主題，沒有任何的模式，單單體會聖靈的帶領，三個月下來，真的發現，每次的禱告會
在聖靈的引導下，都有禱告的主題形成，我相信繼續這樣學習下去，團隊會在“一起尋求
神 ” 的 事 上 日 漸 老 練 ， 這 是 開 展 事 工 必 須 要 有 的 基 本 功 夫 ， 目 前 的 學 習 是 令 人 十 分 興 奮 的 。  
其 次 ， 今 年 初 ， 小 組 也 由 三 組 增 加 為 六 組 ， 尤 其 是 T . O. G( T ouc h Our Ge ne r a tion) 的 青 年 小 組 及 英 文 小
組的成立，看見神正興起下一代及跨文化語言的工人，是要接觸更多的族群，來完成福音的大使命。
其三，我們也開始常規性的領聖餐。過去我們很少領聖餐，因為雖知道，領聖餐是好的，但我們也害
怕，如果不按規矩領聖餐，不但不能得到好處，反而會招到損害。因此我們幾乎一年才領一次聖餐，小心謹
慎固然不錯，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因噎廢食不是辦法，這是阻礙了弟兄姊妹們得神祝福的途徑。今年我們
想，這是不對的，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教導，按理領聖餐就一定會蒙福的，為什麼要害怕不作呢?當我們這樣
教導之後，幾次的聖餐聚會，都有敬畏又歡樂的氣氛，大家小心謹慎，省察自己，然後領受餅與杯，再次被
基督的生命更新。這次四月份的聖餐，有位弟兄對我說，他本來不敢領聖餐，但在禱告認罪悔改之後，竟然
被聖靈充滿，他知道神已赦免了他，就歡喜快樂的領受，多麼美的見證。並且四月份的這次聖餐主日，我們
的敬拜是一大突破，我們沒有講道，因為已經不需要了，聖靈不但使用彼此的代禱直接對我們說話，而且在
聖餐之後是今年40天連鎖禁食最後一次的禱告會，許多弟兄姊妹與神立約，願意獻上自己在宣教的工作上有
份，我們感覺到神的心因我們的奉獻得到了滿足。那天我們唱的主題詩歌是『耶和華賜下歡欣快樂』-----耶和
華賜下歡欣快樂無限的喜樂充滿我，新的膏油已澆灌下來，哈利路亞高聲歡呼，我領受神的應許，賜給猶大
的後裔，稱為禱告的子民，來敬拜歌頌讚美，這是期待收割的時刻，神的話語如今已成就，莊稼成熟各處在
收割，已臨到全世界各地-------，是的，我們已聽見多雨的響聲，神的教會，讓我們預備自己跟上祂的步伐。
2008年，許多先知不約而同的題到，這是開門的一年。不但救恩之門會為家人打開，同時進入個人命定之門也
會一扇一扇被打開。我們看見對亞特蘭大靈糧堂而言，這也是特別的一年，好幾位離家十幾年的弟兄姊妹，不約而
同地都將在這一年返回故鄉，他們心中對家人，親友，都有極重的負擔 。我相信隨著弟兄姊妹回家的腳步，會有更
多的親人進入救恩之門。另外同工們開始參與一些宣教的服事，也將在暑假中次第地展開。今年教會將由紮根基的
階段，進入到開展聖工的階段，我確信在明年的見証集中，定會看到更多家人得救以及宣教場上的見証，讚美主，
因為新的膏油已澆灌下來。

亞特蘭大靈糧堂三週年感恩見證集 April 2008
1

打魚去? / 徐永宙牧師

16

神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 林芝霞

2

聖靈的代求 / 陳德玉牧師

17

神為我伸冤 / 林芝霞

2

一次禱告的經驗 / 陳德玉牧師

18

禱告的能力 / 李芬

3

神的恩召 / 許天偉

18

禱告後的神蹟 /李芬

4

女兒的老師 / 周莉

19

主耶穌拯救靈魂醫治疾病 / 李芬

5

變動中不變的平安 / 楊毅

19

學習敬拜 / 陳協芳

6

做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 黃穎玲

20

主的公義和我的公義是不一樣的 / Hayward Faulk

7

眼睛的见证 / 翟光玫

20

滿有憐憫的父神 / 丘紀恆

8

一路走來 / 蔡海水

21

神醫治我的奶奶 / Brenda Faulk

9

遇见试探 / 林學娟

22

主赐我馨香 / 黃友琴

9

奶奶的祝福 / 林学娟

23

“原谅”就是“祝福” / 黄友琴

10

祂顧念 / 林学娟

24

女儿见异象 / 黃友琴

10

领迷羊回家 / 林学娟

25

主正懷念我 / 郭靖

11

神愛惜每一個人 / 林学娟

26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 郭靖

11

Field Trip / Onching Lin

27

原來生活可以如此放心 / 朱惠琴

12

神側耳聽了我的禱告 / 柯雅仙

28

在神凡事都能 / Karen Chen

12

神医治了我 / 柯雅仙

29

唯有愛心能造就人 / 馮秀月

12

奇妙神蹟  / 藍愛琴

30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 周惠鸳

13

我公婆决志信耶稣了 / 王敏

30

信靠神就平安 / Karry Cheng

13

飞机上的神迹 / 王敏

31

當感謝祂 / 唐慧婷

14

砍樹記 / 林永榕

32

主啊！祢真美好 / 李一菲

14

不一樣的生活 / 鄭林榕Jenny

33

祢愛永不變 / 李一菲

15

悔改得醫治 / 陳鳳嬌

34

永遠看顧我的神 / 張惟婷

16

美好产业 / 于丹

34

Lost of Ipod / Shelly Lu

16

奇妙的補償 / 黃真

35

God’
s Healing Power / John Yen

36

A Day of Blessings / John Yen

38

順服我的天父 / 李惠慈

亞特蘭大靈糧堂團體照

打魚去?

/ 徐永宙牧師

雖

然已是十月底，當我來到加利利湖邊的「聖彼得受召堂」，陽光透過樹稍照在身上，依然有些威
力。找了一張石凳坐下，抹去頭上的汗水，迎著湖上吹來的輕風，頓時覺得十分的舒坦，到以

色列旅遊一路行來的疲勞，好像一下子全然消除了。接下來，又到了Uncle Philip(菲力甫叔叔，我真敬重
他，七十多歲的老牧人，與我們一起上山下水的，有些年青人都還會喊累，他不但沒有，還要在許多重
要的地點為我們分享神的信息。)的培靈時間了，他一面擦拭著汗水，一邊要我們打開約翰福音第二十一
章。喔！很熟悉的一章，也配合這個地點，我心裡想著，但我完全沒有料到，神要在這兒對我的心說話。
當我們讀到第三節時，【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
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約21:3)突然之間，「我打魚去」這個四個字，好像從聖經中跳了出來，直接地衝擊
我的心胸，而「並沒有打著甚麼」，又像是一張大字報一樣的在我眼前晃動著。我的思緒一下子就波動起來。雖
然，在七月八日，已正式被按立

牧職，但在我內心的最深處，仍

對自己能否成為一個好牧者，有

「很大」的疑問，同時也覺得自

己這兩年來沒有打著什麼。面對

教會的一切，我仍深深覺得遠超

過我的能力與情感所能承受的，

每個星期，我都活在壓力之下，

不知什麼時候才能「享受」作牧

者的樂趣，有時甚至很「負面」

地想，那是永遠不可能的了。早

期，不是沒有想過，是否重回職

場，再做回那份駕輕就熟的工

作，沒有這些壓力多好，但知這

是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因為當初

神的呼召是如此的明確，不容否

認，自然也就會將這樣的想法克

制下去，但這樣的想法，偶而仍

會蠢動一下，後來雖然不再這樣

想，然而，我相信，這毒根，只

是暫時的躲起來而已。就在這個

時刻，我似乎意識到，神要醫治

我這內心的破口，瞬時間，我

的眼淚就充滿了眼眶。我感覺

到神是這樣的靠近，又是這樣

的細心、體貼、慈愛地來了。

【小子！你們有吃的沒

有？】（約21:5），【耶穌說：

你們來吃早飯。】（約21:12），

耶穌完全了解我的心情，祂完

全沒有責備，只有及時的供

應，我沉浸在耶穌的愛中。然

後，【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
17稱約拿）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

以色列加利利湖邊 - 彼得受召的雕塑

對西門彼得說：約翰（在太16：
些更深麼？彼得說：主阿，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約21:15）我不知道當時主指的「這些」是什麼，也不知道
彼得心中想的「這些」是什麼，然而我確知我的「這些」是什麼，也知道吃完了早飯，才有能力去餵養羊。
Uncle Philip分享完了，神如何三次溫柔地將彼得挽回，神的愛迴盪在我們的中間，他要我們找
一個地方自己跟神禱告。我沒有移動位置，怕將耶穌驚走，我只是就地跪下來，流淚感謝耶穌！不
堪如我者，神竟然揀選使用我，而且在我跌跌爬爬地學習回應祂的呼召時，祂讓我知道祂全明白我
內心最細微處的感覺，事實上，這兩年來，神不是在每個方面，無論是世上的，靈裡的，祂都供
應無缺嗎?!我只要每早晨來吃早飯，等候神的供應，回應神的愛就好了，神的恩典實在是夠用的。
睜開眼，望向前方，彼得受召的雕塑(黑色)，在樹蔭下，顯得陰暗。一個軟弱的西門(蘆葦)，跪倒在主耶穌的腳
前，就在他的軟弱、陰暗當中，慈愛的主正伸手要將他扶起，祂知道，再站起來的將是一個彼得(磐石)，不再是西
門了。背景中明亮的加利利湖，似乎正要告訴我，未來前景將是光明的，而即使在暗處，神的慈愛也永遠不會離開
我的。忽然之間，陰霾一掃而空，我知道心中再也沒有一絲一毫想回去打魚的念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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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禱告的經驗

聖靈的代求

/ 陳德玉牧師

/ 陳德玉牧師

那

昨

對年老的傳道人禱告。他們四十多年前，放

是神要他從事的工作，這種沒完沒了的壓力，壓得他喘不過

下行醫的專業，為主的國度，奔波各處，

氣來。聽完他的話，我就為他禱告。從那之後，我只要一禱

是我非常敬佩的屬靈前輩。禱著禱著，突

告就流眼淚，而且用悟性一句話也禱不出來，只聽見自己不

然我好像感覺神對我說「奉獻。」當下我

斷地說：主啊！主啊！只好用方言禱告，但仍是淚如雨下，

對主說「主啊，祢若給我，我就奉獻。」

口中的方言，眼中的淚水，交織成一片，向神傾心吐意。

停好車，加入敬拜團練習，又捲入了日

今晨早起，進入書房，一開始禱告仍是如此，方言從我腹中湧

常生活的運轉，我很快就忘了自己的禱告。

流不止，眼淚也如決堤，傾瀉而下。我禱告了幾十分鐘之後，自

接下來的十天，我連續收到兩張外州

己覺得作為好朋友，為他的傷痛和疼惜似乎早已經平息下來了，

寄來的支票，這種事對我並不尋常，所以

為什麼我仍然流淚不止呢？而且方言從我我腹中衝入口裡，湧流

當我手握著第二張支票時，我問主:「最近

而出，強而有力，停都停不住似的。但是我發現在這一切的表現

我們有什麼特別的支出嗎？為什麼祢要這

之下，我的內心仍有一片安寧，似乎那才是真正的我呀！就在這

樣供應我們呢？」繼而一想，好像沒有什

時，我突然明白是聖靈在用我的口，我的淚為我的好朋友代求。

麼特別的花費嘛！然後就對自己說:「嗯，

明白之後，我如同一個旁觀者般，清楚看見聖靈對他

可能我應該買……買……」話還沒說完，

的愛，是那種完全純淨，沒有責備，沒有要求的愛。同時

就聽到神的聲音清楚又準確:「這錢不是給

我也感受到聖靈與他的合一，好像聖靈完全明白他的痛

妳的，是Dr. Jerry的。」我立刻記起自己

苦、掙扎與需要。聖靈為了他一切的益處，向父神呼籲。

十天前熱烈的禱告，以及對神的許諾。當

如此禱告了大約五十分鐘，方言漸漸平靜，淚也不流了。

然片刻不敢耽延，欣然將奉獻轉寄出去。

我把自己收拾一下，洗把臉，預備開始一天的工作。隨手拿起

感謝主，藉著這件事，神對我的心

一本上星期郵購來的書想整理一下，這時不經意翻到內頁手抓

說了很多1.祂在留心聽我的禱告2.祂顧

住的地方，一眼看到斗大的幾個字“凡事謝恩”我心中如獲

念祂場上的工人3.祂樂意看見彼此幫補

至寶，非常確定這就是神給我朋友面對環境的處方。等我轉

是由肢體運作。但最最奇妙的是，祂處

告他之後，清楚地看到他的臉上顯出了安慰和盼望的神情，

理我健忘的口氣帶給我極大的安全感。

他告訴我他會認真的以凡事感謝來抵擋環繞他心境的下沉。

天開車在往敬拜團練習的路上，不
知何故，有一股強烈的負擔，為一

哇！神哪，我真愛祢！  

天聽一位好朋友告訴我，他在工作中感受到的挫折與
沮喪。自覺沒有能力再做下去，而同時又清楚知道這

哇！作為一個神的僕人，我再次為聖靈這位奇妙的安慰師而驚
嘆不已！

徐永宙牧師 & 陳德玉牧師夫婦
徐永宙牧師 & 陳德玉牧師 按牧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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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召

/ 許天偉

們 的 主 是 又 真 又 活 的 神 。

我

在我的電腦iTune Podcast裏面有幾個固定更新的播送節目，

祂 渴 望 以 祂 的 愛 來 贏 得 我

其中之一是國際禱告之家(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的教導

們的心，作祂的新婦。祂的恩召是

節目。２００７年９月７日發佈了畢麥可牧師(Mike Bickle)的

盼 望 我 們 以 堅 強 的 愛 來 回 應 祂 。

一篇講道。在９月９日主日下午，我坐在電腦前面，享受周日

2007年9月7日早晨我如往常一樣讀經默

下午的空閑時間，就開始聼這篇信息。奇妙的事發生了：畢麥

想。那一天的進度是雅歌第8章。我一貫讀

可牧師一開始就講到雅歌８章６－７節，而且幾乎沒有加以解

經的習慣都是在開始前邀請聖靈：“親愛的

釋的就指出這是新郎發出對新娘的呼聲。（我雖然在此前得了

聖靈，請祢打開祢自己的書。”當我讀到第

啓示，但中文聖經清楚地印着［新娘］兩個字，使我只是在自

6節“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為印記，帶在你

己的筆記上記了下來，並加了一個問號）。我的心開始砰然跳

臂上如戳記。因爲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

動，這是多麽大的一個從神來的印證！而且這麽迅速！畢麥

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

可牧師講到他自己在這節經文上的經歷，我簡單記在下面：

是耶和華的烈焰。”我感到從神來的亮光

在十幾年前，他收到一張婚禮邀請函，上面印了這節經

照明了這一節經文。中文在第5節的下半節

文，他當時覺得很有意思就坐下來翻開聖經讀這節，才翻到這

加了一個方括號的字[新娘]，意思是從5b到

裡，聖靈就大大地充滿他。因爲這次的充滿經歷是如此強烈，

7節都是從新娘發出的話。這個方括號是譯

在他一生服事中他第一次讓秘書拒接所有電話，好讓他能單獨

經者加入的註釋，以幫助人讀經，在英文的

與聖靈在一起。就在這時，電話鈴響起來，秘書告訴他Bob -

KJV 譯本中沒有這樣的插入。那時聖靈在我

Jones（在先知服事者中公認的最爲準確而有權柄的一位，對

心中印證：這不是新娘的呼聲，而是新郎，

IHOP和畢麥可牧師有很重要的啓示性影響）緊急打來。Bob告

我們的主基督在對祂的教會發出的充滿愛

訴畢牧師他正準備去趕飛機，神突然用可聼見的聲音說：“雅

與熱忱的恩召：“來，我的新婦，請你也

歌8章6-7節，告訴畢麥可，這是他一生服事的中心。”毋庸置

如我愛你為你捨命一樣來愛我。來，我的

疑這對畢麥可是多麽大的一個事件。他因此立定心志IHOP的中

教會，把我放在你的心上，手臂上，不要

心服事，也是他個人服事的中心，就是呼召和預備主的新婦，

忘記，不要捨棄我去換別樣的財寶！”我

回應主的愛，用一生委身的愛來愛我們的主，成爲主的新婦。

們的主，宇宙的王，賜給我們生命氣息的

當我聼到這裡，心已經跳作一團，多年來聖靈放在我心中的負

神，可以發命令使無變為有的創造主，卻

擔也是把這份我所領受的愛像火焰一樣“傳染”出去，使祂的聖徒

有一樣沒有辦法全然得着：祂的教會，祂

走進對祂的無悔的委身和投入的愛，而成爲無畏的“新婦戰士”。

的聖徒對祂無悔無盡的愛！因爲祂把自己

就在畢麥可講完這段經歷之後，他對聼眾說：“你們很多人也有

放在我們的裏面，是不可以操縱只可以用

這個呼召，”突然他指着屏幕仿佛正對我說一般“你也有這個呼

犧牲的愛來換得的。當這啓示進到我的心

召，”聖靈就在那時候降臨下來，我不能自己地淚流滿面，對祂

裏，雖然我並不是頭一次在雅歌中讀到這樣

說“是的主，是的主，我願服事你。”今天當你讀完這個見證后，

的愛，我的心仍然為此而攪動，在裏面回

你是否也願對那以永遠的愛愛你的耶穌說，“是的主，我愛你！”  

應說，“是的主，我要愛祢這樣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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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的老師

/ 周莉

我

常常為女兒Grace禱告，特別是當她開始去Public School上學后，
每一天我都求神的寳血遮蓋她，使她遠離疾病和兇惡；求神賞賜

給她從天上來的智慧，好使她認識神，也可以學習她將來需用的知識，
能力和品格，以致于在她將來的生命中可以被神使用，榮耀主的名。
她將要升到一年級時，我收到學校一封信。信中鼓勵每個家長描述自己的孩子在怎樣
的環境中學習效率最高，並表達自己希望孩子被分到什麽樣的班級裏，甚至在特殊情形時
也可以要求什麽老師。我看着一年級所有老師的名單，我不認識任何一個，也不知道該向
誰打聽哪位老師最好。說實在的，就算有人向我描述各個老師
的情形，我也並不知道誰最合適Grace，我記得當時所做的就是
禱告，然後在開學之前的兩三個月中也經常為她禱告。我求神
賜一位最适合她的老師，最能夠與她相處，是她喜歡，並能鼓
勵她的老師。我更大膽地求神賜給她一個基督徒的老師，不僅
僅去教會而已，而是一個活出信仰，並且為學生禱告的老師。
開學前一個禮拜，我們去學校的Open House，拿到Grace的
分班表格。記得當時周圍就有很多家長互相在問誰是孩子的老
師。拿表格給我們的人很高興地對我說：“你的女兒被安排在
Mrs. Medlin班上了，她可是最有經驗的老師。”旁邊的家長們
看起來都很羡慕的樣子。后來我才知道她是一年級老師中最有
經驗，教齡最長，也最有口碑的老師。課才上了一個月，我就
發現Grace的英文進步很快，一下下她開始喜歡自己讀書了，

許天 偉弟兄全家

一下下她可以讀chapter book了，一下下她可以
自己寫作文了，我真是為Grace的進步感謝神。
十月底鬼節來了，我很擔心學校會搞什麽恐
怖化妝慶祝，並准備好如果有這些情形我會把
Grace 留在家裏。我看到有一些教室裏已經裝飾了
很多蜘蛛，骷髏頭等等，但還好，Grace 的教室裏
只有幾只南瓜，玉米。她的老師寫email來説那天
會有一個丰收的慶祝。我再跟她細談時才發現她
是基督徒，而且她堅定地反對讓孩子接觸有關鬼
的東西。哈利路亞，神真是垂聼了我的禱告，賜
給Grace一個基督徒老師。這是對我的一個鼓勵。
因爲不管是為兒女，還是為自己，是自己家的
事，還是更大的事，我還有很多的禱告沒有看到
結果，但我知道神在垂聼，神在做工，神在為我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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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中不變的平安

/ 楊毅

2

006年我被公司外派到中國工作一
段時間。是去幫助中國分部開展業

務，當時公司告訴我時間是六個月，
在美國職位仍保留。而我把這六個月
看作是一個過渡期，打算發展得好，
就留在那裏，所以全家都搬了去。
這是一個大動作，我們很早就把這件
事告訴了牧師，師母，小組的成員，以及
其他一些弟兄姐妹，請大家為我們禱告，
求問神的心意並祈求平安和祝福.我們在中
國的日子裏,有衆多的教會弟兄姐妹一直在
禱告中紀念我們全家，我們雖遠在中國,卻
2007年感恩節弟兄們的表演

始終能感受到主耶穌的平安與我們同在。

在那幾個月中,我的工作大大蒙神祝福,開展得非常順利,那種順利真的不是我自己的經
驗和能力可以達到的，以至於我開始認為我們是有“資本”留在中國了。可是那時候我自
己在靈性上被周圍的世界所影響，逐漸失去往日的火熱和敏感，越發依靠自己血氣的方式
來處理事情。終於在接近六個月時，公司裏的一次突然人事變動，讓我過去的許多成績變
成了一種包袱，我的工作一下子變得非常困難，我那時感到，神的祝福已經離開了這份工
作。在與家人商量和禱告後，我們決定回美國。感謝主，我回到了自己原先的那份工作。
在剛回來的一兩個月裏，有人說我好像比以前“沉悶”了許多。實際上，我是丟不下那種
彷彿從“高處”跌下的失落感。我向神禱告，如果神的心意真的是讓我們回來，就求神賜我們
完全的平安。這時教會開始四十天連鎖禁食禱告，經過禁食禱告之後我回頭一想，突然發現我
的禱告已蒙神垂聽，那種失落感一下子已經消失得無影無終！真是奇妙，哈利路亞，讚美主！
幾個月以後，我聽到消息，我們公司中國分部的業務陷入危機，留在那裏的外派人員也是人人自危。
接著我被安排去另一個部門工作，又過了幾個月，公司宣布將我原先的部門裁去，我
原先的職位被取消，也就是說，我如果那時仍在中國的話，很可能就無法順利回來了。
過了一個多月，公司又宣布準備將我們美國分部及全部業務出售給別的公司，隨後又有一系列
動作，預示公司對全球其他地區的人員及業務，也有類似企劃……因為這種調整，周圍有不少同
事接到了裁員通知。倒是我們這邊，因為收購方的需要，在下面一段時間裏應當會相對的穩定。
奇妙的是，在這段時間裏，在我裏面有非常大的平安。通過看到神在我過去一
兩年工作當中的保守和帶領，我心裏一方面是存著深深的感恩，另一方面則是帶著
盼望，冀盼神籍著環境的變動對我說話，使他的引導在我的生命中成為更加真實！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以賽亞書三十章21節）。哈
利路亞，信實的神是應當被我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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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 黃穎玲

“

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箴言6;6)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

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
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布散分争的人。”(箴言6:17–19)
这两段经文是神在2008年的第一天赐给我的，“懒惰
人”和”高傲的眼”似乎是我的真实写照，外人看我终日忙
于工作和孩子之间，似乎够勤劳的吧，事实上我内心挺懒
的，感谢神的保守，我和杨毅目前工作都还平稳，生活安
逸，心里开始满于现状，不求进取，在我的工作上，把工作
完全当作一个”养家的饭碗”，不愿多花一分钟，下班就回
家，上班就靠吃老本，这个”安于现状”的态度事实上是危
险的，工作的人都知道“不进则退“的事实。特别在IT行业。
还有“高傲的眼”在组里我是资历最深的，这一方面给我
压力但另方面又觉得下一步就是如有组长的缺，我就是自然的
候选人，即使我事实上对进一步晋升真是毫无兴趣。但是当

楊毅&黃穎玲夫婦

我老板选了一个比我资历浅的同事作组长的时候，我心里却
很不是滋味，我知道自己很矛盾，不想多努力可又要觉得组

点一滴做起，Anton牧师预言我会成为许多

长没当上“面子”过不去，这件事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看到

中国孤儿的母亲，以前我会觉得不可思议，

我事实上也是一个重名利之人，作为神的孩子这是不对的。

那个预言听起来是那样的遥远，但当我觉得

我于是在神面前祷告，我意识到神让这件事发生是要校正我心

自己确是对那些孤儿有负担时，我开始认

里的那个指南针，我要用神的价值观来看这世事，感谢神给我的这

真地对待它，我从我可以做的事上开始，

两段经文，让我反省自己的工作态度，其实也是对任何事上的态

我开始参加”Loyal kids weekly prayer meet-

度，我不再用“应付”的心态，而是开始用“如何给对方带来好

ing.”在工作上我认真对待我的工作，我花

处”的角度来做事和看问题，很奇妙当我用神的角度来看事和做事

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认真做了有关中国人才市

时，我的心一下子得到了释放，我感到每天我都可以快乐的去上

场的调查，向公司提出了我的企业计划书，

班，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作了一些对公司对同事有益的事情，神就

同时我向神祷告求神的带领，刚巧我公司前

是这样的奇妙，当我将人生的方向指向祂的时候我的心就如此轻易

两个星期刚和中国的一家公司建立的合作关

的地得着了释放和医治，我想起神说“你要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

系，一下子这一切机缘似乎都到了，以至于

人”，在这短短的几个字我同样读出了”勤劳”和”谦卑”两点。

CTO发EMAIL问我是否要去中国发展。

在此同时我有幸接受了一个工作上的培训，有一句话给我的触

这一切我知道都不是来自我自己，我也

动很大，就是”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成为你所

许可以努力但这一切的机会完全不是努力就

希望看到的变化的一部分”)，此话意思是，发怨言，指责人，或只

可以得来的，回中国各有利弊，我不知前面

是”希望”，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也不会让你所希望的变化发

神要给我开哪扇门，但有一点我相信就是要

生，当你希望这世界变成何样时，就从你自己的身上做起吧!这话给

紧紧跟随祂，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指南针对

了我很大的触动，我要让神的福音传出去，我对孤儿有负担，我相

準祂的国度，这样我无论何去何从都会得着

信我公司的网站会更好的帮助人找工作，所有的这些想法以前都只

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无论在那里我都要做祂

是一个”想法”，“希望”，我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决定从身边的一

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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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的见证

/ 翟光玫

我

的眼睛是近视加老花。看远处仍戴原先的近
视眼镜，但看书时需要戴一副度数比较浅些

的近视眼镜。或者有时摘掉眼镜看。这样換来換去
很不方便，常常眼睛痛，头也发昏。每天读圣经很
困难，速度很慢。这本是我一件痛苦而无奈的事。
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你們祈求，就給你
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太7:7)，又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林后12：9）所以
我“滿心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做成”（羅4:21）。
一直向主祷告：“主，我渴慕你的真理，求你
赐给我好眼力读你的圣经。我要快跑跟随你！”
经过一段时间祷告，在不知不觉中，我突然发
现，我的眼力出现了奇迹：我仍然戴着原先的近

2007復活節歡慶

视眼镜，不仅能看远处的物，竟然也能看近处的
字！无论大字或小字的圣经，都畅通无阻地在我
眼里，而在我心里，流淌着来自宝座前的生命活
水。啊，这是神垂听了我的呼求，赐下的特殊恩
典，在我生命中出现的大神迹，彰显神的大荣耀。
我多么喜乐，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属于主！亲爱的
主，我要永远感谢赞美祢，俯伏敬拜祢。单单仰望祢，
只为祢而活。祢是我的一切！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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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

/ 蔡海水

我

雖然信主少說也有四十多年的歷程,寫見証還是我首次的經驗,馬來
西亞成立後,回教就成為國教.原有的教堂都是英國殖民地時代遺留

下來的舊教堂,隨後就少有新教堂被建立起來,我一路走來都在傳統的教會
作禮拜,即使在工作繁忙中,我也盡量在星期日到教堂禮拜神.往往作完禮拜
後,心靈就覺得非常平靜與安祥.這就是在聖堂裡與聖靈交通的信實與結果吧!
為了孩子們的學業前途,我與內人磋商的結果,由她先帶了適齡子女到美國求
學.當他們完成學業後,我強烈的嚮往能與家人團聚.但是談何容易?本地人因為對
現代的農場經營沒有信心,我多次登報求售甚至壓低價格都不得要領.隔多時,當再
次刊登出售廣告時,我開始禱告祈求神幫助尋找外地投資人來回應我的呼求.我日
夜的禱告,神聽了我的呼求,有一位台灣的投資人回應了我的廣告.當我到機場接機
時, 在言談中方知他也是信主的弟兄. 我們幾乎沒有經過討價還價的過程, 一拍即合。
結束了兩個月的交接過程.我依依不捨向著一手創辦多年的產業告別, 到美國與家人團聚.
之前雖然曾多次往還亞城與馬來西亞古晉之間,但都是來去匆匆,對這新天地的環境還是相當
陌生的, 然而神是信實的,在我覺得百無聊賴之際, 又為我預備了一份須要懂中英文的差事給
我去任職,就這樣一幹又是十年,也因此我累積了四十個工作季點,使我享有美國的醫療保險與
社會福利計畫,從而能無後顧之憂地為神的事工付出,跟隨主的腳蹤走遍天涯. 如希伯來書十一
章記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2008年禁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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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试探

奶奶的祝福

/ 林學娟

/ 林学娟

这

我

病，但这些朋友都需要帮忙，我以为会因着多多的关

六個月的等待當中，我迷失了自己，每天跟著我先生去

心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因為我知道唯有耶稣才有能

舞廳，喝酒，吃搖頭丸。剛剛去的時候，就覺得那地方

力改变他们的生命和环境，没想到他们屢次硬着心拒

非常地不好，也一直勸我先生不要去。但他不聽。我在

绝耶稣，而且在言语上对我的逼迫可以说变本加厉。

這裡也沒有什麼朋友，所有的朋友都跟我先生一樣。唯

有的时候我对主说：”算了，这不是我能做

一認識的一個基督徒朋友，她邀我去教會，我呢，常常

的。”但耶稣真好，总是让我看到他们里面的需要，可

拒絕她。我曾經是一個不禱告，也不去教會的基督徒，

以用兩个字来形容他们的生活就是”穷苦”，里外都苦

雖然身上還掛著一條十字架，但我是一個不認識神的基

都穷，让人看了心痛，其实我自己的环境也不容易，但

督徒。我非常地感謝神，因為祂沒有忘記我。有一次我

几天一直听到我的朋友说我，特别对我信耶稣
很不以为然，觉得我疯了，开口就罵我神经

是從紐約搬到亞特蘭大來開美容院的，我等了
至少六個月的時間，拿不到開業的執照。就在

我有耶稣与我同在就不苦了。

跟先生吵架，各開一輛

今天一大早又听到一些不

車去舞廳，在那裡我們

好听的话，越听越难过，不

兩個好像陌生人一樣。

想还好，一想起来就气，”主

當音樂開始的時候，我

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

在跳舞，舞到一半就看

我好生气，想打电话问个清

到自己身上的十字架，

楚，那里对不起他们，怎么

很不好意思，也怕被別

可以乱讲话，”当我冲动的

人看見，所以就把它放

去拿电话的时候，忽然转念

在衣服裡，以為看不見

还是去拿圣经吧，因为前

十字架，就可以開心一

个星期牧师还特别提醒大

點。沒想到我的腦海裡

家：”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

出現的仍是耶穌，我想

行为呢？是用神的话。”我

拒絕這個思想，但不

手里拿着圣经祷告：”主

新生命小組聚會

行，因為耶穌一直在那

啊，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自由。”当我打开圣经马太福

裡。後來我真的從舞廳裡逃出來。回家的路上，我都

音，”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在哭，也不知為什麼，就是哭。雖然我先生還在裡面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只是我告

玩，但覺得有人陪伴著我，在聽我說話，了解我，好像

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当

有聲音告訴我，「孩子，我愛你，我是你的天父。」

我反复读这段经文，我的心情就开始安静下来。

從此以後，我的生活裡，就有主的帶領，祂慢慢救

感谢主，祂的话带出能力，不但使我不在冲动

我脫離不好的行為，帶我進入祂光明的國度，現在回想

中做事也让我悔改。因为我生气，那有为我的朋友

起來，跟我奶奶的禱告有關係，因為神是聽禱告的。我

祷告？！非常感谢主，没有让我做出任意妄为的事，

奶奶是一個非常愛主的人，她經常從主耶穌那裡得著啟

后来神又引导我看经文“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

示，我從小就和奶奶一起睡，每天一早，她就起來禱

感谢主祂是我的智慧，祂保守我没有落入试探，也

告，有時哭著禱告，我就受不了，覺得非常吵，就罵

教我要用神的话来抵挡试探，原来祂都知道，靠近

她，她很生氣，但還是對著我說，你是一個有福的人。

主耶稣，把难过的事告诉主，祂就医治我受伤的

我想她知道自己的禱告已蒙神垂聽有一天我會遇見耶

心。祂真好，非常的信实，总是安慰我。感谢主！

穌。回頭看認識耶穌是我得著最大的祝福，我在這裡為

今天我能与我的朋友不一样乃是神的灵与我同在。

看見這見証的每一個人禱告，希望你們都能認識耶穌。

我要靠着神的恩典过每一天，赞美主！

願神祝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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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顧念

领迷羊回家

/ 林学娟

/ 林学娟

我

今

國，一去就是十年，她渴望來到美國與爸爸團聚，

门口，看见一个中国女孩，她本来要飞到佛罗里达

沒有想到，剛來美國不久，爸爸就突然的過世了。

去工作，不小心错失了班机，在那非常焦急的和服

幾年之後，她認識了一個男孩，開始談戀愛，

务员说话，问当天还有没有去佛罗里达的飞机，服

感情非常好，預備結婚，日子都定了，一天早上起

务员对她讲没有了现在只有去亚特兰大的飞机。

來，還去買咖啡給他喝，誰知，兩個小時之後，有

当时我就向主祷告保守我不要错失飞机，因为我在

人打電話給她說，你的男朋友被火燒死了。她非常

纽约已经好几天了，没想到神对我说，传福音给这个

地傷心，因為過度的傷心使得她的身體變得很軟

女孩，我心想：不会吧！神，她正在生气，而且除非

弱，她想自殺去陪男朋友，後來就病了，醫生診斷

她能坐在我旁边，要不然怎么传呢？我左看右看都没

出來，她得了紅斑性狼瘡，從此多次地進出醫院。

有空位子，然后就看见这女孩在我前几个位子坐下。

兩年前，我回紐約的時候看見她，說了我自己的見

那天晚上有很多人在候机室等飞机，我心里想

証，把耶穌的愛告訴她，告訴她耶穌要救你，也要醫

要预备好上飞机，所以我第一个站在机口等，可以

治你，或許身體的病醫生可以醫治，但你心裡的憂傷，

上飞机的时候，我第一个上飞机，我实在怕也像那

唯有耶穌可以醫治，感謝神，她接受耶穌作她的救主，

女孩子一样，当我走进飞机里找到位子坐下来，感

現在也在紐約的教會被牧養，並且已受洗歸入了耶穌。

谢主！总算坐上飞机，安心了。然后看到一个一个

今年二月份，她打電話給我，請我幫她在法院中作

的人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没想到去佛罗里达的女

証，就是傳福音給她的見証，因為她沒有美國的身份，

孩子站在我的面前，原来她的位子在我的旁边。

所以一直拿不到醫療保險，所以她就用信耶穌的條件向

我心里一直笑：主啊！我不能再找借口，知道是祢

法院申請綠卡，法官要求我上紐約去作証人，在上庭的

的安排，求祢赐我传福音的恩典，后来就向这女孩子传

那天，我們兩個就在法庭裡一直禱告，求神賜下恩典，

讲耶稣，告诉她：”耶稣爱你！今天晚上所有错失飞机

紐約教會及亞特蘭大教會的弟兄姐妹也為這事禱告，感

和我向神祷告要你坐在我旁边，都是神的安排，后来这

謝神，當天律師就告訴她，法官已批淮了她的綠卡。

个女孩也觉得是神迹，因为她是去佛罗里达的怎么搞成

後來她送我到機場，我一直對她講「要緊緊

去亚特兰大转机呢？現在竟然还有人对她说耶稣愛你，

地跟隨耶穌，你知道嗎，綠卡在神的國度，一分

原来这个女孩儿也是父母都不在美国，只有自己一个人

錢都不值，你的靈魂在神眼中是最寶貴的，這

到处打工，当我告诉她：耶稣就是你的父亲时，她非常

件事，是神給你的一點祝福，神要把更大的祝

感动。后来我们一起祷告，她接受耶稣作她的救主，感

福給你，就是祂的國。」我不知道，她聽不聽

谢耶稣！我本来前几天就要回来的，后来又必須多留几

得懂，我禱告求神賜給她一生跟隨神的心志。

天。在纽约的时候我就祷告：”主，祢都知道，为什

在紐約的時候，認識一個女孩，這個女孩生
命中有很多的破碎，從小爸爸就離開她到美

年2月，我往纽约办事返回亚特兰大的时
候，在机场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在登机

么多留几天呢？我很想小孩呀，我记得回来的前一个
晚上，想到小孩就心痛，当时真不明白。現在我
相信耶稣的
心也在为那
没有回家的
小孩心痛，感
谢主！那天我
非常地喜乐，
一 路 在 心 里
赞美主的爱，
谢 谢 耶 稣 ！
10

神愛惜每一個人

/ 林学娟

每

年我都會回紐約一次，看以前的朋友，這些朋友都沒
信耶穌，而且還是早拜觀音晚燒香的朋友，特別其中

有一位她是開理髮店的，每一次我向她提到耶穌她都要和我
爭論，常常說：「妳信妳的主，我拜我的觀音」好像我們什

Field Trip

麼都可以談，就是不能談耶穌，若不是我跟她有朋友的交情
在，肯定被她趕出店來，當然我也不放棄，一直在為她禱告。
有天我接到她的電話，說她也要去信耶穌，我還以為是假的，
沒想到這次去紐約看到她，她叫我為她禱告，還要我幫她寫受洗
的見證，我不知道該怎麼寫，就問她要寫什麼，她說就寫我怎樣
認識妳，怎樣不讓妳傳福音講耶穌，但是後來看見神在妳身上所
做的，使我不能否認這位真神。我
就幫她寫，也把生命河「靈修專
線」的電話號碼給她。現在她在
閩恩教會，也每天聽靈修專線。
我很感謝神這麼愛她不丟棄
她，雖然她從前不相信，但神的時
候到了她就信了，把一切的榮耀歸

O

/ Onching Lin

ne day my teacher told us that we’d have a

field trip very soon and it cost $200 for each

participant. I talked to my mom but only found
out that we could not afford it. I wanted to go very

much so that I prayed to God everyday about it.
Our tenant‘s son, Calvin Zheng, is also

in the 5th grade. He had the same situ-

ation as I. And so he was praying too.
After some days when we went to

ESOL at school, we came to Ms. Pysh in

the Hallway. She asked us about the field

trip. I told her that we could not go because

給神。

it was too expensive. Guess what, she told

us that if we couldn’t afford it, the school

教會裡可愛的小朋友

would provide the support and pay for our

trip instead. I was very surprise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I praise God that He really
listens to our pr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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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側耳聽了我的禱告

/ 柯雅仙

去

年九月份的時候,我把小兒子Johnson從中國接

奇妙神蹟

出來｡我們很快為他找到了適當的學校;我滿

心歡喜,以為這樣就好了,可以安心的繼續去上班｡可
是事情並沒有我想像的這般順利｡Johnson不喜歡去
學校,每天都哭得很厲害｡我本以為過幾天就會好
了,可是一段時間後情況並沒有好轉,看他每天早上
哭成那樣,我這作媽的心也跟著一起難受｡怎麼辦啊?
一天早上,當我從學校出來時,我在車上哭著向神
說:「主啊,求你幫助Johnson,讓他可以在學校裡找到他
喜歡的事,幫助他享受學校的生活｡」說來很慚愧,這
是我第一次為Johnson能夠適應美國這裡的環境禱告｡
第二天,當Johnson到學校時,他完全沒有哭｡哇! 我好
高興,在心裡不住的感謝讚美主｡當時我已經忘了自己前
一天為兒子心疼的禱告, 但是神沒有｡送完兒子,當我回家
讀經的時候,神用祂的話提醒我「神實在聽見了,祂側耳
聽了我禱告的聲音｡」(詩篇 61:19)

    

真的好奇妙,現在的Johnson是每天笑容滿面的去上學,非
常開心,老師也說他在班上很愛笑｡

我

的兒子Daniel只有二十九周就出生了，當他出
生時肺部還沒有發育完全，不能自己呼吸，

醫生在他的肺部插一根管幫助他呼吸，醫生說至少得
插一個月，而且這根管插的時間越長，後遺症與併
發症的可能性就越高，感謝主，祂聽了弟兄姊妹為
Daniel的禱告，這根管只插了三天就拔掉了，Daniel可
以自己呼吸了！神在Daniel身上行了一件奇妙神蹟。
還有一件奇妙的事，當Daniel出生不到一周，師母
載我去看他，我們打開保溫箱的四個洞口，唱詩歌給
他聽，他竟然會努力的睜開眼睛，而且會笑，起先師
母和我都以為那只是小嬰孩沒意義的嘴角牽動，但後
來發現不是的，他不但聽見我們唱詩就笑，而且原本
一動不動的手腳開始大力的揮舞，直到綁在手上監看
身體含氧量的儀器都鬆開，導致機器發出嗶嗶的警告
聲。那時他才重三磅四盎呢！神讓我看見小Daniel雖
被困在保溫箱內，但他的靈是自由的，真是奇妙！

感謝讚美主, 有神真好｡

神医治了我

Daniel是二月六日出生的，在神的愛和恩典中，他
正一天一天的健壯起來，看著漸漸長大的小Daniel我再
/ 柯雅仙

我

次經歷到神的大愛，我深信Daniel的肺俯是神所造的，
當他還在母腹中的時候神已經覆庇他，神所定的日子

的胃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好，我要很注意自己

Daniel尚未度一日，神都寫在祂的冊上了，因此我知道

的饮食，只要连续几天没有按时进食，胃就

Daniel的一生是在神的手中。

会不舒服，去年教会40天连锁禁食祷告前的那一阵
子，我的胃特别不好，每两个小时一定就要吃点东西
（我妈说我有个贪吃的胃），要不然就隐隐作痛。
我知道40天的禁食祷告快要开始了，象我这样
子怎么参加啊？我就向神祷告，求神祝福我的身
体，在禁食期间不要有任何的不适，后来我就一
天一餐的禁食，真的感谢主！一天两天-------40天
过去了，我的胃没有痛過，神在我的身体里行了
神迹，真的是天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我们。
40天禁食祷告结束不久，有几天的时间我的胃病又
犯了，我觉得不对，神不是已经医治我了吗？为什么又
回来呢？之后，我明白是撒但想窃取神在我身上所做的
事。我就开始宣告：”主耶稣已经医治我，我的胃要完
全的恢复正常。”这样宣告几次后，我的胃病就再也没
有犯过一直到现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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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愛琴

新生命小組

飞机上的神迹
我公婆决志信耶稣了

/ 王敏

/ 王敏

去

年12月25日从Atlanta飞往上海，
途中经汉城停留2小时，再从汉城

在

向家人传福音过程中，常常遇到拒绝或不理睬，几年

飞上海，长途坐的大飞机上有两顿正餐，

前，曾带些书给我公婆，小叔，但没有回音，去年

短途的小飞机上有一顿饭，整个路途除了

2月，我写过一封信特别向公婆传福音，但我公公借口：有些自

大飞机上的两顿外，我没有任何晕机现

称是基督徒的国家对战争的态度使他不满，而拒绝相信上帝。

象，感谢神的保守，因为我有晕车晕机

这次回到他们当中，看到一些情况我不知怎样处理，就有感

的体质，吃那两顿饭的时间，飞机实在

动作一段时间的禁食祷告，为了避免公婆的操心，我慎重地写了

晃得厉害，我几乎控制不住要呕吐，我

封信，并计划从一餐，兩餐漸漸我們進入全天的禁食祷告，刚开

心想，16个小时的行程，两顿饭最好要保

始，我公公就笑说：这跟中医的辟谷一样，我也来辟谷，然后他劝

住，所以一边吃一边不住地祷告耶稣。

我今后不要对我女儿施加影响让她信耶稣，我听了心里很生气，

刚吃下一点饭菜，飞机又震又晃，使

但我知道不该对他本人生气，而应该针对他背后的黑暗权势。

我头发晕，并感到胃里的东西直往上涌，

禁食期间，公婆常常关心我的身体，我也有机会进一步来夸

喉咙里的饭菜似乎就要翻出来了，心里不

耀我的神，靠着神的恩典，我顺利结束禁食祷告，并看到神的奇

住祷告：主耶稣，祢是我隨時的帮助，我

妙工作，我发现公婆更愿意与我聊天，并鼓励我们相信上帝。

感谢祢赞美祢！主耶稣！祢是我的平安，

又过了一段时间，公婆看到儿子，孙女的转变，开始夸我，我

祢是我每时每刻的平安，我感谢祢！主耶

告诉他们一些过去的事情，表示若没有耶稣我不可能回家，一切好

稣，祢是我的救主，祢能帮我把这顿饭吃

处都是耶稣给的，而且教会有很多姐妹在为我們家人祷告，公婆终

完！主耶稣！祢是我的主，祢掌管我这顿

于在元月23日表示愿意相信上帝，可是，我公公还补充一句：还是

饭，大小事祢都要来掌管，我要学习在凡

要以人为本。回国期间，常常有姐妹打电话来鼓励我，有时还能看

事上依靠祢！主耶稣，我需要祢，时刻需

到email，我就请大家代祷，这时有位姐妹打电话鼓励我要带公婆决

要祢！主耶稣，祢是平静风浪的主，我胃

志祷告，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终于，在得知女儿签证通过的那天

里的翻腾祢要来平息！感谢赞美主---------。

晚上，2月20日公婆决志信主了。荣耀归于耶稣！

在”风浪的平安里”我终于把饭吃完，
奇怪的是飞机也立刻停止晃动。我感到那两
顿饭是两次小小争战，我靠着耶稣经历了极
大的平安，经历了天父上帝的真实與慈爱。
參加2007北美靈糧特會

新生命小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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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樹記

/ 林永榕

信

主 這 一 年 多 來 ， 真 的 有 耶 穌 基 督 在 我 心 裡 幫 助 我 ，
在 屬 靈 的 道 路 上 給 我 亮 光 ， 指 引 我 走 對 的 方 向 。

二月初我在家砍一棵樹，因為前些時候我家後院有棵枯樹被風吹倒，導
致屋頂受損，後來又發現另外一棵樹離屋子很近，心中害怕又一次發生意
外，於是我決定把它鋸了，當樹倒下時，正好一陣風吹過，把樹往不該倒的
地方吹，把鄰居的屋頂砸個正著，鄰居告訴我需要九千多修理費，於是我向
保險公司說了謊話，說是暴風雨給吹倒的，我怕說自己砍的保險公司不賠。
但我說了謊話之後，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並有一種罪惡感，使我非
常痛苦，好像神很不高興。我知道這是聖靈給我提醒，我是耶穌基督的
門徒，不可行此事的，於是我email給保險公司，講了實情，讓保險公司
來決定賠或不賠，email發出之後，心裡就像放下了一塊沉重的石頭。
這事使我看見自己真是一個罪人，求主赦免我的罪，也求主隨時提醒我不要
讓罪來捆住我，不管發生什麼事，只要主不離開我的心，一切事都是能解決的。
感謝聖靈在這次事件中拉我一把，讓我走回耶穌基督的道路上，感謝讚美我的主!

不一樣的生活

/ 鄭林榕Jenny

信

主一年多以來，我們一家越來越來喜歡以基督
為中心的生活，因為祂的教導所帶給我們的是

眼放遠，心放寬，凡事不計較，遇事時能站在他人的
立場想，謝謝神住到我們的心中，偶爾看見女兒跟兒
子吵鬧，也覺得孩子這樣的年齡吵吵鬧鬧是很有意思
的，越來越覺得他們可愛之處，但如果是以前小孩聲
音大一點我都覺得煩。現在夫妻間也很少吵架，好像
吵也吵不起來了！謝謝主，感謝祂賜給我們的平安。
記得去年12月我女兒Michelle剛放寒假就開始生病，
起先我們想只是感冒，幾天之後應該就會好，後來在兩
個星期中連看了幾次醫生，也去了急診室，但高燒不
新生命小組聚會

退，身體一直沒有好轉，我開始急了。我跟先生同心
為女兒禱告了幾次，神告訴我們要轉去給中國的醫生看
(前面幾次看的都是老美醫生)。我們聽了指示就去看了
一位中國醫生，只看了一次，這位醫生就找出了問題，
對症下藥，Michelle的病情馬上就好轉了。感謝讚美我
們的主，也謝謝教會裡為我女兒生病禱告的弟兄姊妹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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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得醫治

/ 陳鳳嬌

去

年 2 月
27號，

我帶著小兒子來
到亞特蘭大與分
別十幾年的丈夫
團圓。剛來時我
確實享受到美國
的空氣好，環
境優美，綠化
好，水質好等
等…，一個月
後，出去找工
作，特別感受

王長祥弟兄與妻子陳鳳嬌姊妹

到語言和文字的困難，作工強度又太大，很難找到合
適的工作。故此當朋友問我“美國好不好?”時，我回
答“怎麽說呢?若說美國不好，你就會講我「那你幹啥到
美國?」若說好嘛，也不盡然。”我開始常常發牢騷。
幾天之後覺得身體有點不對勁，好像起了”風漠”，短時間
內越來越多。多次去買成藥吃都無效，而且越發越厲害，後來去
看醫生，又打針又吃處方藥仍不奏效，還越發越凶，連頭，臉，
到腳底都大發特發，真是癢到受不了，我丈夫怕我是對空氣中什
麼過敏，硬是把家中每扇窗都關的嚴嚴的，可我一點不見好轉。
有天下午去沖澡，突然想起，這是我犯罪了！上帝把我和兒子
帶到美國來與丈夫團圓在一起，我卻沒有好好的感恩，還敢發牢

陳瑞仁弟兄一家

騷，真是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就立即禱告認罪悔改，當下就被聖
靈充滿，歡喜歌唱讚美主。這時忽然想起聖經裏列王記下第五章
記載：乃縵長麻瘋病，神用水潔凈他。我相信神一定也能潔凈我
這”風漠”，此時我心裏好像有聲音叫我:沖水！沖！沖！沖！我
就越沖水越高興得放聲歌唱，同時也覺得”風漠”當即在消失中，
沖水直沖到我認為風漠都已經好了，就從浴室出來回到房間，並很
有信心的把房間的窗戶都打開了，這時真是全身心都覺得好舒服。
因為發病多天，癢得不能睡好覺，就感到累了，想去睡覺。這時長
祥回來，看到我把窗戶都打開了就趕緊去關，還罵我說:你自己在
病中，還像小孩一樣不懂得保護自己！我答

:感謝主，主已經醫治

了我，主給了我們這樣好的空氣陽光，我不享受怎麽行呢 ?！ 哈利
路亞！神確實完全醫治了我，不但風漠全退了，而且再沒發過。
如今我來美超過一年，無論對生活對環境我只有讚美只有感

2007年第五屆受洗禮

謝，每想到能天天與丈夫廝守一起，就滿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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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产业

奇妙的補償

/ 于丹

/ 黃真

2

我

谢神次年1月便发现怀孕，时间很好。因为

想去整理貨物時，心中像是有聲音告訴我們去進貨。

我06年又有演出，这样可以有些时间准备。

從我們離家去進貨，到回家雖只有短短3小時，

胎儿16个星期我做了血液检查，不到一星期医生打

但映入眼簾的是可怕的一幕－家中遭賊失竊了。我家

电话说孩子有唐氏综合症的可能性。要去做羊膜穿

最值錢又最有紀念價值的結婚戒指被偷了，其他還有

刺。我当时听到就哭了。等先生下班后告诉他。结

電腦、手機、2條項鍊．．．當時的心情極其的恐懼

果他非常镇静，好像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架势。

與傷心，但值得慶幸得是，我們先去進貨，如果我

後來我想到诗篇十六篇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們先去整理貨物的話，連要進貨的款項也會被偷，

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

那損失就更大了，真感謝主，提醒我們先去進貨。

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美

去到禱告會，告訴大家我家遭竊，那天眾弟兄姊妹

好。又想到圣经中说:儿女是耶和华赐的产业，

為我禱告，祈求上帝看顧我賜我平安，並讓失竊的損失

我的心似乎不像起初那样焦慮。有几个姐妹也和

能補回來。我也為此經常祈禱。兩個星期之後有一天，

我分享她们也曾经有一样的经历，但孩子出生都

不經意地看見每家的門縫上都塞了一張”廣告紙”，我

很健康。我想无论如何不要做得罪神的事情。

隨意看一下，上面寫著“The 6 months free raffle winner is

一星期后我们去医院做了很仔细的超音波檢

: Zhong C Li” 這不是我先生的名字嗎?自問奇怪的是，

查。我们告诉医生说不做羊膜穿刺了。此后几个

一個沒投獎的人，怎麼會中獎? 顯然是上帝恩典。在經

月的怀孕期顺利渡过而我们好像也把这件事情

歷經濟困難期間，上帝真的以另一種方式補足我，感謝

给忘了，心中很平安。05年10月10日女儿顺利出

神、感謝神．．．從這個經驗中，讓我認識到主是會看

生，一切平安。如今她已快2岁半了，给我们家带

顧祂每位兒女的，只要我們誠心向著主，主是會賜予我

来无数的笑声，我也再次深切地知道：用绳量给

們的，禱告上帝儘管有時並非馬上得著，但或早或晚主

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是會回答的。

004年底，当我的竖琴演出行程告一段落
时，便祷告求神让我们可以有孩子。感

是一個剛相信主的基督徒，我的家是一個到
處作生意的家庭。一如既往，那天我與先生

神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 林芝霞

我

懷兒子的時候，在家休息，沒有上班，就打電話請一位姊妹帶我去教會。當時對神的話就是聽不進
去，也不怎麼認識，但這位姊妹還是來帶我去教會。有一天上車時她看見我非常生氣不開心，因為那

天我與一個人吵架，非常的生氣。她就對我說「芝霞，要饒恕人的過犯！」當時我真的聽不進去，我怎能饒恕
呢?我被傷得這麼深。但是她總是告訴我「你不饒恕人的過犯，天父也必不饒恕妳的過犯，不划算的！」後來
我也學著去做，但幾天之後，當這人又和我吵時，我忍無可忍，就搬離原來住的地方，真是眼不見心不煩。
幾天之後我就生產了。本來生孩子幾乎是每一個女人生命中的必經之路，但對我來講是敲了死亡之門。
我是剖腹生產，孩子出生之後，我流血不止，有生命危險，連醫生也不知道為什麼，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才生產完，醫生又把我推進手術室，我看到先生苦苦的懇求醫生一定要救救我，雖然我已打了麻醉藥，但是頭腦
還很清醒，看到老公緊張的樣子，我很想跟他說沒事的，但是我沒有力氣講，我知道這個時候，只有神能救我，
就在心裡不斷的向神呼求「救我，讓我平安的渡過，求主饒恕我過犯，我也要饒恕自己所恨的那人的過犯！」記
16

得在我昏睡過去之前，最後的禱告是我把自己奉獻給神，對祂說將來我一定會事奉祂。
據說我在手術室裡又待了三個小時，雖然我在手術台上不省人事，但小
組的弟兄姊妹都在迫切為我禱告。當我醒過來看到病房白色的天花板，還以
為自己死了，去見耶穌了。後來看到家人在我旁邊，才知道神拯救了我。
我心裡非常的感謝神，祂給了我第二次的生命，不但肉身得以存活，也因著祂聽了我在
性命危急時求饒恕的禱告，賜給我在基督裡全新的生命，感謝主讚美祂！

神為我伸冤

/ 林芝霞

自

從出生以來，我就是在基督化的家裡長大，但是我很愧對神，從來都
不知道怎麼愛神，只在有事發生時才會向神求，但榮幸的是神很愛

我，是神的旨意把我從中國帶到亞特蘭大的靈糧堂，認識了很多弟兄姊妹。
由於我剛到美國時欠了很多債務，滿心就想著賺錢還債，哪有時間去小組聚
會?星期天也沒有去教會，說來真的很慚愧。感謝神讓我在懷孕期間可以來親近祂，
我感覺在敬拜神的時候很平安ˋ很喜樂。生完孩子之後又要去上班了，心裡就想在
離家較近的地方上班，這樣可以天天看見孩子。神真的很愛我，把我帶到一個弟兄
的店裡上班，在那裡我做得很開心，心裡一直在感恩，但同時神的考驗也臨到。
為了慶祝聖誕節，每個小組都要表演節目，我們小組準備了一個舞蹈，我也參加
演出。長這麼大還是第一次參加表演，心裡挺興奮的。因為要表演，那天我只上了半
天班就請假了，整個下午餐館裡發生了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一直到星期六老闆娘來
上班，我的同事一個接著一個去跟老闆娘講話，我心裡挺納悶的。就問同事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但是沒有人告訴我，我的直覺告訴我，她們是在講我，我就開始想是不是
我哪裡做錯了，導致她們都去老闆娘哪裡告狀?但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于是我跑到洗
手間去禱告，對主說“主阿，求你向我顯明我哪裡做錯了，為什麼我心裡這麼不安
呢?”當我禱告完出來，看到同事們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我又跑進去禱告說“主阿，既
然是你的旨意把我帶到這裡上班，為什麼我會這樣的不安呢?”這時，有一個同事也
進來了，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就問她說“這段時間我是否做錯了事，如果有，
請妳告訴我，我一定會改”她就冷冷的說“沒有，妳哪會做錯事啊!”門一甩就走了。
到了星期一，學娟打電話給我，問我知不知道餐館裡丟小費的事，我
嚇一跳，怎麼會有這種事?我說“我不知道”學娟說“妳怎麼還被蒙在鼓裡
阿，所有的同事都說是妳偷的，還有人說親眼看見妳兩次把小費放進口袋，
現在妳所有的同事都跟老闆說，如果他不把妳辭退，她們全部都不做了。”
我整個人呆住了，錢事小，名聲事大。我們福州人的圈子就這麼
大，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我以後要怎麼住下去阿?更何況還是一個
天大的誤會。我只能在神的面前哭訴“神阿!你一定要為我伸張正義，你
要把這件事明白的呈現在我的同事面前，只有你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真的很奇妙，過一段時間之後，所有同事對我的態度都有很大的改變，原來整件事情已
經水落石出。確實是一個誤會，也是仇敵在製造紛爭，非常感謝神，老闆娘是一個愛主的基
督徒，所以她就用神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讓這件事情安靜下來。還有一位同事她本來就是
基督徒，但好久沒去聚會了，也因這事來到小組聚會，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真是感謝主。經
過這件事之後，我更靠近主，也知道祂非常愛我，謝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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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能力

/ 李芬

2

007年8月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劉梅蕾師母再次來我們教會傳道，這一次是作真
理的教導，沒有集體作醫治禱告。散會後我們店裡有幾個姊妹想請劉師母作

醫治禱告，當她為一個尚未信主的同事禱告時，我把臉背過去，不想為她禱告，
因為我們在日常工作中常有矛盾，不合作，我心裡想「我才不為她禱告呢!」。可
是突然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大聲的響起「你當為你的仇敵祝福禱告！」我好像被
當頭擊了一棒，馬上回過臉來舉手為她禱告，結束後我們大家都平安的回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下班後我照常要開2個小時的車程回家。那段時間我有婦科
方面的疾病，天天腰酸背痛，每天早晨都要活動一下才能起床，坐的時間長了也會
腰痛，所以老公特地為我買了一個按摩座墊，我發動車剛想打開座墊開關，咦？不
對阿，我今天從早工作到晚怎麼都沒有腰痛呀？喔！我恍然大悟，昨天早上在教會
同劉師母為那位同事祈求神醫治她的腰酸背痛，是的，主啊祢說過「萬事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因著我愛祢，因著祢的話語我就回轉，祢便醫治了我。
那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我邊流著感激的淚水，邊唱詩歌讚美我們的神，回想祂的恩典和
慈愛，祂在我靈魂上和身體上的多次醫治，想到信主七年半以來的生活道路，當我灰心時祂用
話語來提醒我，當我悲傷時祂用話語來安慰我，當我被欺和被罵時祂的十字架就顯現在我的面
前，並告訴我「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忌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家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感謝我們的主耶
穌，祂是活在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神。

禱告後的神蹟

/李芬

2

007年8月16日是我去醫院動手術的日子，我忘不掉那一天神在我身上再次彰顯神蹟。
當我從手術室出來後，還要在病房裡躺36個小時，當麻藥藥性退去一點的時後，我就感覺到腰部疼痛得非常

厲害，簡直無法忍受而且不停的小便，8-10分鐘就要小便一次，這樣就沒有辦法休息，身體非常疲倦。當我女
兒告訴我:「有很多朋友打電話來問候，你要不要回電話?」我說:「我什麼都不要只想睡覺!」話剛說完電話鈴響
了，是我的室友打來的，當時我一下把電話奪過來，「啊!Amy我手術正常，只是我的腰疼的厲害，小便不停，
不能休息，請你迫切的為我禱告」電話掛斷，鈴聲又響起來，是我的老闆也是我在主裡的姊妹，我就求她說:「
快同你老公一同為我的腰疼和頻尿禱告，求神醫治」電話掛斷之後我疲倦的閉上眼睛，在心裡默默的向耶穌祈
求醫治我的病痛，儘快恢復我的健康。自此過了兩個多小時才小便一次，又過了三、四個小時才第二次小便，
到了第二天麻藥完全消失的時候我的腰也不疼了，小便也正常了，還可以下床走動，感謝神!這真是祂的作為。
但接下來又有新的問題出現，藥物過敏開始，從手起小水泡慢慢長到身上，醫生說是慢性過敏給我吃了一個小
藥片，讓我回家，並且開了藥單讓我自己去買過敏藥，當時我渾身奇癢無比，雙手抓來抓去，無法控制，我女兒很
著急開車帶我去藥店買藥，她說:「媽媽妳在車上等我，我馬上買藥回來，吃完就不癢了」她把車門關上，飛跑進入
藥店。這時我就舉起兩隻起著水泡並且紅腫的雙手，向上帝禱告，「主阿求祢醫治我的癢，祢在2000年以前就能醫
治大痲瘋，我相信你醫治的大能可以再次降臨，我舉雙手讚美祢，我的主阿!我讚美祢」之後我就慢慢把頭低下，可
能還睡了一會兒。等我女兒拿藥回來，她問我「還癢嗎? 我們馬上吃藥」我說一點都不癢了，她問我為什麼? 我說剛
才我在車裡禱告，神已經醫治了我，我女兒大聲說:「阿們」，我們一同感謝神，這一次讓我女兒也親眼看見了我們
的這位神，是一位活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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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拯救靈魂
醫治疾病

/ 李芬

學習敬拜

2

/ 陳協芳

007年對我是多難的一年，但也是蒙福的一年。
隨著年齡增長，從2006年底，我的身體開始經歷更年期的到

來，好多疾病也隨之而來，我的月經失調，經常流血過多，去醫生
那裡檢查過幾次，確定是子宮肌瘤造成。我心裡很擔心，同室友
講了，她就鼓勵我禱告、讀經，看耶穌是什麼樣醫治瘸腿的、瞎

我

以 前 不 知 道 敬 拜 是 什 麼 ，
以 為 就 是 唱 唱 詩 歌 而 已 。

感謝主把我帶到靈糧堂，教會的弟兄姊妹

眼的、長大痲瘋的和血漏的，這些經文我以前都讀過，但沒有像

ˋ牧師ˋ師母他們的關心ˋ幫助和愛就像

這次讀起來那麼激勵我，我開始天天向神禱告，求祂來醫治我。

一家人我覺得很溫暖。但是每一次敬拜的

不久之後我們教會有特會，是邀請生命河靈糧堂的劉梅

時候，我就覺得為什麼別人都可以感受到

蕾師母來講醫治，當劉師母為大家作集體醫治禱告時，神給

主的同在，而我卻不可以呢?

我一個異象，我看到一個像豆粒樣的東西從右到左像流星

妹教我，敬拜的時候要閉上眼睛，用心去

一般從我眼前流過去，後來劉師母還特別為我按手禱告。

感覺主的同在。從那一次之後，我每次敬

醫治特會之後，我還是繼續天天禱告，過了一周，我去醫

拜都閉上眼睛，用心去感受主的愛和主的

生那裡檢查，她說我的子宮肌瘤不見了，上次明明檢查很清

同在。真的很奇妙，我漸漸開始感受到平

楚，怎麼沒有了呢?她又重新查了一次，還是沒有找到。我回

安，非常的平安，很不想敬拜停下來.。

到家，就跪在神的面前，感謝讚美祂，我知道是神醫治了我。

有一次在聚會的時候，我們唱一首詩歌

過了半年，我再去作婦科檢查，醫生查看說另一個部位又

<在讚美中遇見神>那天我就對主說“耶穌

長了肌瘤，而且有30%癌變。回來後我又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禱

我渴望遇見你。”真的很奇妙，我當時就被

告，「主啊!我相信因祢受的鞭傷，我們便得醫治，我相信祢的

聖靈充滿，感受到神的愛。好像神站在我面

應許不落空，主啊!求祢再一次幫助我，給我勇氣，靠著祢戰勝

前，對我說安慰的話。我從來沒有像那天哭

疾病。」隔一天我在禱告時，神給了我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三十

得那樣厲害，因為我常常覺得自己不好，但

七節，大衛說:「耶和華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脫離這

神對我不離不棄，使我的心溶化在神裡面。

非利士人的手。」這段話鼓起了我的勇氣，並增強了我的信心，

感謝主，求主保守我一生跟隨祂。

後來一位姊

因神與我同在，我就繼續禱告，直到手術前的一個星期，有朋友
問我你已經準備好手術了嗎?我說我還在禱告求神醫治。當時我
不確定是否有必要動這手術，第二天我就給醫生打電話，想讓她
再做最後的檢查，但她說我們已經三次檢查確定是有30%癌變，
不會錯的，你準備手術吧!結果我就作手術了，當醫生把我的子
宮切除又作了病理化驗，結果根本沒有發現任何癌變的現象，難
道是醫生弄錯了嗎?不，絶不是醫生弄錯了!是神已經醫治了我，
只因為我沒有大衛那樣的信心，神已經給了我語話，我卻半信半
疑，到最後關鍵的時刻，信心不足，結果白白的失去我的子宮。
從這件事的教訓，使我認識到神的話是不會落空的，祂話一
出，事情就成了。我也認識到，我的主不但能拯救靈魂也樂意醫治
疾病。希望藉著我的教訓，讓更多弟兄姊妹看到，在我們遇到任何
困難時，都要堅信不疑的倚靠這位真實的上帝，因為祂能拯救靈
魂，醫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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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公義和我的公義
是不一樣的
/ Hayward Faulk

神

常常藉我們夫妻的手幫助別人，當我
們幫助別人的時候我們也很高興，但

是當別人不珍惜的時候，我們就會很難過，尤
其是我，我總覺得他們把我的工踏在腳下。
有一次我看到連加恩的見證，他是一個為主耶
穌自願到非洲當兵的醫生，當他在非洲被當地人坑
的時候，他向神求祂的公義，神並沒有對付坑他
錢的人，只是藉著一個無名氏，幫他準備了第二
筆錢。連加恩問神為什麼不幫他把錢討回來就好
了，為什麼要別人補上這筆錢呢?神沒有回答他的問
題，只是讓他看見任何一個墮落的靈魂在神眼中都
是寶貴的，神願意一再的給這些靈魂回轉的機會。
讀到這個見證，讓我想起神為了我的靈魂
真是翻山越嶺而來，當我還離祂甚遠的時候，
祂不也是一次又一次把機會給我嗎?耶穌都已經
英文小組聚會

為我掛在十字架上了，我幫人這一點算什麼?!

真是求主赦免我的驕傲，為我披上謙卑的外袍，以祂的公義為我的公義。只要神願意使用我幫助別人，都是神
給我的恩典，不管結果如何，我只要享受這樣的恩典就好了。

滿有憐憫的父神

/ 丘紀恆

今

年一月中，我們全家都感冒了，尤其是外子Hayward病得特別厲害，除了重感冒外，Hayward還因

指甲內生，有一個手指甲下面和旁邊全是膿，真是雪上加
霜，但感謝神祂親自為Hayward準備了一個好醫生，他教我
們如何處理Hayward的手指甲，還另外開了五天一期的抗
生素，以確保手指甲和感冒都可以很快恢復不會再發炎。
抗生素才吃了兩天，我外婆的朋友打電話告訴
我，住在加州的外婆前一個晚上被送去醫院，因為
她被傳到了一點感冒，不知道是為何，當下我就覺得
神叫我去一趟加州，但是Hayward的感冒非常嚴重，
加上手指甲的膿還沒有好，店裡還有客人的車沒有修

Hayward弟兄全家

好，另外還有一張單子沒有收到錢，在這個關口上根
本出不了門，但是我們一起禱告尋求後，什麼都不清楚，唯一能確定的是，神要我們馬上去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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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第二天早上起來，神完全的
醫治臨到Hayward的手指甲，使他當天能把所有的車都修
好，我也把賬單的錢收到了，我們一家在晚上八點開車離開
Atlanta，目的地是加州的San Diego，全程2,250哩。
Hayward還在吃抗生素，感冒還沒有完全好，我的外
婆已經被別人傳到了感冒，我們這些感冒的人能去看
她嗎？但是神叫我去加州，我們相信祂有祂的旨意，
天父真是賜給我們屬天的體力和精神，外加大好的
天氣〈陰天〉，我們在第四天的中午一路平安到達
San Diego，同時Hayward也吃下了最後一顆抗生素。
當我爸媽看到我們時，他們非常訝異，因為他
們不要我們這麼沒有計劃的隨便出門，爸爸告
訴我外婆的病情沒什麼變化，醫生讓她睡覺，
希望她能康復，所以爸爸叫我先休息再去看外
婆，感謝主那天我媽媽剛好有牙醫的預約，他
們前腳去看醫生，我們後腳就去看外婆了。
2007年聖誕節英文小組表演

當我們到醫院時已經是下午三點半，外婆在二十
分鐘前還醒過，但是當護士再來測她的溫度時，她的體
溫已經低到電子溫度計測不出來了。醫生問我要不要急
救，外婆已經超過一百歲而且是一個準備好要去天國的人
了，我就成了那一個剛好站在那裡決定不要急救的人。
我們的神真是一位滿有憐憫的父親，祂讓Hayward在外
婆旁邊禱告的時候能聽到外婆想向我們表達的心意，她想知
道這些年我們過的好不好，Hayward就告訴外婆這些年發生
在我們生命裡所有的大事，她好高興，她告訴我們說神聽了
她多年的禱告，我和我的一家終於回到教會，又說我要接
下禱告的棒子，繼續為其他家人的得救禱告。她一再告訴我
們，“沒有一件事比神更重要，還有她愛我們”

江大強弟兄生日party

神醫治我的奶奶

/ Brenda Faulk

上

個月我們全家到Savannah去看爺爺奶
奶，奶奶已經半年無法站起來了，所

有的醫生都找不出問題，她一站起來頭就暈，
我們在她家為她禱告，還有教會的叔叔阿姨們
一起在教會裏為她禱告，神是憐憫的神，當我
們第二次再去看她，神就讓她在那一天站起來
了，我告訴她耶穌醫治了她，可是她不相信，
求神趕快讓爺爺奶奶相信祂。
陳承希與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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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赐我馨香

/ 黃友琴

年9月份，当医生确认我需要

去

纸张的味道，我开始纳闷，不明白香气从何而来，我又继续读圣

割除扁桃腺时，我有点担忧起

经，不一会儿又一阵同样香气扑鼻而来，就这样连续四五次，直

来，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假如医生在

到六点三十分，我先生起床了，我就将这件事告诉他，然后，我

手术时出错我会怎样？假如我在打麻醉

问他是否明白这香气从何而来，他说：“可能是从圣灵而来。”

后睡过去永远醒不过来怎么办？我的女

后来我去上班时，无法安静下来，心里很是激动，

儿和丈夫怎么办？一想到这些，白天我

于是，我打电话给师母告她此事，师母告诉我：她曾在

无法安心工作，夜里也无法入睡，我开

台灣置身於一間冷氣不足的教會，當大家忘我得敬拜神

始迫切地祷告，求神赐我心里的平安。

时他们也闻到香气，不是人为的而是从圣灵来的香气。

在手术前的那几天早上，我总是在五

顿时，我明白了神要让我明白祂是与我同在的，祂因

点钟就会醒过来，我知道早晨的时间敬拜

我不为身体的疲倦和软弱而愿意起早读祂的话语，亲近

是神最喜欢的，于是，我就决定起来读圣

他，祂就用香气来告诉我這是祂喜欢的，神是一位充满

经、祷告、亲近神。第一天很快1个小时

慈爱的神，通过香气告诉我不要担心这次的手术，祂会

的读圣经过去了，很享受，心里也有了许

与我同在，在手术的整个过程中祂会看顾我、保护我。

多的平安。到了第二天，当我醒来时已是
五点过一点，心里很想起来，可身体却不
听使唤，就只是躺在床上开始挣扎，一个
声音说：“该起来读圣经了。”另一个声
音却说：“太累了，再多睡一会儿吧，哪
怕是躺着也好。”就这样挣扎了大约十几
分钟，我对神说：“神啊，昨天我已有很
好的开始，我现不想就这样放弃，我要
起来，而且要梳洗整齐来到你面前读你
的话语。”于是我起来了且梳洗整齐。
那天，我读的是“诗篇”，读了不久，
我忽然闻到一阵香，象是水果、花和蜜合

于是，我写下一首诗，“感谢主赐我馨香”：
在我信心失落时，
主你赐我馨香，与我同在，
让我整个灵魂被再次提升。
在我身体软弱时，
主你赐我馨香，给我力量，
让我整个身体为你再次献上。
噢主啊，你是何等地美，何等地善。
你的恩慈是何等地广阔高深，
你的荣耀配得我终日赞美和吟唱，
噢主啊，感谢你赐我馨香。

在一起的香，可又不完全象，总之是平时

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

没有闻到过的一种清香，我以为是身上或

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在手术那天的早晨，我以神儿女的

是衣服发出来的气味，就闻了闻自己的手

身份作了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的灵与我同在，求神祝福医

和衣服，却什么也没有。我知道不是从家

生的手，让他整个过程中手术顺利，愿神的荣耀在此事上显明出

里发出来的，因为我没有放任何香气的东

来。求神怜悯我，减轻我手术后疼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西，我也知道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因为门

感谢神听我的祷告，在医生将麻醉药注入我体内后，我因疼痛

窗都关得好好的，而且早晨五点多钟，不

直呼我的神，不久眼睛就无力睁开开始闭起来，在昏睡前几秒钟，

会有任何香气可以进来。我有点觉得可能

我眼前就是一片鲜红，而且越来越红，直到完全昏睡过去。我想是

是一种幻觉吧，所以就继续读圣经，可是

耶稣的宝血覆盖在我手术的过程中吧。感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

不一会儿又一阵同样的香气冲鼻而来，这

感 谢 神 听 我 的 祷 告 ， 在 手 术 后 恢 复 的 那 十 几

次我觉得有可能是神的话语在圣经里发出

天 里 ， 没 有 感 到 特 别 的 疼 痛 ， 而 且 恢 复 得 很 好 。

的香气，所以我就以快速掀翻圣经试图闻
出相同的气味来，结果什么也没有，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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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荣耀和赞美归给我的神。

“原谅”就是“祝福”

/ 黄友琴

马

太福者5章44-45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
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

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
人也给不义的人”。去原谅一个逼迫你的人还要为他（她）
祷告是很难的，去爱一个仇敌，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是更
难的，但是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父啊，赦免他
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的主耶稣成为
我们的好榜样，就是这样的原谅如今成为了我们的祝福。
记得我和女儿刚到美国时，只有我先生一人工作，因为
薪水低，不够我们去租公寓和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所以，
我们就住在婆婆家，我先生的妹妹也住在一起，那时她正
怀着第二个孩子，心情不是很好，经常会讲一些很伤人的
话，不单是对我或是我先生连对她自己的妈妈也是一样。
有一次，我在电话里和一位姐妹说话而忽略了女儿，那时女儿

Ian弟兄一家

还不到一岁，不会走路，只会爬，就在我与那位姐妹在电话里谈得

除掉，让她不要再活在那种没有方向没有目

入神时，我听到“咕嘟”的声音，然后就听到女儿的哭声，我急忙

标的生活里，求你赐给她更多的爱，更多

挂断电话，跑到楼下，先生的妹妹正抱着哇哇大哭的女儿，我知道

的怜悯，让她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你的真实

我先生的妹妹和她4岁大的儿子去过我的房间，后来走时忘记把门

和你对她的爱，主啊，我真的好感谢你，

关上，所以我女儿就随着他们爬出去，然后就从楼上滚到楼下了，

是你保守我的女儿，让她平安无事，我为

我把女儿从她手中抱过来然后对她儿子说：“平时阿姨对你说过离

自己爱你不够而惭愧，我为自己爱神不够

开我们房间时要把门关上，你怎么忘记了呢？”我以为是他开门进

而后悔，主啊，我求你原谅我并赐给我多

去想陪我女儿玩，后来他妈妈来把他给带走但忘记关门了，我心里

一点爱，求你使我的心宽大，让我能够真

急，讲话的声音就有点大，这一下我先生的妹妹可不高兴了。只见

正地去原谅我先生的妹妹，不要只是嘴里

她两手撑着挺着大肚子的腰对我说：“不许你这样大声对我儿子

说原谅而已，要从心里面去原谅她。我知

讲话，没有任何人可以这样对我儿子讲话，你是不是住在我的家

道我自己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求你帮助

不耐烦了，要不要我现在就把你全家都赶出去。”我一下子意识

我，赐给我力量、信心和爱心，让我能真正

到自己可能是讲话的态度不对，可是，她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让

地原谅她，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实在恼火，感谢主耶稣，我没有同她一样将我心中的怒火发出

祷告完后，我心里充满了平安，先前

来，于是，我抱着女儿一边上楼一边对她的儿子说：“是阿姨错

的怒火已不存在了，感谢神听了我的祷

了，阿姨不该对你大声讲话，阿姨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大声对你讲

告，大约二个小时后，我先生的妹妹进到

话了，”说完了就进了房间把门关上，然后检查女儿，看她是否

我的房间来对我说：“对不起，是我错

有摔伤，结果她没有，我心里好感动，于是我就跪下来对神说：

了。”我告诉她：“我明白你是因为心情不

“慈悲的天父啊，我感谢你保守我女儿平安无事，从楼梯上摔下去

好才会那样，我不会怪你的。”后来先生

也没有任何伤害，我衷心的感谢你用大能保守她，我为你的大能而

下班回来，我就与他分享此事，他惊讶地

欢笑歌唱。主啊，求你原谅我，我不该大声责问一个4岁的孩子，

说：“我妹妹也会对人赔礼道歉?真不可思

我也求你原谅我先生的妹妹，尽管她说要将我们赶出她的家，但因

议！”感谢神在人不能的在神却万事都能。

为她今天心情不好加之怀孕八九个月，求你原谅她，主啊，我求

我们的神就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他

你，让她的生活各方面都有改变，让她以往那种不如意的生活统统

满有怜悯和慈爱，有权柄和大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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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用各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在我做了以上的祷告到现在已有5年多了，看看妹妹现在的样子，她完全变
了，先前她生有一男一女，並不幸福，而如今她嫁给一个爱她的丈夫也生下一男一女，而且这个丈夫是一个满
有责任感和有爱心的丈夫，他不但抚养那两个不是他生的孩子，而且挺关心照顾他们。我先生的妹妹由先前一
个总爱去“party”的女孩变成一个真正的家庭主妇，能在家照顾好4个孩子，再也不象以前那样任性疯狂了。
这一切的改变不正是我在5年前向神所求的吗？当年我对她的原谅和代求如今成了她的祝福。
主說“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感谢神，赞美神，因他对我们的应许，从来都不落空。

女儿见异象

因

/ 黃友琴

着神的恩典和慈爱，我们生下一个活泼健康的女

天，她洗完澡后还没来得及擦干身体就开始

儿，所以我给她取名叫“黄恩慈”，英文名叫Julie。

大叫大跳，她说好痒，浑身都痒，我看着她

感谢神，恩慈已经六岁了，她很聪明而且很懂事，凡事都知道

的皮肤好好的，不红也没有过敏的现象，再

要依靠神也常存感恩的心。你若问她：“恩慈，你知道你为什么这

说刚洗完澡怎么可能会痒呢？看到她浑身乱

么聪明吗？”她会回答说：“因为神赐我聪明，因为神爱我。”

抓，乱跳的我吓住了，赶紧抱住她呼喊耶稣

2008年2月18日晚上，奇妙的一件事在我女儿恩慈的

的名，我求耶稣帮助她医治她，并且我叫她

身上发生。当恩慈在练钢琴时，因为她不能记住每个音符

同我一起祷告，可她说她不能祷告了因为她

的位置，所以她就开始一边哭一边说自己不聪明，我告

太痒了。她爸爸看到她这样就以为是晚上吃

诉她：你是聪明的，只是平时练习不多才记不住每个音

什么东西过敏了，可是她晚上吃的东西平时

符。可是她还是说自己不聪明而且哭得更伤心，我看到她

也吃过，而且皮肤没有任何过敏的现象。

如此，心里也难受，就一边安慰一边等她停止哭泣……

我知道不可能是吃的东西让她浑身奇痒难

当恩慈停止哭泣重新练琴时，她忽然对我说：“妈妈，我看到

受，所以，我就一直祷告，看着她象一个小

一滴血在键盘上，”我说：“是吗？在哪里？”我就看着键盘，然

疯子一样乱叫乱跳乱抓的，我不知该怎么

后她说：“妈妈为什么我眼睛看到一滴血可键盘上却没有呢？”我

办，只能祷告，后来，我们帮她穿好衣服

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就对她说：“OK，咱们继续练琴吧。”可她

叫她躺在床上别乱动，她就使劲地掐自己

弹了一会儿又对我说：“妈妈，我看到一片血了。”她还给我做了

的手心，我看她的手心好好的什么症状也

一个手势，比先前的还要大，顷刻间我意识到这个孩子不是在开玩

没有，可她就说痒，从头到脚都在痒，我

笑，她是认真的，于是，我让她停止练钢琴，并且对她说：“快谢

边祷告边摸着她的身体，希望她会觉得舒

谢主耶稣，祂是要告诉你祂与你同在，祂是爱你的，而且祂要你

服一些，忽然她对我说：“妈妈你别摸我

明白你是聪明的，谢谢主耶稣帮助你练钢琴，以后你可以弹钢琴

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摸

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恩慈做了如此祷告后，又练了一

了我你也会痒的。”。瞬间，我的眼泪快

会儿钢琴，說也奇妙這會兒就彈順了，收拾一下，就去洗澡了。

要掉出来了，她自己痒得难受却还惦记着

在恩慈洗完澡穿衣服时她又告诉我她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天

我，不希望我也和她一样痒得难受。我感

使，我为了证实她说的是真的就问她：“天使是什么颜色呢？你

谢神赐我女儿恩慈有如此敏慧和体贴人的

可以告诉妈妈吗？”她说：“是白色的。”“那天使是什么样子

心肠，如果没有神的爱在她心里，我想她

呢？”我又问她，她说：“天使小小的，他有两条腿，伸得直直

一个六岁的孩子怎会有如此细腻的心呢？

的。”她给我做了一个样子，把腿向后伸直。然后她又说：“他有

感谢主耶稣，感谢我们的神，大

两个翅膀在翩动，他还向我挥手，他的头看起来象个男孩子。”听

概一个小时后，恩慈就安静下来，然

她讲完我惊讶了。（因为我相信她，她说的是真实的），神就是

后就睡了，接下来的几天牧师、师母

这样的一位奇妙的神，愿意让一个心地纯洁善良的孩子看到祂的

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齐心为恩慈祷

作为，我心里不住地赞美神，不住地感谢神，因为祂是配得的。

告，到现在她的身体就没有再痒过。

女儿恩慈经历到神的同在，这时撒旦开始攻击她，就在第二

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于
我们的神，至尊的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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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正懷念我

/ 郭靖

2007年9月26日周三的下午，大約四點鐘，我在公司忙完

在

使我心思都變昏黑

了手頭的工作，覺得應該出去走一下，以解除身體的疲

但是苦境使我記得

勞。公司外面的環境非常美，初秋的空氣非常清新，稍遠處的人

主你正懷念我！

工湖上有加拿大雁在戲水，一條小道被密集的綠樹環繞，時有可
愛的松鼠在樹上玩耍，夕陽從綠葉中間，如黃金般地灑下來。走

3.所以無論愁雲多少

在這道上，我心裡充滿了感恩，我今天能站在這裡是遠超過我

無論安樂或是苦惱

所求所想的，神的帶領確實是最好的，我知道我未來的道路都

我已滿足因我知道

在祂的手中。這條道路會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有榮耀。感恩與

主 還是懷念我！

喜樂之情充滿我心，我不禁就在這明媚的秋天裡向神大聲唱：
Falling, Falling, fallingin love,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over times again.
因 周 圍 沒 有 人 ， 我 唱 得 很 大 聲 ， 很 盡 情 。

副歌：「主！你正懷念我！
主！你正懷念我！
我怕甚麼？有你親近，
並且還懷念我！」

大約在六點鐘離開公司，我開車去牧師家參加禱告會，途中
順路要接一位教會的姐妹。車開在路上的時候，我察覺心中有一

我是第一次聽這首歌，當這首歌響起

種不滿足感，我想了想就將這種感覺真實地敞開在神的面前。我

的時候，我的心馬上就知道神正在使用這

禱告：主啊！今天下午，我向你唱「I fall in love with You over times

首歌，回應我的禱告，祂在告訴我，正如

again.」

這讓我想起在與11年前過世的男朋友談戀愛的情景，那種

我在下班路上對我男朋友的思念，正如那

甜蜜感和幸福感直到現在還歷歷在目。Falling in love 的感覺是如

姐妹對她丈夫的思念，神也正懷念我們。

此可以觸摸得到的。對神的愛，我心是深深知道的，但好像沒有

而且祂對我們的懷念是遠超出我們所經歷

人間的愛情如此tangible(明確的,切實的)，如此的刻骨銘心。我這

到的，對最愛的人的思念。人間的事物是

樣禱告著，心裡好像被聖靈提醒，這是你還不瞭解神那長闊高深

天上屬靈世界的影像，我想到神竟讓我如

的愛。我就禱告說：是的，神求你原諒我，我這有限的頭腦以及

此地體會祂的情感世界。我的眼淚止不住

屬地的人生經驗，是沒有辦法了解你那長闊高深的愛。但是求你

地流淌，我的全身也開始發燙，如同被看

幫助我，提昇我，把更多屬天的開啟向我顯明。當我接到那位姐

不見的熱毯包圍一樣。啊！是如此可以

妹，她對我說，在過去的一天裡，就是9月25日，是中秋節，她非

觸摸得到的感覺，是如此tangible，是神

常地難過，因為她想起了她剛過世的先生。這讓我想起剛才我在路

讓我稍微觸碰了一下祂的愛，讓我體驗

上對我過世的男友的思念，我只能對她說：我能理解妳的感受。

到祂愛的細膩與熱烈。我知道這是神給

到了牧師家，師母帶領大家唱詩敬拜神，那天她選了幾

我特別的恩典，我想到，我算什麼，竟

首歌，我們先唱「讓我靈自由」，唱過之後，我覺得我的靈

被萬王之王來懷念，眼淚更是止不住。

裡確實是被釋放了，自由了．心與靈與神似乎非常靠近，她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默想這件

最後又帶領我們唱了一首歌，歌名是「主，你正懷念我」

事，我便在床上舉手讚美神。「我在床上記
念你，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飽

歌詞是：

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歡樂的嘴唇讚美

1.當我遇見試煉災殃

你。因為你曾幫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

經過荊棘豺狼之疆

歡呼。我心緊緊地跟隨你；你的右手扶持

我有一個甘美思想

我。」(詩 63:5~8)，我後來才知道9月27日是

就是主懷念我。

住棚節，住棚節是一個歡慶神同在的節期。
感謝主，讓我在這個時刻，借著這件事更深

2.今生憂慮 苦難 折磨

地經歷祂的同在和祂長闊高深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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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
耶和華而來

/ 郭靖

在

2007年10月28日周日的早晨，我做了一個
夢，夢見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好像在學習

什麼，夢境隨後一轉，夢見一罪犯逃跑，警察拿
槍追趕他，並向他開槍。我在夢中坐在一輛紅色
的旅遊車裡，聽見子彈嗖嗖劃過的聲音，我知道
那罪犯就在我們車子旁邊，我心裡呼求：「主，
救我，救我！」我本以為我的車子是不動的，停
在那裏白白的挨打，因為罪犯就藏在我們車子的
周圍，我們的車子豈不就成了被攻擊的目標嗎？
但後來發現我們的車子實際上是開動的，車上有
一位中年司機，可以看出他是飽經風霜的人，他
在槍林彈雨中仍鎮定地開車，結果車子脫離了危
險區，到了目的地，我很平安的下了車。夢醒之

2007聖誕節表演

後，我的心因這夢中驚險的場面而蹦蹦直跳，為了讓自己平靜下
來，我就用前一天晚上剛拆開的一張CD來敬拜，那張CD中有一首
詩歌非常觸動我的靈，那首歌是希伯來文，當時我手中沒有歌詞，
也不懂唱的是什麼意思，我乾脆就用方言跟CD一起唱，唱著唱著，
我被感動得大哭起來，這樣被感動還是頭一次，後來我去找歌詞，
原來是詩篇121:1-2：「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
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這句經文真是在我做了這樣一個驚險
的夢以後極大的安慰。更奇妙的是，當天我去教會參加主日崇拜，
領敬拜的弟兄，帶大家唱的一首中文歌是「我要向高山舉目」。我
心激動，知道這是神給我的一個印證，當天下午到一位姊妹家去參
加教會的同工會，她的女兒正在彈一首鋼琴曲，曲名也是「我要向
高山舉目」，這是神給我的第二次印證，感謝主，祂在同一天裡三
個不同的場合對我說了三次，我的幫助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在現實生活中，到如今我還沒有經歷到我夢中的驚險場面，我
也不太明白做夢的意思，但我知道不管將來會經歷多麼驚險的處
境，神已經告訴我：祂是我的幫助。過了沒幾天，神就讓我淺嘗了
祂是我的幫助的滋味，11月1日我在公司要做一個新項目的演講，做
這樣的演講對我來說有兩大難處，難處之一是因我是第一次做這個
新項目，根本沒有經驗，有好多地方我也不是太懂，更不用說向別
人講述我要怎麼做。難處之二是這次演講不是跟聽眾面對面，而是
對著電話講，除了在Atlanta的團隊外，我還要講給十幾名在Iowa的
程序員聽，並要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本來英語的口語就是我最弱

我都在禱告，求神幫助，當我停好車，正下
車時，有一句英文在我腦海裡出現：God’s
power is perfect in one’s weakness。中文是
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這句話讓
我知道神要在我軟弱的地方幫助我，我心裡
馬上就有很大的平安。當我拿起電話開始講
時，我發現自己的聲音非常宏亮，這是平
常我所沒有的，而且思路非常清晰，要說
的英文從我裡面一直順暢地流出來，問題
回答的也不錯，結果我的主管對我說：妳
的演講很出色。正好當天下午我們有每半
年的工作評估，在以往的評估當中，主管
對我的評語總是：在電話會議上發言不積
極。但這次他竟寫上我在演講技能方面有
大的改進。我心裡好感謝上帝的幫助，當
我放鬆下來時我發現我的兩條大腿有發酸
的感覺，猶如不經常鍛鍊的人經過一次劇
烈運動以後的感覺，我知道這是壓力造成
的，然而在我作講演時，卻是絲毫沒有感覺
到壓力，我忽然領悟到是神的恩膏覆庇了
我，是神的能力在我身上運行，真奇妙。
我的幫助確實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

的地方，再加上通過電話這種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方式，難度對我來
說就更大了，我對此感到挺緊張的。那天清早，開車去公司的路上
26

來。

原來生活可以如此放心

你

/ 朱惠琴

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

妹家，夜半兩次的昏倒，無法睡、無法

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5-6節）

進食、全身疼痛…而好不容易接受及建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在任何時候--尤其是在谷

立了一個感情，沒想到又是一場挫敗…

底的時候，能夠不憂不懼、不懷疑，且擁有真實的喜

這種種的一切，終於讓我第一次願

樂、平安。感謝主，現在的我，就是如此這般的幸福…

意承認自己的有限；我已經被打敗，完

過去，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不需要神的人。
在生命的過程當中，我雖曾遭遇過許多重
大的挫折--在女兒兩歲的時候我遭逢失婚的打
擊，成了單親媽媽；在她三歲的時候我回到
美國，帶著她一路辛苦的完成博士學位；其
間，睡在床上的時間，幾乎可以數得出來，
大多是在電腦桌前打個盹而已；這麼一路走
來，雖然其中有許多的苦楚，但自己從來不曾
真正喊過苦，也認為自己有能力承受一切；
當時的我，是信仰「人定勝天」的。我
想只要自己咬緊牙，撐過去，一切都會好轉
的！我自比“打不死的美麗蟑螂”，驕傲的
活著。我從來不認為自己需要神。多麼的驕
傲自滿、不懂謙虛為何物的心靈啊！但是，

光鹽小組聚會

那時的我，並不瞭解如此是驕傲、不懂謙虛。我自認疼愛家人也

全被打敗；我一蹶不振…開始日日擔

友愛朋友；離婚之後既從未責怪過前夫（外遇事件導致離婚），

心，萬一我真的重病了，我該怎麼辦？

也努力地維持與前夫家人良好的關係，讓孩子與爸爸、爺爺、奶

誰能夠照顧我，還有我的孩子？而萬

奶仍像感情彌篤的家人一般，經常見面、相處；作為一名大學

一我真的走了，我的女兒又怎麼辦？

教授我對學生非常關心而且尊重他們每一位；縱然我有很多缺

感謝神！我終於決定回到祂的懷抱。只

點，但是我竭盡所能的扮演好生活中的每一角色；我心中總覺

要我願意，把自己交托給祂，所有的煩惱

得，我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人了。因此我從來不認為我需要神。

祂將全部帶走。在高雄靈糧堂姊妹的帶領

但是感謝主！神是如此的愛我，終究要讓我得到真正

下，我走進了主的國度。第一次上教堂在

的、極大的平安與喜樂；祂其實很久以前就揀選了我，只

唱聖詩敬拜時，我的淚水如江河般潰流，

是祂給了我自由意志，而我堅持自己才是自己的主宰。倔

我所有的苦、所有的辛酸、多年來累積的

強如我，堅持走自己的路，而祂也僅能看我在前半生中

壓力，一次決堤…我誠心地向主懺悔，

跌跌撞撞，任憑我一次又一次的跌跤，卻不忍心苛責…

請求祂接納，並邀請祂成為我的救主。

我終於累了…我終於再也無法支撐自己了…四十幾年的歲

信主以後，很奇妙的我的想法改變了。

月，我一直扮演一個堅強的角色；但是，我真的累了…三年前在

我不再汲汲營營於工作，也不再擔驚受

紐西蘭做研究時連續幾天的天旋地轉、暈眩；前年在芝加哥妹

怕。以前我是一個工作狂，每天工作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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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超過16個小時，從來不願意休息，更遑論休閒，因為我擔心在工作上如果無法有超高的
表現，就會被淘汰；我放不下許多事情，總是擔心；這些所有的擔心，讓我不容易放鬆，
因而經常頭疼、全身僵硬，肩頸更是又緊、又硬。雖然別人看我的外表好像很堅強、很樂
觀、正面，其實我的內心極其脆弱，總是擔心有一天，一切會離我而去，非常沒有安全感。
信主之後，我不再有強迫工作症，該休息、該到戶外休閒的時候，我會走出去，
同時在帶著女兒出遊的時候，也漸漸能夠放鬆，而不是一如已往身在戶外，心卻掛
著我的研究，連出去玩都帶著筆記型電腦，因而經常令我身邊的人不知該生氣還是
心疼。現在的我已經改變，因為我知道，神是如此愛我，祂給我的總是足夠我用。
信心，讓我不再驕傲地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反而，我終於明白，我的一切能力都是神給
我的，祂要我善用，而不是濫用。我其實只是一個卑微的人，主讓我擁有專業知識與技能，
為的是活著彰顯祂的名。信主讓我謙卑，而謙卑讓我的喜悅強化數百倍，因為祂教我感恩。
感謝主！雖然女兒柔瑄去年發生車禍，不良於行了好長一段時間，但是主將樂
觀、感恩放在她的心裡，同時在她復原的過程當中，安排了許多天使鼓勵她、照顧
她，使她能夠因為主耶穌以及弟兄姊妹的愛而很快的復原，在今年春季班開學時
能夠回到學校。喔，我心充滿感激….我們的主，真是一位慈愛、關照的全能神…
我終於瞭解，原來生活可以如此放心；我終於瞭解，我的生命其實可以充滿喜樂，
更能夠無所畏懼…我曾經害怕自己將終其一生孤獨，但是現在，我不再害怕。我相信，
主早就對我有所安排，只要我順服，主都會為我安排最好的路。我變得更開心、更積
極、更平靜…我不害怕孤獨，因為我知道無論我在哪裡，我都不是孤苦無依。神是我的
父、我的主，祂讓我依靠；祂讓我生命裡，不再有懼怕！誠如親愛的耶穌對我們說的：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
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翰福音十四章27節）

在神凡事都能

/ Karen Chen

我

的頭髮天生有自然捲，總是蓬蓬
的一頭頭髮，又多又重。每次

出門都要吹、拉、抹東西，即使費力如
此之多，仍有一次一位朋友見到我說:「
Karen，妳怎麼不梳頭髮?」冤枉啊！
前年我姊姊帶我去做了一次離子燙。
之後頭髮吹乾就可以，不用再拉直抹東
西，非常省事，但這只能維持一年。
一年之後也就是去年，我照鏡子時，求神
幫助我的頭髮就這樣直直的吧！我既不想花錢
再燙，也不想花時間每天吹它。我就禱告求神
幫助我，結果我的頭髮到現在都表現的很好。  
光鹽小組聚會

感謝神！祂願意聽我們的禱告，祂是大小
事都看顧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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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愛心能造就人

/ 馮秀月

我

到教會已經兩年多了。我于2006年七月受洗歸主。牧師夫
婦以及教會裏的弟兄姐妹待我很親切和関心。我在教會

裏學到聖經裏所講的許多人生道理。以前我沒有去教會的時候，
每當我生活上有痛苦的時刻，我不知向誰訴説。現在我有一位救
主耶穌，靠着祂我不再痛苦，我的生命重新有了平安和喜樂。
幾次外來的講員為我禱告的時候，那些講員雖然不認識我，
但他們所講的卻是我人生所經歷的事。在2007年12月，當來自印
度的安童牧師為我禱告時，他講了関於我人生的兩點。一是我很
愛在主的面前流淚，二是主安慰我，說我的孩子不會離棄我。
他講的第一點，我沒有告訴過別人。所以我聼了以後，真是感
動：主真是知道我。他講的第二點對我是很大的安慰。有一段時
間我跟一起住的兒子，兒媳一家的關係不太好，我很難過，在
主前為這事流淚禱告。主真是聼了我的禱告。祂借祂的僕人來
安慰我。而且在安童牧師講這話不久，在中國的農曆新年裏，
我的兒媳給了我一个大紅包，並開口叫我媽，我真是很感恩。
神也借着在教會聼牧師的講道對我講話。在2008年2月10日
的主日，牧師講了一篇名叫“唯有愛心能造就人”的道，我聼

感恩節見證

了以後非常感動，回到家我對照自己，發現自己在愛中很虧
欠。我曾經每天在主前問主說，為什麽我為兒子一家做了那麽
多，他們還不滿意？這次我看到了在愛中我對他們的虧欠，我
不能再用過去傳統的觀念來要求兒子和媳婦，而是要用神的愛
去愛他們。為他們所作的付出，我覺得甘心了。想到這兒，我
突然覺得心中暢通了，我得釋放了。我就馬上高興地打電話給
師母分享我這一得著。我知道這是神對我以前曾經問的許多
爲什麽..爲什麽..的回答，這答案就是‘唯有愛心能造就人’。
神是愛的源頭，我願意每天與主同行，求主愛充滿我和我的家
人。

陸峰弟兄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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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 周惠鸳

神

总是那么乐意给我们惊喜！结婚八年，神赐我

小孩生下来后健康又可爱！神用这孩子

们两个男孩都挺顺服听话，我的心早已满足，

带给我们全家极大的喜乐。他总是那么爱

加上自己的年龄也大了，所以没有打算再有小孩。没想

笑，他一笑，使我所有的疲倦都消失了！ 他

到去年年初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真的有些措手不及！

实在是神赐给我们极棒的产业，我的产业实

在怀孕的初期，经历极深的无助与软弱。因为一则没有心里

在美好！

准备，二则心里也有些不愿意再受生产乳养之苦，所以面对怀孕
的恶心，不舒服，真是痛苦，一点力量都没有。大部分的时间
都需要卧床。感谢主，他用慈爱把我扶起来。让我看见里面的
黑暗：不喜欢甘当苦劳，没有感恩的心，没有降服……。又让
我看见，我虽然那么“黑”，他仍然那么爱我！主的爱使我感
动，使我认罪悔改，重新站起来,也开始为神所赐的小孩感谢神！
第一次照超声波后，医生对腹中宝宝的肠子部位有些担
心。医生说，“小孩可能正常，但也可能有唐氏综合症（DownSyndrome）或别的问题!”医生马上问我要不要做羊膜穿刺
检查。我随即请教医生是否需要这检测。他就问我，“如果
小孩查出来有问题，你会如何处理呢？”我当即回答，“我
是个基督徒，孩子是神赐给我的礼物，不管这孩子是怎
样，我都会抚养他！”医生就认为没有必要再做检查了。
车子刚离开诊所，我心里难过的想，“万一这小孩有
问题的话……。”忽然，后座传出大哭声。我赶快把车停
下，看看车后我的两个孩子怎么了。原来老大不小心把笔

2007年第五屆受洗禮

尖刺入老二的眼睛里。老二闭着眼睛大哭喊痛。喔，我的
心也在痛！马上开往50分钟外的小儿科诊所!一路上仇敌在
耳边吼叫，“如果他的眼睛瞎了，怎么办？如果腹中的小
孩子有问题，怎么办？……”我就在车上大声流泪祷告！
到了小儿科诊所，医生说刺得好重，好险，但还好是刺到
白眼球的部分，所以不会影响视力！我和小孩马上跪下俯伏敬
拜神！一句话进到我的心里，“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
完全！”我用欢呼赞美走出那小儿科诊所，向神祷告说，“主
啊！就算我腹中的小孩有问题，我也要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
是够我用的！”那天晚上我们用欢呼庆祝的心来结束这一天。
接下来每个月都需要照超声波监测腹中小孩的情
形。每次仇敌想来使我惧怕，我就用赞美神的恩典胜过
它。神赐下极大的平安。就在最后一次的检查中，医生
说，“肠子部分现在完全正常了。”哇！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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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應青夫婦奉獻嬰孩

信靠神就平安

/ Karry

2

007年3月11日这一天我跌入痛苦的深渊，遭遇了人生的惨
剧。从这一刻开始我悲伤，痛苦，无助，孤独，自卑。心中

充满了恐惧，悲哀，无助，每天不知如何才好，好象行尸走肉

當感謝祂

/ 唐慧婷

三

年前我又回到學校進修，生活作
息變得非常不正常，常常為了做

學校projects，都是熬夜，到早上才睡，

一样。隻身一人在这里，不但要處理眼前的事情还要面对以后

有時甚至整晚沒睡，天亮了直接就去上

的生活。时常觉得有一座冰山在我的身上压着，喘不上气来。

課。這樣不正常的生活作息持續了兩年。

在这时候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驱使我到教会去。在这种强大的

畢業之後開始工作，我發現生活作息

力量驱动下，我参加了小组的查经，牧师家的祷告會及教会的主日

完全調不回來。

崇拜。每当我到了牧师家参加祷告會和星期日到教会去敬拜时，我

不容易睡著了，到清晨4,5點又自動醒來，

的心中就觉得很平安。可是一回到自己的住处又是一片混乱。每日

不知道有多少個晚上睡不著，起來禱告，

陷入不能自拔的痛苦里。所想的只是一件事：为什么这样？为什

求神幫助我趕快睡著，可是常常沒有什麼

么？？？------不停地读圣经，不停地看书。可是我不知道哪里有答

用，有時翻來覆去太久，就乾脆起床上網，

案。我就是这样反复无常地面对每一天。虽然读圣经可是一片空白

等到6,7點想睡了，又要上班了，就這樣一

什么也记不住，脑袋坏掉了，不好用，记不住所看过的东西。我

天又一天的拖著過日子，我的精神愈來愈

呆不下去，要回国。可是无论是牧师，律师，我的朋友都让我留

差，可是也沒什麼辦法改變失眠的狀況。

在这里，要挺下去，再坚强些。如果马上回国会有更多的遗憾。

去年參加教會40天連鎖禁食禱告，其中

这时师母对我说：你要祷告。神的話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

一項禱告就是求神幫助我有好的睡眠，能一

光，會照着你勇往直前。神会给你力量，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信。

覺到天亮。在第一天開始禁食，半夜又自動

每天的祷告词都有这句话。就这样在牧师和大家的帮助下我一步一

醒了，心裡想完了，又要睡不著了，以前睡

步地向前走着，走着。读神的话就是真理，就有力量。在这人海茫

不著就是求神讓我趕快睡著，可是那天好奇

茫的世界中是神的恩典充满我。他将带领着我走出这黑暗的幽谷。

妙，我的嘴巴好像無法控制不停地讚美主，

去年8月25日我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我受洗成为一个基

感謝主，一直重複著，沒有幾分鐘就睡著

督徒。从这一天起，我鼓勵自己，開始學習甩开受害者的心

了，在接下來禁食禱告的日子每天都睡得

态要拥有得胜者的心态，开始新的一天。我知道重新点燃生

很好。本來還擔心禁食結束後，會不會又

命的火焰，是一件别人不能代替我做的事，儘管朋友们鼓励

開始失眠，但是當40天禁食禱告結束後我仍

我，国内外的亲人帮我打气，教会的兄弟姐妹关心我，爱我，

然睡的很好，我才確定神完全醫治了我。

帮助我。可是还得由我自己以坚强的信心来摆脱这悲痛的纠

感謝主，祂是全能的神，祂的慈愛，祂

缠。这对我来说是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去做真的很难很难，要重

的恩典是超乎所求所想的，“當稱謝進入祂

新整頓我的生活这信心从哪里来呢？我想只有依靠上帝才能

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

得平安。把重担和一切捆绑全部卸给神，才能得到真正的释

祂名。”感謝主!

放，这是唯一的出路。就这样我就不停地祷告，向神诉说。

晚上很累可是睡不著，好

2007年第五屆受洗禮

我是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靠近神的，神也捡选了我，現在我觉
得自己并不孤单，因为神与我同在。谁都可以抛弃我，可是神不
能，感谢神。祂雖然让我
在人生的路途中有这样不
寻常的经历，但祂了卸下
我不能承担的重担，并赐
给我一颗平静的心去接受
不可改变的事实。我祈求
神也相信祂會賜给我勇气
来面对明天。感谢神！信
靠神就能得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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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祢真美好

/ 李一菲

008年1月5日帶著Melody去看她的小兒科醫生，因為Melody似乎

2

醫院。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向神求話，雖

有點感冒…醫生在聽Melody的呼吸，當摸到Melody的身體說，

然，神早些透過郭靖給了我一些經文，但我

怎麼這麼冷，就叫護士來量體溫，護士怎麼量腋溫就是量不出，

向神說，主啊！我信主多年就是渴望在這最

只有量肛溫，沒想到一量就只有華氏88度。醫生對我說她需要打

需要祢的時候給我話語。沒多久，“祢是我

911帶Melody去急診室，我這時沒有反應過來，但同意醫生的決定，

藏身處”的詩歌在我的腦海裡浮起，“祢

我以為Melody只不過是感冒，呼吸道被堵塞。去年Melody也上過一

是我藏身處，祢必以得救的樂歌四面環繞

次急診室，當天就被醫生准許回家，我想這一次大概和去年類似。

我，每當我心懼怕時，我要倚靠祢…”，

當我和立綱到了急診室，櫃檯的服務人員用很沉重的態度指示

我一邊流著淚一邊唱，我真要倚靠祢，之

我們該去的加護病房，看到Melody通紅的臉被幾位不同部門的護士

後，“勇士搶去的和擄掠的能奪回嗎？”的

包圍著，每個護士都面色沉重，醫院的院牧長也來了。一位護士說

思想在我腦海裡出現，“就是勇士所擄掠

醫生要見我們，院牧長陪我們到一間房間和急診醫生面談，醫生一

的，也可以奪回，強暴人所搶的，也可以

開始就要我們做決定，當Melody進入危急的時候是否要急救她。先

解救，與你相爭的，我必與他相爭，我要

生和我如同晴天霹靂一般，不敢相信所聽到的，我們就問醫生是什

拯救你的兒女”(以賽亞書49:25)。這一節經

麼意思，我們明白醫生所說的，

文就在我思想裡

但不明白為什麼，醫生說Melo-

打轉，其實在前

dy的各部器官的功能都在逐漸衰

一天的禱告會

退，除了她血壓仍然高之外，醫

裡，神感動我用

生猜測這大概就是因為她的粒線

這一節經文為一

體的病讓她中樞神經無法控制她

位姊妹禱告，當

的體溫和其他器官功能，這可能

時我不明白為什

是她的時間到了…我和立綱相擁

麼用這一節經文

哭泣，真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為那姊妹禱告，

這時覺得需要禱告可是混亂的頭

原來這經文是為

腦不知如何禱告，想到牧師和師

我們預備的，神

母，想到我做牧師的哥哥，知道

預知我們會面臨

大家禱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這難處，祂將

沒多久，牧師和師母來到醫院，

牧師為Gloria受洗

祂的話語已先

看望Melody和我們，那時在加護病房，護士們妳一句，她一句的

給了我。那時我好感謝神，知道神

說，Melody的情況很不好，可能無法平安地渡過今天…我的心就

會拯救Melody，也深知祂掌管一切。

像針扎一般地被刺痛，感謝神，師母很有智慧地對我說“Ivy，

回到了家，我躺在床上握著Gloria的

生命是在於神，不是在乎人怎麼說。”師母為我們禱告，我問

手，對Gloria說，我們一起為Melody禱告，

師母神有話嗎？她說她的感動是神要我們把Melody交還給神，做

我一邊禱告，一邊讀神的話語，看神是否

個交還給神的禱告，她是神所賞賜的，我們必須把主權交還給

有話繼續對我說，當我看到，“惟有我，

神，當我們把主權交還給神之後，讓神自己來介入，那時祂就

是安慰你們的。你是誰？竟怕那必死的

可以作一切祂要做的，而祂所作的都好。我就做了一個似乎和

人，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卻忘記鋪張諸

Melody告別的禱告，心中百般不捨，想到過去總總，我就泣不成

天，立定地基，創造你的耶和華…被擄的

聲…同時，立綱和我也同意讓牧師為Melody受洗，歸入神的名下。

快得釋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

因為醫院認為無法有效的醫治Melody，就把Melody換到普通病

致缺乏。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攪動大海，

房，我和立綱決定晚上陪Melody，但須回家一趟，把換洗衣服帶到

使海中的波浪匉訇，萬軍之耶和華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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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我將我的話傳給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為
要栽定諸天，立定地基，又對錫安說，你是我的百
姓”

(以賽亞書51:12-16)

祢愛永不變

。當看到這幾節經文時，我

知道這是神給我的另一個確據，也知道祂必拯救Melo-

/ 李一菲

dy。我好得安慰，好感激神，在我最需要祂的時候，
祂就即時說話，祂的話安定在天也安定了我的心。

從2006年11月至2008年1月，我們這個家庭似乎經歷許

Melody在醫院住了三天，平安地回到家，第四

多的事件。2006年11月1日大女兒Gloria的右大腿骨折

天是主日，我在家陪她，一早“主啊！祢真美好”

斷，我最心愛的狗Candy二月中因癌症離開了我們。

的詩歌就在我腦海一直唱，我趕緊去把詩歌找出

三月底，帶著一家人(我父母、三位姪女及Gloria和

來，“主啊！祢真美好，我要尋求祢面，當祢慈愛

Melody) 在去Biltmore Estate 的路上，母親在一家加油

眼目看顧，我們就得恩典”，我一邊彈琴，一邊唱

站的公用廁所不小心跌倒折斷她的左手腕。五月份，

這首詩歌，懷著感恩的心。沒有想到這首詩歌，其

幫我們照顧小孩5年的保母突然腳扭到，無法繼續幫

實在星期四Melody在加護病房時，神透過郭靖給我

我們照顧小孩。一夜之間，我全身過敏上了急診室。

們經文的同時，也給了我們這首詩歌，師母當時也

七月份先生決定離開他高薪的職位，出來自己開公

用這首詩歌為Melody禱告，服事Melody，我竟然沒有

司，家裡的經濟來源少了70%，有好幾天我無法入睡。

聽到也沒有印象，可見這首詩歌是要給Melody的。

在這一連串的事件裡，我都在弟兄姊妹的禱告中

神好奇妙，祂真是又真又活偉大的神。主啊！祢真

以及幾次在神親自安慰和給話中，一個個地渡過，我

美好。

      

似乎沒有被擊倒。直到10月底一個星期六晚上，我聽
到小孩嗆到的聲音，知道孩子在發癲癇，趕緊衝進孩
子們的房間抱著Gloria，摸著Gloria，希望癲癇很快過
去。沒多久，Melody也開始發癲癇，非常的痛苦。我那
時，眼淚就流下來，心中呼喊著:「神啊！難道祢都沒
有看見這兩個孩子在受苦，祢說祢的眼目遍察全地，難
道祢都沒看見，祢說祢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祢
拯救的膀臂在哪裡？我快要走不下去…這條路太辛苦
了…｡」我求神將祂的愛再一次向我和兩個孩子顯明。
隔日是主日，敬拜時所有的詩歌我都唱不出來、唱
不下去，我無法對神唱出愛戴、敬拜祂的話。那天教會
是請外面的講員Anni和她先生Ken Schisler牧師來分享，
我對那日的信息沒有共鳴也沒有回應，直到Anni出來做
見證說她知道神很愛她，當時就被她很簡單的一句話，
深深地打動，可是我的內心一直都在刻意地控制我的情
緒，覺得神不愛我了。當Anni為我禱告時，她一觸摸到
我，我就很快地被聖靈充滿，放聲大哭，那時我可以感
受到神好愛我，同時我知道祂也很愛Gloria和Melody，
在祂眼中這兩個孩子是完美的。同時我感到很羞愧，彼
得在主受難時，否認主的那一幕就在我的思想中浮現出
來，是甚麼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難道是患難嗎？！是
困苦嗎？！神好奇妙，祂認識我們每一個人，前一天我
還埋怨神，隔一天神就再一次肯定祂對我的愛。主，我
謝謝祢永不變的愛，也謝謝祢的眼目是時常在眷顧我
Gloria & Melody 生日Party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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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看顧我的神

/ 張惟婷

從

小到大，不管我做什麼事情，總是有不錯的成績。在老師的心中我是當班長的最佳人選，而身邊總
是有一群朋友圍繞我，好像任何的問題ˋ困難都難不倒我，因為我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解決。

但自從到了美國之後，就完全不一樣了。在異國的世界中讓我經驗到，很多事就算我努力去做，
但結果卻不是我所能期待的。這種經驗多了，慢慢的，我開始認為自己是個沒用的人。但在我心深
處又不想承認自己真是如此，所以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我裡面有很多矛盾和困惑，我一直在尋找
自己的價值，也尋找一個能認同我的地方，但始終找不到。後來也就漸漸開始接受自己真的是一個
很 失 敗 的 人 這 種 想 法 。 從 此 我 更 迷 失 了 ， 心 中 充 滿 無 助 和 無 望 ， 我 完 全 看 不 到 自 己 有 什 麼 未 來 。  
當我沮喪到不知道該幹什麼的時候，教會邀請一位從印度來的安童牧師服事大家。我沒有對他說任何有
關我自己的事，而且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我，也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但當他為我禱告的時候，他卻一直告訴
我“妳不是一個失敗的人…妳不是一個失敗的人…妳不是一個失敗的人…”沒有人知道那正是我非常迫切須
要聽到的一句話“妳不是一個失敗的人”奇妙的是，神只用一句話，就把我的心從沮喪的深淵中救了出來。
神，我感謝祢，祢讓我知道我不是一個失敗的人，祢給我勇氣再重新開始。而且這一次我知道，在一路上都有
祢的陪伴，不管我的未來會是怎樣，祢都永遠陪伴著我，永遠都聽著我的禱告，神哪，我感謝祢，我要讚美祢直到
永遠。

Lost of Ipod

/ Shelly Lu

O

ne day my cousin Kevin, while on his way to the bus stop decided to take a short cut. Somewhere along his journey he
recalled falling down but was ok, and noticed nothing out of the ordinary at the time. After words he realized his Ipod he was

carrying was lost due to his fall. He looked frantically for it but his Ipod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and he had to leave with the
daunting thought his Ipod with all his Christian songs may never be seen again. Kevin uses his Ipod to listens to Christian music
every morning and finds If he is not inspired by the grace of God his attitude will change for the worst and his spiritual connection
will be somewhat lacking. I also took the bus and came to be at the same bus stop my cousin was earlier. While waiting for the
bus with a friend of mine, we were having a conversation when suddenly another friend was coming to wards the bus stop, when I
noticed her and then turned around to look at my other friend. I noticed she was staring at something on the floor with shock in her
eyes.
I stared at her and asked, “what is the matter, what are you looking at?”She said, “Look!!!! What’s on the ground there
is an Ipod!! I said, “What, where, let me see!!!!
The other girl that was coming to the bus stop also saw the Ipod and picked it up and said boastingly, “It’s mine I found
it, it’s mine! I stared at the Ipod for a minute then realized it looked familiar; In fact it looked exactly like my cousin’s Ipod I
thought to myself.
I said to my friend who had picked up the Ipod, “No, it’s not let me see it I think I know who it belongs to”. I just took
the Ipod from her and looked at all the songs in the Ipod then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it belongs to my cousin Kevin.
Meanwhile Kevin was going crazy thinking about his now lost Ipod. He was so worried some stranger would take it. So he
prayed to God that his Ipod would not be taken or stolen and that it would be returned to him safely.
I told the girl who had picked up the Ipod who also said it was hers because she was the one who found it, that the Ipod belongedto my cousin Kevin. So she let me take it home to have it returned to him. I did not say a word to my cousin Kevin concerning the Ipod at the time but instead I just kept the Ipod until he said it was missing and that he had in fact lost his Ipod. I guess he
was too scared to admit that he lost the Ipod, so he never said anything and just borrowed his sister’s Ipod.
One day I over heard him talking on the phone to his mother, saying what happened to the Ipod. I heard him cry over the
phone. That time his mother was in New York so I couldn’t tell her anything right away. So I waited until she came home.
34

When my aunt finally came home. I told her what happened and she was surprised about what happened. She told me that
Kevin was praying on the bus and God really helped him get back his Ipod.
Do not, have doubt in God because with him by your side nothing bad will happen to you. He will always watch over you!
Think about what just happened and what you just read because this is a true story that really happened.

God’
s Healing Power

/ John Yen

U

sually, every Friday after school, I play football with my friends and go to a youth group afterwards. We play tackle
football. Pains and scratches are very common. They would

be gone the next day. One day when my friends and I were
playing football, my left leg was injured badly. I think I pulled
a hamstring in my right leg. It hurt so much to the point
where I needed people to walk me off the field. This had never
happen before. I thought to myself that I just need to keep
massaging it; it will go away, however, the opposite happened.
My left leg was still in pain. It hurt even more when I walked.
I started to pray to God for a healing miracle on my leg.
I said to God that maybe this time is the time that they (my
friends) will see God’s power. I prayed persistently. I had faith
for a healing miracle but nothing really happened. Then I remembered an article I read from the internet about pulling a
muscle. It said that if a muscle was pulled to a degree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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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becomes

a difficulty, then the injured muscle would take from 3-5 weeks to be healed. I was kind of scared. I thought at that moment that I
would need to use a casket to maneuver. I prayed again. Nothing happened so I decided to take a bath hoping it would get better.
While I was bathing, I said to God that God let this happen for a reason; there is a purpose behind this disaster. When I
went to the youth group, I was limping. It hurt so much I had to sit while the worship was taking place. My leg stopped hurting
when the youth group began (sitting down, not standing). After worship, we began the lesson of that week Faith. We talked
about faith and the healing miracle Paul performed to a crippled man. I did not think of my leg when we learned about this.
When the lesson ended, the youth group began praying for my leg. Again, nothing happened. My leg still hurt.
A youth group member Ling stood up and said with a voice full of faith “No, no. Sit back down. We will pray for you
again.” She walked to me and laid her hands on my injured leg. She started praying and declaring the Word of God.
I said to myself “Yes, Yes. You are going to heal me. I believe you.” After she was done praying, it still hurt. But when I
took another step, pain was less. Then I took another step, pain was lesser. We began to glorify God. We gave thanks to
the Mighty One. The pain was not gone but a lot better that it was before. I could walk just like the man healed by God
through Paul. The next day, my pain had gotten worst but was completely heal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nk you, Jesus.
God had a reason behind the injury. I realized that the injury allowed us to experience God’s healing power. This injury allowed the youth group to apply faith we learned about into a real situation. God is so real and so is his power. 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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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ay of Blessings

G

/ John Yen

od is a justice God. He is full of

because when I look around, she just happens to be there. It was all a mis-

wonders and blessings. He has infi-

understanding. I said to God that “Please don’t let me see her, help me not

nite wisdom and love. I just cannot describe

to look at her.” After that, I tried so hard to keep my eyes on other things.

how awesome our King is. It is the big-

I tried to always look from her. For example, when the TV is on, and she

gest blessing to know Jesus. I experienced his

is sitting close to the TV, I would try to not look at the TV. In the math

love and complete

freedom within Christ

class, I would take out my textbook and not look at the doorway. He heard

My testimony begins in the middle of my

my prayer and he helped me stopped seeing her over and over again. So I

1st semester as a sophomore in high school. I

though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What I did

kept seeing the same girl over and over again.

not know was that God was just letting me to take a break from the lesson

She was in my first period class and sixth period

He is going to teach me.

class. Every time when I looked around, I saw

It wa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Things were going pretty well. I did

her. She is not weird looking, in fact, she is beau-

not see her quite as often. On March 6th, I had a band evaluation event I

tiful. I tried to not look at her but for some rea-

had to go, so every band member (including her) in my band had to leave

son, I kept seeing her. Sometimes when I walked

around 3rd period to go to Douglass High School. We were done perform-

in the hallway, she stood out. One day, when I

ing around 1:30 pm. We had to wait until the buses arrive around 5:30. 4

was sitting in my math class (sixth period class),

hours to waste. I sat in the auditorium to listen to the band. When I came

I saw her again walking through the door into

out I saw her again playing cards with her friends. I thought it was fine

the classroom. I looked away. Then I heard her

since I had not seen her for a while. We had to wait outside at 5:00. I was

talking about me. She said to her friend, “this

talking to my friends and I saw her again. I just kept talking to my friends.

guy keeps looking at me.” I felt so sad and hurt

When the buses finally arrived, I walked with friends to go on the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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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I heard her talking about me again. She said to her friend, “this guy keeps following me. I just want to f*** kill him.”
Again, my heart was stabbed deeply by her words. I was not even trying to following. I was trying to avoid her. But God
permitted this to happen for a greater purpose. I was praying on the bus and said, “ I am sick of seeing her. I am so sick of seeing
her. Please, just don’t let me see her again.” I heard God said to me: “Forgive her.” “Yes, Lord.” I forgave her. Suddenly, I felt His
healing power. I felt released from the pain. I was free. I was praising God all the way home. However, that was not the end.
When I got home, the enemy kept repeating the sentence she just spoke. I kept declaring that I had forgiven her but I overcame by the enemy. I lost the freedom I had. My heart was still hurt from the words she
had spoken. I went to school fearing that I might hear the same words again. I knew I was back bind again.
After school, I went to the youth group. God, again, used the lesson being taught that day to heal me. We talked about God desires to heal us. A way for Him to heal is to expose the hurts and bruises to the light. In other words,
reveal the pain with other people. And forgive those who hurt you. I was unwilling to share because I felt it was embarrassing. That was a lie from the devil. There is no shame in Christ. After we were done learning, we split into groups of
two. I said to God, “Give me the right person to share it with.” Then I shared the pain in me. Then we began to pray.
While we were praying, we started to feel God’s healing power. I felt the overwhelming joy. I was free from all the pain.
I was free completely free. I forgave her once again. I knew that this time God had completely taken away the hurt.
I realized that the first because I did not share the pain with others, so the enemy kept attacking me. As a result, I did not get completely healed. I learned the power of sharing the pain. I was so full of joy, I kept praising him.
After that, I also realized the rewards God had given on that day. I counted there was about twenty-some blessings God
had given me on that day as result after passing the “test”. I believe the list of blessings from God would go on and on if we
decide to follow God’s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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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我的天父

/ 李惠慈

在

2007年感恩節到Indianapolis時，有機會跟一些年輕人接觸，看到在美國有很多很多的年輕華人，他們對
於生活有很多的疑慮，他們對於信仰也有很多的好奇，他們一直在找尋人生的目標。神突然放了一個

感動在我的心裡，以前我覺得自己是對老人有負擔，但是沒有想過自己會對年輕人有負擔，神的感動開始了我
為年輕人的禱告。當十二月安童牧師到我們中間分享，他告訴我，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要去影響年輕人，尤
其是幫助一些年輕的女孩，她們可能曾經有一些不好的經歷，當我聽到牧師的話時我心裡清楚的知道這是神
的calling，我也知道我要順服神。過了一個禮拜跟師母討論之後，年輕人的小組就在今年一月份正式開始了。
神的祝福從一開始就臨到小組，首先麗玲姐姐願意開放她的新家提供我們聚會使用，讓小組有了自己的地方;其
次神也透過話語和敬拜帶領我們更認識祂，有一次我們談到信心的時候，我們中間有一位弟兄John，他的腳扭傷不
太能走路，麗玲姐姐就為他按手作信心的宣告，他的腳就可以行走了。另外一次當我們討論到內在醫治，當天晚上
透過敬拜查經跟禱告，有一位弟兄經歷到神的醫治;在每次準備聚會的過程中，我自己也一再一再經歷到神的提醒和
帶領，有的時候覺得疲乏，神就用詩歌來鼓勵我，其中有一首歌的歌詞是:「amazing grace / how sweet the sound / amazing love / now flowing down / from hands and feet / that were nailed to the tree / as grace flows down and covers me」，神讓我知道祂
的恩典永遠不離開我，祂的愛澆灌我，同樣的，神也提醒我要像祂的樣式去愛人如己，在愛心的功課上更加操練。
感謝主祂先感動我的心，然後讓我聽見祂的呼召，現在又讓我有機會關心一些年輕人，prais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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