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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週年見證集序言

很感謝神，教會每一年的40 天連鎖禁食禱告，都是選定

在三月初到四月初舉行，因此在教會的週年紀念日(

四月十七日) 時，就會剛好是結束禁食的時候，在大家的靈裡

都處於高昂、更新的情況當中，我們接新的一年的挑戰。尤

其在2011年，更是如此。因為教會剛結束41 天的連鎖禁食禱

告，並且還舉行了第一次的連續40 晚的禱告會，然後在第40 

晚，更舉行了教會第一次的24 小時連續禱告會。在這次的連

續40 晚禱告會中，我們領受了神的一些心意，特別要為世界

的局勢及以色列禱告，又由於碰上日本的大地震與海嘯，也

要預備弟兄姊妹的心，如何處在這個亂世之中。因此這一年

教導的主題我們圍繞在「預備迎見你的神」，及帶領兄姊們

認識末世教會與以色列的關係上為重點。

  感謝神，在我們還不知道的時候，就已經為我們預備了這兩

方面的講員，首先是四月週年慶時我們請了Clinton  Glenny 主

講了「急迫時刻」的信息，八月劉梅蕾師母的特會，又教導

了「出埃及記」; 又由於有了自己的場地，我們舉辦了「逾越

節」晚餐，及真正搭了棚子來慶祝「住棚節」;  我們又教導了

有關以色列的節期的信息，讓兄姊們對以色列的歷史及現況

有更深刻的認識，並且了解現今我們為何要支持以色列。

 在個人預備迎見神的這方面， 十位同工們輪流分享「我在

生命中所學的功課」這個主題，加上劉家山，陳德文牧師夫

婦在感恩節特會中一系列「與主連結，生命更新」的教導，

以及九位兄姊在參加了「清泉訓練課程」後的見證分享，(在

本期見證集中，可以看到一些)，再再的題醒大家，我們有

一位愛我們的神，祂有大能大力可以改變我們的生命，在亂

世中，我們是有盼望的一群神的子民，我們要活出聖潔的生

活，為主發光。由於「清泉訓練課程」有這麼多好的見證，

今年初我們更推動第二期課程，這次幾乎全教會都參加了，

我相信我們可以期待，有更多的兄姊的生命，會經歷到神的

大能而改變。

 在這一年中，弟兄姊妹們除了自己生命的改變之外，也開始

學習投入更多、更廣的服事，教會場地大了，增加了打掃的

工作量，但每一個小組都忠心的投入; 兒童平均有45個人，

對主日學老師是個大挑戰，每個老師都付出他們最大的愛心;  

有口皆碑的中文學校，教材是從聖經中自編的，當小朋友在

台上背誦24段，挑自於24卷書的經文時，他們已將每卷書的

名字記在心中了，每個家長對中文學校都發出了讚美的聲音;  

T.O.G. 高中生接下了招待、投影、及部分的即時翻譯的服事;  

高中生(11點到2 點)、大專生(2點到5 點)自動請纓接棒24 小時

禱告中最困難的時段，令人感動，他們絕對是有盼望的一代;  

多名會友在他們的工作崗位成為美好的見證，是現今時代職

場宣教的佐證;  去年教會中有三起短宣(西藏、Taiwan Advent 

、及肯亞)，到世界各地為主傳福音;  另外六位同工姊妹經過

了三年，事奉學校六學期的課程之後，於夏季畢業，更成為

教會得力的助手;  清泉課程進行中，有多位兄姊在經過短期的

訓練之後，靠著聖靈的恩膏，就起來為人禱告，經歷服事的

喜樂。因此在第七年的安息年，教會在聖靈的帶領之下，事

實上是不斷的繼續地往前進，感謝主!

  【腓立比書3:12~16】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或

作：所要我得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所以我們

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

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 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

照著甚麼地步行。

 教會即將進入第八年，「八」是一個復活新生命的開始，很

有意思的是，今年教會幾乎每個月都會有新生兒誕生，我也

期盼在這新的一年，教會在各方面能有繼續地突破與成長，

不僅是在人數方面而已，更希望在生命及個人的服事、職場

宣教、短宣、向親友、陌生人傳福音各方面也都有成長。 因

此，在年初的幾篇信息中，一再地強調，「聽道」並不等於

「知道」; 「知道」並不等於是學會了; 「下定決心」容易，

「付諸行動」才是困難的部分，要作一位委身的認真的基督

徒。可喜的是，我們有 一位愛我們的神，祂既動了善工，就

會成全祂的工作，我們只要立定心志，確實地「走」在祂聖

潔的道路上即可，祂的路上自然會充滿了脂油。如果教會前

七年主要是作紮根 (*註) 的工作，那麼第八年就是我們要「開

展聖工」的時候了，讓我們不輕看自己，到了八年的階段，

就照著八年該有的身量往前行。

*註: 我們傳承母堂──台北靈糧堂的異象: 「建立榮耀的教

會」，我們有四個方向的配合: 「跟隨聖靈」、「宣講聖經」

、「活出聖潔」、及「開展聖工」。

徐永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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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恩節退修會中有一堂，劉家山牧師講「與神一同

行在花園中」，在其中有一個啟示性的行動(Prophetic 

Action)的操練，他要我們兩個兩個的──弟兄跟弟兄，姊妹

跟姊妹，若是夫妻則夫妻一起，手挽著手一同行走，像是一

起在花園中散步一樣。講完，作為牧師的我，當然很快的站

起來，要作為榜樣嘛! 一邊手向師母伸去，一邊口中還要吆喝

著弟兄姊妹們站起來，趕快去找一個伴，不要坐著不動，也

不要落單了。然後呢，手就牽著師母的手，開始慢步而走，

我一邊走著，眼睛還不時的注意著，是否還有人沒有起來加

入行列中，嘴中還叫著人的名字。

 猛不然一聲「喂! 你現在是完全屬於我的」，把我給驚醒過

來。是呀! 講的是一同散步，我在作什麼呢? 我的心不在跟我

一同散步的妻子的身上，我沒有注意到，現在應該是專心跟

同行的同伴講話的時刻，這完全違背了剛剛所聽的教導了。

接下來的時間，我真的暫時拋開一切對外的掛念，好好的跟

師母有一段小小聲的悄悄對話，經歷了一段很甜美的時間。

特會後回到教會中，第一個主日的敬拜時刻，我還是跟往常

一樣，在會堂中前前後後的招呼著事情──音響、投影、新

人就坐、嬰孩、弟兄姊妹、……。突然之間，靈裏意識到聖

靈很溫柔的說: 「你現在是完全屬於我的，你應該安靜下來，

好好的敬拜神。」是的，以前師母就提醒過我，這些事情交

給每個星期負責的同工後，就要信任他們，讓他們去操作，

不要自己老是走來走去的，沒有專心敬拜神，這樣對我是一

個虧損，對教會也是一個虧損，只是我一直沒能體會，也沒

真正聽進心裏。在經歷了退修會的操練，及在聖靈的提醒之

下，我終於明白了，我決定下決心改正我的作法，我也感謝

神，T.O.G.小組的高中生們可以接下投影的工作，並且作得非

常的好，音響、新人、……同工們都可以作得很好的── 哈!

原來，我不是那個「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這之後，每個主日，非必要時，我不再到處走動，我儘

可能的站在會堂的左前方，與全體會眾一同的敬拜神，我的

心也就能更專注在神的靈的帶領，無論是接下來的講道，禱

告，都更有膏抹，也更有能力，我也就能夠體會，為什麼師

母說，當我沒有定下心來敬拜時，不僅是我自己的虧損，對

教會也是一個虧損了。

【約翰福音4:23~24 】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

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

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神啊! 我是這麼樣的駑鈍，但你的恩慈與忍耐，總是在那裏

等著我回頭，我只要願意與你親近，你說你就必與我親近，

我感謝你! 我也禱告，凡是還不能明白，不能進入敬拜真諦

中的弟兄姊妹們，請祢對他們的心說: 「現在你是完全屬於我

的，我兒將心歸我。」讓他們也能醒悟過來。

你現在是完全屬於我的
徐永宙牧師

徐永宙&陳德玉牧師



3 感恩見證集

徐永宙牧師

2011年教會的40天連鎖禁食禱告，我們不僅是按照往年的

方式推動弟兄姊妹們參與，更在聖靈的帶領之下，舉辦了

教會第一次的40 晚連續的禱告會，並且在最後一天，呼召大

家參與了24小時的連續禱告會，許多的弟兄姊妹們(註) 在這段

期間內都參與了其中的一些聚會，我相信，這在他們的生命

中都會留下極深刻的印象與影響，當我回頭看一看，想一想

時，對於聖靈的帶領，我覺得需要與大家分享一下，因為神

有好多的慈愛及恩典，透過這次的禁食禱告，賜給了我們。

 首先我要說的是，這些完全是出於聖靈的引導，過去的每一

年，當我們要進行40天的連鎖禁食禱告時，我會預備一份40 

天的禱告事項指南(Guideline)發給會友，請大家在家中可以按

照日期為一些事情一起禱告，很特別的就是，2011年當我要

這麼作的時候，卻一直有額外的事情要做，耽擱著到最後就

來不及了。而德玉牧師也在這個同時，領受到，既然我們搬

入了新埸地，有了新堂，神似乎是引導我們要在教會中舉行

40夜的連續禱告會。當她與我分享個領受時，我的內心中，

好像立刻有深淵與深淵響應的感覺。是了，這是從聖靈來的

引導，所以我就在同工會中提出來，(德玉牧師外出講道，沒

有參加同工會)，我們本想，不知道同工們會有怎樣的反應，

但是神真的給了我們一群超棒的同工，他們與我們同心，完

全沒有質疑我們的領受，而是完全的支持，但只有一個小小

的疑問，40夜的禱告會，要做什麼。我說計劃是大家可以一

起敬拜神，然後讀經，再為一些事情禱告，當然這是出於我

的計劃，並不是神要的，所以後來的禱告會進行方式，完全

不是這個樣子，而是每天由聖靈帶領出不同的主題，這完全

不是我原先所想的，所以這個40晚的禱告會，是一次完全由

聖靈引導的聚會。

   禱告會的第一晚，在快結束時，我的腦海中出現 一個「华」

字，是簡體字，這個引起我的好奇，因為我是習慣用正(繁)體

字的，雖然有時在書寫時也會用一些簡體字，但這個「华」

字，我是不用簡體的，而且也從來不寫簡體的。所以在禱告

會結束時，我就說出來，看看別人有什麼印證沒有? 當時在我

的領會中，是我們要朝著十字架而去變化，要跟著十字架走

基督化的道路。很有意思的是，郭靖姊妹說她剛才也在靈裡

看到一幅圖畫，她還在她的筆記本上畫了下來，正是一個十

字架，在十字架上有一朵花。一開始，我還不明白，經她解

釋後才明白，原來簡體字的花字的寫法，也是寫成「华」。

想到當晚，我們也唱了「野地的花」這首歌，我相信天父要

我們知道，祂是時時刻刻的看顧著我們的，就像祂會看顧野

地的花，天空的飛鳥一樣，若我們心中有什麼煩惱，祂會為

我們除掉。哇! 笫一晚就有聖靈的帶領，我們真是很興奮，太

棒了。

 因著以色列周圍國家局勢的不安，埃及正發生「茉莉花革

命」的大變動之中， 2月28 日，神突然把對以色列禱告的負擔

賜下來，我們就迫切禱告，求神保守。幾天後，在報上看到

以色列的情報局在海上抓到一艘由伊朗開出的貨船，上面有

大量的武器，要運送給「哈瑪斯」的暴力份子，我們相信神

一定在世界各地，感動了許多的代禱者，為這件事情代禱，

我們是誰? 神居然樂意讓我們也有份於祂要做的事，啟示我們

一起為以色列的安危禱告，想到我們正走在聖靈的帶領中，

這又使得我們很興奮。

 接下來的兩天，我們更加感受到禱告的迫切性，究竟是為

什麼，我們並不是很明白。但是因著這種迫切的感覺，3月

6 日，我們又在同工會丟下另一個考驗(炸彈)，要有24小時的

全天禱告會，我原想在4/2日(星期六)舉行，為的是不超過40 

天。但是我們的同工真的是太可愛，他們說為何不放在40 天

結束的時候，我說我是顧慮那天(4/8)是星期五，大家不易請

假，而放在4/9日，就變成了41天。他們說那有什麼關係，我

們就多延長一天到4月9 日，41 天嘍!  我們真的是要為同工們

鼓掌。然後我們決定將24 小時分為8 個時段，每段3 小時，由

7 個小組認領，然後我跟師母也帶一段，我們顧慮學生小組，

將他們排在白天，沒想到第二個星期，他們自動請纓，高中

生要晚上11點到凌晨2 點，大專生要求帶領臨晨2點到5 點的時

段，因為他們想到有些家庭小組，父母有孩子，不易在晚上

出來參加，他們真的太可愛了。

  不到一星期，這個答案就揭曉了，3月11日，日本發生九級大

地震，並且引發海嘯及核能電廠意外事故，我們回想到前一

晚的禱告主題是「你是我的藏身處」，當洪水濤天的時候，

神仍坐著為王。神要我們為日本的賑災及核電廠的援救工作

每晚禱告。這時我知道沒有寫小冊子，是因為它根本無法及

時反應聖靈要我們禱告的事項，也是為何聖靈要我們連續40 

晚聚集在一起禱告。

40晚及24小時充滿慈愛及恩典的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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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禱告會開始之前，醫生說王惠國弟兄的母親最多只能再有

三星期的生命了，我們也一直為她禱告，有一天惠國跪在地

上禱告，聖靈告訴他，要放下;  他跟神說，既然如此，除了讚

美你以外，我什麼都不能做，我就交託給你了。3月17日，惠

國跟大家說，這是大日子，因為那天是第21 天，他母親還活

著，並且因為有天德玉師母禱告，求神差遣大能的天使去服

侍他母親。她真的跟惠國說，有兩個白衣人在她床邊微笑的

望著她，哈利路亞! 祂是獨行奇事的神。(詳情見惠國的見證「

祂掌管生命」)

 3月28 日，當我們正唱「用愛充滿我，來自天上的愛」時，

學娟學妹衝口而出，大叫「阿爸」，天父的愛在剎時間，臨

到每一個人身上，有一份獨特的愛，一家人的親密感覺，就

在我們中間流動著。

 4月7日是第39個晚上，耶穌的同在，好甜蜜，好甜蜜，我們

覺得自己像新婦一般地被愛著，而且神似乎告訴我們，祂也

享愛與我們的同在，聚會真的有一種欲罷不能的感覺，ㄧ延

再延，幾乎到了11點鐘。我們在回家的路上，德玉跟我都沒

有說話，好像仍然沈浸在那個愛中，我們以往的經驗告訴我

們，這是參加完最棒的聚會之後的情況。回到家中，我們分

享心中的感受，都覺得這個晚上好像當我們要離開時，心中

仍覺得捨不得離開，而神對我們也有那種依依不捨的流連(lin-

ger on without any thought of leaving)。

 24小時禱告會，大專生時段，他們的主題是【申命記28:13

】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謹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隨從事奉別神，耶和華就必使你

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他們宣告，他們會是將來的領

袖，神會賜給他們七個作領袖的特質，他們不會是失落(lost)

的一代，相反的他們會是對神有著熱愛(Passion for Jesus)的一

代，哈利路亞，阿們!

 最後當24小時禱告會的最後一段將要開始時，我一踏入會

堂，我心裡就有個聲音說:「成了」，而就在這個時候，前

一段的帶領者，毛應清弟兄也宣告「成了」，我相信不是巧

合，我知道那個意思是，我們通過了四十一天，四十晚，及

最後24 小時的考驗，在「跟隨聖靈」這個方面，我們將進入

一個新的層面，神正要開始，要給我們教會有新的工作，而

我們「不要怕，只要信」就會讓祂作「成了」，就像最後的

一段的禱告時段，我們無所求，只是敬拜跟讚美神，在祂的

憐憫中，我們全都經歷了祂 的慈愛及恩典。

註: 2011年我們教會主日平均84個大人聚會，40晚禱告會每晚

平均19人參加，24 小時禱告會，則有145 人次參加，弟兄姊妹

們喜愛參加禱告會，這完全是神的恩典。

開車 在 路 上 ， 接 到 一 位 姊 妹 的 電

話，她的丈夫為一個重要決定禱

告了三次，答案似乎都同樣指向某一個

方向。但姊妹怕自己丈夫心有成見，希

望我為他們禱告，看看她丈夫的尋求是

否仍有己意的成分。  

 通常對於類似的事情，我都會有”干卿

底事”的想法.一個人如果宣稱這是神的

帶領，我都認為就應該相信對方的話。

除非當事人領受的與聖經的教導相去甚

遠，否則我們是誰，憑什麼去質疑別人

的領受呢?!但因這決定對他們將來有極大

的影響，我又與這姊妹是多年相熟的朋

友，知道她不是那種挑戰丈夫所作決定

的妻子，我就勉為其難的答應為這事禱

告看看。

阿們
陳德玉牧師

 掛了電話，一邊開車，開始方言禱告。

沒想到開不到一里路“祢的話是我腳前

的燈是我路上的光”就從我口中說出

來，但我問主:祢的話本來就是我們腳前

的燈，本來就是我們路上的光嘛!這是什

麼意思呢?或者這到底有沒有意思呢???  

  我又開始方言禱告，才一下口中唱出

一首我一點也不熟的歌，反覆出口的就

是: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我說:主阿，如果這是從祢來的答案，那

又是什麼意思呢?當時我就有一個想法

進到腦中:找出這歌除了阿們還說了什

麼，就會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回到家車一停好，衝進書房，打開電

腦，查到了這首歌，看到歌詞時我的下

巴差點掉下來，原來歌詞最後一部份正

是神給的清清楚楚的答案:

    阿們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一切應許，在基督裡，

    全都是「阿們」，

    我們的心，向著你，

    永遠說「阿們」。

  神知道這對夫婦心向著神，是從心裡

尋求神並向著神說阿們的人，無論神的

心意為何，在人看來多不合冝，但神的

心意正是他們誠心所願的。

  我瞪著電腦螢幕，心存敬畏的反覆唱

著這首歌，真願我自己的心也是如此地

向著神，以祂的心為心。 阿們! 阿們!

陳德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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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聖靈成事
徐永宙牧師

2011年7月11日當遊覽車駛向台灣彰化縣鹿港鎮的路上，我

回頭望向車中的這一批年青人，我的心中有個聲音提醒

我，要為他們迫切的禱告。這是在回台灣參加「Taiwan Advent 

2011」英語短宣營的第二個星期一的早上。前一個星期，我

們已經分別在彰化高工及鹿港高中舉行了第一期的英語營，

在隊員們彼此不熟，短劇劇本臨時還要改編，幾乎沒有時間

排演的情況下，顏士熲(John Yen)所帶的11C 小隊打了很漂亮

的一仗 (見John所寫的短宣見證 )，我參予在其中，我知道John

他們的努力，也看見他們在一起的晨禱，午禱，及晚上又要

改作業，又要備課的壓力 ── 這些凝聚了他們的向心力，也

激發了他們的潛能。他們知道是無法靠自己的力量及才能去

完成他們的託付，必須要靠聖靈方能成事，所以在每個早晨

的晨禱、靈修時間，其實是很容易帶領他們認真的尋求及倚

靠神的。在第二星期，已有了上個星期的經驗及信心，理應

更加士氣高昂才對，但是我這時感覺到的卻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第二星期鹿港兩個國中的人數(加起來超過七百人)非常的

多，必須要一個大隊才足以應付，所以11C併入了另外的一個

大隊中。總領隊張牧師告訴我，他們(另外的這個大隊)經歷

了比誰都困難的情況，上星期那個國中的教務主任，在每一

天早上要學生們先唸完了「閉心經」，才參加Advent 的英語

營 ── 這是一場真真實實的短兵相接的「屬靈爭戰」── 所

以最後他們的結果比較差一點，這造成了他們的士氣比較低

落。的確，我在早上要他們起床晨禱及靈修的時候就感覺到

了，只是那時全隊並沒有集合在一起，現在在遊覽車上，我

得鼓勵他們才行，否則就太遲了。我要他們忘記背後，不論

上星期是好或壞，我們現在要的是努力面前的，向著新的標

竿直跑，也要他們知道， 【撒迦利亞書4:6】 「萬軍之耶和華

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

事 。」越是在這個時候，我們越是要相信神，越是要倚靠聖

靈。我跟兩個隊媽帶領著為他們禱告。

 「牧師，那裏有一間教室，有一個老師在裏面打坐，並且在

唸經。」學生們才剛剛分發到每一間教室，開始上英文課，

我也才剛剛巡完教室，就聽到一位隊媽告訴我這個消息，我

跟另外的一位隊媽一起走過去看是怎麼一回事，結果發現，

是學校的另一個暑期輔導課，那位女老師在黑板上出完了作

業，要學生們做作業，她自己就在後面，燒香打坐，手上還

拿著佛珠、佛經在唸。哇!!  感謝主，我們已經先被張牧師提

醒了要注意「屬靈爭戰」，這下子可不會被莫名其妙的打個

措手不及了。好! 你在教室唸，我們就在走廊上唸聖經，你坐

著，我們就走著，繞著教室唸，像在打「耶利哥」城一樣。

接下來的四天每一天都一樣，但在星期二一大早，一位女隊

員的手腫了好大，送去急診，是在晚上睡覺時被不知名的毒

蟲咬了;  星期三，另一位女隊員發高燒，昏睡了一個早上，

無法當助教;  課堂上也因為學生的人數比較多，狀況也多，有

幾位隊員反應無法掌控教室的秩序;  這些都是第一星期沒有發

生的事。 我跟兩位隊媽就儘可能的鼓勵他們，與他們一同禱

告，並且持續守望，一直到星期四他們要帶領學生們回應神

的禱告為止。星期四的中午，當每個班級的結果出來時，我

看見許多隊員們臉上的訝異，及興奮的表情，他們不太能相

信，成果比上個星期好那麼多。

 星期五早上，我們一到學校，發現每個教室學生們都佈置

了，黑板上畫滿了學生們對老師(隊員)的感激的畫及話(這些

國中學生們真有創意)，還有各式各樣的卡片，小禮物── 

他們真正的回應這些小老師們的愛。然後我們也發現，那天

早上，那一位每天唸經的女老師，居然也沒有再唸了，她也

許只是習慣性的在星期五不唸經，但我們很清楚，是因為戰

爭已經結束了。當我們要離開這個國中時，好多的小朋友依

依不捨的抱著隊員們哭，彼此都哭紅了眼，最後還追著遊覽

車跑，叫著要老師們明年再來。在星期四之前，原來以為這

個國中會是我們成績最差的一個學校，因為我們發現校中有

從靈界來的敵擋的勢力，沒想到，結果卻是四個學校中最好

的，學生們最後跟老師的感情也是最深的，送給老師的禮物

也是最多的。我相信就是因為我們特別的，戰戰兢兢的在那

兒行走禱告，比在另三個學校 (台灣夏天真的很熱，所以只有

在教室中禱告，沒有行走) 更加的小心，更加的倚靠聖靈，聖

靈也就為我們成就一切，超過了所求所想的。真的，「屬靈

爭戰」就是這麼樣的真實。

短宣前的祝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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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底我哥哥得了急性白血病，經過診斷醫生說

唯一得痊癒的機會是做幹細胞移植。

 得知消息之後弟弟立刻就近驗血，一個禮拜之後報告出來，

他的血與哥哥的不相配。與此同時，我和在加拿大的妹妹，

分頭與各人的保險公司連絡。平常我投保的公司要求醫生必

須在24小時內回覆顧客的電郵，但這次我等了四天都沒等到

醫生的回覆。在加拿大的妹妹與她的保險公司連絡也不得要

領。

 為爭取時間，我打電話給在田納西州開業的醫生朋友，問他

可否開單讓我驗血，我願自付檢驗費用，他說這種特殊的血

液檢查，只有血液科或骨髓移植的醫生可以開檢驗單，但哥

哥在台灣，要那裡的醫療系統與我的保險公司對話，我還真

的不知該從何著手，何況已等了四天，我的醫生還沒給我任

何回覆呢!

    一月一日的主日崇拜，神給了我一篇信息:【詩篇 28:6,7】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為他聽了我懇求的聲音。耶和華是

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倚靠他就得幫助。  我知道這

是神給教會面對2012年的話，但完全沒想到我自己馬上就要

經歷它了. 

 那天我們服事完回到家已是晚上十點半，看到電話閃著留言

哈利路亞，祢真實奇妙!

陳德玉牧師

的信號，原來是一位搬離亞特蘭大已經七年的姊妹的留言。

她說有事請我幫忙，我立刻打電話給她，談完她的事，我才

想起以前她在這裡的工作，是專門化驗車禍器官捐贈配對

的，我就跟她提到我目前的困境，不知如何可以化驗到自己

的血液 ! 她一口答應幫我找以前的同事，結果兩天之後我就

能抽血檢驗了，是一位素昧平生的醫學院教授，免費為我安

排抽血檢驗，七天之後報告出爐，他親自將結果告訴我，我

的血液與哥哥的完全吻合，我可以成為他的幹細胞捐贈者。 

 這整件事情得以順利進行，確實是神聽了我們懇求的聲音，

這位已經超過六年沒跟我連絡的姊妹，竟然就在我一籌莫展

的那幾天，打電話給我而且熱心為我連絡可以幫助我的人，

這實在是神的手在幕後運籌帷幄。我從其中體會到神對我們

家人的愛，祂能體恤我年邁的父母為兒子的病憂心，祂也知

道我哥哥聽到弟弟的血不相配時的失望，使人有盼望的神不

忍祂愛的人多受苦，就在最短的時間裡讓我們發現是有盼望

的，因為有可以移植的幹細胞。而我的幹細胞可以用豈不也

是神的恩典嗎?  早在多年以前，哥哥與我那未成形的體質祂

的眼早已看見了!!!!!

   我知道哥哥復原的路還漫長，但有神貼心的工作，我的心中

充滿著對神的愛與對哥哥終將得醫治的信心和盼望。

神奇的觸摸
陳德玉牧師

想著上帝的憐憫,   差遣祂的獨生子來到我的生命中,  “以馬內

利,   我主我王, 一生年日總在我身旁, …以馬內利,我要仰望…,

以馬內利,基督的愛…“  

   突然間,  好像有一個大吸塵器把我頭部所有的不適,   咻一下 

都吸走了.  這一切發生在瞬間,   一秒之前我還頭痛想吐,  一秒

之後我的身體好像被更新了似的,  剎那之間我神清氣爽精神百

倍!!!

    哇,“以馬內利,軟弱時更得著剛強…”奇妙的是 那天回家之

後, 我又恢復了倒頭就睡, 一覺到天亮的恩寵!!!

 “以馬內利, 基督的愛…“ 

( 註: 【馬太福音 1:23】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外子到台灣短宣,  我一連多日都在半夜醒來,   醒了之後

就再難入睡.   白天工作沒停,  晚上又睡不好,   這情形

持續了四五天之後,   一向倒頭就睡,   一覺到天亮的我開始感覺

招架不住,  渾身不舒服!

    那天早晨與協芳約好到教會禱告,   但是頭又昏又痛,   心裡想

是不是該跟她打電話取消早禱?!  但轉念一想,   就算不去禱告,  

頭部的昏沉與疼痛也不會好轉,  該做的還是去做吧!

    拖著疲憊的身體到了教會,   兩人就對坐開始禱告.   期間協芳

開始唱一首我從未聽過的詩歌:   “以馬內利,   基督的愛,  神所

應許的同在…”   我立刻被她的歌聲吸引,   似乎在她的歌聲裡

有某些難以言喻的美好.   她唱了幾遍就停下來了,    我內心禁

不住呼求:  “主啊,   感動她繼續唱吧!”   不會超過半分鐘,  她

又開口唱這首歌,   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我閉上眼睛默



7 感恩見證集

神将我的麻衣脱去披上喜乐
郭靖

在2011年6月26日周日的晚上，我偶然发现了在2008年下

载在MP3里有两位美国牧师的信息还没有听过，我便

开始听起来。信息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到了隔天的早上上班

开车的途中，我听到信息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是为因失去

亲人而悲伤的人得自由的祷告。信息中讲道：神做事的一个

原则是先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拔出死根、拆毁心思意念中坚固

营垒的工作。然后祂才可以在其上进行种植、建造的工作。

因此，为因失去亲人而对生活失去动力、目的和盼望的人的

祷告，是一个关键性、策略性的祷告。信息中光是祷告的部

分就有二十多分钟。大意是：恳求天父释放自由的灵将我们

从象监牢似的悲伤、绝望、痛苦中释放出来。求圣灵的风把

这些乌云吹散。接着两位牧师用祷告的方式讲出下面的预言

来。不要让悲伤再多一天地缠绕你。如果你的仇敌知道神国

的奥秘，它就不会来伤害你所爱的人。你必须明白天国的规

律。若你有一倍的损失，主就用七倍来补偿你。其中一个

让许多人得释放的重要真理是：你所爱的人的过世不是白白

的。他们就象种子落在了地土里，主现在开始收割从种子出

来的。这是一个大丰收，因一粒种子生出众多的子粒来。我

们必须相信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

道路。将自己的心思意念交给神，以至于神可以将祂的意念

显明。神正释放新鲜的启示。我们这一代人离我们的属天命

定只有一个启示之隔。只需一个启示，神就可以将基甸从一

个最软弱的人变为最伟大的勇士。神呼召祂的子民上到神的

启示之处，与祂同工，进入祂的计划与命定。

 这个祷告中所提到的正是我从我的男朋友在1996年因车祸

过世直到2011年这十五年来所经历的。我心里完全赞同，口

里说了很多次阿门。当我到公司以后，坐在电脑前要开始工

作时，我突然注意到我的双手上都有金粉，数量不是很多，

但足以引起我的注意。我知道金粉是神同在的一个标志。到

了周四晚上，我回想起金粉的事，我问神说这到底是为了什

么？我想到一位美国姐妹，她的丈夫因心脏病刚过世，也许

神要我用这个祷告来安慰她。我就花些时间将这段祷告剪辑

下来寄给了她。我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

     但神有更深一步的用意，一直到一周后，我才完全明白。

师母早就计划带同工们出游一次。原计划去Savannah，GA的

原始海岛。因Savannah比较远，至少要在那里过一夜，计划在

7月3日下午就要出发。不巧，7月3日是我在公司值班周的最

后一天，我是无法出城的。若接到公司的电话，我就要立刻

上网解决问题。因为那一周是美国国庆的长周末，与同事调

换值班时间是不大可能的。我就不打算参加同工出游了。谁

知，公司的一位同事家里临时有事，可以与我调换值班。后

来师母考虑到Savannah海岛可能不太适合有小孩子的同工们。

同工中一位弟兄推荐Helen，GA。大家都觉得不错。Helen离

Atlanta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可以当天去当天回来。最后

我们决定7月4日去Helen。

 没有别人知道Helen这个具有德国风格的小镇对我的意义。

它是一个充满回忆、独特的地方。我和男朋友认识三个

月，Helen是除了我们所在的大学城以外，我们唯一去旅游过

的地方。我们在Helen市中心拍了不少照片。在96年11月车祸

发生时，我的相机还完好地在车里，相机里面有一卷已经拍

完但还没有冲洗的胶卷。后来当我伤愈出院以后，我冲洗了

这卷照片，这成为唯一有他在内的收藏。对于重游Helen，我

以前从未想过。这一次我清楚地知道是神亲自带我去的。7月

4日在Helen的旅行中，我内心是十分平安的，没有一丝悲伤。

当我们从Helen往回走时，我坐在师母的车里。因游人多的缘

故，我们慢慢地驶过Helen市中心。印入我眼帘的是熟悉的街

景和商店，这些确实让我想起与我男朋友一起游玩的情景。

但这些回忆并没有把我带入悲伤里面。反而心里很平静，加

上师母的车里播放的敬拜赞美的诗歌，我充满了永生的盼

望。这跟我以前因看到凡是与我男朋友有关的景物，就感到

仿佛身上的每一个细胞被撕裂的那种揪心的伤痛截然不同。

   在那个时刻，我把一周前的金粉与Helen之行联系在一起

了。我沉浸在神高深奇妙的爱里。祂深知我心里每一个伤

痛。即使我自己因时间的关系而忘记了，但祂却是记得，并

定意要完成祂的医治。等时候到了，祂安排一切的环境，让

我亲身体会祂对我的身、心、灵完全的医治。这成为我属灵

生命中的一个新里程碑。后来, 我读到的耶利米书2:40-41『要

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必随着他们施恩, 并不离开他们, 且使他们

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 要尽心尽意,诚

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 』我想这是对我这次经历最好的总结. 

而我要用 【诗篇30：11-12 】作我的回应：『你已将我的哀哭

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

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

远！』

同工旅游於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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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1月1日新年教会的第一个

主日上，Gina姐妹上台分享了一

个她读完圣经利未记的见证。以前她认

为利未记都是旧约的律法，与现在我们

处在的新约时代无关。可是当她下定决

心去读的时候，神就使用利未记第一章

的头2节向她显现，对她的心说话，向

她启示耶稣基督这头被杀的羔羊所献上

的赎罪祭的意义。我听了以后很感动。

当时，我很快地浏览了一下利未记第一

章。这章里三节重复性的经文深深地抓

住我的心。它们在 【利未记 1：9，1：13

和1：17 】。其中都有类似的话：这是燔

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我后

来在启导本圣经中查到：“燔祭”的原

文有“上升”的意思，象征敬拜与祷告

随着馨香上达天父的含义。我忽然联想

到在2011年底，教会有跨年度倒数十天的

祷告会。在12月29日的祷告会上，我在异

象中看到教会中有一些燃烧着的蜡烛。

当时虽然看得清楚，却没有理解这些蜡

烛真正代表的意义。此时，当思想利未

记第一章时，我忽然醒悟，异象中的蜡

烛原来是象征燔祭（burnt offering）的意

思。在 【利未记1：9 】 【和1：13 】 

还提到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

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做燔祭的脏

腑，预表人的情感与意志，预表人的行

动。这蜡烛的异象大概可以解释为神在

教会中要兴起身、心、灵全然奉献的弟

兄姐妹。他们无私的生命象蜡烛一样照

亮别人，他们的敬拜与祷告象馨香的燔

祭一样，蒙神悦纳。

   在2011年年底期间，我在不知不觉中

经历了另一个光的启示。在2011年圣诞

节前几天，我满有兴致地在我家的大门

上挂上圣诞花环。与往年不同的是，我

特意又用一串小灯点缀门的四周及花环

的一圈。到了晚上，小灯开起来，非常

醒目、别致。而且天色越暗，灯光被衬

托得越明亮、美丽。在圣诞节期间来我

家小住的我的属灵的母亲Ros夸奖说：

我家是我住的整个社区灯光布置得最好

的一个。我为此感到挺骄傲的。可是不

久我就观察到，在白天，尤其是太阳高

照的时候，那一串小灯光就几乎不被人

注意到了。这让我想起 【启示录21：22-

25】的经文：『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

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

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

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

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

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

黑夜。』借着这串灯光的启示，神教导

我谦卑。在将要来的天国里，当神的羔

羊亲自为城的灯时，那些蜡烛光或那串

小灯光就完全消失在羔羊的大光中了。

我更明白 【林前13：8 】所指的：『先

知讲道之能终必归於无有；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於无有。』

  在天国降临，神的羔羊为城的灯之

前，现在我们处在越来越黑的世代中， 

【以赛亚书60：1-3 】是我们的激励。

弟兄姐妹，在2012年为主兴起发光吧！

光的启示
郭靖

兴起，发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

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

万民，

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

耀要现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要来就

你发现的光辉。

24小时祷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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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五月二十六号的晩上7点10分我和女儿平安抵达上

海。妈妈，弟弟还有弟媳一起去飞机场接我们，大家见面

十分开心，因为我们五年没有见面了。那天晩上我因为喜乐

和激动而失眠，加上第二天早上妈妈要去美国大使馆面试签

证，我有点担忧。虽然，我知道凡事都有主的旨意和美意，

但是我实在不希望看到妈妈再次被拒签。（第一次妈妈是和

爸爸一起去面试的，但是被拒签了。）

 第二天早上5点多一点我就起来了，接着妈妈和女儿也相继

起来。因为从昨晚起心中就有一种迫切要为妈妈的面试祷

告。所以在梳洗完毕后，我就和女儿一起来为妈妈祷告，求

主耶稣来帮助妈妈顺利的拿到美国签证。我看妈妈也愿意的

样子，于是我拉起妈妈和女儿的手开始祷告。“亲爱的主耶

稣，谢谢你的保守使我们平安到达中国，也谢谢你的爱使我

们再次见到妈妈，弟弟，弟妹。主啊我们现在同心合意将妈

妈今天面试的事完全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在这件事上

掌权，求主安排一个基督徒的面试官，合神心意的人来面试

妈妈。也求主帮助妈妈在那面试官面前能有平安而不紧张，

可以正确回答每个问题。主啊，你是一个有恩典和慈爱的

神，你是爱妈妈的神，相信你一定会在这件事上掌权。祷告

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妈妈面试时间是11点，我们7点就来到大使馆，已经有很多

人在排队。我问门口警卫，11点的面试，现在可以排队吗？

他说可以，没有时间限制的。于是妈妈开始排队，进去时大

概9点钟，我原本以为自己是美国籍，可以和妈妈一起进去，

结果门卫没有让我进去。妈妈开始紧张，可是她又不得不自

己进去。还好，前晚我已向妈妈交待了所有的资料。一切都

准备好了，妈妈说，”就看老天爷的了。”其实，老天爷就

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 耶和华， 只是妈妈还不认识他。

    我们紧张地在外面等待着，担心妈妈不能应付，毕竟妈妈

是那种足不出户的人。在等待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被拒签

的人陆续出来，看到他们满脸失望的表情，我就不住祷告，

但愿妈妈出来时不是带着失望的表情。不知过了多久，妈妈

出来了，她脸上写满焦虑和慌张，我们一起迎上去，问她怎

么了，她着急地说：“他们不让我带这个公文包进去，叫我

把它拿到外面寄放，所以我就出来了”。噢，我们每个人都

松了一口气。妈妈把公交包给了我们后就再次要进去了，可

是她因为过度紧张不知该从哪里进去。于是我们把她带到前

门向门卫解释，门卫就让妈妈进去了。这时弟弟说: “姐你陪

妈进去吧，妈妈进了里面也不知道往哪里走”。门卫听到了

就看着我说: “我记得你是美国公民，你可以陪你妈进去吧”

。感谢上帝！这次门卫的心一定是被圣灵感动了，才同意让

我陪妈妈进去。

 妈妈再次来到了第一个窗口，工作人员就让他进去，但却

阻止了我。那人说我进去了反而会影响妈妈拿签证，但是他

说我可以把我的护照给妈妈，这样对她会有帮助的。我再一

次到外面等候着。等待期间，又有很多失望的面孔出来，偶

尔也有面带笑容的。我就不停地祷告，交托，仰望。。。终

于，妈妈出来了，是带着释放的笑容。我们迎上去妈妈就告

诉我们，她通过了，面试官员说他们会将护照和签证寄给妈

妈的。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这真是太棒了 。

   后来才从妈妈的叙述中得知详情。妈妈进去时，第一手续

要做的是填表格，妈妈不识几个字，写字就别提了。早晨和

妈妈一起在外面排队的里面有一对年老的夫妻，他们刚好在

妈妈后面。在填表格时，他们因为没有笔所以就填不了表

格。而妈妈有笔却不会填。所以妈妈就把笔给那夫妻先填，

然后又请他们帮忙填自己的。感谢上帝！先前在妈妈出来将

公文包交给我们时，我就觉得她可能需要用笔，所以就从公

文包里把它拿出来放在妈妈的口袋里，没想到这支笔帮她解

决了第一个难关。等到面对面试官时，面试官就问了妈妈几

个问题，妈妈也如实回答。然后他看到妈妈手里有一本美国

护照就问：“那护照是谁的”？妈妈说：“是我女儿的”于

是，妈妈就把我的护照给他看了。面试官在电脑上输入我的

名字，然后对妈妈说：“你通过了，我会将你的护照和签证

寄到你家的”。

 感谢赞美主！事后妈妈一直说:“这一切就是老天爷的安排

啊”。

  因着主的恩典，很快妈妈就来美国和我们一起住了三个月。 

8月30日在师母的带领下，妈妈决志信主了。感谢神！神是真

实的， 是永远听祷告的神。

签证面试经历主的真实
 黄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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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 马太福音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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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刚开始时，我再次对自己

反思和省察，发现自己在过去的

一年里欠主的实在太多。

 也许在別人眼里，我是一个成熟的基

督徒，每个礼拜天都会去参加教会主日

崇拜和小组查经聚会，也参加服侍儿童

主日学的事工。另外，我会在QQ上向

一些孤独忧伤的人传福音，告诉他们耶

稣是何等爱他们。但在灵里我知道自己

是一个不发芽的枝子，在灵里我知道自

己失去了与主的连接，也失去了与主亲

密的关系。我发现自己读经少了，祷告

少了，灵修也少了。忽然之间，我看到

自己犹如一只瞎眼又迷失的羊掉进了漆

黑的悬崖深谷，却怎么也抓不到耶稣的

手。。。我茫然了，我恐惧了，我开始

怀疑，主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感觉

不到你在我的生命里？

     经过反思和省察后，我知道是罪使得

我这个枝子与主断开了。我在忙碌的日

常生活中乱了优先的次序，我体贴肉体

过于灵里的滋润，我想做主的仆人去服

侍別人却害怕被人利用，我看到小孩子

没礼貌没规矩时，我开始在心里论断他

们的父母，我体贴自己的父母过于丈夫

的父母，我原谅別人多次却不是70个7

次。。。 诸多的罪性在我里面，就算花

一整天也无法全部列出来。这就是我，

一个肉体心灵都软弱的我，一个自己都

觉得不可爱的我，主还会爱我吗？

    虽然，圣经里有好多伟人也曾软弱过。

像摩西击打磐石二次，违反上帝命令，

还有大卫因贪恋美色而犯下杀人罪，再

有彼得见耶稣被抓后三次不认主。。。

后来他们都因认罪悔改而被神原谅且大

大使用。但是，我是谁？我算什么？我

作为一个不显眼，不为人知的女人，我

算什么？

     然而， 【哥林多前书 6:20 】：＂因为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

子上荣耀神。＂

 哦！ 主啊。。。。。。 

我算什么，你竟将我从淤泥中捧起，

使得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

我算什么，你竟将我从万人中拣选，

使得我有尊贵公主之身份。

我算什么，你竟为我甘愿被钉十架，

将我从罪魁之手重价赎回。

我算什么，你竟为我流出所有宝血，

将我深厚的罪孽洗除洁净。

我算什么，你竟赐保惠师与我同行，

无论我处在高山或是低谷。

我算什么，你竟降下圣灵永住我心，

带领我走这充满恩典之路。

主啊，我纵然不好，可你依然爱我。

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我愿意再次降

服在你的权柄之下，被你洁净，被你

更新。我需要你伸出大能的手将我再次

托起，重新与你连接，好让我重新感受

从你而来的生命力，好让我可以发芽、

开花、结果，不隨我的意念，但隨你的

意念。

我纵然不好，主依然爱我
黄友琴

神用实践教导真理
李芬清

在2011年感恩节特会里，刘家山牧师讲道中有两句真理的话语抓住我的心。

一句是“合一带下权柄，”另一句是“自己不工作，让神来工作。”当我

听到“自己不工作，让神来工作”时，我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

 到了特会结束，我开车载着先生和女儿回家。突然间，女儿发现被单没拿，当

下就放声大哭。她聼不进去我的安慰，我也分了心，差点闯红灯。我先生看到这

样的情形就开始对女儿生气。我对他说：“算了，让她哭，我们一起祷告。”我

一边开车，一边与他手拉手祷告。我说：“主啊，请你来安慰她，让她不要再哭

了。”祷告完还不到几秒鐘，她的哭声就停了，真是又快，又见效。突然间主开

我的心窍，我明白“自己不工作，让神来工作”的意思是自己的心思意念不工作,

让神亲自来引导。“合一带下权柄”的意思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让神亲自来

动工，就结出权柄的果子。等我们回到家打开行李包，才发现那被单就在里面。

我门都记不得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原来是虚惊一场。

    过了一个礼拜，我和姐妹们分享这被单的事，被我女儿听到，让他不开心。后来

她想了想说：“妈咪，其实我没有这麽喜欢这被单。从特会结束到现在我都没用

它呢。我也不知道那天我为什么大哭。想起来就好笑。”我非常感谢主的幽默和

智慧，借著这件生活中的小事教导我这两个宝贵的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真使我难忘！

友琴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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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生和我都没读什么书，但神

的应许是恩典够我们用的。当

我为是否报名《清泉课程》而心中挣扎

时，神让我看到《跨入属神的新机》的

DVD，神借着它开我心窍，使我领受到

几句话。

第一：神的工作是有顺序和原则。只要

把自己放在高处随着圣灵水向下滑，就

不难了。

第二：不要再把神束缚在一个盒子里

面。要打开来才可以把神的大能释放出

来，让神在生命中作工。

第三：要向马利亚学习，把自己珍贵的

玉瓶打破，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就是这三句话使我心里阻拦与挣扎化成

乌有。我就决定报名参加清泉课程。到

了第二礼拜师母鼓励我先生也报名，我

很惊奇他竟然接受报名。报名后，我们

讲起这事。我说：“你不认字，怎么读

啊？”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我

们为这事祷告三天。其中他说了一句非

常有智慧的话，他说，“若害怕，就不

要参加；若参加，神就会帮助。”当他

说这话时，我很惊讶。我心想：“今天

他怎么这么聪明？”到第三天神借着圣

经向我们说话了。智慧人不可夸耀自己

的智慧，夸口的却要因了解我、认识我

而夸口。我必惩罚所有只在身体受过割

礼，内心却未受割礼的。【耶利米书 9

：23-25节】 这经文，给我很大的鼓励，

担心、害怕就因此消失了。我就对先生

说：“父神是不看我们外表与知识的。

祂是看我们的心思是否真正地爱祂，是

否真的认识祂。”我们俩就凭着祂的应

许准备去上课。

  第一堂课後，我先生有退学的意念。

我用神的应许来鼓励他，他就接受了，

也愿意顺服神，就这样断断续续。到有

一个礼拜日，牧师呼召说：“如果有人

还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请上来我们为你

们祷告。”当时我先生也上去了。就从

那祷告开始，主每天向他说一句话。

第一天 

神向他说：现在你对我的心意一无所

知。但你知道我爱你，我所做的都是为

你好。你一定会得到祝福，【罗马书 8

：28 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

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第二天	 你是有基督的心

现在你已经做了一个确切的决定。要选

择正确的思想，就必须开始像祂一样

地去思想。现在你可能会想，那是不

可能，耶稣是完美的，我的想法绝对

不可能像祂一样。【以西结 36：26-27 

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

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

肉身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

（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

章。” 

第三天	 不容许任何摇摆

【雅各书 1：5-7 节】“你若有缺少智

慧，应当求那厚赐与群人也不斥责的

神，祂就必赐给你。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像海中的

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

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
李连新
李芬清

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第四天	 要有神爱我的思想

【约一 4：16节】“神爱我的心，我也

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

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里面。”你

必须思想我与你同在，我的爱也是如

此。如果你从来不默想我的爱，你就无

法经历我爱你。

第五天	 随时为每件事感恩

【弗 5：18-20】“不要醉酒，酒能使人

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

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

主。凡事要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

神。”

 神开始奇妙地带领我先生领受祂的真

理与应许。他也顺服于神，与神配合。

他在11月份感恩节退休会里的3天，每

一天早晨都到Simpson Wood祷告迷宫，

跪在那里祷告。要倒空他自己心思意

念，来领受神的教导……。神感动他要

敬拜、赞美祂。他打开圣经读到的都是

说：要敬拜、赞美耶和华。神还感动他

读诗篇，他就唱出来，比读的还好。过

了几天后，圣灵带他用心灵与跳舞来敬

拜主。又过了几天，神赐给他一口流利

的方言，说出来的象闪电式快速流利的

语言。从那时开始，他每一天清晨与父

神谈话，被圣灵充满，方言祷告，唱灵

歌。现在我们俩每一天晚上都欢歌跳舞

敬拜我们的主。

  感谢主，祂是公义慈爱的父神，他给

每一个儿女预备好了美好的礼物与祝

福。

李连新＆李芬清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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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我的先生永年发现牙龈腐烂，医生建议开刀。儿

子有方回来劝爸爸做手术，并说他要负担手术费用，后

来因永年不愿意而作罢。我坚持为永年得医治祷告。到2012

年再次检查，医生竟发现没有问题了。感谢主，他得着医治

了。慈爱的父神也回应了有方的孝心。有方并没有自己去找

工作，新的工作机会就临到了他，而且加了永年手术费用10

倍的薪资。当被问到是否要接受这个工作时，有方说他要考

虑看看。赞美主，我的儿子没有贪婪的心。喜乐的灵在我心

中涌流，神的爱一直浇灌着。

 在2011年感恩节的前一个礼拜，我心里有感动要去感谢我的

朋友和家人，与他们分享神的爱和恩典。我想到要去感谢的

是我的小婶春梅。她在我来美国时，带我去教会认识朋友。

我现在知道，是神使用她引我到教会。所以我才得到这么好

的礼物—认识主耶稣基督。礼拜天聚会师母也讲要感恩，要

去感谢所有的家人。我更受激励。我心里想去感谢的还有二

弟。他怕我传福音给他，平常不爱接我的电话，可是这一次

当我的感谢一出口，二弟则笑着带着关怀的口气回应我。我

感受到这就是爱。爱就是要流露出去的。

 2011年11月14日我清晨起来，“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这句话很清楚地印在脑海里。我告诉我的小组长，她说要

赶紧除掉这个毒钩。我打开圣经【歌林多前書15：56】：“

死的毒钩就是罪。……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

胜！”当时我还并不明白死亡的毒钩在哪里。

 2012年初，因着我的一个经历，来美期间往事历历在目地呈

现出来。我想着想着气就上来。正巧，小组长借给我听Mike 

Bickle牧师的CD里面有一个信息，教我怎样来对付这个毒钩。

原来就是当有怒气的时候，我要转向神，注视着祂说：『我

向着罪是死的，我向着神是活的。谢谢主，我向你支取你应

许给我的和平的果子。』我这样做心里就有平安，这怨气就

走了。神借这个方式，一一拔掉了我的毒钩。当我听一张音

乐CD《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时，里面有一首诗歌也唱到

毒钩已瓦解，阴间的门户也已瓦解了。我好兴奋，我真的能

靠主过得胜的日子，得了释放与真自由了！

 从此，我有更深的渴望生命得到突破，让主更深地在我心灵

里做更新、转化的工作。喜乐的果子栽种在我的里面。我的

心非常想唱歌，非常想跳舞，常常喜笑不停。有一次虽听到

开门声，知道是先生回来了，我也顾不得理，仍然沉浸在神

神是爱、喜乐、和平

的爱里。因神是爱，没有人可以隔绝的。

 某次我在梦中看到一群小鸟排成了弓字形在空中飞舞。几

天以后又梦到与师母一起跳舞，跳啊跳的，我离了地继续婆

娑起舞着。醒来后，想起有一首诗歌说：『小鸟在空中飞

舞，…把我的心胸打开。』这就是几天前梦的答案：因向着

主敞开自己的心而得着在主里面的完全自由。

   再过了几天，我又做一梦。梦中看到有两个人，其中一位是

我的先生永年。他是笑着，拍着手。我想这一幕印证了牧师

在今年1月8日为我祷告时宣告的神的应许：『一人得救，全

家必得救。』我更加确信，永年和我其他的家人，必很快得

救，成为蒙恩的儿女。因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权柄，

颁行最快。

 

陈素兰

我先生是在2011年感恩节期间开始腰痛的。痛了两个星

期，而且越来越痛。他看完中医回来，觉得一点都

没得到帮助，就做了一个决定说：“今天下班后，我要敬拜

主，让祂来医治我的腰痛。”就这样，他回到家，吃过饭洗

好澡，开始随着音乐敬拜。不一会儿，我看见他已经很投入

地被圣灵带领着跳起舞来。我也赶紧加入。他敬拜时很尽情

尽力，又跳又扭动身体。我和他大约跳了一个小时，他的腰

竟都不痛。最后，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喜乐。我觉得这好象是

父神给我们这样敬拜的礼品——祂赐下喜乐的灵给我们。这

是在我们家里开始的第一次这样的敬拜，实在是太美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一连七天的跳舞敬拜。一周下来以后，

他的腰一点儿也不痛了。赞美主！因此我更加体会到约翰福

音里所说的：神是灵，要用诚实和心灵来敬拜祂。用真诚的

心，花多点时间来更加认识祂。当我们越认识他，就会越来

越爱上祂。

在敬拜中腰痛得医治
李连新
李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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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旅
林学娟

年初神感动我要去西藏行走禱告，趁著暑假帶兒女回中

国去看父母和公婆之便，我到了西藏。

我有一位表姐這些年在西藏做生意，我们有21年没有见面，

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在那裡他提供了我所有吃住，並且安

排我叁加了西藏一日遊。

    出遊的那天，我感受到神的灵与我同在，我一路都轻轻的

方言祷告，因為我不是来观光的。當我们來到西藏最高的布

达拉宫要爬13层楼梯，我本来就有高原反应，走到第三层楼

就走不动了。同行的人看到我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要我

留在那里等。我心里祷告神：『如果你要我上去就给力量，

是你去不是我去，你要做你想要做的工。』忽然之间我身上

有了超自然的力量，氣不喘了，信心来了，体力也恢复了，

使我能一路走到最高處，並且不停的禱告，求神拆毀撒旦的

謊言，將善男信女的眼睛打開得以認識真神。西藏的百姓多

年来穷苦，但是敬拜的偶像全都是純金打造的，我看了心里

实在很难过。

    到了晚上在旅馆里，我因高山症头劇痛，好不容易睡著

了，半夜突然惊醒，我感受到一股極強烈的恐懼，似乎懼怕

的靈就在我的房間裡。我心中祷告：『神你快来我的信心不

够，求你来争战，让我睡觉吧。』很快我就睡著了，睡梦中

我看见非常有力的手打在最高的山，这个山被打的粉碎，我

在梦中听到大雷声。第二天一早我將夢境告訴表姊，表姊说

西藏很少打雷，十年我都没聽見雷聲。隔天下午4点钟左右外

面真的打雷了，打了两个小时却没有下雨。我知道是神回应

人的祷告。

    谢谢弟兄姐妹的代祷使我平安的回来。神的意念高过人的

意念，我回來之後，發現以前會讓我害怕的東西，因着西藏

之行，神完全的释放我。 正如神的話說-------【雅各書4:7】 

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神释放我得自由

2011年11月中旬，我去洛杉矶参加遇见神营会。我与一位女

牧师、一位姐妹同住。她们为我祷告，这个晚上，我睡得

特别香甜，几个礼拜没有这样睡了。

 第二天，听完信息后，我被按手祷告倒在地上大哭，神大

大释放了我，并赐给我新方言，我就开口讲了很多，似乎要

把心里的话全部讲出来。第三天是受洗的日子。神对我说：

恭喜你，海燕。我看到异象：眼前有一位穿白衣的人张开双

手，我灵里知道这是耶稣。从洛杉矶回程的机票原定在下

午，因为受洗延迟了行程，必须换机票。我一边等机票一边

祷告，神很奇妙地为我安排一位大陆同胞帮我去查问座位，

因我不会英文。快登机时，终于有座位了！感谢上帝。

参加完营会回來几天後又去参加教會的感恩节特会。当大家

一起敬拜时，我感到自己成了新人。在特会中操练宣告神的

话，我宣告：『我是海燕，我受造奇妙可畏。』但是我的脚

步沈重，走不下

去。师母就来扶

着 我 ， 为 我 祷

告。终于我再次

宣告，并一步一

步走向前方的姐

妹，我再次得到

释放。

 星期一我回去上班。工作一天后回到家里，虽然身体很疲

累，但心中非常喜乐。女儿看到我的改变，有点不敢相信。

我告诉她神改变了我，过去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是一个新

人。

李海燕

林学娟姊妹

海燕姊妹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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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淸泉课程中学习了很多，这个课程教导我们，面对

神的光照，要悔改弃絶旧我，神就来恢复我扪与祂的

关系。当我学着一直不断悔改，神就不断的光照我，让我看

到自己里面的黑暗。我对儿子子贤有很多的不顺眼，经常把

他跟別的孩子做比较。我的眼晴被神打开後，看到自己的管

教方式不对，都是我的问题。

 早晨子贤去上学，都是要拉着去的。有一天校车快要开走

了，他就是躺在地上不愿去上学。我气得说不出话来，用很

凶的眼神对他说：『走！回家！』，我心里想回去要好好地

打他一顿。回到家，我正準備去打骂他，突然脑里想起清泉

课程。我就呼求神来帮助改变我：『神啊，你现在要我讲生

命的话语，我真的说不出来，我承认自己没有爱，求你给我

力量给我爱孩子的心。』在神面前安静一会儿，就開車送他

去学校。到了校门口，他一直看着我哭，好像希望看到妈妈

说些好听的话。下車後他拍着玻璃窗叫妈妈，妈妈！我看着

孩子就想到如果我到天父面前哭，他一定会抱我，鼓励我安

慰我。我就把车窗打开，跟他说：『子贤妈妈爱你，快去上

学吧!』 老师就拉他

进去了。回家的路

上，想到子贤从中国回到美国快二年了，我都没有对他说过

我爱他。我在神面前痛哭悔改，神的爱就充满医治我。

    我发现我的管教方式像極了我的父母，学习淸泉课才知道

是学习上一代的管教方式。当我转向神时，毎一天都悔改，

我的行为也改变了。有一天我和几个姐妹在一起吃饭，子䝨

把可乐倒了满桌。以前我一定会骂他，但是那天我没有發怒

还笑着对他说：『子贤你好厉害喔！你看怎么办，快点帮忙

把纸拿来一起擦干净』，他竟然说:『妈妈对不起。』感谢神

借着孩子让我看到，这个黑暗一直在我里面，没有被改过。

    在清泉退修会中，我原本以为自己早饶恕过去的事了，神

让我想起以前父母说过伤害我的话，还有一些我不饶恕父母

的事情。神让我从心深处释放出来，心里说：『爸爸，妈妈

我愿谅你们』我知道父母也有他们的过去，我们全家都要被

神医治，得释放，得自由。我抱着牧师当爸爸大哭，感觉爸

爸对我说：孩子我爱你。神的爱就一直的流向我。

神的光照和医治

陈协芳

老公信主

我为先生的信主已祷告了很久，但

是每次跟他分享福音，我都说不

过他的道裡，我只能把這件事带到神面

前祷告，神有他的时间，神也知道他毎

一个儿女的脾气，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今年十一月七日早晨我老公被移民局的

人抓走了，当时我正在教会上清泉课，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里很困惑，我这

么爱神，神怎麽没有保护我。当师母为

我祷告後，神的同在和平安包围着我，

让我知道事情发生都有神的美意，这时

我想起了前一个礼拜做的梦，在梦里我

和老公分开了，有相思之苦，这是神对

我的提醒。

  老公被关的一个半月期间，我的生活很

混乱，因为我很倚赖他，家里的帐单都

是他负责的，他不在家後我才知道他的

重要，知道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也能

体谅姐妹们老公不在的感受，这是神要

我学的功课。感谢主的恩典够用，日子

如何，力量也如何，每一天来到主面前

得力量和安慰，神就把我的重担拿走，

留下平安给我。当我更靠近神更多的祷

告，环境没改变，我的心态改变了，

害怕没有了。我知道我的帮助是从神而

来。毎当老公打电话回来想安慰我的时

候，我已经先在神里面得安慰了，这些

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他都感受到了。

 當我向他说『只有神可以帮助你，向

他祷告吧，看看圣经吧，神是又真又活

的在我们当中，我这么爱你难道会害你

吗？』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他都

静静的听，也让我在电话里开口为他祷

告。以前都是他睡觉了我才敢为他按手

陈协芳

祷告，因为他会说我神精病走火入魔，

我只好为他所说的话悔改，请求神赦免

他怜悯他。后来毎一次通话中我都会问

他圣经看到哪了，他会说看到那一卷那

一章。有一天我的心情不好，刚好他打

电话来，還鼓勵我说，『在指望中要喜

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我好开心他用圣经的话来安慰我，也是

神借着他对我说话。

 有一天神让我在梦里看到老公回来，

几天后他真的回来了，他自己都不敢相

信这么快，因为他关在里面看到很多人

最少都要关三个月，最多還有关六到九

个月的，连律师都说他是最快被释放的

一个。回家的第一个主日他就和我一起

去教会，那天牧师带領他做决志信主的

祷告，感谢主，一人得救全家都要得

救，这是神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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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是我患難的日子。 因我為

沒有身分的人介紹了工作，工作場

所被政府查封，還要判刑入獄。突然來

的災難，讓我跌入谷底。我無數次問神

為什麼，難道只因為對法律的無知就落

入這樣的不幸嗎? 多日與神辯論。後來

我得了極嚴重的憂鬱症。政府還安排我

去看心理醫生，並請師母來幫助我與醫

生之間的溝通。神也興起不同的姐妹幫

助我，關心我，用神的話語激勵我，陪

我直到去服刑的那天。 

  2011年4月13日 我到了西維尼亞的女

子監獄服刑。進入監獄的環境，特別是

言語上的困難，還有必須用藥物來控制

我的身體機能，我整個人就瘦得不成

人樣。看我這樣，我想天父祂比我更心

疼。有一天，聖靈在我的耳邊告訴我，

『停掉藥，把藥停掉。』，經過幾天的

掙扎，我決定停藥。就從停了藥開始，

身體漸漸恢復到跟以前一樣，整個人好

像從惡夢中醒過來 。每天平安喜樂充滿

我心，被神愛的包圍的幸福真是任何事

物都無法代替的滿足。直到現在我都驚

奇神如此奇妙的醫治，所有的藥物停掉

反而身體越來越好。

  監獄在世人看來是倒楣的地方，神卻把

祂的大愛恩典行在獄中。我在裡面的生

活，就是每天被安排去上英文課，其他

時間段練身體，非常有規律，使我深深

感受到，真正的監獄並不可怕，最可怕

的是活在自己內心，被捆綁的監獄裡。

在獄中政府安排我學了幫人找工作和去

找工作應該有的合法程序。

 經過司法的審判定罪服刑以及獄中的

再教育這一切，我不再問神為什麼反而

心深感嘆，『主阿，祢不也是如此公

義，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讓我啞口無

言，甘心受罰而服刑。哈利路亞!。』

    在獄中，一封封弟兄姐妹愛心的來信

，以及牧者深切的教導問候和神話語的

鼓勵，使我內心的力量更加堅強起來。

我相信苦難背後有神莫大的祝福，感謝

神給我這樣的經歷，並帶我衝過人生中

的層層風浪。我要一生跟隨祂的腳步，

直到見主面。

主把大愛藏在患難中
傅愛琳

我从小是在奶奶的身边长大的，我感觉自己是不被爱

的。就算有时候去父母那里，也没有一家人幸福的感

觉。我爸妈在外婆的村里开小店，寄人篱下受了不少欺负。

从小我就很讨厌那些欺负我们的人。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除了钱还是钱，就算再亲的人没有钱也都

是假的。在我15岁的时候来到了美国，我发誓努力赚钱让家

里人过上好日子。可是我发觉我妈除了关心我会寄多少钱回

去，别的她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就像她的赚钱工具。

  我对这个世界完全失望了。似乎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每

个人都想利用我。我发誓再也不相信别人，也不让别人伤害

我。心里生气、愤怒、仇恨；同时我也很自卑。看到那些不

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拥有一切的人，我会无法控制地嫉妒他

们。就算后来信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无法敞开自己的心。

我相信有神，也相信神爱人，但却不包括我。 

 在清泉特会的聚会里，当讲员讲到拉撒路复活从坟墓里走出

来的时候，神突然让我明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关在

过去受伤害的坟墓里不出来。耶稣说：外面的黑暗不可怕，

如果连里面都黑暗了那才可怕。里面都黑暗了，那黑暗是多

么的大，会让人看不到人生一点的盼望。只有放开以前的一

切，饶恕曾伤害我的人，我才能从黑暗的坟墓里走出来。神

要我放手把一切都交给祂，祂要用祂的爱来医治释放我。

 在做迈出坟墓的先知性行动时，我感觉神牵着我走了出来。

当做揭开裹尸布的动作时，我真的感觉眼前一亮，感觉四周

都是神的爱，所有人都是那么的可爱，很喜乐很轻松，感觉

身上挪开了一块大石头。神也让我看到原来有那么多人爱

我。神也教会我要敞开自己的心，真正地去关爱身边的人，

让我明白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祂永不会离弃我。

 若是你和我有相似的遭遇，一定要相信神，把这一切带到

神的面前，祂必作工。敞开自己，去饶恕那些曾伤害過你的

人。神是信实的，祂一定会医治和释放我们的。

走出坟墓
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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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中国北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无神论，只相信科

学，相信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教育方式让我坚信这个

世界上没有鬼怪，没有神！有时候甚至很骄傲，自恃自己是

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一些解释

不清楚的东西越来越好奇！为什么算命先生可以说出你的过

去和将来，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现所谓的“鬼附身 ”。为什么

中国会有那么多的人拜偶像，他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多好

多的为什么一直在自己的脑中，没有答案。就连家中的妈妈

也跪拜偶像，还要让我一起跪拜。我有时候也会求上几句希

望偶像会成全。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成就的，母亲拜了十

几年，可是她仍然受着这世上的各种苦，婚姻的不幸，金钱

的损失，身体的不适。虽然她一直坚信善有善报，可是她面

对的卻是伤痕累累的记忆！

    我是以留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可是我家的经济条件不能供

给我在美国读书！我只是来这边讨生活，希望改变自己家里

的经济状况。可是神卻在我未曾认识祂之前，为我开辟了靠

近祂认识祂的恩典之路。让我从一个抗拒祂不承认祂的人，

变成了一个从心底里愿意降服在祂面前的信徒。

 起初朋友告诉我，多多去教会可以办理宗教庇护拿到美国

合法的身份。基於孝顺信仰佛教的母亲的缘故，我暗自下定

决心，一但身份通过，就再也不接触基督教了，拿到身份之

後只要在美国好好的拼搏，多赚点钱孝顺父母，同时为自己

的将来铺设道路，其他都不重要！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开始

进入教会，但每每参加完聚会之后，我的内心就会有一点点

的变化。我会对牧师讲的道很好奇，弟兄姐妹对我的关心，

让我体会到家的温暖，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开始喜欢唱

赞美诗，喜欢敬拜！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语言又不

通，本来应该是很受压很痛苦的，可是在教会里我有着说不

出的平安。

 在2011年的8月份，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愿与祂同

死，同活。圣经上说道【马太福音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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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以赛亚书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

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

亚书41:10】你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

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每天我就不断的翻看这些话语，默默的祷告，虽然

当时的信心很小，可是父垂听了，并且为我铺设了生活的道

路！我在美国顺利的拿到了身份，找到了可以维持生计的工

作，靠着神的祝福，身材小小的我（90磅）帮人家做足底按

摩，没有因为我力气小，客人就不喜欢我。在别人眼里，我

是个幸运儿，可我深知这是主对我的保守看护。

 起初，觉得这个工作好像低人一等，抬不起头。甚至别人

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都不愿意讲。后来与师母和其他弟兄

姐妹祷告后，我得到了大大的释放。我如同一个与家人失散

多年的孩子，突然被他的家人寻找到，得到了无穷的爱和温

暖。主的爱一直伴着我，没有离弃我，也不曾嫌弃过我。父

说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伟大的创

造，将来必有不同的服事，并且我们会在基督里合一。我心

中有平安，不必担心未来，不用恐惧。这属天的福气是这世

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换的。我愿走这天父为我设立的恩典之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张莹

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餐馆里特别的忙，忙得无法停下

来。忽然之间我的胃很疼，疼得我都快站不住了，

可怎么办呢？我只好伏在一旁，心里向神祷告。我说：“神

啊，求祢医治我，这个时候只有祢可以帮我，这么多的活要

做，我不可以倒下去。”

我 伏 在 那 里 2 分 钟 左 右 ，

我的胃痛消失了。心里好

像注入了另一股力量，让

我充满了活力，完全没有

因为忙而觉得有任何的疲

乏。感谢赞美主，祂是我

随时的帮助。

神是我随时的帮助
柯雅仙

柯雅仙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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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又是神讓我豐富地經歷祂信實

的一年。

 2011年4月13日母親在台灣板橋家中病

危， 在亞東醫院過世。母親從2009年9月

檢查出患大腸癌第四期以來，在化療的

過程中與我們幾個小孩一起經歷神如何

塑造並恢復她的生命，好讓她回轉到主

的面前。

 母親年輕時也去過教會，應該也受了

洗。但多年來在台灣的工商社會中離開

了神，在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上一路走

過來，有許多的遺憾與無奈。被檢查出

患第四期大腸癌對她是一大打擊，突然

間她了解到人對肉身的生命是多麼的無

力。我和大姐是四個小孩中的基督徒，

神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要把母親帶回祂的

面前，好讓祂美好的旨意可以成全。於

是我每周至少一次在電話中用詩歌來讓

母親聽到神一直都在她身邊，也與她一

起禱告把全人交托給神。

  神這樣的做工一直未間斷，直到有一天

我帶著母親在電話中禱告時聽到她在深

深地哭泣中說聲“阿門”，神讓我知道

祂恢復塑造母親生命的工已經成就了。

那是在母親身體還未轉為衰弱的時候（

約在2010年9-10月），我想母親從那時開

始已經望見那美好的天家。教會40天禁

食禱告中有一天我們求神派天使來安慰

母親，幾天后母親說看到床邊有身穿白

袍的微笑地望著她。

 【約翰福音12：25】“愛惜自己生命

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

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母親過

世三天后我趕回台灣奔喪，在十天的過

程中,神大大地彰顯了祂的榮耀與祂的慈

愛。

  首先我公司的上司（也是基督徒）用哩

程點數幫我買了機票回台灣，所以我不

必花一毛錢。回到台灣第三天周六的

上午，我們四個小孩去亞東醫院瞻仰

母親還在冰櫃中的遺容，我們所見的

是母親最安詳的表情。之后我帶領哥

哥姐姐們作禱告，我深知慈愛的天父

已經接走母親的靈魂，那一刻她已經

走在黃金的街道上。突然有一個念頭

進入我的心中，好像說“你對這事可

有十全的把握!?”於是我在禱告中再

次向神說我要以信心來看見。哈利路

亞，當我說完“阿門”睜開眼睛時，

我們竟看見母親的上臉頰出現好多顆

金粉，我們四個小孩都看得很清楚。

我們的信心是連接於天上的，神撒下

金粉讓我們確信母親正在那裡。

 之后的追思禮拜在板橋我們從小聚會

的自强教會，母親后來每周也都去那

裡聚會。追思禮拜當天是主榮耀的復

活節，我們對受邀來參加的將近160

人訴說了神如何帶領母親走完她的一

生，又在最后的兩年內使她回轉到神

祂掌管生命
王惠國

面前。哈利路亞，母親用她失去的生命

邀請這160位親友，許多是第一次進到教

會的，來分享我們看見永生的大喜樂。

 追思禮拜及安葬結束幾天后的一個晚

上，我在板橋家中發現了一張教會幾個

月前的主日程序單張，上面記載母親早

已志願要在一個主日負責獻花，而那日

子竟然就是她自己的追思禮拜4月24日復

活節。回想那天親友送來的花把教會前

後左右擺設的滿滿的。我們憐憫的主讓

母親完成她許了願的獻祭，就是在她失

去這世上的生命，而走入那豐盛的永生

時！

 【使徒行傳16：31】“當信主耶穌，你

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回想奶奶當年在

上海老家庭院每周擺板凳請人來聽傳教

士講神的道，至今神的應許從不落空。

 願我們在神的應許中，為我們家人的得

救常常來禱告，並把神的豐盛與慈愛的

帶領快快傳揚給他們。

第二次失业，太太常为我的工作和神聊天祷告。她告诉我，她的祷告是，

一是在亚特兰大能帮着照顾家里，二是能有机会经常去中国了解大陆的市

场，最后还给薪资要求了一个确定的数字。那时我正在一家知名的建筑设计公司

里作为期三个月的临时合同工，虽然薪酬远低于上一份工作，但工作内容很感兴

趣，项目也不少。因此当有另一家室内设计公司给我面试机会时，我就在犹豫是

否要去，毕竟工作内容有些差别。面试的过程却异常顺利，两天后就给了录用通

知，除了薪资离祷告要求还少一些外，三个要求基本符合。这是否是神的安排？

如果是主的意思，难道就不能完完全全的成就吗？

    我们决定照着所求的一分不少地向公司回复薪资要求。可不可以再多要点呢？

显然公司急切需要人手，薪水还有一些讨论空间。考验就在我们有选择有诱惑时

显明出来 ：既然祷告已蒙应允，就不可再妄求了。。。

很快公司回复同意并给了正式录用通知，哈利路亚！

完全的应许	–记找工	
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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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曠野
陳倖生

2011年9-11月，我與倖生都參加了連續十周的清泉課程，這

課程就像是屬靈的體檢，要我們把心思意念中不蒙神喜悅

的”疾病”全部挑出來。其中第二章之”全然委身”的教導

對我信心的功課上給了很寶貴的看見。那一段時間我同時也

在看”當神介入”這本書，不論是清泉的教導或是Bill John-

son的分享，神讓我在信心上開了一扇門，帶我進入一個我從

未看見的豐盛裏。

   全然委身於神是要在各種事上仰望、信靠、認定神，但持續

的這樣做需要對神全然的信靠。我們在某件事上仰望神，卻

在等待神的時候失去了信心，又回頭過來去依靠人或倚靠自

己，就會失去了經歷神奇妙作為的機會。

  我在2011年8月間一次運動後發現，腹部右邊胸骨之下腫起

一塊瘤，約有3-4公分大，每日隱隱作痛。我正在考慮去看醫

生時，在我信心上好像有一道亮光說”你何不在這件事上全

然仰望神”，此後我每次在讀經中(詩篇)凡有關依靠神的經

文，就禱告神賞賜信心給我。很奇妙地神讓我看見祂將要醫

治我的身體，但我必須持續以信心來等待，於是我每天在禱

告中以神的話語命令身體要恢復正常，並時時來讚美祂。

  11月底我去教會的退修會時似乎是這信心功課的關鍵時刻，

我的瘤並未消失，當最後一天的見證時，聖靈催促我走出去

為神醫治我的腫瘤來讚美祂，這是我第一次來感謝神為祂在

未來要成就我祈求之事。我走出去了，感謝祂醫治我的腫

瘤，其實我更感謝祂在我信心上的醫治。

 進入2012年，神完全醫治了我的腫瘤，藉此祂教導了我 【希

伯來書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而信心是從親近神而來的。回想起4月間Clinton 牧師在電

話中給我的預言，說神在半年內會讓我看見一個很重要的真

理 ， 我 想 我

學 到 的 信 心

操 練 正 是 他

所 指 的 。 我

们 的 神 真 是

太奇妙！

清泉與醫治
王惠國

清泉課程是幫助我走出曠野的第一步，就是相信神對我

有更美好的計畫，而且祂能夠帶領我進入應許之地。

这課程就好像带领我放弃自己选择的道路来走進神的清泉。

  第一次做清泉課程的功課後就受到攪擾，讓我很不願意繼續

上這課程，就是心中不願在小組裏向人敞開，後來神讓我了

解，因為仇敵知道清泉對我生命是大有能力和果效的，所以

我不要中了仇敵的計謀。

 接下來的課程讓我了解我的個性是善於漠視心裏面的悲傷

和羞恥，外表上仍可以很高水準的表現於外，總認為有些東

西是無人能觸及或醫治的，可是藉著清泉，創造我們的主給

了我很多啟示性的光照，例如靈裡的傷及自己的罪，而這些

東西都可能成為我和神關係的攔阻，可是藉著教導與實際的

操練後，我逐漸把靈裡的傷和隱藏的罪一樣樣地帶到神的面

前，在悔改與交托中領受神的醫治和釋放。

 有一個禮拜，情緒有些低落，很想不來教會；又想到要做見

證，就更想臨陣脫逃，馬上有很多負面思想進來 "反正妳又

不善於言辭，分享時又愛哭，很多人分享，不差你一個，你

自己心思這麼混亂又有什麼好見證的呢?仇敵馬上想在我心思

上蓋營壘，寬闊高大的營壘。但神又讓我明白上完清泉課以

後，每天爭戰還是有的，如何來把持呢? 就是在碰到類似狀況

時，我就選擇回到清泉的教導，整理心思看清楚那些意念是

來自神，或是來自仇敵，當我這麼做來釐清時，就不需要在

曠野理一直繞圈圈。

   感謝聖靈永不停息的帶領我，願我以更大的順服來回應祂，

以進入神在我生命中安排的應許之地，過一個每日都得勝的

生活，阿門。

王惠國&王倖生夫婦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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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我並沒有放在禱告中，但

神總是有辦法來提醒、導正我。

事件一：上帝要我寫背痛得醫治的見證

 每次談到要寫見證，我就想拖過截稿日

而不了了之。這次上帝自己顯明要我寫醫

治背痛的見證。

 2/12主日牧師催稿時，突然有一個意念

告訴我，我的背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會痛

了。當時我有想到2011年9月劉師母來講

出埃及記時，提到神要醫治背痛的人，那

時我在禱告後有起來作見證，提到背本來

很緊，而禱告後輕鬆了許多。由於只是

一念之間，我也沒在意，也沒想要寫見

證。隔二天清晨，我iphone的鬧鐘早20

分鐘自然醒，雖然很久沒有在早上靈修

了，突然想利用這20分鐘讀點聖經，就

拿起iphone 來看聖經（我不常用iphone 

來靈修）按到書籤的部分時，突然看到

我放在裡面的note 寫著 『背痛得醫治

─【出埃及記15章】』！

事件二：上帝給的可怕異夢

 某晚我到朋友家去吃晚餐，我們聊到現

在好多援助交際。當時並不覺得這有什

麼，只覺得世風日下，且習以為常。當

晚半夜就做了個可怕的夢。（我很少，

很少做惡夢）夢中我和豆豆（我5歲大的

女兒）被迫去做援助交際？！我非常不

願意，卻沒辦法不去。快到援交的時間

神有祂的辦法
張雅雯

从小都希望做父母的乖乖女的我，

信 主 以 后 也 希 望 是 天 父 的 乖 乖

女。小时候我是独生女，自然父母都很疼

爱，也只能宠爱我一个。可是天父的儿女

众多，所以在天父这里，我觉得自己不是

被宠爱的那一个，很自卑，也常常是羡慕

别的弟兄姊妹。

 清泉课程一开始我觉得自己不是准备的

特别好，所以一开始的一些内容让我很有

压力。其中有一段时间，刚好和先生有很

多事情上的分歧，当上完课想改变自己的

时候，生活中的琐事就开始牵绊，是要注

目耶稣还是要活在世俗中，那个时候对我

是极大的考验，也是讽刺。这边和先生

吵架，回头做清泉的功课，然后悔改。

可是这个过程让我明白在基督里需要一

个怎么样的成圣过程，也是在基督里要

做神的乖乖女的功课和考验，一切都是

一个过程。

 退修会前要禁食祷告，而且要向你的天

父求你想要的。我一向觉得自己求的东

西是不会被应许的，一开始也不知道自

己要求什么，后来就想着那就祷告我一

直向神求的教育小孩的智慧和做妻子的

智慧。

 退修会的早上，朵朵把果汁倒到果汁

的盖子里喝，我阻止了二三次她都没有

听，然后就洒了一地一桌的果汁。我开

始控制不住血气的自己，把她拉到一

边，然后我一个人蹲下去一边收拾一边

教育她，当我收拾好回头看到她站在一

边很害怕很伤心的表情，我顿时真是很

生气自己，为什么不能控制情绪，为什

医治心灵

時，突然有花車遊行遠遠的走過來，花

車很光彩奪目，但上面的人不會動。花

車靠近時，第一個是男生，鼻子流出血

與水分開的液體（當時就想到耶穌釘十

字架，於肋旁流下的血），是死屍。第

二台花車上的女孩穿著閃閃發光的銀色

洋裝，但是沒有頭，也是死屍。我就嚇

醒了。醒後禱告一段時間後，得到了三

個結論：

1.我以為援助交際沒什麼，但夢中自己

真正被逼去做時，才體會到那事的可

怕。

2.上帝告訴我，這種敗壞的事就像死亡

的遊行，看似很光鮮亮麗，本身卻是可

怕的死亡。

3.上帝會用各種方法來告訴我們祂的旨

意是什麼,上帝的話無所不在！

么遇到问题的时候嘴里就是不能有金苹

果的话语呢？晚上去退修会的路上我就

一直祷告，也一直求神原谅早上血气的

自己。

 退修会第一，二场结束以后，我真正

的感受神如何听到了我的祷告话语，而

且如何的回应我，连在第二场传道人的

举例，都是讲的孩子打翻牛奶的时候

智慧的妈妈是如何做的。接下来的每一

场，我都觉得天父真的在对我说话，告

诉我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心结，症结

所在。神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镜子里的

自己，还有那个也许都被自己遗忘的自

己，甚至连我自己都没有发现的自己，

天父祂通通都知道，祂通通都看的到，

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疼爱！

  清泉课程天父不仅是医治了我心里一

些揪不开的结，也让我明白我不是被忽

略的那一个，我也是祂所宠爱的孩子！

郭慧

張雅雯姊妹與女兒

古永生&郭慧夫婦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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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掌權，我有了工作
蕭孟藍

去年二月看到一堆帳單，心中充滿壓力，決定要找一份

工作，一方面可以減輕經濟的壓力，ㄧ方面也可以快

點融入美國社會。禱告、登廣告、找家教、看網站，就這樣

嘗試做了優格店的cashier,房地產的助理，不是體力無法勝任

就是老闆太苛刻。一天教會的姐妹告訴我，可以上atlants168.

com網站試試，突然看到一home-school需要中文老師，一星

期兩天半教學生3-6歲的孩子，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在履

歷表上寫著：我是靈糧堂的基督徒，偶而教兒童主日學，經

過面談，家長很放心地錄用我，就這樣我又重新拾起教鞭，

不過這次不是教物理而是教中文。學生從高中生變成幼稚園

小孩子。而且我要設計的課程要涵蓋語文、數學、自然、社

會，還要活潑生動，相當具有挑戰性。我找Joy做軍師，她傾

囊相授，提供資料、教我寫教案，還不斷給我打氣。女兒也

陪我玩四五歲小孩玩的遊戲，又教了我很多兒童遊戲和帶孩

子的方法，那一段時期我一早起來就打電腦、找資料，累了

就大聲唱詩歌跳舞，舒解壓力活動筋骨。靠著神的恩典，我

低潮不定的心，總算有了平安。不過工作並不是都很順利，

非裔美國孩子相當調皮好動，有時脾氣爆發起來像野獸，好

在他們是基督教家庭，我就抓住孩子的手為他禱告，常有意

想不到的效果。這份工作做了四個月，有孩子要上小學而宣

告結束。接著我因Donna的關係，幫一個老師代中文課，卻意

外變成正式教師。星期六我多了份差事。後來，參加中文教

學電腦訓練班，又得到南方小學的中文兼任老師職位。

  記得在台灣我離開教職時，教會就有長者對我說，今後有時

間應可多讀些聖經、文學、社會科學的書，甚至多唱詩歌讚

美主，聆聽神的話，你會更平安。前思後想來到亞特蘭大，

這一切都是靠神一步步的帶領，除了感謝順服，我還能做什

麼？雖然我已年逾50，父母依然擔心我在美國的一切，這次

回台，他們看到聽到我的生活，“靠著讀經禱告，與穩定的

教會生活，碰到難題沮喪時，神總是適時安慰陪伴”，心中

的憂慮也減少了。真的，人算什麼，只有靠著神加添的力

量，我才能安然渡過每一天！

 前一陣子我由臺灣回來時，由於時差晚上睡不著，也許著涼

了，第二天的晚上全身發冷，四肢無力，接著連續發燒了兩

天，溫度仍在39.4C都降不下來，身體仍畏寒，吃的感冒藥好

像都沒有用。我擔心是臺灣帶來的嚴重流感，想到牧師，不

自覺的就打電話請他替我禱告，又找周暉、克真替我禱告。

第二天星期日早上量了溫度仍在發燒，兒子說溫度計恐怕有

問題，量的不準，不要擔心去教會就會好，我就順服吧，沒

想到在教會唱詩歌時，全

身冒汗，我的額頭摸起來

涼涼地，我知道已經得著

神的醫治了！哈利路亞！

！！

  現在每次來到教會，看到弟兄姊妹，心中真是無比平安快

樂，很難想像幾年前的我，視去教會為畏途甚至覺得浪費時

間。想到此，真的感謝牧師師母如此認真餵養教會，讓我的

靈命增長，離不開神！！！

去年要买一个银行法拍屋时，对神祷告说，如果出价被

银行接受的话，那就是神的意思。可是到了出价时，

因着自己的意念还是多出了几千块，结果中标了。然后就是

无休止的为这房子的事夫妻争吵，只要一提到房子，无论起

初怎么想要好好商量的，最终都免不了不欢而散，各自生闷

气。因为太太越想越不喜欢这栋房子，而我则是无法理解

太太的各种理由。觉得她千般理由就只有一条，不喜欢就对

了。怎么能这样呢！订金交了，贷款申请了，房屋检测了，

等等。违约金可是2千块啊！就这样折腾了3周，终于到了要

最后决定的时刻了，买或不买？！我的心里没有平安，太太

心里也没有平安。怎么办？当天傍晚我早早地下了班，一个

人来到空房子里祷告，楼上楼下都走了遍，边走边祷告。神

阿，如果不是你的旨意，就给我一个实在无可辩驳的确据。

 一夜无话。第二天上班，上午从加州总部来人，会议室召

见，宣布裁员，我是其中之一。短暂的惊讶后，和第一次被

裁员的震撼和难以入眠不同的是，心里竟然有莫名的平安。

开玩笑吧，失业，心里还有平安？！真的，心里有平安，因

为我深知道–神终于回应我的祷告，给我确据了！给太太打

电话说，有个好消息，答案有了，房子不买了，也有个坏消

息，又被裁员了。太太反应也很平静。然后取消合同，取回

订金，一切顺利。回家后，太太告诉我说，神早就在祷告中

告诉她，如果买房子的事，夫妻不能同心，弄不好连工作也

会丢掉的。虽然丢了工作，但这次我毫不担忧，因这是神的

作为，祂以非凡之法让我看见祂正垂听我的祷告。

求要确据	–记买房
陆峰 

蕭孟藍姊妹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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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泡沫破了，银行不贷款了，房

地产商破产了，没人盖房子了，

建筑师失业了，我的办公空间越来越大

了，我的心越来越虚了，这一天终于来

了，收拾东西回家了。工作八年之后，

忽然无事可做，无钱可挣，心中一片茫

然。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退休金计划，账单，日渐减

少的应急基金，一堆的烦心事。。。生

活起起伏伏，风风雨雨，但是风雨之

中，唯有神祢坐着为王。

 因着耶稣，因着信，我们走过了一年

半失业的日子。虽然在这过程中我不能

明白神的旨意，有过沮丧有过怀疑，但

神祢始终坐着为王，看着我的挣扎，看

着我的磨练，看着我的成长，家的成

长。一年多里，太太从没有对我失业抱

怨，从没说过你不能养家之类的话，反

而让我有空多出去走走，而且培养出我

钓鱼的兴趣来。总结，患难见真情，太

谦卑的功课	–记第一次失业
陆峰

太是最棒的！在失业的时间里，还受到

教会兄弟姐妹们的真心的关怀和帮助，

这也是我学到的珍贵的功课。曾经的我

踌躇满志，自高自信，只愿帮助人，不

愿接受帮助，觉得没面子。神说，要存

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接受，有给人的就有

给你的，给你的还要给出去，这也是谦

卑的功课。以前总觉得如果自己在家，

家务可以比太太做得更好。结果发现，

只是某些方面，某些天做得不错，另外

的方面则远不如太太做的。这让我看

到自己的真实光景，看到自己的自高自

义，从而学到珍惜感恩和谦卑的一些功

课。

清泉 课 程 中 教

导 ： 因 着 行

在 圣 灵 中 ， 我 可 以

与 神 建 立 一 个 亲 密

关系。具体讲就是，每天依靠圣灵，谨慎行事，注意听祂的

声音，选择顺从圣灵带领，而不再顺从自己属血气的行动或

意念。学习的关键是操练。当我对真理的认识从头脑进入行

动，我不仅对神的智慧赞叹，更是在个人生命成长和人际关

系改善上大得益处。

 十月初的某个周日，傍晚准备带女儿去一个小型生日晚会。

一路上她提到还剩些作业需要做，最主要的还是她不喜欢叔

叔阿姨级的聚会。虽然好说歹说想劝她一起去吃饭，但最后

决定送她回家，她答应会在我回家之前完成该做的事。当我

九点多回家，看到女儿在网上，还没有完成答应的事，我立

刻告诉她，该关机了。给了她一段时间，她仍然在网上忙着

不想关电脑，我心里生出一股火，一再要求她关机，最后下

了强制命令。她哭着解释，好不容易在网上碰到国内的同

学，正聊得热乎却被打断，气得她大大抱怨我一通。。。。

血气中行事的结果，常常就是这样不欢而散。这是我失败的

经验，却成为我决心改变的动力。藉着到神面前悔改祷告，

使我有机会经历神在我身上的更新。之后的三个礼拜，我还

是会每天提醒女儿该关机睡觉了。但有一天我心里想，不该

像往常一样靠自己，我关起门来向神祷告，并为受电脑吸引

的青少年来祷告。女儿不久就关机准备睡觉，一边唱着歌一

边兴致很高地给我出了一个趣味题目叫我猜。神真是太奇

妙! 因着我不断放手，将心里所想的告诉神，祂的工作不断进

行，并成就了超乎我所求所想的美事。我和女儿像是在基督

里的姐妹，常可以聊一聊主里的事哩。

 有一单元的课程是讲述生命的话语。我们小组约定，一起操

练讲积极正面的话语。我就比较留意自己的讲话与思想。在

住棚节主日早晨，我快到教会时，才想起做了一锅的菜忘记

带。我立刻的反应是，一边说：怎么忘记了？一边拍了一下

大腿，头脑里就有一些负面东西冒出来，假如早点想起来，

转回家还近，从教会回家再回到教会至少要45分钟，而且一

定会错过主日敬拜。但我很快选择转向神，并且向自己说生

命的话，积极正面的话。于是我把车上的乘客放到教会，就

开始大声祷告，赞美并宣告，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要此事

使我更认识祂，更爱祂而得益处...我知道会错过一些时间与弟

兄姐妹一起敬拜，在车上就开始唱诗歌敬拜神，祂的喜乐大

大充满我，祂的爱伴随着我。顺服真理而得胜。哈利路亚！

顺服就是蒙福
王敏

陆峰＆张倩夫妇一家

王敏姊妹与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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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我的： 二月份的一天Joy 和孩

子们一起忙于准备参加第二天的

世界地理展比赛。因还有许多材料需要

补充，Joy正犹豫是否要带约瑟和书亚

去参加周三晚教会的祷告会。这时神的

话在Joy心里响起，【撒母耳記上2：30

】“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于是Joy 

决定把神放在第一位，就带两个孩子去

参加祷告会。那天晚上牧师谦卑的跪在

中间，请大家为他祷告。圣灵很奇妙的

运行，Joy 里面被光照需要向孩子们因

没有耐心而道歉。于是，Joy一个一个的

抱着孩子，向他们道歉，圣灵那时也大

大地在两个孩子身上工作。老大约瑟抱

着妈妈不断地认罪，哭泣。祷告会结束

后他说，“我好久没有那么喜乐了！”

死阴幽谷：六月中为了庆祝约瑟的十岁

生日，应清和约瑟两人在乔治亚北边的

山区有两天两夜的父子退修会。刚到营

地的当晚就接到从大陆家里打来的电话

说应清的爸爸因中风脑积血已经送省城

医院准备动脑部的手术。应清心理极其

难过就切切的祷告寻求神。父亲的身体

这几年来一直不是很好。曾几度经历死

阴的幽谷，但每次神都怜悯我们使之神

奇般的复原。这一次在祷告中，神藉着

圣经中约瑟在床前为雅各送老的图画应

许应清说，祂会医治父亲，并会合适时

带我们回到父亲的身边。神的应许是真

实的，而且祂所赐的平安也是实在的。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应清和十岁的儿子

有非常美好的父子相处时间。从退修会

回来后得知父亲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康

2011数算恩典 

复也出人意料的快。更让人难以想到的

是，主治医师说要不是父亲有脑萎缩而

使得积血暂时有容身之地的话，父亲可

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喔，神的美意原是

如此！

活的见证：八月中我们全家北上到尼加

拉瓜大瀑布旅游。我们深深被神所造的

大自然的雄伟所折服。然而更深激励

我们心的却是在回程的途中的一次拜

访。我们有一个晚上住在宾州兰卡斯特

（Lancaster）的阿米什（Amish） 社

区。2006年10月在这里曾发生震惊全美

的校园枪击案。当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受害人家庭竟然在第一时间里就向凶手

的太太发出慰问，表明完全的饶恕凶手

的暴行，并拒绝接受赔偿。到底是什么

原因使他们有这样的力量来面对残酷的

现实并原谅他人的过犯，我们存着好奇

的心拜访了他们的社区。原来在这里住

的是一群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们为主

的缘故选择过简朴的生活：保持着三百

年前的生活方式，农耕，使用马车，看

重群体的生活，以圣经作他们生活的中

心。当我们有机会参加当地的解说团更

毛应清
毛周惠鸳

I have been praying for a looooong time asking God if I could see him, and one night, he gave 

me a dream. The dream: (I don't remember much but I'll do what I can do). I was walking 

when I saw some disciples. They said they were looking 

for Jesus and asked if I had seen him. I said no. Then 

they asked if I could help them. I said yes. There I 

was, looking when I saw a flash. Then I saw Jesus on 

a swing set. I walked to him and we started to talk.  

At that moment, I felt warm inside. I then told the 

disciples where he was, and they thanked me. At that 

moment, I felt good. After I woke up, I still felt these 

warm feelings. That day was the best day ever.

深认识他们时，我们好欣赏羡慕他们的

生命。那份愿意为主放下先进科技带

来的舒适，竭力活出他们从主领受的生

活原则。神使用他们的生命在我们里

面动了更深敬畏主的心。使我们常常祷

告，“主啊，求祢教导我们可以怎样再

简朴一些，使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

祢和祢的百姓而活。”

新造的人： 老二书亚曾多次邀请耶稣

到他心理，但一直没有清楚的重生确

据。这两年来我们与书亚一起求圣灵来

做重生的工作，使书亚里面清楚知道自

己是神的孩子。靠近夏天时，我们更是

迫切求神在以利亚夏令营中在书亚里面

工作。神是那么的乐意成就超出我们所

求所想的事。在夏令营中，有位不知情

的辅导员过来为他祷告, “书亚，你

是神的孩子，不管你是在玩，在睡觉，

神都喜悦你！” 神在使用辅导员宣告

他在书亚身上的工作！夏令营回来，书

亚就毫不犹豫的提出要受洗，因他已很

清楚自己已经重生得救。九月初，书亚

受洗，新的生命在他里面，有更多的喜

乐，感恩，对神有新的渴慕和认识。

The Dream
Joshua Mao 

毛应清＆周惠鸳夫妇一家

Jos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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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主的带领来灵粮堂: 2010年Nation 

Day的主日，在当时所在的美国

教会里，站在中国国旗前祷告，神的灵

很清楚地激励我，我无法控制的眼泪告

诉我“中国是我的负担”。尽管我当时

根本不能相信自己会被呼召，但连圣经

都没有读过一遍的我知道，顺服大于怀

疑！而且，我很快就明白神在提醒我要

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要来装备自己。於

是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回到中国人中的

教会，于是我就开始联系Joy，先来小组

的聚会，然后开始来灵粮堂。初期的尝

试并不如想像中那么容易，参加2010年

的特会也有一些困惑产生，然后我开始

再次很认真地寻求神的带领，历经三个

多月的挣扎，当我一听到神的心意是要

我放下一切疑问，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

肢体，我就很快顺服。我清楚地记得顺

服后每个周日在教会里并不够喜乐，也

有很多争战，但我很坚定要顺服神的安

排。很快，神开始亲自打开我的眼，让

我看到整个教会有很大的需要（几十个

孩子需要主日学老师；青年人需要关怀

和指导；还有生活在身份和生存线上的

弟兄姐妹）；当我的眼目从自我中心转

到服事的需要并马上参与进来，我的喜

乐很快就取代了一切虚空的自我思想争

战。我享受牧师的信息，享受和孩子在

一起的眼泪和欢笑，敬重每一个弟兄姐

妹默默无闻的服事。在这里我不能不提

的是十月份家庭日(Family Fun Night)那

天，我在来美国6年多来，第一次这样

轻松地和孩子一起玩，我整个身心灵得

到很大的释放。我心里很感谢每一个参

与节目设计和组织的同工，神的爱运行

在整个过程中。

  还有一次牧师的信息是关于我们有负

担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时我就在心

里问神：最近听到不同来源的相同信

息，可是我们只是一群来美国的普通中

国基督徒，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灵似乎离

这个托付很远，但神很奇妙地回答了我

的疑问，那天我们的两个“外国”客人

中的一位就是信基督的犹太人，当时好

激动地用我拙劣的英文和他们说，感谢

主，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行在神的旨意当

中！

   十一月份的退修会，我起初没有计划

参加，但小组长请我为此事祷告，报名

截止的前一天，我敬畏地祷告神的安

排，当我去问我的先生时，他的回答

完全出乎意料：“我很支持你带孩子

去！“ 后来因为我不忍心让他自己在

家，我们决定一起去， 收获是大大的丰

盛：我忘不了“耶稣在我里面爱你”那

一首诗歌和它所带来的医治和美好；我

忘不了在洗脚的那一个下午神给我的传

教士朋友的宝贵应许；忘不了在我耳边

的声音：“我爱你胜过我的爱子因为我

让祂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忘不了圣灵

在圣餐时感动我对小组内每一个姐妹说

感恩的话语；忘不了洗脚那天牧师如同

天父一样怜悯我们而哭泣！我们任何一

个人都不得不把荣耀归给主耶稣！太多

的感恩汇聚一句话：感谢主让我留在这

个教会，一个行在神旨意之中蒙神喜悦

的教会！

参与主日学服事: 当我顺服教会需要，

很没有把握地和Joy说我愿意在主日带

小孩，Joy先给我三个关于孩童教导的

CD，我反复的听，记了笔记并拷贝了一

份备用，我很惊叹神做事的法则，祂首

先是祝福我，CD的信息提供了我正寻

求的如何管教孩子的具体操作方法，然

后我才来满心欢喜地参与服事。正如于

宏杰牧师所领受的：神向你要的正是神

要祝福你的。

圣经通读一遍: 信主四年多，我第一次

完整地读完一遍圣经，因为我找到了全

世界最好的属灵伙伴---圣灵。我高山低

谷地走过这一年的每日灵修生活，曾经

为没有时间完成当天计划在床头大哭，

但更多的是为智慧启示的灵的到访欢喜

快乐，所有其他任何书籍，包括解经

书，在神的话语前面失去了对我的吸引

力，单单依靠神的话伴我走过了一年的

幸福旅程！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被任何事

情这样吸引过！

祷告的训练: 我的小组长最初训练我带

查经，我很清楚在这方面我还需要一段

时间，但圣灵几次奇妙地感动我为周围

的人祷告，有的顺服也有的因为怀疑而

没有做，在几次摸索中，我确定是神的

呼召，就开始试着积极回应，主动要求

小组长帮我训练。Joy和克真姐每周轮

流带我为小组员祷告。神很喜悦我的回

应，我很快就感到圣灵的同在：有时神

改变了我的祷告内容，有时神只让我单

单赞美祂，有时神让喜乐代替我忧伤的

心，有时神大大地安慰我，内心的苦毒

和挫败在神的大爱中完全融化，全然地

悔改并谦卑地求神来怜悯！神无数次地

让我健康起来，恢复祂起初造我的形像

和地位。

  另外，在代祷的操练过程中，我很快

认识到祷告之前必须先要洁净自己，这

就帮我养成一个习惯，随时省察自己的

殿是否有污秽而无法让圣灵居住，也不

敢让老我不愿面对神的管教。否则我就

没有办法站在神要我站定的位置。2011

年的遗憾就是最终也没有机会参加教

会的年终祷告会，但我不想用失败来定

与神同行的一年
徐婧瑶

雲龍婧瑤夫婦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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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我相信2012 年神会帮我开门，神必

会继续亲自来饱足我的渴慕。

与先生的关系更上一层楼: 神明显地呼

召我，2011是我和先生的关系改善的一

年，很期待很认真地面对这个呼召，因

为出国后接连生了两个孩子，我又坚决

在全职工作的条件下，把孩子留在美国

自己带，疲累让我很难像二人世界时那

样关心我的先生，而且老是埋怨他，并

苛刻地要求他为了孩子牺牲更多自我。

在这一年中，因为神一次次地向我显现

祂的真实，我就不敢不认真面对神的每

个管教，每次都是很小的磨合，但我一

次次地选择不为自己争辩。时间真快，

到2011年最后一天，心理觉得很大的失

败，因为没有达到我的期望，但神藉着

全星姐妹的祷告告诉我，在神眼中我没

有向仇敌投降，在祂眼里我是得胜的，

我要做的就是继续争战！在2012年的一

月份，神开启我用诗篇第14：7“但愿以

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

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

列要欢喜”我就每天宣告这句话，宣告

我们家是属于神的，祂要在我们家做王

掌权！我在经历了一个黎明前的黑暗，

迎接最美丽的一个曙光！我在感谢神的

信实的同时，我很清楚我前面还有更多

的挑战，因为神应许我们的是“人心未

曾想到的”全新的一天！

 其实，我还有很多要分享的，比如在

小组里我们弟兄姐妹的互相扶持，共同

成长的见证；以及神用祂的智慧教我辨

别什么是我该听的信息，什么是我该看

的书；圣灵有告诉我把读不懂的经文放

在那里，平平安安地向前走，答案就在

前面等着我。还有每个周日，当午饭的

时候小组长过来问候我：“这一周还好

吗？”我每一次都感觉是要认真回顾并

回答，那不是Joy在问我，是神在问我，

我没有办法来应付或者逃避。现在能够

这样清楚地被圣灵触摸并带领，从前不

自信的我就被主里的自由所取代，确定

自己在神家中身份的真实性，也激励我

心里对十字架真理的更深渴慕！

 我自己很感激神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

给我预备各种环境让我成长，我知道这

只是基督徒生命很小的一部分，但2011

是我基督徒生命全然翻转的一年，这也

是我来美国六年后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

2011年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挑战的一

年, 從人的眼光來看是非常的艱苦, 但

也是在靈裡更新成長的一年。2011年我

兩個孩子前前後後住醫院六次, 總共九

個禮拜, 這當中, 我的母親也住院四個月, 

所以2011年整個大半年我都在面对生病

的家人。在這段期間, 好幾次是只有完全

的倚靠神才能渡過。有一次的情況是我

的小女兒本來是因為肺炎進到醫院, 但她

的血壓升高, 高到收縮壓一百九十, 對一

般人來說這是即将要中風的情況。 平常

晚上我先生都待在醫院, 那天女兒白天的

情況還很好,我就鼓勵先生晚上回家休息, 

反正女兒在加護病房都有護士照顧, 所以

我們兩個晚上就都回家休息。

  但沒想到晚上小女兒的血壓升高, 醫生

當時就給她下了兩個降血壓的藥, 沒想

到隔一天星期六早上我先生去看小女兒

的時候, 醫生很緊張對我先生說你女兒的

血壓現在低到不得了,收縮壓從一百九十

掉到收縮壓四十,五十, 而舒張壓只有二

十。醫生要我們做決定是否要帶她去加

壓, 若不處理的話, 她就會有生命危險。

我先生趕緊打電話給我, 我接到電話後就

往醫院趕去, 一路上我一邊流淚, 一邊心

裡就說神哪, 我要依靠祢, 求祢給我智慧, 

因為女兒現在的情況很危險, 醫生要我們

馬上做決定, 所以我就呼求神給我智慧。

 到醫院的時候,醫生都在那裏等我們做

李一菲

名字：马大，我希望我一生都牢记自己

要脱胎换骨最终变成马利亚---耶稣才

是我一生的追求！我非常珍惜神开我的

眼，让我更清楚并坚定地向这条天路迈

进，而不再是以前那个糊涂的基督徒。

決定,我实在不知道做了決定會怎麼樣,

不做決定又會怎麼樣...感謝神, 那時神

就給我一個智慧, 我就跟醫生說 “我們

等等看吧! 因為我的兩個孩子用藥反應

都比別的孩子慢很多。他們曾經打完麻

醉藥後沒有馬上醒過來, 她們比別的小

孩多花了三倍的時間才醒過來”。照

理來說醫生打降血壓的藥應該在女兒

身上已經排乾淨了, 血壓應該恢復正常, 

我就和醫生說我們等等看吧, 因為她對

藥物的反應比較慢...醫生看我們無法做

決定, 就丟下一句話說 “要是我是這個

孩子的父母我早就做決定了!”。聽到

之後我很難過, 但我知道一切都在神的

手中, 我要倚靠祂。我們就從早上等到

下午, 果真女兒的血壓就自己慢慢回升, 

回到正常指數。哈利路亞!感謝神!【詩

篇28:7-8】“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因

為他聽了我懇求的聲音。耶和華是我的

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倚靠他就得

幫助。”每次在患難的時候我就是一心

倚靠神, 人的盡頭, 沒有辦法靠醫生, 因

為醫生已經好幾次和我們說我們小孩

的情況已經很危急了，只能单单依靠

神。2011年是我學習倚靠祂的一年，而

祂是可靠的。

我心裡倚靠神就得幫助

Gloria&Mel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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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份，有一次在一个姐妹家参

加教会的弟兄姐妹聚会，那天我第一

次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首诗歌，

当时神给我一个极深的感动就是：我的

先生是神给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我和先生在大学相识毕业后结婚，几

年后我随他来了美国。我永远忘不了当

我在北京机场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朋友

安慰我说：“如果实在适应不了，就回

来”。我知道我放弃了北京的户口和很

舒适的（当然是我自己的概念）工作，

对我来说，一切是不可能有再回头的机

会。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新奥尔

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被那场

飓风Kartrina卷一卷出了那个我不喜欢的

城市，上帝在那个时候把我们带到亚特

兰大并且留下来，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我

们认识了这位全能的上帝。

 初到美国，就因飓风Kartrina的缘故成

了难民，在逃难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

多充满了爱的人，这些关怀和帮助，有

的温暖了我们一段日子，有的却深深地

扎根下来。接下来，我们在所住的小区

参加一对美国传教士带的查经小组，记

得去的第一次，我的先生就给大家背了

一遍主祷文，并在大家的帮助下，他才

第一次去明白这一段写在圣经的那卷书

里。而我先生的这一点圣经知识是源于

小时候帮母亲读圣经。我的婆婆是个30

多年的基督徒，当我第一次和先生去

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看见婆婆经常跪在

那里祷告。我也和她去过一次教会，当

时在教会里和大学课堂一样我打了两个

盹，至于他们唱的什么诗歌，讲的是什

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也曾帮她读过

圣经创世记，但没有任何经文进入我的

头脑里面。

我的一生，如果不是因为嫁给我的先

生，如果不是和他出国，我是很难想像

和基督耶稣有认识的可能。这也就是为

什么信主几年后，神这样提醒我要对我

的先生感恩，是因他母亲的祝福传承给

我们全家，在主定的日子来认识这位造

天地万物的主。

  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和大家分享我

的信主历程，是因为我的婆婆在几个月

前过世了，我非常想念她。在灵里面，

她是我最想依赖的妈妈！在这个世界观

越来越败坏的时代中，我不得不全然折

服于婆婆内在的美，在我公公九年卧床

的每一个日子，瘦弱的婆婆担负家里经

济骤然下滑的压力，里里外外收拾得一

尘不染。她从来不发脾气，不抱怨。当

儿女的家庭出现任何矛盾，她总是责备

自己的孩子。劳累和疾病没有阻挡她的

主日聚会，经济上的拮据没有减少她的

奉献！她几十年如一日跪在神的面前为

全家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情祷告，呼求

神的怜悯和医治，但对于一切结果，她

从来没有抱怨，从她的感恩，她的平

和，你就不得不承认她的主是一位活着

的神！

  在我婆婆过世前大约两个月左右，圣

灵很突然地提醒我想起我的第一次祷

告，那是我们刚刚迁到亚特兰大，我的

婆婆在中国要面临一个大手术，而当时

我们给她邮了一张支票后，我们就遇到

经济和身份的双重困难，当时的我心里

很质疑如果她信的主是真的，为什么容

许这么多的磨难发生在她的身上？因为

我们遥遥千里根本不能陪在身边尽一点

点孝心，心里的牵挂就促使我决定尝试

一次很无助的祷告，内容非常简单：“

如果大家所说的上帝是真的，就请你医

治我的婆婆。”结果婆婆手术非常成

功。那一次手术后两年多，我婆婆又

经历一次奇迹成功的大手术。2010年8

月，我先生带了我一岁半的小儿子回去

看望老人。2011年5月，当我们拿到绿

卡后我又带两个儿子再次回去看望她，

我们抓住神给她的最后几年时间，尽我

们最大的努力回国探望安慰老人的心，

让我们自己没有留下为人子女的遗憾。

当我们回到美国不到5个月的时间，老

人安详地呼求着：“主啊，请 你接受

我的灵魂”离开了人世。我的婆婆给我

们留下的遗产就是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

的“最美的祝福－认识主耶稣！”。并

给我留下一生很美的榜样，我渴望成为

像她一样贤德的妇人。

 如果圣灵不来提醒，我几乎忘记曾经

为婆婆呼求神的祷告,而这祷告经历对

我信主有极大的帮助，当我开始数算这

几年神在我婆婆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

不得不大大地赞美感谢神的信实。我感

谢圣灵在婆婆临终前一再催逼我向她道

歉，因为这几年生养两个孩子的忙累，

让我几乎没有和她在电话上有很多沟通

的机会，尽管我知道她非常想念我们。

最后的日子里，我们在电话中同心合一

地为全家祷告，婆婆留给我的最后一段

祷告词就是：我先生背的那段主导文。

 情感上，我依然不愿接受婆婆已经离

去的现实，我很希望我今生还有机会请

她老人家来我们的小家住上一段时间，

人生很多的遗憾是永远不能弥补了，我

唯一的释放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时，让主

来纪念我的眼泪，相信在天堂中的婆婆

再也没有病痛和思念！也求主能有一天

让祂的真实祂的喜乐完全取代我内心深

深的遗憾和思念！

献给我挚爱的婆婆
徐婧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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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2011年六月底，先生爱民终于结束在纽约三年

住院医师的训练，回亚特兰大全家团圆了。也许在旁

人看来，亚特兰大那么多医院，找一个医生的工作总是不足

为奇。然而作为身在其中的我们却深深体会到这条回家之路

的艰难，因着神极其奇妙和智慧的带领，让我们深深经历到

祂真是那位沙漠里开江河，旷野里开道路的神，满有恩典的

主，充满慈爱和怜悯的父。

    早在爱民毕业前一年的时候，他被爱荷华大学附属医院的消

化专科录取，只要完成这个专科训练，就可以成为消化专科

医生，也意味着丰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 非常的诱人。

遗憾的是不在亚特兰大，对我和女儿来说面临是否要离开我

们属灵的家，辞去我的工作，卖房子，全家大搬迁的抉择。

我最多的祷告就是，神啊，让我明白祢的心意。很长时间都

没有听见神在这件事上的声音。但我明白，我要顺服先生，

尊重他在这件事上作选择的能力。相信神会透过爱民的决定

来带领全家人的道路。

 转眼2011年三月底了，是爱民毕业前最后一次可以回家休假

两周的时候，我鼓励他联系几家亚特兰大当地的医院，就此

机会回来面试。结果离家50mile的一家医院给了书面聘书。四

月初爱民带着这份合同回到纽约，Iowa方面紧接着也催着要

办最后的手续。爱民面临两难，不知如何才是正确的决定。

每次打电话都会询问我的意见。我只能诚实地告诉他，我祷

告了，但不知答案，只知道神会亲自让他自己明白的。有一

个晚上我在祷告中睡着了，醒来后只记得我在梦里大声说＂

周晖

独行奇事的神

离 家 那 么 近 呀 ＂ 。 那

天＂独行奇事的神＂这

首 诗 歌 一 直 在 我 心 里

唱 。 信 心 在 我 里 面 升

起，但还是不能想像会

是怎样的＂独行奇事＂

呢?!接下来是三个星期漫长的等待。亚特兰大并没有新的工作

机会。

 终于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爱民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把

这两个机会都回绝了。不管在亚特兰大的工作找得如何，毕

业以后先回家再说。他的讲述和语气里充满了平安和坚决，

完全没有那之前惯有的焦虑。第二天星期六网上就新贴出来

一个Atlanta的工作机会，他就立刻在网上申请了。星期一打

电话给医院经纪人要求面试，星期二医院就安排好在接下来

的星期天所有的面试。通常这种工作面试要汇集各方人员，

不仅面试要好几个小时，而且很不容易约到合适的时间。感

谢主，面试的时候，只花了三十分钟，院方就答应要接受他

了。简直是不敢相信，闻所未闻！从爱民决定要回Atlanta,神

就开道路，让爱民在一个星期之内找到工作，而且这家医院

离家真的很近！

 直到如今，我都不明白神是如何让爱民做的决定，但我不会

忘记当时常用的祷告经文是：【箴言21：1】＂王的心在耶和

华手中，好像陇沟的水随意流转＂。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出于

神，祂所成就的，总是超乎所求所想。

在2011年八月時,牧師在一次講道的信息中提到十一奉獻, 聽完

後心中有個感動,我當奉献繳稅前的十分之一,而且對海外的宣

教士的奉獻應屬額外的奉獻.於是算一算從歲首到七月底,我欠

主一千美元, 當下寫下一張一千元的支票, 可是當時這張支票

沒有馬上奉獻, 心中仍然捨不得地放在我的皮夾中。

    兩三個星期後的一天,我收到一張Emory 醫院的MRI的帳單, 

我一看是2400美元的醫療費.去年我才付 300元, 怎麼今年變成

2400元. 心中非常著急,但突然我想到該給神的1000元還沒有寄

出.於是來到神的面前懺悔,並求神帮助我與Emory 醫院人員的

溝通.於是上班前,將奉獻的支票寄出.

    上班後,利用有空之餘打了電 話給醫院詢問此帳單,開始時他

們不願意減免我的費用,但我也不知為甚麼,最後他們說他們可

以全部免除我的費用.我心中大大高喊 ”哈利路亞” , 我給神

1000元,祂卻給了2400元. 從此次的經歷中,我學習到十一奉獻的

功課 .

【瑪拉基書 3:10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ㄧ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

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申命記 14:22 】“你要把你撒種所產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

出的,十分取一分” 【申命記 14:29】“….這樣,耶和華你的

神必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你.” 

十一奉獻
周秋芳

爱民＆周晖夫妇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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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4日, 我在风景宜人的Lake Lanier 湖溿受洗成为基

督徒, 宣告我是神的儿女: 不再为自己而活, 并要不断的追

寻真理。 从第一次接触基督信仰到受洗, 整整用了7年的时间. 

在这7年的时间里, 我用自己的小聪明试图去验证这位真神是

不存在的. 神非常耐心的教导我, 直到有一天, 我无可辩驳的承

认祂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真神, 祂就是爱. 在我还不认识祂以前, 

祂就认识我并鉴察我的一切。 

   我是一个外表很活泼刚强的人, 常常是大家的开心果, 几乎

没有人认为我也会有烦恼. 实际上我是把脆弱藏在心里的人。

这一切, 神都明瞭, 祂帮助我认识到我可以把重担都交给祂, 疲

惫了可以在祂里面得到安息。 2008年毕业后，不到一个月就

来到Atlanta工作, 先生则在外地. 留下我一个人独自面对全然陌

生的城市, 生平第一份工作, 和复杂的人事关系. 加上从来没有

开过高速公路的我, 初到 Atlanta的第三天就独自驾车上I-85高

速公路上班, 每次紧张得手心都是汗. 一个月下来, 肩膀的肌肉

变得前所未有的结实。 周遭的一切让我应接不暇. 这时的我仍

然是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这一切。 在到Atlanta未满一个

月的一个周末, 先生为了我上班近一些, 不用再开高速公路, 不

顾我的反对, 匆匆的买了一栋房子,更具体的说, 是一块地皮. 他

签完合同的第二天就飞回外地工作了, 留下我独自面对这一切. 

他的一片好意却给我带来一堆沉重的负担。 所有的事接二连

三的临到我. 才刚出校门的我, 马上又要开始操心房子的事。 

最後, 我累了, 觉得有些招架不住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办公

室的厨房遇见秋芳姐妹, 她邀请我来到喜乐查经小组. 在那里, 

他们并没有像我以前遇到的传道人那样迫不及待的要我受洗, 

而是让我自己慢慢的接触和了解神的话语. 我被深深的吸引, 

心里再次充满了力量, 开开心心的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做事的

时候, 心里都充满了喜乐和能力, 象个超人似的。 我知道, 这份

平安和喜乐是来自于神的. 是的, 生活中我们都会面对很多困

难和挑战, 但神会把它们控制在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使

我们可以不断成长却不会被压垮. 神真的很爱我们每一个人。 

这时候的我, 虽然开始相信有这样一位真神, 却认为我们只要

努力做符合神心意的人就好了, 至于受洗不过是一个形式. 很

多受了洗的人, 也不见得就做的好， 所以把受洗暂放一边。然

而我心里所想的这一切神都知道。 

    我是一个幸运儿, 在受洗之前, 神就已经开始和我说话. 在一

个周末, 先生照例从外地回家。 在那之前的几天, 我的心情非

常的低落, 却找不到原因。 那时我在Atlanta已经生活和工作了

近两年半, 各方面已经进入轨道。 那天, 我靠在先生的肩上无

助的哭泣. 我很困惑, 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当我眼睛透过玻璃

望向窗外, 有一个温柔的声音轻轻的问到, “你是不是还有什

么人没有饶恕?” 我的心颤动了一下. 第二天是星期日. 那时

我们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每个礼拜都到教会来敬拜, 总是觉得先

生回来的时间很仓促. 星期日没有时间上教会。可是那天, 无

论先生以各种理由推托, 我仍然坚定的要求去教会, 说了不下

十次 “我要去.” 这完全不符合我的个性, 因为我通常很容易

妥协. 先生只好陪我一起去. 路上他问我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去

教会. 我很平静的回答说 “这是神的旨意, 你相信吗?” 到了

教会, 敬拜赞美已经结束, 师母正要开始讲道. 我们匆匆的坐

定, 师母说道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叫做饶恕.” 那天, 我完全的

卸掉我的刚强, 在神的带领下, 按照师母所讲授的饶恕的意义

以及如何去饶恕, 眼前略过一个又一个过去无法释怀的人的形

象. 这期间, Joy和师母都过来为我按手祷告. 泪水象瀑布一样倾

流而下, 最后, 深深的舒了一口气, 好象所有的沉重都随之散去, 

整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时, 牧师在我和先生的身后跪

下来, 按手在我们的肩上把我们拥在一起, 说 “神知道, 你们已

经照着神所教导的饶恕并洁净了, 这一对夫妻将要开始生命中

全新的生活.” 天啊, 我再也无法把这一切所发生的事定为巧

合. 神啊, 我要受洗, 我要向全世界宣告, 我要接受耶酥基督做

我生命的救主. 这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和约定, 与其他人无关. 

   我知道, 这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像我没有受洗前一样, 无

法相信有这样一位无条件爱我们的真神. 曾经有一位还未信主

的朋友问我, 如果有这样一位神, 祂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叫我

怎么相信呢? 而祂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微笑着回答她, 别急, 神

会亲自来告诉你,祂是谁,祂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要你耐心的等候

神,祂会亲自向你显现。 

     窗外夕阳西下, 四周安静而祥和.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字的时

候,整个人感觉被神的爱紧紧的包裹着, 满是幸福。 神啊, 谢谢

你这么爱我,甚至在我认识祢以前就先爱我了。 

神的爱高过一切	
李春宇

李春宇姊妹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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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八月時,家中突然有好的果蠅, 怎

麼打,都打不完,甚至越打越多. 老公問

我,怎麼這麼多果蠅,我回答說可能是有人

吃完的果皮没丟在垃圾筒中,所以在炎夏

中孳生了很多果蠅. 老公也同意我的看法. 

  家中的果蠅,不減反增,我們也想是否該

請人來除蟲.有一天早上我四點多就醒了,

不知为什麼,我去打開冰箱旁的一個櫃子,

才驚然發現果蠅的源頭.  櫃中有好幾個腐

敗的酪梨. 腐敗的水果上有好多的果蠅及

蛆,而這些蛆寶寶正是家中打不完果蠅的

來源.我嚇壞了,趕緊將腐敗的酪梨丟掉,並

將垃圾打包放入一樓車庫的大垃圾筒中. 

並清洗櫃子. 

      這時我才想起, 在七月初時因請小組弟

兄姐妹來家中聚餐,當時買太多食物, 冰箱

裝不下,暫將酪梨隨手放進冰箱旁的一個

櫃子,之後就忘了.早上老公起來時,我沒告

訴他實情,以免招罵.幾天後,我們家中的果

蠅減少很多, 老公很得意地告訴我,家中果

蠅減少,他與我都有功勞.他告訴我他的功

勞是他練就了一身好武功,手一打,就可打

死一隻果蠅. 而我的功勞是將垃圾打包放

在一樓.我在心中不知是哭還是笑…另外

我也找到我藏起來不讓老公用的保溫杯,(

因為那保溫杯是他前女友送他的).

    幾天後, 我還是沒有勇氣告訴老公, 因為

我錯怪他, 但在小組長Joy的勸說下,我才

誠實地向老公道出原由.並請求老公的原

諒, Joy 告訴我,我應該誠實向老公認錯,才

能讓他體會神的愛，並讓我们的關係在

神的愛中向前跨進.感謝神,用此事光照我

的心,也讓我反省到,當事情發生時,我往往

沒有想到自己的錯,而是先把錯怪在別人

的身上,把罪推給別人. 神也讓我想到路加

果蠅的啟發
周秋芳 

福音六章41節中”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

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我很感謝神這麼早把我叫醒,並讓我了解

事情的真相.我也很慚愧自己錯怪人及論

斷人的行為. 另外我也學到另一個功課, 

秋芳＆符彪夫妇

行在圣灵中

清泉退修会回到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刚踏进家门女儿若无其事的告诉我，

她和哥哥都没写功课。也许是很晚了，他们以为我会放过他们。我听了之

后，很想狠很打他们。但却想想清泉的教导与会被打乱的好心情，我立刻求神给

我智慧处理这事。

 我先和女儿坐下来谈，她承认答应的事却失信了。我要她先悔改祷告。于是她

祷告说：“主耶稣帮助我不要那样，因为妈妈会生气。”听完她祷告，我告诉

她这是她的责任，与妈妈生不生气没关系。我让她再做一个祷告。第二次她祷

告说：“主耶稣，帮助我不要不写功课，不然妈妈会打人。”显然她没弄明白她

的责任。于是我再耐心的解释一遍，也求神光照她。第三次她祷告时，边哭边悔

改，不应该答应了的事又没做。当时我感谢神能让她从心里明白这一切的用意，

我让她马上完成功课去睡觉。

     把女儿处理妥当後，还有一个老大要处理。两个孩子的受造不一样，处理方法

也有别。我边上楼边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因若用和妹妹一样的方式搬一堆大道理

跟儿子解释一番，他没法理解。突然一段经文出现在我脑海，是 【箴言10：4 】“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段经文我以前和儿子一起背过，他

一定不陌生。进了他的房间我问他:“有没有写功课？”“没有！”他回答。我

说:“明天没有早餐吃。”“why？” 我将 【箴言10：4 】向他说了一遍，并告诉

他说:“懒惰的人没有饭吃。”儿子听了马上冲到楼下把功课写完。省下我许多的

精力。

    神的方法真有效，当我们祷告，并愿意照着祂的心意管教小孩，祂总会赐下策

略。这些活泼的方法比我以前打骂更让他们信服。

陳盈妃 

我們的心中常有罪,而這罪不去處理,這

罪就發酵,進而腐敗.而且會衍生出很多

的猜忌, 紛爭, 攪亂.及罪惡 就像腐爛的

酪梨上長了數也數不清的果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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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盈妃 

行在圣灵中(二）

我们家老二Ethan热爱棒球，就如他的生命一样。去年

春天，我帮他报名参加了棒球队练习。他每星期两次

的棒球训练及比赛都全力以赴，绝不错过任何比赛的机会。

春天常常有雨，打棒球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球赛被天气掌

控，若遇上下雨，就得停赛改期。

  一个星期四下午，他的球赛五点半开始。我在球赛前要先带

他们两姐弟到其他地方，我们于是带着Ethan的制服，提早两

小时出门。一踏出家门，发觉天很黑，看来一场即将来临的

大雨又要将他的球赛往后移了。我开始埋怨，想着球赛不知

要改到什么时候，而时间很不够用的我还要另外腾出时间来... 

  上了车我告诉他们说快下雨了，今天的球赛一定得延期了。

女儿大有信心的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祷告！”儿子也接着

说：“Yeh！是的，我们可以祷告！”他俩的信心和环境显然

单纯的信心	
陈佳唯

江大强＆陈佳唯夫妇一家

有很大的差距。他们马上开口祷告，“神啊！让Ethan可以打

球...”我却有些迟疑。一句经节突然进到我里头，是 【希伯

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

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赶快跟神

认罪，承认我的信心不足，然后参与他们大声的祷告。此时

大雨倾盆。

  办完事出来已接近球赛时间，雨也停了。脑子还想着不知球

场积了多少水，球赛会不会如期进行。我们还是到了球场。

见地上相当的干，球赛也照常进行。Ethan打得非常开心，也

很感恩，因为知道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孩子们单纯的信心

鼓励了我。 【马太福音19:14】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

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愿我

的心能常像孩子般单纯，单单信靠神，不要让复杂的思想占

据我太多空间。

这个月因为天气干燥，女儿一直用舌头舔嘴唇，已经在嘴唇上下舔出红红的两片。

我一直都叮咛她要擦护唇膏，不要用舌头舔嘴巴，但情况时好时坏，甚至想就带

她去看医生算了。我例行公事为她祷告，圣灵突然光照我，女儿最近在被要求做事时常

会抱怨，不顺服。于是我将它分享出来，请她悔改，等她向神悔改之后我再为她祷告。

我祷告完，她嘴唇只剩上唇淡淡的粉红色，几乎都好了。女儿 很开心，再一次感谢神。

我大大的被激励，行在圣灵中是如此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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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泉課程領受到”心意更新”

的重要，而神的話語真的如同”

清泉”般每天更新我的心，聖靈光照我

各方面的好與壞。經由順服神的旨意及

在小事上的操練，我從無法完全體會神

的奇妙作為，到一步步行在聖靈中。

 某天，我的大女兒Hannah禱告時，背誦

了 【馬太福音6:9-13】節的經文。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

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

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

 清泉課程裡教導了處理問題根源的方

法，這些問題可能是原生家庭、性格，

或過去傷害留下來的陰影。經由悔改，

讓神恢復祂在我身上的主權，真實地讓

神的話語帶領，不再讓我的魂掌控。回

想過去遇到問題或不順心時，我常常用

血氣處理事情，或說些會傷人的話(尤其

對家人)。

 因為我學過財務管理課，所以家中的

錢由我管理，但其實我的個性並不適合

管錢，我太容易緊張，每月看到水電瓦

斯費用時，總要對先生叨上兩句。某次

我發現馬桶漏水，我希望他立刻修復以

節省水費，但是他似乎一點都不急，我

看在眼裡，氣在心裡，終於引爆爭吵，

吵完之後神光照我必須在管錢的事上學

習放下，我不太甘願地順服，當我把錢

交給先生管時，口裡還說”我不管了，

如果家裡破產，就是你的責任”過了幾

我的清泉課程見證
李英美

天，有位姐妹問我神希望我學習什麼，

我說”放下啊!”她就問我說”你真的放

下了嗎?”我馬上就覺得很羞愧，並且

對神懺悔，不再對我先生說這些血氣的

話，反而跟他說祝福的話，並且相信他

會管好財務。

 感謝神，不再管錢確實輕鬆不少，情

緒也不會受影響，正如同聖經所說: 你

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

由。—順服神的話真的會讓自己得到自

由，這不正是神的旨意行在自己身上如

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課程當中我回想到小時候的窮困以及

1999年我與丈夫兩人都失業加上流產的

日子，這些困境回想起來都是神在歷練

我，在軟弱中讓我學習剛強，並且也憐

憫與自己有相同經歷的人，因而體會“

施比受更有福”這句話，感謝神讓我們

家從無到有，並且不曾真正匱乏過。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我工作認真努力又愛多做，老闆很喜歡

我，對朋友脾氣也不錯，被認為是爛好

人，可是在家裡我卻缺乏耐心，先生及

小孩常常因動作太慢或沒效率被我罵，

我還總納悶他們怎麼就不能靈巧俐落配

合度高一點呢? 卻不知道我壓力一大說

出的那些血氣的話，不但把他們本有的

潛力全壓制了，還把家中應有的快樂氣

氛抹殺殆盡。

 “心思的戰場”一書說到驕傲使人缺

乏耐心，才讓我反省到自己動作快及有

效率是因為父親的軍事化教育以及自己

當護士被訓練出來的，如果沒有那些訓

練我可能比他們的表現還差吧! 並且我

覺得神赦免了我很多過錯，為何我不能

容忍家人在生活小事上的過犯呢? 我真

的看見個性急和驕傲是我仍然必須努力

學習的，在感恩節退修會中，提到每個

人的受造都是奇妙可畏，並不是快就好

慢就不好，現在當我一急就提醒自己用

對的心態去看待自己的家人，每次都會

讓我感受到神創造人的奧妙。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

惡”。 

 在我痛苦困惑的青少年時期，曾經差

ㄧ點走偏了，神興起一群好朋友來幫

我; 我也曾在四樓迴廊上想一躍而下，

神在一念之間保守了我的命;在我心被

人所傷時，神興起環境，讓我看到旁邊

其他人的軟弱以及可憐，我還來不及可

憐自己就跑去幫助別人了。回想過往一

切的一切，感謝神，不曾讓這些凶惡的

事發生，在我尚未認識祂時，祂已經在

看顧著我了。神的真理是一生之久的操

練，但當我的眼睛透過這課程被開啟

之後，我要大聲讚美神“因為國度、

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

門!” 。

李英美姊妹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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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來是要拯救每個失喪的靈魂，使憂傷者得安慰，神

就是這麼寶貴每個生命，上帝在我生命中給我許多的

恩典，我常在想要怎麼把這份愛傳出去.，與人分享上帝的愛

一直是神放在我心裡面的一個感動。

 2010年的暑假，我有機會回到台灣參加兩個不同的短宣隊和

不同的團隊同工一起服事，神讓我有機會服事很多的孩子，

看到許多孩子只因為我們幾天的關心、分享和陪伴而感覺到

被愛。有些孩子甚至說“愛”這是他之前從沒有過的感受，

有些說他已經許久沒有“被愛”的感覺，聽完不禁讓我紅了

眼眶，我知道我能做的是和他們分享天父的愛，讓他們重新

跟神建立美好的關係。【羅馬書十五：29】保羅說:  「我也曉

得去的時候，必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而去。」參加短宣隊，

不是在於我能給他們什麼，而是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寶貴

的功課，也看到神的作為彰顯在他們的生命中。

 去台灣宣教，那是我所熟悉的環境和語言，而對於跨文化的

宣教，也一直是我心裡面的一個感動，2011年初，得知有一

個到肯亞短宣的機會，讓我很興奮，我開始禱告尋求神的心

意，求神把這個負擔放在我的心裡，神就在禱告中為我開道

路，第一是在我畢業後應徵的第一份工作，那家公司竟然願

意讓我延後上班的時間，等參加完短宣之後再開始工作。第

二是神也在經費上為我預備，感動教會及弟兄姊妹對我的支

持，帶著教會滿滿的愛心和許多人的代禱，橫跨了美洲，歐

洲和非洲，我開始了為期15天的肯亞短宣。

 這次的肯亞短宣不僅僅是跨文化的宣教，連三十幾個參與

的同工也是從世界各地來一起服事，他們有從馬來西亞，印

度，墨西哥，美國，衣索比亞，和多哥等國家，大家學習同

心的以不同文化背景在不同的文化下為神作工，好奇妙的經

歷。當我們到達肯亞，一下飛機，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和

當地人形成了微妙的對比，興盛的觀光業對肯亞帶來的是更

大的貧富差距，尤其是在首都奈洛比，常常在熱鬧的商店區

和高級的住宅區外，隔著幾條街就是貧民窟，許多的住家和

餐廳都被圍牆和門口的警衛給隔離著，但這些卻隔絕不了當

地人的熱情。

   在奈洛比我們去拜訪了其中一間International Child Care Minis-

tries在貧民窟裡辦得學校，對於很多家庭來說提供孩子上學是

一件很困難的事，有些家庭的收入一天不到兩塊美金，有些

家庭是隔代教養因為父母死於愛滋病，ICCM 透過海外贊助的

方式認養孩童，提供他們教育、飲食和基本的醫療。校長和

我們分享到這些孩子們常常連周末都會跑到學校來，希望得

著一些供應，因為他們的家裡沒有錢可以提供任何的食物。     

 在這個環境不大的學校裡，有一間用鐵皮搭建的教堂，孩子

來學校不單單是接受知識上的教導，更重要的是教導他們認

識那位創造我們，愛我們的天父上帝，每個孩子在祂眼裡都

是最寶貴的。許多十幾歲的孩子在認識神之後，成為神的器

皿，帶領一家大小信主。可是礙於經費和學校的規模，學校

只能招收有限的名額，許多孩子還是沒有辦法接受教育，沒

有機會認識神，希望能有更多人支持這個事工。

 其中的一個星期天，我們有機會拜訪在奈洛比的靈糧堂，隨

著政府的開放，很多的華人從中國來肯亞就業和發展，他們

在異鄉孤單的生活成為福音撒種的好機會，在我們團隊裡，

有一位從衣索比亞的牧師分享說，在衣索比亞也有許多的華

人，他還向我們發出呼求希望有人能去向當地華人傳福音，

真的是“要 收 的 莊 稼 多 作 工 的 人 少”，許多地方都有需

要 人來撒福音的種子。

 在奈洛比待了幾天，我們又驅車前往距離兩個小時車程的另

一個城市Nakuru，在那裡我看到不管環境如何，神的兒女就

是要來敬拜我們的神，因為祂配得我們的讚美，Bwana Asifi-

we！(史瓦西里語 讚美神)

 我們短宣隊和當地幾間的教會配搭，在離市中心四十分鐘的

市集，舉辦為期兩天的戶外佈道會，當地的教會同工已經在

肯亞短宣
李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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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就為這個佈道會禱告，也到處張貼宣傳單張。在佈

道會開始的前一天，我們分成兩到五人的小團隊，到不同的

村落挨家挨戶的拜訪和邀請，這段路程連車子行駛都非常困

難，狹窄的泥土路經過下雨後路面坑坑疤疤，我們就這樣開

著學校巴士一路顛波進入不同的村落，有些團隊所拜訪的村

落每家間隔的距離要走十幾分鐘才會到。我和一個美國大學

女生一組搭配，當地教會的同工為我們翻譯到其中的一個村

落去拜訪，當我們一下車，五六十個孩子蜂擁而上，對他們

來說 外國人的到訪是很稀奇的，這群孩子們就一路跟著我

們，進入不同的家庭，邀請他們來參加佈道會，很多的時候

家庭主人都要出來要求孩子們留在外面，並且和他們保證我

們很快就會出來，才能避免他們一起踴進和教會圖書室一樣

大小的家。在我們拜訪的家庭中，有些已經是基督徒了，有

些則是信奉著傳統的信仰或巫毒教，非洲的文化和中國的文

化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很多的肯亞人也祭拜祖先，相信祖先

會保佑他們。當我們和他們分享完，邀請他們參加佈道會，

我們就會問他們可不可以為他們的需要作祝福禱告，他們總

是欣然的接受，我和另一個女生就會輪流開口大聲為他們禱

告，我們兩個都知道是神賜給我們勇氣和膽量，讓我們可以

坦然無懼的宣告。

 要到佈道會會場的路上，有些當地教會的同工也和我們一

起搭乘巴士，反觀我們這一群抓緊把手，怕暈車的外國同工

們，他們卻在這沿路顛波的路程上一路唱著詩歌讚美神。有

些當地教會同工和來參加的人要走三個多小時的路程來參加

佈道會。到了佈道會的會場，雖然只有一台簡單的電子琴架

在摩托車上，他們卻是全心全意跳舞敬拜讚美神。在人來人

往的市集，大家席地而坐的坐在街道對面，有些路過的人停

下來腳步看著這群人歡樂的敬拜，聽著他們的見證分享和牧

師的短講，在那天他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們的救主。

 佈道會的第二天是主日，一早我們就分成兩個團隊到當地

的教會聚會，其中一間教會因為兩個村落的紛爭，被放火燒

了，重建的教會只有簡單的圍籬卻沒有屋頂。到那間教會參

加主日的外國同工們和我們分享主日的情形，沒有一個人不

被他們的信心所感動，因為沒有屋頂在炎熱的太陽照射下，

他們還是一樣的到神的面前敬拜讚美祂，不管環境再艱難，

於他們來說，因為我們的神，是真神所以祂配得讚美Bwana 

Asifiwe(史瓦西里語 讚美神)！，這件事給我很大的提醒想到常

常因為環境的困難和艱辛，我們的信心軟弱了，但對他們來

說這些卻更堅固他們的信心。

 肯亞的短宣，我看見一群信心的勇士!我看見一群神國的精

兵！

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用国际驾照开车。国际驾照在本地

是无效的，但我总不能一直麻烦别人接送，所以只是

有时去买菜和去教会时才开出去。我每一次开车出去时总会先

祷告，求天父保守我出入平安，前前后后也开了快一年。

 一天我表弟叫我去学校接他女儿妮可，当时他走不开叫我去

接，由于我第一次开车接小孩，开错路进了校车的车道。这下

惨了，前面有车档住路，校车又一辆一辆开进来，我心很急，

于是我下车，想进学校叫人把车开走让我开车出去，没有想到

车门竟然自动锁上。钥匙和我小女儿Mia都在车上，我使劲拉

门，当然没有用。我已吓得两脚发抖，拼命拍窗户，Mia也吓

哭了，我好怕有人报警。我还在办身份，所有的证件都还没有

下来，并且我听说小孩子锁在车上是犯法的。我越想越害怕，

我一直在心里呼求神，只有天父才会保守我，把一切危机化为

乌有。我一切的举动早就被學校里的人看到了，已经报警了。

  Mia在车上哭得厉害，一直叫妈妈，我从来没有教她开车门

或开车窗。放学时间人越来越多围过来，还一直安慰我说别担

心别哭了，警察和消防员就快来了。他们哪知道我担心的是什

么！没有驾照，没有身份，还把小孩关在车里，是多大的罪！

见证奇迹 

  在我快崩溃了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妇女跟我说，叫你女儿

别怕，去前面车窗去按那个按钮。Mia照我的吩咐去做，车门

打开了。那时警察还没来，我徵求了学校里老师的同意让我

把车开到一边。但我一上车就想要溜走，于是就直接开离学

校。我很怕，头也不回的把车开到学校对面的住宅区，打电

话叫爱琳姐来帮我去学校接妮可。我坐在车上挣扎着要不要

去面对这件事，拼命祷告：“主啊，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求

你救我脱离一切困境，让这件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求主让警察别在我去接妮可时查我证件。”

   冷静下来后我想想，应该自己去面对。我求主给我勇气和

平安进学校去面对这件事。当我走进校门口，爱琳姐和他儿

子一起过来了，她安慰我叫我别怕，我们就一起进去学校。

我打开校门的时候，奇迹再一次发生了，刚才有见过我的人

和那个老师好像完全不认得我，她完全没问我什么问题，我

也就顺利的接走妮可，一切是那么自然。无所不能的真神是

那样的神奇般，把一切的灾难竟化为平静。祷告有力量，相

信就得着。

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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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籌備婚禮的時候，我就開始禱告，希望可以有一

個不需要出差的工作好建造新家庭。但是一直到結婚

之後，因為出差的時間少了，我淡忘了出差時的難過，也沒

有積極的找新工作。一直到半年後我又開始經常的出差，神

將我放到了曠野中，我才又開始尋求神的旨意，並且看到神

在工作上給我的恩典。

 有一位同事和我的主管起了衝突，主管想要把那位同事開

除，結果同事就先發制人約了八個人去總公司報告主管的疏

失。我沒有多想就跟去了，沒想到最後只有三人出席，我只

好硬著頭皮參與。沒想到總公司在事後通知全部門約談時 不

小心也寄給了我的主管，讓整件事都曝光了。我當下成了背

叛主管的員工，未來一片迷茫。

去年我換了一份工作,帶著滿滿的信心開始在新的環境工

作｡其中我學到了許多的東西,也讓公司的同事甚至老

闆都很依賴我,我很喜歡這種被人依賴，被人重視的感覺｡但不

久之後,我的工作量大到無法負荷,有很多事情常常無法準時完

成｡這種情況下,我的主管還是一直把他的工作加給我｡當我一

直在工作,主管卻在網路上購物,我天天加班,但功勞卻是给主管

領｡我最生氣的是,當主管犯錯的時候,他會很巧妙的把錯推給

我,還讓老闆認為主管在幫我說話｡我受不了這些待遇,所以常

常與主管起爭執｡

   之後幾次老闆的媽媽找我約談,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徹底地

打擊了我的自信心｡本來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成功的人,但老闆的

媽媽所說的話讓我懷疑”我真的這麼沒用嗎?”｡ 之後,我被調

到別的部門, 那時我要一直告訴自己”我不是一個失敗的人,因

神都知道
張惟婷

魏大為 

神化咒詛為祝福

 後來因為這個事件，整個部門都被人事主管約談，我告訴

人事主管，我未來的發展好像沒有被受到重視。他當場就

說：“我知道另一個部門很需要人, 我來幫你打電話問問看

吧!”我還來不及反應，履歷表就寄過去了，幾天後我就去面

試新工作了。我很確信這是神要賜給我的工作，因為發生了

很多看起來很糟糕的事情，神都讓它奇妙的變成好事。

    可是我並沒有立刻得到新工作，我聽說公司準備雇用另一

個人，我只好很失落的回家。我心想這明明是神賜給我的。

如果不是神的安排，我沒有找新工作也沒有去申請新職位，

怎麼可能完成這麼多事情呢?  我就信心宣告說這工作是我的。

結果再過了幾個禮拜，人事部還是把工作給我了。 感謝主在

這麼多的事情上面動工，把咒詛變祝福。

為神曾經三次告訴我,我是神最寶貝的女兒”,我才能撐得住不

下沉｡後來我雖然被調回到原來的職位,但我的心情還是一直

低沉著｡

   回到原來的職位後,我變得不想跟神禱告,就算禱告了我也不

知道要跟神說什麼,因為這份工作讓我心力憔悴｡不想去查經,

不想去參加禮拜,只想自己靜靜的一個人｡

  清泉的第一課時,我又再一次看到神說”你已經是神的兒

女”,”神所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而是有能力,仁愛,自律

的靈”也透過心思的戰場這本書告訴我,不要接受控告｡聖經

裡常常告訴我”神是我們的力量,要倚靠祂” 但當我低沉的時

候,我卻沒有倚靠祂｡所以當我再一次看到這些話語時,我知道

神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你是神的女兒”,”倚靠祂”｡感謝主,

再一次的恢復我的信心,再一次的扶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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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1第三次參與TAIWAN ADVENT的短宣。每一年

參加，神都把我放在不同的位置，2011年我成為11C

組的隊長。在那裡我經歷到神的信實與智慧。

 每組一共有12位老師，教台灣國小到高中的學生英文。短

宣共是兩個禮拜長，每個禮拜要教兩所學校，一共是四所學

校。第一個禮拜會接觸到兩百個學生，第二個禮拜接觸七百

個學生。目的是透過英語教學，我們可以向學生們分享福

音。教課內容主要是五天的短劇，每個短劇都有一個福音的

主題。當天的課程的內容是基於短劇的主題衍生出來。第四

天，我們就會呼召學生，邀請有意願的學生一起作決志的禱

告，邀請耶穌基督作他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成為一個隊長多了好多責任和壓力。當我還只是當助教

(2009年)和老師(2010年)的時候，我只要聽隊長的就好了。這

次我明白了作領袖要面對的壓力。我需要去規劃、組織每天

的行程，確認組員都有盡到他們的責任。確保每一件事、每

一個環節都能成功，尤其是短劇。

 我知道第一個禮拜是最辛苦的，因為大家都還沒有經驗，

而且練習短劇時，劇本只提供大綱，細節的部份需要自己發

揮。第一天晚上到了開會時間，我看得出大家都精疲力盡

了，排練短劇時，我們一直碰到一樣的難題。我們被卡在角

色的部分，我們不知道要如何演出一個相撲選手的角色或一

個忍者等等。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完全束手無策。感謝

主，讓其中一個老師有了一個主意，而那個主意讓其他老師

有連鎖的回應，許多新角色就慢慢浮現了。經過熱烈的討論

後，劇本的角色幾乎全改了。更棒的是這些角色，學生們都

可以看得懂。上帝讓我們經歷使無變有。但是角色討論出來

以後，大家開始分心了，沒有人認真的在練習。時間晚了，

我請所有的老師都圍一圈，禱告後就散會了。當時，我不知

道該如何是好。我只抓住一句話就是【爭戰在於祢】。

    隔天早上，我試著去說些鼓勵的話但我還是心裏感到擔憂。

感謝主，在困難中顯明了祂的信實。短劇表演得非常好，想

想看我們連重頭到尾都沒排過一遍，這樣的結果簡直是奇

蹟。我認識到，不管我們準備的多麼的好或是我們多麼有天

賦，最終算數的是上帝和祂的能力。只要我們相信，祂必會

帶領我們得勝。祂可以使不美的、不好的、不完美的，變為

美的、好的、有能力的。

 我從小到大就一直是所謂的跟班，沒有具備領袖性的特質。

在短宣帶隊的時候，出現了很多的差錯。但上帝供應了我一

切的所需!我要負責帶破冰遊戲、帶動唱、短劇。遊戲我帶的

還可以，但是到了要帶帶動唱的時候，可以說是一團亂。我

不是最好的隊長，但上帝在祂的大能中，祝福了我不完美的

工作，不再是我能夠做什麼，或成就什麼，而是上帝透過我

能做的、能成就的。很多人都給予我鼓勵和稱讚，有時候我

感覺被誇的莫名其妙。上帝把我好的一面呈現讓其他人看見

就像一盞檯燈放在桌子上，使得讓他們將歸榮耀給神。

 故事不是到這就結束，神有更偉大的事為我預備。第二個禮

拜在彰化國中，我當回老師，真的輕鬆多了。但就在去學校

的路上，每隔幾百公尺就有一家賣神桌的店面。我從來沒有

看過那麼多家神桌店都擠在一條街上。就在第一天的時候，

在班上就發生打架的事件。班上一共有30多位學生，只有兩

位老師很難全都照顧的到。到了禮拜四是決志日，在分享見

證的時候，班上的男同學完全沒專心在聽。他們甚至影響到

其他同學聽見證和福音。還沒有分享完，休息時間就到了。

其他班的同學已經在走廊跑來跑去。那天的攪擾真的很多。

我們等學生休息回來的時候再做一次分享和呼召。讚美主，

因為祂奇妙可畏，戰勝了一切障礙。32個學生裏，30個學生

決志信耶穌接受祂作為他們的救主。哇! 我真的感到不可思

議。很明顯，是我們的上帝行了大事。像我這種人也可以當

隊長而且還可以影響到那麼多人的生命。靠著上帝和祂的能

力，我們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願頌讚、尊貴、榮耀歸於我

們耶穌基督直到永永遠遠!

TAIWAN ADVENT短宣
顏士熲 John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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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恩典够用：

今 年 的 住 棚 節 ， 我 們 以 猶 太 方

式來慶祝這個節期。雖然住棚節的準備

時間非常緊湊，我們還是很興奮地做預

備，因爲這是神命令以色列人紀念的節

期。贖罪日過後，我們搭起了外面的棚

子。棚子裏有很多稻草，還有各式各樣

代表秋天豐收的裝飾品。孩子們在棚子

裏面蹦蹦跳跳，玩得不亦樂乎。Joy姐妹

也根據聖經裏的教導,生動地給兒童主日

學上課。主用各樣的方式，讓我們親身

體會到祂的同在和真實。

 住棚節的棚子象徵著上帝的遮蓋。在猶

太的習俗裏，這個遮蓋無所不在。尤其

是婚姻的棚子，特別預表了神和教會的

關係，所以我們也想在會堂裏搭一個這

樣的棚子。我在星期三的早上出去逛了

兩家店，一邊逛一邊禱告，既然神要我

們守這個節期，祂就會供應我們一切所

需，不會有任何缺乏。

 到了星期四都沒有進度，我在網上看

到很多漂亮的棚子。我就開始求問神，

我們的棚子在哪裏？神提醒我，我在星

期ㄧ買到的“搖祭”的物品，就是一個

神跡。因爲這個“四件物”只有在一個

月前預訂才有，我們竟然買到了最後一

套。耶和華以勒，上帝的恩典夠用。

 過了中午，神就擺一個意念在我心中：

教我做棚子的四根柱子。用餐館裏的醬

油桶，裏面放水泥，中間加一根PVC水

管，然後用電線的硬管撐起來就是柱子

了。晚上先生Hayward在店裏拼裝柱子，

我去找認識多年的好友，林伶鴻。我把

在網上看到的棚子給她看。她告訴我，

可以用床單布做一個很像的。當時我的

心真是充滿感謝！兩個月前，女兒嘉寧

祂的恩典够用

到她家幫忙做教會窗簾。這一下林伶鴻

加上小幫手，教會的棚子有希望了。

 神的意念永遠高過人的意念，接下來

成就的事完全是神的安排。我們進了工

作室，伶鴻看到縫衣機旁有一大塊提花

布，就說：“我忘記這塊布是做什麽用

的了，用它來做棚子吧。因為床單布實

在不好看。”決定尺寸的時候, Hayward

建議每邊不要超過五尺，不然在會堂裏

顯得太大了。伶鴻和嘉寧就以四尺半為

準開始工作。我順口問可不可以加流

蘇。伶鴻找到了以前用剩的一卷流蘇，

只是不知道夠不夠。後來布都剪好了，

布全部夠用，連流蘇都剛剛好，只剩一

尺長，布也只剩一小條。還有足夠的四

個布條可以遮住難看的醬油桶。我們都

很訝異,材料怎麼會這麼剛好?!

  當我們星期六把棚子搭起來的時候，

真是感到神奇。除了神以外，還有誰能

做這件事呢？我們非常榮幸的可以參加

這份工作。

  在星期天的聚會中，弟兄姐妹們一家

家到棚子下，獻上初熟的祭物，大家都

非常高興地擺上自己的一部分。那天陽

光明媚，天氣也很好，我好像看見天使

也在我們中間和大家一起歡笑。感謝

主，真是美好的一天！

感恩節退修會:

把教會的器材打包送去退修會，一直是

一件大工程。尤其是今年，由於教會已

經從遊牧民族進化到固定住戶一年了，

許多器材都已經固定住不容易移動。但

是恩典夠用，弟兄姐妹們一起同工，我

們順利地搬器材到了退修營地，退修會

可以按預定計劃開始。到了晚上的聚會

Cathy Faulk

Hayward Faulk

結束，我們的女兒生病了一個晚上，我

一直陪她到四點多，只睡了兩個小時，

還要在早上聚會開始前回教會拿東西。

  我一直向神求恩典，不要在聚會中打

瞌睡,撐到中午後,不吃午餐的話可以午

睡三個小時。下午的課是聖靈充滿，不

會需要太多翻譯，我也可以比較輕鬆。

但是上午聚會一結束，Jason牧師說下

午可能會有“洗腳禮”,通知我來準備

用具。我那時候頭腦一片空白，一心想

睡覺。不論如何，只有半個小時可以準

備,必須要快快找到我的先生Hayward。

找到Hayward的時候，他正在享受午

餐，我只能坐下等他。Jerry馬上擺一盤

菜在我面前。同時我們也在午餐時決定

了要用什麽器具來完成這個洗腳禮。神

的智慧真是大而可畏。

  我們先回店裏拿接水的PVC管。這是

以前Hayward花了幾個小時給店裏定做

的水管，可以接水龍頭來洗東西。那天

洗腳禮需要用水，但是Simpson Wood不

允許我們用廚房的水，因此需要用到一

根合適的管子來接廁所的水。而神啓示

我們去拿的這根PVC管正好合用。接著

我們又回到教會去拿盆子。我們找了五

個裝碗的盆子，兩個小孩玩具的盆子，

外加八個教室的垃圾桶，七個外賣湯

罐，一大包紙巾。上帝準備了七套洗腳

禮的用具，當我們回到會場時，離聚會

開始還有十五分鐘，感謝主。

 在洗腳禮的時候，神甜美的愛充滿整

個會場，流動在每個人心中。我雖然沒

有睡到午覺，可是神給我足夠的體力完

成這一天所有的工作，享受祂愛的甜

美，看到祂美好的作爲成全在祂的家

中。榮耀歸給寶座上的羔羊。

Faulk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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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was fourteen, I was told of a true 

story about a little boy and an umbrella. 

The little boy lived in a village, that was not only 

poor but in a drought. It had not rained for a long 

time and people had trouble just to make basic 

needs. In this village there was a church. Most 

of its members were old women who loved the 

Lord. One day the pastor said that since the Bible 

says that God listens to prayer, they should have 

a prayer session just for rain. He set the meeting 

at his house at a certain date and time. Only four 

old ladies and one little boy came at the day of 

the meeting. When it was time to leave it started 

raining. Only the little boy brought an umbrella 

so he went home. The four old ladies did not bring 

their umbrellas, so they had to stay overnight with 

their pastor. 

My story is similar but with a twist. In my church 

we have a cell group that deals with Americans. 

My parents are the leaders of this group. If you 

looked at our church in 2010 and 2011 you would 

have only seen my dad as the only American. You 

see all of their members either moved away or 

died. The last member was very old you see. Since 

then everyone has been praying for more mem-

bers to join. We invited many people, but no one 

came. Instead the youth group TOG (Touch Our 

Generation) grew. The college group flourished, 

and the high school group multiplied. Soon they 

had to separate into two, just because it had too 

many people. 

I have been in our church’s usher team for a few 

months now. We have papers for newcomers 

to fill; just the basic who are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These papers are all in Chinese. A few 

months back I thought of the story that I told 

you earlier. I was then moved by God to translate 

these papers into English. I was told, “You want 

a storm. You are begging for a storm, yet you do 

not have an umbrella. Where is your umbrella?” 

So I started translating a few papers every week, 

and soon Americans started pouring out of no-

where! No one knows who they are or where 

they are from. God given is the only answer for 

their presence. 

Our church’s American cell group is alive again. 

In February 2012 the group has five American 

members, and I currently see more potential 

members coming. The lesson that I learned is 

that if you want God to do something then BE 

READY!

For me, the year of 2011 has been a year of temptations. 

I’ve been tempted by computer games, books, and my 

own hobbies, etc. However, God has also given me a lot 

of grace. Numerous times I experienced his presence. I still 

remember on a Kids Worship Sunday (a Sunday on which 

the two older classes join for worship), I was sitting and 

worshiping. I suddenly felt that God wanted me to stand up. 

I hesitated, but then obeyed. When I obeyed, I felt a wind so 

strong that it blew me over. 

Another time, I was watching a worship video in my room. I was singing when I felt that Jesus came 

into my room. I felt sooooo happy. I didn’t want to read, I didn’t want to go outside, I didn’t want to 

play, I didn’t want to do anything except to talk with him and to worship. I also remember that for 

a while, I had felt lonely, rejected, and that no one cared about me because of some unkind remarks 

from other people. One day I unloaded everything. I felt so good. That Sunday, God showed me how 

much my parents prayed in tears for me. I cried and cried. The reason I am sharing these testimonies 

is not because I am perfect and complete. I am sharing these stories because I am weak and incom-

plete. However, God’s grace shows and becomes obvious in my weaknesses.

Joseph Mao

God’s Grace in My Weakness 

BE READY 

Brenda Faulk

Brenda

Joseph



37 感恩見證集

Over the years, I have struggled with fears of performing publicly and 

conversing with new people. Even in middle school, I shivered with 

anxiety when I raised my hand to answer a simple question, and sometimes 

the answer left me completely as I blanked out like a deer-in-the-headlights. 

I resigned myself to staying quiet in class and rarely participated in any 

public performances that were not mandatory.

The summer of 2011, I attended a youth camp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The experience was magnificent and really strengthene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God had also prepared activities that would 

strengthen me to overcome my phobia of conversing with strangers. The 

youth camp held an evangelism activity at a nearby mall, in which a group 

would approach people passing through to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on 

Christianity. I was terrified, but luckily I had a friend from church, Wen 

Wen, as my partner to endure the mission together. As it turned out, God 

was ready to support us as well as help us reap the fruits of the service 

we were offering. Wen Wen and I approached an Asian man working at 

a local booth first, and to our surprise, he had actually immigrated from 

China only several months ago. After discovering that Wen Wen and I 

spoke Chinese, he was very friendly and willing to hear what we had to say 

about Christianity.

Despite the smooth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rst person, I was still shaking 

and extremely nervous about continuing the evangelical activity. Wen 

Wen and I prayed fervently after the first encounter, and the remainder of 

our trip was largely received with success. Though my nerves did not ease 

throughout the trip, knowing that God was watching over us helped us 

through conversations with at least six different people! Prayer and faith 

helped me to overcome the anxiety and share the joy of knowing God with 

others!

Philippians 4:13 says that,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 This year, I want to mature in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have 

deeper faith in His support. I know that I can depend on God to carry me 

and help me rise above my fear of both public performances and conversing 

with new people. Through service to the church and weekly youth group 

participation, I know I have grown enormously with God’s hand. I want 

to grow through God and for Him so I may serve him unrestricted and 

unchained by fear.

Strengthened Through Him
Eileen Wang

June 14, 2011 was the worst day of my life.   I had just gone to visit my 

dad not even a month ago with my then girl friend, and my dad passed 

away a few days afterwards.  Not too long afterwards my girl friend left 

me for someone else.  What a bad day, I was filled with anger and hate all.  

I went to a spa trying to find some kind of massage to relax my body, when 

I met a very nice lady who massaged my feet for me.  She was such a nice 

individual that she introduced me to her bible study group in our church.  

She told me that I needed God just like her, so I just followed her to our 

church.   That day I met Pastor Sam & Felicia.  They were the “God sent 

people” sent to my life in that point of time.  I was so broken in spirit that 

is indescribable.  All I had was anger & hate in my heart, and nothing 

else.  They obeye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they worked and prayed with me 

to help me to get out of that terrible dark depression.  When Felicia laid 

her hands on me and prayed for me I just 

could not stop crying, it felt like some-

thing in me was breaking loose, and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healing.  

The support of my brother and sister in church helped me. They spent their 

time to pray and read Bible with me every day to start my healing processes.  

It was so wonderful.  I can feel that the Lord is using his word to cleanse 

and restore me day after day.  It had been over seven and a half months now.  

And I can feel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starting to remind me of the things 

I shouldn’t do, words that I shouldn’t say, and the places that I shouldn’t go.  

Thank God for his mercy and grace sending his saint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to bless his people in the most surprising ways.  I am doing better 

than I first started, but I am still a work progress.  Praise the Lord. 

Sidney Beck

TOG Teapot Play

Sidney and Pastor

God’s Love Never Fail



38 感恩見證集

As some of you know, I was in the hospital late last December and 

January. A total of three visits for what should have been a one visit 

operation. Late last December, I had sharp horrible pain in my abdomen 

and went to a minor emergency clinic near my home, as I did not have 

insurance, and the clinic was only a $100.00. When I got there, the Dr. saw 

me immediately, and said I need to go to the hospital now! I asked what 

was wrong? He said he thinks it’s my gall bladder. So, without insurance, 

and driving 125 miles per hour on 400, I went to the hospital, the pain was 

horrendous! I got there, and they evaluated me, give me pain medication, 

and used an ultrasound to see my gall bladder, which was full of stones. I 

was scheduled for surgery the next day. The surgery I thought went well, and 

I went home the next day. I thought it was over. It was not. Two weeks later, 

I have sudden sharp pain in my back and stomach, and the pain was worse 

than the gall bladder. It was the worst pain I had ever felt! I again, being 

alone, drove myself to the hospital, and when I got there, I was screaming 

and could not walk because of the pain. They gave me more pain medicine, 

but it didn’t work, so they gave me more, and ordered a CAT scan to find 

out what was the problem. They found out that a gall stone that was missed 

by the Dr. was in my pancreas. So they had to remove that, and I spent 

4 days in the hospital on antibiotics, and pain medication, NOT FUN!! 

Hospital food is bu how! So I thought after this, I was okay. Four days later 

after I was home, I got very sick, and in pain again, so I called my Dr. and he 

said to GO AGAIN TO THE HOSPITAL!! I was tested and the test was 

positive for a “super bug” you can catch in the hospital called: Colostrum 

Difficle, or, C-Diff. for short. It is a bacteria that makes ulcers in your colon, 

and if they rupture, you have to have part of your colon removed, and there 

are only TWO antibiotics in the world that treat it, if they don’t kill it, you 

have a 50% risk of death. So, I was very scared, and prayed, and took the 

antibiotics, and did not sleep much as I was very afraid I was going to die. 

I did not tell my friends the 50% death risk, as I did not want them afraid 

too. It is also scary as: alcohol, heat, and cold WILL NOT KILL IT! Only 

bleach.

     While I was in the hospital, Pastor, Cathy and Hayward came to keep 

me company, and pray for me. I was very happy they came. My family came 

as well of course. I started to read the bib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any years, 

and pray. I took the antibiotics for 10 days, and prayed they would kill the 

bug, so the bug does not kill me! As of today, I seem to be okay, and the 

medicine worked, and I will live.

    After all that, I then started getting calls from the hospital wanting 

MONEY! I did not have insurance because I was laid off from my job, and 

my blood sugar was a little high, so no insurance Company would insure 

me. So I again got depressed because the hospital bill was over $30,000.00! 

I do not have $30,000.00! So I asked the hospital to help me, and thought 

they would only give me a discount, and with the discount, it would be 

$20,000.00. So I asked Cathy and Hayward, and my Mom to pray for me, 

as I was really upset. I get a call a week later, and the hospital say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forgive the $30,000.00! I only need to pay the Doctor bills, 

and CAT scan, etc., about $3500.00. I called Hayward and told him, and 

he said it was a miracle! And it was, the hospital could have said that I was 

going to have to pay $20,000.00, and I would have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e other miracle was that I have been looking for a job for a long time, 

and nobody was calling me for an interview. This week, 2/21/12, I have 

4 interviews! In fact I had more interviews than that, but some of the 

Companies I did not want to work for, so, instead of nobody calling me, I 

am turning down interviews! And interviewing with the best Companies! I 

have three interviews left to do, but I have been praying along with Cathy 

and Hayward, and my Mom, and I believe I WILL have a job offer as soon 

as next week! I am still praying for that, and if you want to pray for me, 

please do so, I need ALL the prayer I can get!!!

David Jenkins

Blessing in the Storm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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