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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恩見證集

序言

去年當我們要進入第六年的時候，神曾問我對「六」這

個數字的看法，我起先想到的都是從人來的負面的教

導，「六」是代表「人」的數字，是不好的，敵基督的數字

是「666」，是不討神的喜悅的。但是當我在每日的讀經中看

到「我必在第六年將我所命的福賜給你們，地便生三年的土

產。」(利 25:21) 時，我叫了出來，哇! 原來第六年是神要大大

祝福祂子民的一年，是可以有三倍收成的一年，比任何其他

的年份都有更大的應許;  再想到神是在第六天的時候造了人，

並且說「甚好」; 大衛竭力跳舞讚美神時，是在每走六步獻完

祭之後，而神很喜悅他的敬拜。因此我改變了對「六」的看

法，原來「六」是神創作的高峰;  是人在神的引導之下，努力

所能達到敬拜讚美的最大限度;  是神為了要賜給人一個安息年

之前，地所可以有的最大的生產。所以只要我們不是用人的

「想法」、「方法」去做神的事，那麼「六」就不是咒詛，

反而會有最大的祝福。因此在這一年中，我們歡喜跟隨，也

小心不走出神的心意之外。

首先，我們得到的祝福，就是「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

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

裡；」(路 6:38)，當我們將一筆錢借給波士頓生命河靈糧堂購

堂之後，神讓我們教會順利的租下了現在的地方，並且用最

少的工錢，(只花了$450元請有執照的水管工程師作了一點工

作，其他全是弟兄姊妹的勞力)，最節省的材料費(許多的電

器、天花板、都是recycle的)，在最短的時間內(不到一個月)搬

進了新堂，再再經歷神蹟。

其次，在這一年裡，有許多人得到醫治，不只是身體的醫

治，更是心靈上的醫治; 在我們搬入新堂之後，很快的我們舉

行了兩場婚禮 (過去五年，都沒有婚禮); 教會的青少年團契也

分成大專及高初中兩組，有不少的青少年生命得改變，接受

耶穌作他們的救主，受洗進入神的國中; 去年我們辦了五次特

會，請了七位講員，許多弟兄姊妹在其中得到更新，這些奇

妙的改變都可以在這本見証集中讀到。

當我在寫這個序言的時候，教會正在進行41天(2/28~ 4/9)的

連鎖禁食禱告。從教會成立的第一年，我們就有21天的連鎖

禁食禱告，第二年起加入母堂的連鎖禁食禱告，就增加為

40 天，並且成為教會每年令人期待的一段自潔、親近神、進

入新的一年的時段。今年我們有感動，在 40 天禁食禱告的

同時要有40 晚的禱告會，這對教會是一個新的挑戰，雖然我

們不明白為何聖靈有如此的帶領，但感謝神，同工們都願意

跟隨聖靈的引導。從禱告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有感動要天天

為以色列禱告，因為中東及北非都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況，沒

想到進行了十一天之後，日本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大地震、海

嘯及核電廠的災難，我們就清楚明白，神要擴大我們的禱告

度量，要我們開始真正的為萬國禱告，末期是一定會來的，

但不要小看自己的禱告，祂會為選民的緣故，減少災難的日

子，「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

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太 24:22) 我們一定要恆切的

禱告，求神憐恤這個世代。另外要感謝高科技發展的成果，

能讓在遠處的弟兄姊妹以Skype參加禱告會，我們更能為在台

灣及馬來西亞的病人禱告。感謝神到今天為止(3/30)，在31天

中平均出席每晚禱告會的人數達19人，而我們正期待在最後

一天的24小時禱告會中，有個高峰。

當你拿到這本見証集的時候，我們已經結束了41天的連鎖禁

禱告，及41晚和24小時的禱告會，我相信在新的一年，我們

會聽見更多的好見証，因為在第六年時，我們是跟隨了聖靈

的感動，許多的弟兄姊妹盡了最大的努力，奔那擺在他們前

面的路程，神必定會祝福我們。

神說「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賽56:7) 現在神給了我

們一個七天24小時都可以使用的場地，相信是要我們常常在

這裡禱告，鼓勵弟兄姊妹們常常到教會來禱告，相信當看見

神垂聽你的禱告時，你的心必會充滿喜樂。

第七年在聖經上被稱為「安息年」，在第七年要怎麼做呢? 

是要歇了自己的工，進入神所賜的安息，讓我們在新的一年

中，更加殷勤尋求神的旨意，不焦慮，不躁進，處處走在神

所安排的道路之中，這樣我們會繼續見証祂的道路是充滿脂

油的道路!

徐永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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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2010年11月14日正式搬入新租的場地，回顧過去

五年多來，由第一次的聚會大人加小孩25人，到現在

平均140人，場地由牧師家的地下室，到旅館的會議室，再到

前五年所租的大廳，我們一直無法在週間自由的使用場地。

我們需要有一個可以在七天24小時自由使用的場地，這一直

是大家心中的渴望。現在我們搬進了這個地方，我們的心中

只有感謝再感謝神。當我與德玉牧師回想在這些年間，神在

教會中的奇妙作為時，我們自然的就想到「以便以謝」這個

希伯來文，這個字的意思是「到如今神都幫助我們」。這個

字在聖經中的出處是撒母耳在打敗非利士人時講的。(撒母耳

記上7:12)  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間，給石

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為什麼

撒母耳要在打勝仗之後，立一塊石頭作記念呢? 因為撒母耳

要以色列人看到這塊石頭時，就想起神是怎樣幫助他們打敗

非利士人的。原來神是喜悅祂的兒女曉得祂的作為的，(詩篇

103:7b …，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為。) 神為什麼要這麼作呢? 

因為祂知我們人的受造有限，每次當我們遇見困難的時候，

我們就會害怕，懷疑，失去勇氣，但是如果有一個看得見的

「証據」擺在那裡，那就不一樣了，因為當我們每次看到這

個「証據」的時候，我們就會記起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神

是可信的，我們的信心就會加增，我們便會倚靠神，因而勝

過一切的環境。所以我們要在見証集中記錄這次遷堂改建的

經過，每次當我們再看時，就能再一次的回想神是怎樣幫助

我們的, 下次我們要建堂時，一定更能提升我們的信心。

首先，是神差人幫助，為我們提供了非常的人才:

這次我們的租約，第一年的租金數字，是由一位加州的姊

妹，在她的夢中所夢見的，(歷代志下20:20d …，信耶和華

─你們的　神就必立穩；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聖經上這

麼說，信祂的先知就必亨通，我們照著她所夢見的數字，給

出合約，事情果然就成了。

當摩西遵照神的命令建造會幕的時候，神就差遣了比撒列，

亞何利亞伯，他們是心裡有智慧，蒙耶和華賜聰明的來作

工，(出埃及記36:1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並一切心裡有智慧

的，就是蒙耶和華賜智慧聰明、叫他知道做聖所各樣使用之

工的，都要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做工。)而所羅門王建殿的時

候，也有戶蘭被神預備好可以被召來，(列王紀上7:13~14所

羅門王差遣人往推羅去，將戶蘭召了來。他是拿弗他利支派

中一個寡婦的兒子，他父親是推羅人，作銅匠的。戶蘭滿有

智慧、聰明、技能，善於各樣銅作。他來到所羅門王那裡，

做王一切所要做的。) 可見神為祂的工作，會召集有智慧、

聰明的人才來完成。這次新堂的改建，在工程圖方面，神

早已預備陸峰弟兄，幫我們繪出職業的設計圖; 另外我看到

Hayward的智慧在很多的地方顯示出來，他不只是會作電工，

教導我們工地安全第一而已，好幾次，他能設計一些特殊的

工具(買不到的)給我在改裝天花板時使用。事實上，不只是他

一個人，我們在漆油漆，換地毯時，需要挪動講台的幾塊大

台子，我們五個大男生，笨笨地使用蠻力推呀推的，累個半

死，還沒搞好，正在喘氣休息時，Fenny看見了，過來抬起一

邊，放一個Dolley在下面，又走到另一邊，再放一個Dolley, 然

後她跟另一位姊妹，兩個人輕輕鬆鬆的一推就搞定了。我一

方面訝異她的力氣(大男生要抬起一邊也是不容易的，我們稱

讚說她是女參孫)，一方面也佩服她的智慧。而當我們為接水

管頭痛正在談論時，Michael 剛好從旁走過，他說他會，哇! 得

來全不費工夫。這只是個例子，在這段期間，我屢次為好些

人的智慧、聰明、技巧感到驚訝，原來神早已為教會預備了

這麼多的人才。

其次是看見弟兄姊妹們非常的自動:

(出埃及記36:2凡耶和華賜他心裡有智慧、而且受感前來做這

工的，摩西把他們和比撒列並亞何利亞伯一同召來。) 當初百

姓來建會幕，不是被逼著來做的，或者被雇來做的，乃是自

動來的。我們這次既沒有「租堂委員會」，也沒有「改建委

員會」，這恐怕也是少見的，但一切的工作，都是弟兄姊妹

們自動自發來做的，有幾位甚至是以堂當家了，每天在上班

完之後，就到教會來報到，是聖靈在每一個人的內心動工，

當有需要時，大家就自動的前來。在這段施工期間，10月30 

日我們還在工地辦了「合家歡之夜」，在那個星期一到星期

三之間，看到工地的雜亂情況，我曾經好幾次問Cathy，星期

五晚上，我們真的能在這邊辦嗎? 但在星期四早上，許多弟

兄姊妹們自動地來幫忙，到了晚上，我知道行了。接下來的

另一次挑戰是11月14日的開堂禮拜，開始時也是一樣的沒把

握，但到了最後四天，每天有許多的弟兄姊妹們自動自發的

到如今神都幫助我們

徐永宙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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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大家一起歡樂的工作，唱詩歌，讚美神，快樂得不得

了，而我們居然能在預定的日子搬進新堂聚會，我相信許多

多的弟兄姊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雖然我們沒有「立

石為記」，但我相信所有參與遷堂改建的弟兄姊妹，當你走

過你曾經流過汗的地方，都會有一份特別的感覺，那就是你

「立石」的地方了。

第三是整個教會有非常的合一:

生命河靈糧堂的劉彤牧師說，每一次教會面對建堂或改建裝

潢時，就是對教會的一次總體檢，教會是否能大家出錢出

力，捐棄己見，同心合力完成目標，是一個重大的考驗時期

有人才，但是不合一，事情仍然難完滿的成就。因此當我們

成功的簽下合約之後，最迫切的禱告就是求主幫助我們，在

裝修工作，空間使用的規劃方面，能夠達到一個共識，然後

大家在這個共識之下，能夠合一的努力完成所有的工作。感

謝主，雖然在討論之中，大家表達了不同的意見與看法，但

總是站在為某個好的立場來表達的，一旦經由禱告之後決定

了，我們看見的事實就是全教會都一同努力的擺上，自動自

發地來，大家一起歌唱、流汗、吃飯、舖地毯、漆油漆、補

壁紙…… 。有位姊妹跟我說，她曾經到過一些教會一段時

間，但怎麼才到這裡幾個月，就覺得比起那些教會有更深的

感情，在我還沒有回答她之前，她自己下了個結論說: 「沒有

想到革命的感情會這麼深」，是呀!  同心的擺上，一同合一工

作的結果，成就了最美好的見証(詩篇133:1  看哪，弟兄和睦

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第四是有非常的保護及恩典:

在整個改建裝潢的過程中，除了一位姊妹踩在釘子上，受了

一點傷之外，再沒有別的人受傷。不是沒有危險，因為我們

都不是專業。有一次我在移動整片天花板時，Cathy正站在下

面，由於原來沒有綁好，七、八片天花板垮下來，只差一尺

不到，就會砸破頭，真的很危險呢。惠國弟兄有一天來的時

候，身體有點不舒服，在做工時出了一身大汗，就全好了。

陳弟兄與帶來的一位工人弟兄，第二天都要上庭，我們為他

們禱告; 那工人因為無照駕駛要上法庭，第二天，一開始警察

沒來，正要判時，警察又出現了，但很稀奇，這個警察好像

突然得了失憶症，怎麼樣也記不起這件案件，也記不起這個

人，法官等了一陣子，不耐煩了，就宣判無罪。而陳弟兄的

案子，對方想賴帳，但在開庭前，對方的一個人突然說，我

們跟他打官司，一定會輸的，不必花律師費及開庭費了，就

主動的和解，賠償給陳弟兄了。另外在整個改建過程中，天

氣都好得不得了，十到十一月，秋高氣爽，十分適合打開窗

戶，在室內工作，沒有人有過敏，真的很稀奇。

我相信進駐新堂，不是一切都結束了，可以開始放鬆了，

而是神將來會有更大的幫助，更大的啟示，更大的託付的開

始。我們感謝神，因為不但在租堂的租金方面有啟示，事實

上是神對整個靈糧大家庭都有啟示，六月底在北美靈糧特會

中，講員David 牧師宣告，在未來的十八個月中，聖靈的風將

會強烈的吹向靈糧堂，要把握住時機，就可乘風駕浪而行。

我們是正好趕上神的這一波浪，這一股聖靈的風。我們如果

要自己造浪，造風可不容易，但是當浪來了，風來了，乘風

御浪而行可就省事多了。我們已經有了好的開始，在未來的

一年多中，還要緊緊的抓住時機，向外擴展。當我們走在神

的旨意中，相信神在啟示、資源、人才方面，都會有源源不

斷的供應的。

我們在11月14日象徵性的由舊堂走到新堂，我們採用以色列

人過約但河的模式，因為是神為我們行了神蹟，打開了道

路，但過來之後，我們沒有做「立石」的動作。因為相信在

這裡，到處是你、我工作的痕跡，在每個地方，你都能找到

值得你、我記念的地方。我們也沒有用「完工」這個字眼，

因為在新堂，總還有一些工作尚待開展。同時我們也知道，

當以色列人進了迦南地，也並不代表就不再有戰爭了，相反

的，另一層次的屬靈爭戰，卻正要開始。所以我們將再繼續

跟隨聖靈的風往前努力。這個堂雖不是我們自己買下的堂，

但一定是我們跨向下一個堂的中間站。我們若在小事上忠

心，神才會把下一個更大的責住託付給我們，讓我們一起更

有信心的向前邁進。

當以色列人完成會幕，及聖殿獻祭時，都有神的榮光充滿其

中，所羅門王隨後做這樣的禱告，(列王紀上8:60使地上的萬

民都知道惟獨耶和華是　神，並無別神。) 求主幫助我們在

使用這堂時，時常紀念那些尚未認識神的人，我深願這個堂

要能成為「為萬民禱告的殿」，能讓更多的人能信神，見証

神，將榮耀歸給神，我也深信一定會有神蹟奇事，隨著我們

傳福音的腳步的，讓這堂成為有神的榮光常駐，神立名的地

方。

四個男生推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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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子經過田納西諾城(Knoxville)時，我跟德玉說，你

睡吧，再三個半小時，就可以到家了; 這一段路，由

諾城到亞特蘭大家裡， 我們非常的熟悉，在教會成立以前，

每一年幾乎兩次，我們到加拿大去拜訪德玉的妹妹，都經過

這裡; 再加上有位好朋友在這兒，有時我們也會拜訪他們; 而

自從田納西諾城靈糧堂成立後，我們就有更多的機會到這兒

了; 所以我很有把握，而且車子的油箱是滿的，中間不再需要

加油，現在是十一點半，我們一定可以在半夜三點左右到家

的，德玉是早起的人，這時她已經有點迷迷糊糊的了，只是

怕我開車會打瞌睡，所以還撐著，我跟她講，沒關係的啦，

我是夜貓子，剛剛又輪流睡了一下，現在覺得精神好得很，

不會有問題的，這樣好了，我如果覺得累了，一定會叫醒

妳，看情形要不要換手，她才睡去。

一開始，我放著一張新詩歌專輯，歌詞不熟，跟著有一句，

沒一句的哼著。後來，不知什麼時候起，就開始禱告，只是

晚上開車，需要比較專心一點，所以有的時候，會很自然的

轉成用方言禱告，唱靈歌，這樣交替著。中間，偶而德玉會

醒來，問要不要換手，我都說不必，我的精神很好，沒問

時光隧道

徐永宙牧師

題，而我們車上的鐘的燈是壞的，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時間。

就這樣一路經由 Chattanooga，Marietta，然後到了家。

進了門，看到家裡的鐘，我們倆個都呆住了，時間還差十幾

分鐘才到兩點，不可能的，但是實在是很累了，早上還有事

情，所以不容我們多想，就趕快上床睡覺，只是躺在床上卻

一時睡不著，不可能的呀! 一路上，我都是用定速器，絕對沒

有超速、超車，沿路要經過的城市，也一個沒少，真想不通

是怎麼一回事。

早上醒過來，迫不及待的去查看油箱，油的消耗量是正常

的，總里程數也沒有差別，所以我們是結結實實的開了該開

的路程，神並沒有將我們像腓利一樣提了上去，(使徒行傳

8:39~40……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太監也不再見他了，就歡

歡喜喜的走路。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或縮短了路

程， 我算一算從離開朋友的家開始，是怎麼樣也不可能提早

一個多小時回到家的，祂是怎麼作成的，我們不知道，但感

謝主，祂體諒我們需要休息，不可思議的，祂的的確確的讓

我們經過了時光隧道。

禮拜六晚上上床之前刷牙，天哪，舌頭上長的爛瘡真是

疼啊! 這次那個口瘡的位置長得也太好了一點吧，吃

飯、說話、刷牙、只要用到口，沒有一刻不痛。雖然我不常

生口瘡，但每次一長，總要拖個七八天才會痊癒，這才第一

天就痛成這樣，我很無奈的上床睡覺。

第二天是主日，那天崇拜正好碰到每月一次領聖餐，我們自

潔在神的面前，並且花了一些時間感謝敬拜祂。當時，需要

神及渴慕祂的心在我裡面油然升起，我也想到這是多麼大的

恩典，我竟能認識神並且接受祂的救恩，真是不可思議! 當我

們一起領受餅杯之前，我很感動地宣告「讓我們期待神的醫

治，因為耶穌受的鞭傷醫治可以臨到我們的身體」。

口瘡得醫治

陳德玉牧師
聚會結束之後，因為聖餐的餅和杯都還有剩下，我和Brenda就

把剩下的都吃喝完了。

當天晚上很晚才回到家，疲憊的站在鏡子前，一眼看到牙刷

時，昨夜刷牙的痛苦似乎餘悸猶存。但突然間，我意識到怎

麼好久沒覺得痛呢? 動一動舌頭，也不覺得痛，好奇怪，張開

嘴一看爛瘡不見了，連個痊癒的痕跡都沒有，我的舌頭完好

如初。

我回想起早上到教會時還怕講話，就是因為怕痛，聚會之後

在教會吃午餐時就一點沒有痛了，只是當時專心與幾位姊妹

邉吃邉談，完全沒注意到不痛的事。感謝主顧念我，甚至在

未求之先，藉著領聖餐就醫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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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十多年前我上牙床兩邊各拔了一顆牙之後，上牙床

的門牙漸漸往兩邊移，以致兩顆門牙中間露了一條

縫，這縫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大。本來我也不以為意，但

經過幾次，熟識的朋友一見面，就指出我的牙縫，我開始會

在照相時，有意地把嘴合攏，不再露齒而笑了。隨著意識到

這個問題而來的，就是我對這缺陷越來越自卑。

我曾經找過一位專門為牙齒整容的醫生，他認真的看了我的

牙之後，為我調整了上下牙齒的咬合面，使我的咬合更緊

密，並告訴我這樣調整之後，門牙的縫應該不會繼續變大。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並沒有解決已經令我自卑的形象問

題!

有一天我心裡說：主阿，好難看喔! 如果能在女兒結婚之前改

善這個問題多好!  與其說這是一個指望回答的禱告，不如說這

是一聲無奈的長歎!

四月底，有一天我在書房禱告，突然神把去香港參加 “全球

華人回家” 聚會這個意念放在我心裡，對我這個一動不如一

靜的人而言，跑到地球另一邊去聚會，真是不來勁兒。但是

再禱告兩三天，也請丈夫一起禱告，我們雖不明白，但覺得

這感動可能確實是出於神。倉促之間，我訂了一張機票，並

且決定去香港之後，順道回台灣探望父母幾

天。

因為一切都發生的這麼快速，所以等到我坐

在香港的會場時，仍覺自己像在作夢似的。

突然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喚我：哇!是德玉

啊! 一抬頭看到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士林靈糧

堂的家蘊師母。 老朋友就是老朋友，一陣擁

抱之後，她開口就問：“妳的牙齒怎麼搞的? 

妳這次回台灣嗎? 我請一位牙醫弟兄幫妳弄一

下。”

“恐怕沒時間呢，我只回家幾天”  

“沒問題，三十分鐘就夠了。”  

“真的? 怎麼可能?” 

“是啦，是啦，三十分鐘就夠了。記得喔，一

露齒而笑

陳德玉牧師

到台灣就打我手機，我幫妳預約。”說到這裡，聚會就開始

了，幾千人的聚會，接下來的幾天，我再也沒看到家蘊師母

的身影了。 

回到台灣，一通電話，她就幫我約好了時間。果然只花了不

到半小時，困擾我心頭許久的自卑就被這位牙醫弟兄解決了! 

他還說如果我能給他更多時間，他可以永久性的解決我這個

問題。他無法理

解對這暫時性的

解決我都已感恩

不盡了。

三個月之後，在

女兒的婚禮上，

我們拍全家福的

時候，不僅是歡

喜 女 兒 找 到 歸

宿， 也因神顧

念這卑微的內心

世界 ----- 我露齒

而笑。

牧師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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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王竟纪念我的一个小小的愿望：给

我地上的父亲--一位还不认识他的罪人一

件生日礼物。更奇妙的事还在后头，当

我高高兴兴地拿了这个数码相框给到上

海为我送行的父母看，我还教他们怎么

用。这个数码相框上有一个按钮有两种

功能，一个是短按功能，一个是长按功

能。我试了一下，短按功能是工作的，

长按功能却不像说明书所说的工作。我

挺著急，心想既然是长按功能，顾名思

义就是要长时间的按。我就用大力长时

间地把它按下去，以至於按钮都被我按

得内陷在外壳里面了，却仍然不能让它

工作。我觉得很挫折。我的父亲劝我再

去认真地读一下说明书，我又读了一

遍，但仍像我以前所理解的。后来我不

得不静下心来继续试。我发现了一个诀

窍，那就是按这个按钮数秒后一定要及

时松手，长按功能才能发挥出来，而且

分寸十分重要。若时间短了，就是短按

功能，长按功能发挥不出来。若按太长

了不及时放手的话，长按功能照样发挥

不出来。我突然领悟出上帝借这个数码

相框让我来领受一个对家人传福音的策

中国之行的启示

郭靖

2010年12月在我准备出发回中国探亲

的那一天下午，一位熟识的美国姐

妹打电话告诉我，她在早上为我的这次

中国之行祷告时，得著以赛亚书11：2

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

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

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她在电

话中为我祷告，求主照他在这节经文中

的应许，赐给我关於家人，特别是我的

父母对救恩的更深的认识，以及所需要

的智慧和策略。

在我回到国内与我父母同住的头几天，

我就与我的父母展开了比较深刻的关於

信仰的交谈。早在十年前我带领我的

父母作了决志的祷告，我的母亲也经历

过主医治她的牙痛。在这十年中我也常

常向他们做见证，寄属灵的书籍及CD

回去。但由於他们没有教会生活，加上

国内无神论环境的影响，他们的信仰并

没有根基。我这次特别带了斯坦尼博士

的与神同行的35篇信息及播放机回去。

我很想跟父母一起好好的听，并回答他

们可能有的问题，借此帮助他们打下正

确的根基。当我把这样的想法跟我的父

母讲了以后，我的父亲就很诚实的对我

说，他不想在信仰的事上被人催逼。他

过去听了一些讲道，觉得有道理，但对

教会一些人的作为很不满意，他也不认

为圣经上所讲的道路在中国的环境中是

最好的抉择。他说他以前承认耶稣为主

是为了让我高兴，因为我常常在电话里

或书信里要他们信主，一副很著急的样

子。他说这回要让他自己来做决定，播

放机可以留下，等他自己想听时自己去

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好退回自己

的房间，我心里为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人

的心眼，使人看不见福音的真光而难

过。我开始

迫切祷告，

祷告了挺长

时间之后，

我的眼睛落

在翻开的圣

经耶利米书

45：5：“

你为自己图

谋大事吗？

不要图谋！

我必使灾祸

临到凡有血

气的。但你

无论往哪里

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

耶和华说的。”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

这句经文对我的启示。第二天我刚醒过

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念头闪过：你什么

都不要做，只要定睛在耶稣身上，让他

来引领你。

我这次回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我父亲

过70岁生日，我非常想给他买一个数码

相框作为生日礼物，但是我把从美国带

回去的钱忘在上海了--我到中国的第一

站，我的父母住在河南。我不得不先向

我父母借钱才能买这个数码相框。但他

们却说，我的孝心他们领了，但数码相

框是奢侈品，不必花钱买了。我虽觉遗

憾，只得放弃，后来也几乎忘记了。

我旅途的最后4天得回上海，从那里返

美。我在上海拜访了一位主内姐妹。当

我打电话跟她约要在她家见面时，她有

一个很强的感动，就是要送我一个全新

的数码相框。她把这个相框很仔细地用

包装纸包好。当她把这个礼物送给我

时，我心里好感动。我的天父，这位万

郭靖與父母于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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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约翰福音1：12-13“凡接待他的，就

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

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

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

神生的。”我是靠著我的血气及我的意

思来催促父母信主，却没有留下空间让

上帝在他们的生命中真实地工作。我更

体会到这位上帝慈爱至极，他在我给地

上的父亲生日礼物这件小事上来满足我

的愿望，他岂不会在我心里长期盼望父

亲真正重生得救的事上来回应我的祷告

吗？更何况上帝的心意是愿人人得救，

不愿一人沉沦呢？我必须将我的父亲及

家人交在上帝的手中，与他同工，事情

才能成就。

尽管我不知道要如何与主同工，如何掌

握好向家人传福音的分寸，也不知道还

要等多久才能看见我的父亲真正悔改

归主。就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个

晚上，上帝借一出京剧给我带来极大的

激励，提升我的信心。那晚我的父亲在

兴致勃勃地看京剧王宝钏与薛平贵的故

事。薛平贵娶了宰相王允的三女儿王宝

钏为妻。但他被他的二姐夫排挤陷害，

几乎丧命西凉。结果他被西凉公主所

救，并在西凉国生活了十八年，王宝钏

则守寡十八年。后来薛平贵私下回来与

王宝钏相见，并许愿当他作王以后，他

要封王宝钏为皇后。后来薛平贵果然作

王，他就实现他的诺言，封王宝钏为皇

后。因王宝钏的父亲王允与他的二女婿

在加害薛平贵的事上有份，薛平贵本来

要杀他。王宝钏就以皇后的身份为父亲

求情，她父亲的命才得以保全。我的心

由此得到极大的安慰，我也明白了耶利

米书45：5节中提到的以性命为掠物的

意思。王宝钏身为女儿可以在危急关头

救父，何况我们身为上帝家中万王之王

的儿女，也同样可以站在破口中为我们

家人代祷。让主的灵可以亲自在他们的

生命中工作，以至於他们的灵魂得救，

得享永远的生命。

自從來到靈糧堂被聖靈充滿更新，

我有很大的改變，勇於跟姪女佩

君作見證與傳福音。她曾有兩次病痛，

一次是腹痛，一次是鼻塞呼吸不暢引起

的頭痛，藉著禱告病得醫治，佩君經

歷了神的恩典，我就帶領她認罪悔改並

做了決志禱告。她心裡相信口裡承認耶

穌，願意接受耶穌成為她的救主，並且

一生跟隨主。

回想以往，我也向一位朋友分享神的愛

與恩典和豐盛的憐憫，神感動了這朋

友回台後受洗歸主。但是從前的佩君

不是這樣的，她非常理性聽不進福音，

而且很會問問題，對我的回答她總是不

滿意，還要我不要再提。她的女兒那時

上幼稚園，我看到她兩手合併禪坐在沙

發上口中唸佛號，是她自己看電視學來

的。我跟她講耶穌基督愛我們，祂才

是我們的神。我帶她到教會兩三次，我

在家敬拜讚美時，她很喜歡隨著歌的

旋律與我一起跳舞，還會常常叫我替她

禱告，禱告後她也一起說阿們。佩君

的奶奶有一位信一貫道的朋友打電話邀

他們去拜拜求平安，被佩君的女兒一口

拒絕，她說：「不行。我姑婆（指我）

說只能信耶穌。」今年她已經是小學三

年級的學生，她參加教會活動的老師教

導她背誦經句。聽她背誦腓立比書2章5

節：「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讓我喜笑在心頭，感謝主。

佩君工作用心認真，很得上司的賞識，

年紀很輕就由科員升到九職等專員。她

心非常細膩，做事有原則，凡事思考周

全。一有事她必做好準備，常常忙到半

夜，次日清晨還會想想是否需要做補充

的。但自從她經歷神以後，知道了凡事

尋求神交托神。當她首次要去行政院作

10分鐘簡報為單位爭取預算，她就禱告

求主加添她從神來的智慧與聰明。前一

晚放鬆自己，早早休息。在行政院做完

簡報，許多專家學者與審查委員統一發

問。在主的帶領下，佩君統一回答，用

了9分52秒完成解說，得到那些專家頻

頻點頭同意，真是有從神來的智慧與聰

明。

今年她的工作從四科被平調到另一科，

許多同事為她不平，要她去爭取升調，

還有與她業務往來的科長為她爭取留在

原處。佩君一一婉拒並欣然接受既定的

事實，甚至在主管會報時，佩君看到四

科的預算跟別科差很多，她據理力爭。

司長說：「佩君妳都要走了，為什麼還

要爭呢？」她回答說：「這樣新的代理

科長有錢會比較好辦事。」結果司長成

全了這事，這點可以看出佩君對事情的

忠心。她實在是一個討神喜悅的女孩，

有忠心有勇敢的心，有耐心也有等候的

心，更是充滿信心和盼望。所以她能謙

卑的學習順服的功課，她知道凡事都有

神的美意，一切等候神的安排。

有一次在電話裡我求聖靈充滿佩君，後

來她說腹中似乎有一股暖流。她說她會

帶女兒到教會並受洗。榮耀的主，感謝

讚美祢，能認識祢才是佩君母女這一生

中最大的祝福。

一生最大的祝福

陳素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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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4日晚上，我和鴻伶在電話中禱告，為教會為

同工和弟兄姊妹所有的需要禱告。後來鴻伶提議讀每日

亮光，讀到：「我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心裡很

納悶，因為內容跟禱告的主題不同。次日永年上班找不到鑰

匙，看閉錄器才知道前一晚將鑰匙掛在門鎖上，忘了取下

來。而閉錄器的錄影顯

示有一過客看到此景，

即 開 門 進 到 我 們 的 店

裡，東瞧瞧西找找，甚

至打開抽屜，結果任何

值錢的東西都沒有，10 

幾分鐘後就走了。當日

靈修時讀了哥林多前書

2章9節：「神為愛祂的

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

曾 看 見 ， 耳 朵 未 曾 聽

見 ， 人 心 也 未 曾 想 到

的。」我突然明白神是

藉著那天的禱告和聖靈的話語向我顯明，我的幫助是從祂而

來。後來我打電話問鴻伶為什麼那晚她要讀每日亮光? 她也不

清楚，只是隨著聖靈的感動就唸了起來，等我們唸完時9點15

分，不速之客也是在那時離開的。

我們的洗衣店裡曾多次招小偷光顧，不是打破玻璃就是撬開

Change Machine。有一次偷了三千多現金。有時甚至順手拿走

漂白水洗衣粉等等。在2007年，有一位膽大妄為的搶匪來到

店裡，拿了木棍冷不防的用力猛敲永年的後腦勺， 還用力把

他拖到裡面繼續攻擊，想致他與死地。他奮力一搏搶匪才逃

跑，永年反應算快，打電話報警後來搶匪被抓起來。在作筆

錄時，永年才知口袋裡的皮夾被偷了，搶匪要的是錢，並不

是被得罪的客人來尋仇。搶匪被判了20幾年刑罰。

最近兩三個月內，我們洗衣店附近一家加油站的老闆，在店

外被三名搶匪一槍斃命。洗衣店對面的公寓辦公室被搶，附

近Walgreen的門窗也被破壞。在這短短的時間裡就接二連三

發生事故，想想真是可怕。但是我很感謝主的恩典保守。牧

師和師母來店裡為我們禱告，命令黑暗的權勢離開，我也照

師母的的建議，每天放聖詩來讚美主。

主阿，祢真是我們的避難所和大小的盾牌，有了祢的保守，

我們就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雖有千人仆倒在

我們旁邊，萬人仆倒在我們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我們。

神是我的幫助

陳素蘭

神是信實的
陳素蘭

去年六月十九日我為兒子尚方禱告，求神替他開路,，

讓他當日找工的面試能順利過關。主曾說：「我必不

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所以我可以放膽的說：『主是幫助我

的。』」兒子在兩天後收到通知，說七月十三日全公司13組

人都要與他面對面談話，當時我們在加州，馬上打電話給小

組長郭靖請大家在小組裡替兒子尚方禱告。

七月十二日我讀每日亮光，記載著：「你當剛強壯膽，不要

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

親自和你同去。」這些話給了尚方很大的鼓勵。 八月五日第

三次又與六個人面談後，再等候消息，八月十三日公司拿些

資料給他熟讀，並叫他二十三日開始上班。神是信實的，只

要我們心裡所求所想合乎神的心意並依靠祂，祂必成全。我

們的成敗在乎耶和華，依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 因定人事乃

在乎耶和華。去年六月尚方陪我參加生命河靈糧堂的特會，

雖然他在當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領受，但我確信，聖靈的風

在尚方心中吹起漣漪，更新的火與復興的火也已在他心中點

燃。 

今年一月八日神透過郭靖告訴我，耶利米書46:27的經文是叫

我：「不要懼怕，不要驚惶，因神從遠方拯救我，從被擄之

地拯救我的後裔。」尚方必回到神面前，得享平靜安逸。神

在代上17:23說：「耶和華應許我的話，求你堅定，直到永

遠，並照你所說的而行。」我每天用這兩段經文禱告呼求，

神聽了我的禱告，回應了我懇求的聲音。如今尚方真的回來

了，他告訴我他已定意每個禮拜天跟著妹妹一起去教會。看

到兒子的改變我的心多麼喜樂啊!!

神阿，祢真是我的幫助，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是我四圍的

樂歌，我要稱頌祢，我要來讚美祢， 我要來榮耀祢的名，從

今時直到永遠。

素蘭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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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神感動我去關懷李媽媽與

李伯伯，我知道他們，但是並

不熟。開始時，我拿先生安年種的菜去

給他們，開了門寒暄幾句話就關了門，

沒請我進家裡。但是我沒有灰心，每隔

一段時間就把菜送去，漸漸的關係好起

來。他們的孫女Michelle與我女兒Gina同

齡，有時玩在一起。有一天李媽媽的女

婿把Michelle送到我家來玩，我看到李伯

伯在車上。我問Michelle：「你的外公要

去哪裡？」Michelle說：「爸爸要帶外公

看醫生。」這是神興起的一個環境，是

我該去傳福音的時候了。

李伯伯生病在家將近一年，這其間我去

探訪他無數次，有時一星期會去兩次。

首次去就分享神的話語和神的愛，為李

伯伯的肝癌禱告。感謝主，他們兩老的

心很柔軟敞開，一段時間之後就願意接

受神為他們一生的救主。再過一段時

間，醫生發現他腹中有腫瘤，而且越來

越大，到後期他必須躺在床上。神在他

身上行了奇妙的工作，他不僅在患病期

間充滿神的平安喜樂，而且他一點都沒

感到疼痛。醫護人員常常問他要不要打

嗎啡，他總是說不用，令醫護人員感到

稀奇。照理講腫瘤這麼大應該痛的受不

了才對，這是個神蹟。我常常用詩篇41

篇3節為他禱告：「他病重在榻 耶和華必

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給他鋪牀。」

後來神把李伯伯接走了，而且是在睡覺

時將他接走，非常的平和安詳。李媽媽

在照顧李伯伯這段期間親眼目睹神的奇

妙作為，神免去了李伯伯身上的疼痛且

安詳的離開人間。李媽媽心存感激，屬

靈生命也有極大的長進，感謝主。

有一天早上，神感動我要去看李媽媽。

我跟神說：「下午送了女兒去上游泳，

我就去看李媽媽。」到了中午，我正在

吃東西，神又非常強烈的攪動我的心，

要我現在就去，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

放下正吃到一半的食物，就去看李媽

媽。她開了門，我看出來她正在午睡，

我把她吵醒了。她問我：「妳怎麼這個

時候來呢？」我從前沒有這個時間來看

過她，當時我很不好意思把她吵醒，我

對她說：「是神要我來看妳。」心裡

想：「神阿，祢幹什麼？她明明在睡

覺，祢為什麼要我來呢？」後來在她家

閒聊當中，她突然大叫一聲，眼淚馬上

流出來。她這舉動嚇了我一跳。她說：

「我知道神為什麼叫妳現在來，因為今

天是李伯伯去世一個月的日子，而且再

過幾分鐘就是一個月前神接走他的時

間。」所以她頓時才會大叫又淚流滿

面，她深深體會到神那細微的愛，神感

動我來陪她渡過這個時刻。這一個月

來，失去老伴的她實在很難過，神藉著

這樣的安排讓她感受到神的愛，也醫治

了她的傷痛。當時我心中吶喊：「神

阿！祢太奇妙了，祢的愛無法測度，祢

催逼我到一個地步，不去不行。」還好

我沒有硬著心不去，這也讓我經歷到順

服神的甜美，可貴的經驗，哈利路亞，

一切榮耀歸給神。

我曾經答應過李伯伯，在他去世之後會

不斷的來看李媽媽。這是李伯伯最放心

不下的，因為他的女兒女婿每天早出晚

歸忙於事業，他擔心李媽媽一個人會孤

單。李伯伯要我答應他這個請求， 我

答應了他，也遵守了諾言。李伯伯去世

後我常常去探望李媽媽， 關心她為她

禱告，與她分享見證以及讀神的話給她

聽。有一次我和她分享神怎麼感動我為

妹婿禁食7天的見證（載於2009見證集）

李媽媽聽了非常感動，神是如此愛我妹

婿和妹妹。隔天她在散步時又想起這見

證，心裡激動於神的偉大和奇妙。就在

那一瞬間聖靈感動她，從她的口中唱出

一首讚美神的歌，是從來沒唱過沒聽過

的歌。李媽媽很興奮的告訴我這甜美的

經歷，也教我唱這首從聖靈而來的詩

歌。感謝讚美主。幾個月前，有一次我

去看她。她突然因心臟跳動不規律很不

舒服，於是我站起來為他禱告。在禱告

當中我感覺全身熱熱的，禱告完後我問

她熱嗎，她說：「是阿，為什麼我突然

全身冒汗？」她還把衣服翻起來去摸身

體，手上都是汗。我說：「這是神的熱

流臨到你，醫治臨到你了。」那個心跳

不舒服感，漸漸退去沒了，哈利路亞，

神果真醫治了她。

李媽媽李伯伯經歷神的愛
劉鴻伶

神治好我的腿疼

李海燕

我來美國有一年多，決志信主半年左右，我經歷上帝真實的愛，因祂醫治了我

的腿。我的腿疼了有一年多，過去常常疼的沒法上班，自從參加新生命小組

聚會以來，我學習禱告，天天跟神祈求：「我的神，我的上帝，我感謝祢，祢為我

這樣的罪人，上了十字架捨命。我是祢的羊，祢是我的牧者，我會按照祢指示我的

路去走。懇求祢醫治我的腿，祢能醫治好所有人的病，也能醫治好我這條腿。我感

謝祢，我的阿爸父。」有一次上班工作很忙，我禱告神醫治我的腿，讓我可以正常

工作，果然那天腿不太疼，我就有信心天天禱告，終於有一天，腿完全得醫治，直

到今天再沒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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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妹妹去年底買了房子後，接她婆婆來住。我好

幾次勸妹妹要抓緊時間，向婆婆傳福音並且為她禱

告，妹妹卻覺得不好意思怕被拒絕。有一次我再次勸她：「

你婆婆年紀大了，雖然你們把她接來奉養她孝順她是好的。

但她的靈魂還沒得救，哪天她走了，妳不是虧欠神，欠福音

的債嗎？一個天天在妳身邊的人，妳竟然沒把福音傳給他， 

以致她死後靈魂下入地獄。」後來妹妹鼓起勇氣與她婆婆分

享基督的愛，帶她禱告。我妹妹意想不到那天神竟會如此觸

摸她婆婆的心。原來她婆婆小時候去過教會，長大後遠離了

神。而且她婆婆的家族都是信主的，還有做傳道人為主作工

的，但到她婆婆這一代卻偏離了神。感謝神，婆婆雖然離

棄神，神並沒有丟棄她，神很信實的再把婆婆帶回來擁在懷

裡。正如神的話：「他總不丟棄我們，撇棄我們。」

今天早上，我有感動要打電話給在台

灣的妹妹。打去時是她婆婆接的，

她告訴我他們都不在家，正要掛電

話時，我說：「我是鴻嫚在美國的

姊姊，你好嗎？我可以跟你聊聊嗎？」他告訴我：「很久沒

有氣喘了，今天突然氣喘的難受，正在向天父禱告，你就打

電話來。」我馬上問可不可以為她禱告。她回答：「太感謝

了，快為我禱告。」神的醫治馬上臨到她，立刻不喘了。她

好感謝神對她無微不至的愛，正當她開口向天父祈求，就接

到我的電話並且為她禱告。她經歷神的醫治太喜樂了，她和

我分享了許多神怎樣應允她的禱告，感受到神是何等的愛

她。我也再次經歷順服聖靈感動所帶來的祝福喜樂，這喜樂

是何等大，何等滿足我的心。詩篇16篇11節：「在你前面有

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唯有經歷神，服

事神，順服神所帶來的喜樂才是真喜樂，才能真正滿足我們

的心。哈利路亞，榮耀歸與永世君王，獨一的真神，歸給這

位手中有我們氣息管理我們一切行動的神。

「在你前面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 詩篇16:11

妹妹婆婆的見證

劉鴻伶

聽道行道的奇妙經歷

去年三月師母講了一篇十一奉獻的信息， 其中提到十

分之一當奉獻在自己的教會，若是要奉獻給其他宣教

機構，其他教會，應當是十 一之外的。 於是我和先生商量之

後，願意補上，因為我們在過去五個月把一部分的十一奉獻

給了某個傳道人。而就在我們聽道而行道之時，收到一個不

好的消息，三年來一直租我們房子的人要退租，這真是一個

信心的考驗，但我和安年仍然堅定相信神的話語，在雅各書

一章25節：「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

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神是信實的，祂不能背乎自己，

於是我和安

年就把對我

們不算少的

金額憑信心

補上，租我

們房子的人在六月份正式退租，而在這段經濟不景氣裡要租

出去不容易，只有仰望神並獻上禱告。就在六月底的一天，

神在夢中告訴我，房子會租出去，並且要租多少錢，我好興

奮與安年和小組分享，就在兩星期後，有一天我在散步，邊

走邊問神：「神阿， 祢應許我房子要租出去的夢已經兩個星

期了，還要等多久呢？」 當我回到家中，那時已經將近晚上

九點，電話響了， 是要來租房子的人，我們約好隔天碰面，

隔天他們就付了定金簽約了，哈利路亞！讚美主！我們的生

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 

劉鴻伶

 「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乃是實在行出來，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 雅各書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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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聖誕節那天，我到一家中國眼鏡行配眼鏡，我們的

保險是政府學校的保險，我們一家每個人有200元的

眼鏡費用，保險公司會支付，若超過200元就要自己額外支

付。 那位老闆好心問我：「只有你配眼鏡嗎？」我說：「是

的。」 老闆想幫我們省錢，他可以在檔案上動手腳，告訴保

險公司我先生也配了眼鏡，這樣我先生的200元就可以來支

付我額外的配眼鏡的費用,，我和安年不加思索的馬上回答老

闆：「 謝謝你的好意，我們是基督徒，不願意做欺騙的事。

這不討神喜悅，而且還得罪神。」

二星期後我們拿了保險公司寄來的200元支票再去那眼鏡行

配眼鏡，那位老闆告訴我，自從聖誕夜那天我們回家後，他

很感動的把這件事告訴他的太太說：「他做生意13年來，從

沒有遇過這樣的基督徒，不願意貪那200元， 寧可自己多花

錢，世界上若基督徒都像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紛爭，就

會太平了。」有很多基督徒到他店裡來配眼鏡，都接受老闆

的提議去騙取保險公司的錢，只要能省錢何樂不為？我告訴

老闆：「今天我若沒有信這位真神，不認識祂，老闆你的提

議我一定接受，只要可以省錢有什麼不好？」當時我突然發

現我這樣一個小小的舉動，一顆敬畏神的心，非常觸動老闆

的心，於是我趁勢趕快給他傳福音，把教會位址電話給他，

不貪不義之財

把生命河靈糧堂的月曆給他一份，下次去拿眼鏡時，把教會

的見證集給他一份，我相信這福音的種子已經撒在他心裡，

在神的時間裡一定會開花結果。

我和安年慶幸通過神在生活上的一個小考驗，並且榮耀了神

的名， 為神做了一個美好的見證。就在我們回家的途中，兒

子打電話來要為我們出飛機票錢，送我們暑假回台灣。 哈利

路亞太奇妙了，我們沒有貪那200元，神卻報償我們兩張將近

4000元的機票錢。路加福音12章15節：「你們要謹慎自守，

免去一切的貪心，因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劉鴻伶

今年年初，剛下完一場大雪沒幾天，我去上班生了點

氣，竟然讓我想不開，下班回到家越想越生氣，從這

天的小事想到過去所經歷的很多委屈，很多傷心痛苦的事讓

我越想越悶。我整個人就像被五花大綁無法動彈，兩眼瞪的

大大的，四肢僵硬不能講話。

我妹妹把學娟姊妹叫來，她為我禱告唱靈歌，半小時之後我

才哭起來並放聲大笑，好像把我心裡深處多年的苦都笑出

來。我告訴學娟，我全身一點力氣都沒有，也不能活動，她

就帶我禱告，我邊笑邊跟著學娟禱告，求神饒恕我不原諒別

人，還有從過去到現在很多傷害我的人，我一個一個饒恕他

們，並且領受天父的醫治與釋放。禱告完我整個人恢復正

常，心裡也舒服多了。我真心感謝神，祂是我的阿爸父。

學習饒恕得釋放

李海燕

鴻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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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公公婆婆的信

黃友琴

自從公公婆婆從我家搬走以後，在我的心中好像一直有

塊沉重的石頭放不下。因為他們是不開心才走的，而

引起他們不開心的那個人卻是我。雖然事後我向他們道歉，

但總覺得嫌隙還在。

為這事我睌上睡不好，白天也不能安心工作，心裡有好多好

多委屈。同意讓公公婆婆來和我們一起住是我的決定，並且

不收房租也是我決定的，而以前我在牙買加和他們住在一

起，婆婆有叫我付房租。他們的女兒不願幫他們申請移民辦

綠卡，我同意老公出錢幫他們辦。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起以

後，只要有人來我家改衣服／做窗簾／做椅套，我都讓給婆

婆去做，別人付的錢也都讓她留著，但是以前我在牙買加，

在婆婆的店裡幫忙做衣服時，她三次改我的工價。他們和我

們住在一起時我會每天早上打水果汁給他們喝，婆婆身體不

舒服時，我將煮好的麵條端到她面前給她吃。以前我住在他

們家生孩子坐月子時，就只喝過一次公公煮的雞湯。一想起

這些我的心就會難過，難道我現在所做的一切就不能讓他們

感動嗎？他們就這樣走了，沒有一句感謝的話也不打電話給

我，難道連他們的孫女也不關心了嗎？難道他們就是那種不

把兒媳當兒媳的公公婆婆嗎？我心裡好難過，我為自已叫

屈。

有一天上班時我又想起這些，難過之時我就問主，我到底該

怎樣做才不會這麼難過？主沒有直接回答我，但是那天下

午，我整個人心裡充滿喜樂和感恩。我確信那是一種從主而

來的喜樂。我想起女兒剛出生時婆婆幫我照顧她，我想起婆

婆幫我家做的窗簾，我想起公公一人把我丈夫從小照顧養

大，我那時心中充滿了愛和感激。我確信那是一種從主而來

的愛。於是，我決定寫封信給他們，我要對他們說聲謝謝。

剛好那天我想起再過幾天就是他們結婚紀念曰，而且同一天

也是我丈夫的生日。那天下班回家後居然接到婆婆搬走後第

一次打來的電話，婆婆說她剛買了一個手機，而她第一個想

打電話的人就是我，刹那間我好感動，我好像聽到主對我

說：＂你只要懷著一顆感恩的心來看我怎樣為你做＂。忽然

之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要期望因著你的好行為別人會改

變，神的時間到了不管他以前是怎樣的人，他一定會改變

的。感謝讚美主！

那個週末，我去買

了一張很精緻的結

婚紀念日的卡片，

然後用我有限的英

語寫了以下的這封

信。在我寄出這份

信和卡片的同一個

星期裡，我們收到

公公和婆婆寄來的

感謝卡片。這真是

太奇妙了！仔細算

一算時間，好像我

們都在同一個時間

被神的愛充滿和感

動。神的作為真是

太奇妙了。

Dear Dad & Mom:
Congratulations to you both on your 23rd anniversary! And I 
hope to see your silver marriage and gold marriage in the future. 
I’d like to thank Mom for marrying Dad. The moment that you 
decide to marry Dad is the moment you sow the love seed for me, 
Ian and Julie. It’s very special that you and Dad decided to marry 
on Ian’s birthday so that we can always remember it’s the day of 
your anniversary as well.
Also, I’d like to thank Mom for the window curtains and chair 
covers that you made, they are the best decorations of our house. 
And of cours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with Julie when she was 
little (I don’t think I’ve ever thank you for that, but I’ve always 
remember it. You were big help to us). So, at this special moment, 
I’d like to give the honor to you - You are a wonderful Mother 
in-law!!
And I’d like to thank Dad, Your son is a wonderful husband also 
a wonderful father! Thank you for raising him all those years. 
Though, he doesn’t make good salary, but a good name is more 
desirable than great riches, to be esteemed is better than silver or 
gold.
Once more, congratulations to you on your 23rd anniversary!!! 
May our Lord bless you both with well health, also prosperous 
and successful New Year. May all your wishes and dreams come 
true in 2011.
With lots love,

-Rose

Morris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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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感恩节特会的周四晚上，张玉明牧师讲到明白神

的旨意，当时我听了，领受了，也做了笔记。周五则

有小组，圣灵感动我分享听张牧师讲道的心得，内容是谦卑

自己，承认自己的不足，倒空自己的意念，按神所喜悦的旨

意行。讲道中说若我们定意行在神的心意中，他会使我们知

道，他所為我们安排的美好的旨意，并且他丰盛的恩典足够

我们使用。在分享中圣灵充满我，我感到说话力气都不足，

说话声音变得很微小，我只好小声祷告，祈求神教导我更明

白他的旨意，这个经历使我深深的体会到人与神相比是那么

的微小。到了周六，我的祷告都是按自己所想的来祈求，张

牧师所教导的方法我完全没有应用出来。到了晚上聚会结束

时，师母说若被圣灵感动的人請留下来，讓聖靈可以繼續更

深的工作。当时我没有被圣灵感动，但是我存著盼望的心留

下来等候神。有的人被圣灵感动而哭泣并得到释放，有的人

身上有金粉，我看到有一位姊妹圣经里有好多金粉，但一直

到聚会结束，圣灵都不理我。我知道我肯定有错，但不知道

错在哪里，因为这次特会前有两个星期，我每天早上祷告时

神的同在都非常明显，到周六的聚会时我却无法感受到神的

同在。我回到住处，跪下问主是不是这错那错，都没感动，

我就睡觉去了。第二天清早醒来，我脑中第一个意念就是：

「你不是听道，没有行道吗？」我知道我找出原因了，这是

针对张牧师的那篇「辨别神的旨意」而说的。我马上起床并

跪下祷告，我立刻被圣灵感动，泪水大大流下来。我说：「

主阿，谢谢你指出我的错误，帮助我明白，不只听道和领

受，更应该听道后行道，把所领受的应用出来。」

周日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中我就谦卑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承

认自己的不足，等候圣灵运行。大约10分钟后，我开始闻到

轻微的香味，圣灵也开始工作，当徐牧师来为我祝福祷告

时，香味越来越浓，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香气，我非常喜欢那

种味道，是我以前从来没聞过的，同时我被圣灵充满，我的

力量也一点点增加，我心里恳求更多圣灵充满，接著感受到

我的全身发热发麻血液沸腾，那香味也随著增浓，我求主耶

稣来洁净我，除去我身上所有不讨主喜悦的杂质。那香味一

直跟随著我，大约1小时左右直到聚会结束。我问前面的姊妹

与坐左边的先生有闻到香味吗？他们说没有，在吃午饭中，

我告诉同桌姊妹我刚才闻到的香味，一位姊妹回我说，那是

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以前没听过也不知道。吃饭回来要开始

敬拜，我又闻到同样的香味，有一姊妹和我站在一起敬拜，

我问他闻到没有，他说没有，我想這可能真是耶稣的馨香之

气，敬拜后我回到座位上，我想起经上说：「不可做假见

证。」或许香气是有人用香水呢？我又问右边那位姊妹，甚

至靠到她身上去闻，闻不到任何香水味，坐下后圣灵感动我

使我心发热，我就确认是主耶稣的馨香。

从特会回家的那天晚上，在厨房里我又闻到同样的香味，这

回像闪电一般就没有了，到今天我都没再闻到那种香味，我

多么渴望那香味与我永远同伴。我后来发现那天特会上，还

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坐在不同的座位，他们也闻到主耶稣的香

气。

这次经历对我来

说非常宝贵，使

我亲身体会到神

奇妙的作为。我

知道耶稣永远活

著，不但是昔在

的耶稣，更是现

在活著与我们同

在，使我更加相

信 圣 经 上 的 话

了。

从特会回来后，

我 的 女 儿 S u s a n

數 學 的 3 位 数 除

法不会做，他对

我说，妈咪，你

能 教 我 数 学 题

吗？我接过一看真的不会，我没有学过。过去我也试算过，

就是不会。這次我把女儿的作业接过来，放在桌子上，我跟

他说，我不会做，让我们一起试试看吧，我们俩就开始做

了，我拿起笔来写，我突然开窍了，把问题解出来了。我就

教女儿一次，他也学会了，接著我们俩试了好几题，我们都

会做，我和女儿好高兴阿。我被圣灵充满，神还将属天的智

慧赐给了我！

神的耐心教导

李芬清

芬清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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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九月先生驟逝，是我經歷人生

變化最大的時光，十二月我帶著一

顆沒有感覺的心，來到加州與女兒同住

在二姊家。為了填補空虛無助的心，

我去教會，讀聖經，也去ESL學英文，

這樣忙碌的日子讓我不必陷入往日情

懷。2010年四月我在社區大學圖書館外

的水泥樓梯上摔下來，數十層石階使我

牙床歪、牙齒裂、下巴及耳朵出血，學

校的維安人員呼叫救護車，救護車再找

直升機把我送到南加大醫學中心。我在

冰冷的急診室裡沒有家人相伴，望著頭

頂的手術燈，我心中不斷呼求主救救

我。醫生為我縫下巴、止耳朵的血，女

兒和姊姊陸續來看我，折騰一夜第二天

中午出院，醫生要求我三天後回診看是

否動手術矯正牙床。在喬治亞的兒子知

道我的意外，他很難過，立刻請牧師師

母為我禱告，女兒在加州的福樂之家牧

師及小組員也不斷為我禱告。三天後回

診時，我在醫院大廳申請低收入戶補

助，遇見了一位黑人女士，她看我半臉

包著紗布並面容憔悴，主動來為我禱

告，要我相信神已經在醫治我，我心想

這是上帝派的天使，來安定我的心。接

著醫生告訴我回家要做口腔運動，或可

免去開刀之苦，此外，我的耳朵軟骨撞

裂了，不僅持續的疼痛，也有耳鳴現

象，我每天不斷的禱告，求神醫治我，

就這樣我連續3個月吃流質食物，來回

跑了七次醫院，感謝主的醫治，我耳朵

裡像排氣管的噪音消失了，牙床不用動

手術，下巴縫合處也結疤了，我想從十

幾階樓梯摔落居然沒有骨折，應該也是

神的大手托住了我，感謝主!

在兒子的催促下，七月我和女兒搬到亞

特蘭大，雖然除了兒子之外舉目無親，

但依靠神，祂給我最好的教會與最好的

牧師師母，還

有最好的弟兄

姊妹，讓我心

裡有了安慰。

雖然如此，我

還是有軟弱的

時候，當車子

出毛病、收到

銀行帳單、擔

心女兒的讀書

開車，使我有

幾 天 一 起 床

就 暈 眩 ， 這

是 以 前 沒 發

生過的經驗，

讓我感到害怕，但我知道這是心情不安

作祟，想起大聲唱詩歌來讚美神或可紓

壓，於是走到學校無人之處大唱詩歌並

行走禱告，真的有用，眼睛流了淚、全

身出了汗之後，心情真的暢快許多! 我

想到聖經上說：「我們要讚美耶和華，

我的心哪! 你要讚美耶和華! 」又想到羅

馬書5:3：「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我彷彿又見到光明的未來!

接著，我鼓起勇氣開始在兒童主日學服

事，上了兩次課後我發現收穫比孩子們

還多，課程內容是約書亞紀，記載約書

亞帶著以色列百姓過約旦河進入迦南美

地，其中歷經多次爭戰、試探與苦難，

靠著堅定信靠與事奉耶和華的信念，神

真的賜給他們應許之地。我想我和我家

也必定事奉耶和華，神一定也會祝福我

們的，這讓我對未來也充滿盼望。兒子

讀博士班的實驗和功課很重，但他很愛

主，敬畏耶和華，每天讀經禱告，認真

的帶領小組，對生活的不順都充滿著正

面情緒，而穩定的教會生活帶給他很多

安定的力量。女兒在教會的服事工作積

極熱心，個性修剪很多，自信心也增加

許多，讀書變得認真，每天有進步。我

的小組長惠國與倖生的家庭和樂，很有

秩序，是眾人的榜樣，在那裡我也得到

餵養，每次聚會都得到激勵，心中充滿

感謝與神的愛。

十二月回台灣之行，也是充滿了感恩，

第一次坐20小時的飛機，到台灣時尾椎

有些疼痛，回程時上帝憐恤我，由首爾

轉機亞特蘭大時，機上很多空位，我居

然可躺著睡覺，彷彿坐商務艙，足足在

機上躺著睡了9小時，下飛機完全不累，

甚至登機前的感冒也因得到充分休息而

不藥而癒， 歸榮耀與神!

我現在希望能找份工作，貼補家用也貢

獻社會，我相信神會為我開路為我預

備。人生漫漫，誰都不知會發生什麼，

但是只要不離開神，不離開教會，走在

神的話語中，就是最安全、最有保障的

人生!

靠著主，我們能走在一起

蕭孟藍

孟藍與兒子嘉偉,女兒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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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86年出生，求學過程中，一路順遂，2008年畢業

於台大電機系。2009年服完兵役，同年拿到喬治亞理

工博士班入學許可，於八月來到亞特蘭大。一切看似光明燦

爛，但是就在2009年9月，父親突然生病去世。那時我23歲。

父親去世的時候，只有媽媽和奶奶陪在他身邊，妹妹在加州

讀書，而我則在亞特蘭大。這篇見證，是在述說我如何靠著

上帝，在痛苦中站起來的故事。

事發之後的幾個月，心裡有一千萬個為什麼？畢竟之前我天

天為父親的身心靈禱告。我持續不斷的花很多時間和力氣，

告訴自己：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所有的

事情都有解答的。沒有辦法想懂的事情，就是沒有辦法想的

懂。接下來我發現，我沒有很多時間可以悲傷，有許多事情

在等著我。我必須要把媽媽和妹妹帶到身邊來，我很努力的

用了幾個月跟他們溝通，又花了幾月的時間買車租房子買傢

俱與幫妹妹申請學校，去年的四十天禁食禱告中，我每天為

這件事禱告。終於，在2010年7月，媽媽和妹妹買了兩張單程

機票來到亞特蘭大，我們一家人再度開始一起生活！我特別

想要花篇幅記錄，媽媽和妹妹還沒有來到，而我在不斷預備

的這一段日子。

其實我也有想過就順其自然，妹妹在加州就在加州吧！反正

他也過得很開心！媽媽想去陪妹妹就陪妹妹，想在台灣就在

台灣，我可以把自己照顧好，顧好自己就已經是盡了本分

了。但是，每當我這樣想的時候，聖靈就擊打我！因為那不

是神的心意，就像是知道有什麼對的事情，有什麼應該去做

的事情，偏偏不去做一樣。上帝常常提醒我，這是我的責

任，不拿起來，就是我的錯！神會給我足夠的能力和智慧去

完成，我不出來幫助媽媽和妹妹，他們若受到了欺負或是不

平的待遇，就是我的錯。 我心想＂是是是…我不應該袖手

旁觀，可是他們來這邊以後要做什麼？我要怎麼安頓他們？

我要怎麼…喔主阿!要是爸爸在就好了…＂不知道有多少個

夜晚，我壓力很大在神的面前哭泣，不知道該怎麼做，畢竟

身邊多了兩個人。這樣真的比較好嗎？來到喬治亞州真的比

較好嗎？錢夠用嗎？媽媽來到這邊要做什麼？妹妹來到這邊

要做什麼？有適合的大學嗎？有朋友嗎？要辦居民身分嗎？

要報稅嗎？租哪裡的房子？一堆問題衝上腦海。奇怪，這些

問題以前怎麼從來沒想過？因為有爸爸阿！要住哪裡？媽媽

要做什麼？妹妹要做什麼？錢夠不夠用？這些問題在過去，

用得著我去想嗎？早就有人處理好了。我只管吃飯讀書交女

朋友就好了。於是乎更加懷念爸爸了，淚水忍不住又潰堤而

出。突然，也很佩服所有當家的男人們，以上所有的問題，

都是基本要考慮的。

痛苦地向神陳明我的煩惱，在某一次的禱告中，神使我想通

了！這些有的沒有的問題，怎麼可能算得準？只能交在神的

手中。我有沒有尋求神的心意？有！神有沒有要我們一家人

在一起？有！那就夠了。剩下的事情該考慮，但是不應該煩

惱！時間到了，神就會開門開窗開道路開江河！因為，這是

神的心意！會有夠用的錢！會有好的學校為妹妹預備！會有

好的，有意義的事情為媽媽預備！會有好的朋友！什麼都會

有，走在神的心意裡，到時候就會有了！不要浪費時間去煩

惱，不如去尋求神的心意，不如去行動吧！雖然，很多事情

都還在發生中，很多事情還沒有看到結果，但我真心相信，

我們一家將會在這Prosper！

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在那一段日

子中，我心裡也有過懷疑，不過我的行為可以證明我的信心

不是死的。媽媽和妹妹雖然沒有明確的說要來，但是我找房

子沒有找過室友；早早幫妹妹申請好學校；在他們來以先就

簽了一年房子的租約；舉凡各種傢俱都是預備三個人的。如

果他們沒來，我可以辦一個傢俱拍賣會了！順道一提，十分

感謝教會的兄弟姊妹還有學校的朋友們，在搬家與買傢俱時

給我的幫助。若要問我那時的信心從哪裡來？真是從神而來

的了！三到四月間的四十天禁食禱告，我每天都很認真的花

至少一餐飯的時間禱告，為媽媽為妹妹為車子為房子為學校

為獎學金為女朋友。那段時間的禱告，真的給了我很多之後

處理事情的能量與抗壓性！所有那時候禱告的事情到如今

的發展，那時候所做的決定，現在回頭來看，不禁要向神大

喊：哈利路亞～至高神祢是值得稱頌的！！

亞特蘭大之路  
陳嘉偉

嘉偉與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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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退休會之前，對這聚會有很深的期盼，希望能

與神更親密，能夠有聖靈的充滿。退休會的星期六下

午有專門為了聖靈充滿

而分別出來的時間，

但是我聽完了講道，

又認真禱告了很久，

還是沒有感覺到聖靈

的充滿。我覺得很傷

心，因為已經追求主

很多年了，也試過各

樣的方法，就是沒辦

法與主親近，好像永

遠是單向溝通。我就

一直追問主說：「主

祢忘了我嗎？」「主

祢拋棄我了嗎？」「

我到底要怎麼做才能

聽到祢的聲音？」經

過一段很痛心、很絕望的禱告，主還是沒有直接對我說話。

但是憐憫人的主派遣了牧師來對我說：「耶穌要我告訴妳，

祂很愛妳！」牧師也不知道為什麼耶穌要叫他來說這句話。

但這簡單的一句話，讓我有信心依靠主來走以後的路。雖然

路未必平坦，但我知道我有主可以靠。

之前為了小事與先生起爭執，這個導火線，卻引爆我對先生

強烈的不諒解。那事之後，我沒有遵照聖經原則在當天與先

生和好，反而冷戰了幾天。這期間自己內心充滿了痛苦，卻

沒辦法解決，只能每天禱告求神憐憫。星期五我沒去小組查

經，在家唸完書後我在整理桌子時發現一本2006年的傳揚雜

誌，在收起來之前隨便翻了兩三頁，突然有一句話引起我的

注意：「我兒，饒恕他吧！正如我饒恕你一樣。我將賜給你

平安與生命的喜樂，也要與你同在。」在隨便翻書的情況下

看到這句話，我馬上知道這是上帝藉由這舊雜誌要傳達給我

的話。當場我就求耶穌救我脫離這痛苦，我也願意順服。就

這樣我得到了完全的釋放。真是人不能解決的，在神都能。

祂深知我

張雅雯

雅雯姊妹

去年夏天 IHOP兒童夏令營之前 ，我們女兒Katie帶著她

心愛的彩色摺紙去我們的朋友家玩，朋友的小小孩不

懂事，把摺紙全弄壞了，令Katie好傷心，卻也無可奈何。那

事之後Katie開始參加IHOP夏令營，這個營會是特別設讓小孩

來遇見神，為此教會同工及父母們也衷心禱告了好久，求神

親自觸摸我們的小孩。

Katie跟著營會大哥

大姊的帶領，一起參

加敬拜禱告及追求聖

靈的許多堂聚會。她

也在一次大家的禱告

祈求後，目睹金粉出

現在會場，或許這是

她第一次親身經歷神

蹟，令她稱奇不已。然而Katie卻仍缺乏那火熱追求的渴望，

似乎對神是否真正關心她，缺乏信心。

神愛我們及我們的每一個小孩，在時機適當之時，總是巧

妙的動工。營會開始三天後，倖生的腳受傷使她不能想去

IHOP，剛好那天Karen來找倖生，使倖生決定腳痛之下仍去

IHOP陪小孩。倖生在IHOP遇到周莉，她特別從北卡帶小孩來

參加此特會，周莉迎上倖生說：「我有一樣東西想拿給你，

我幾天前在逛書店時，心中突然有一個感動要買一份彩色摺

紙，但也不是十分確定，在來回三次反覆思考後，還是深受

感動，就買了下來。」於是倖生接下了那摺紙並拿給了Ka-

tie，他們母女同時被神不可測度的愛衝擊到，連一個小孩為

摺紙傷心之事都在神的事工之中。祂的愛藉著各種人事物，

彰顯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藉此呼喊我們來歸向祂，稱祂為

我們的阿爸父。

耶穌說 讓小孩到我這裡來

王惠國，陳倖生

K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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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水毫无理由不住地流著﹐流著﹐

這樣過了好一會兒。慢慢地﹐過

去作的事如電影般﹐ 一幕一幕地從眼

前流過 - 和親友一起去算命﹐對老公

嘮叨﹐惡言相向﹐種種的不順服﹐不讀

經﹐ 寧可看電視劇﹐玩種菜遊戲....我

閉著眼﹐倚靠在姊妹的懷裡﹐淚水還在

流﹐心卻漸漸地安靜了﹐頭也慢慢地清

寧了﹐暈眩和痛都消失了....忽然有一

個威嚴可畏的聲音進入我的心裡﹐“要

順服你的丈夫”﹐“買房子要小心﹐如

果一定要買﹐必須聽丈夫的”﹐“不要

嘮叨”! 話語嚴厲﹐ 不可抗拒。 我從

未聽過這樣的聲音﹐ 神也從未對我說

話﹐ 但這個時刻我清楚明瞭﹐神正在

親自向我說話。 我的心既歡樂﹐又害

怕﹐雖然被神管教﹐但心中的重擔卻得

了釋放﹐有了倚靠....感謝主。

我睜開眼睛﹐靜靜地聽著師母的講道﹐

回想著剛剛發生的事﹐我們的神真是不

可思議! 就在十幾分鐘前﹐當溫柔的倖

生姐坐到我身邊時﹐我就覺得頭暈難

受﹐心裡充滿抗拒﹐很想對她說﹐“你

走開!”而當學娟姐過來時﹐我更是努

力躲閃﹐卻是被一把抱在懷中﹐剎那間

沒有理由的淚水就涌了出來 .... 。

受洗歸主有三年了﹐內在的生命卻鮮有

去年中秋節期間，決定帶1歲的Holly回台灣去探親。雖然已經有心理準備，知道與Holly在飛機上的

時間會很難熬，但在回台灣的飛機上，我真覺得去掉了半條命。被我抱著Holly沒辦法

睡，因她習慣自己躺著睡，所以每15分鐘就醒一次。我必需抱著她一直走來走去，因為

Holly沒睡好覺就特別吵，累得讓我想哭，後來我邊唱聖詩邊禱告，終於熬過了漫長的

去程。因為心裡很害怕回程又是一樣，就請先生Jerry要小組的人替我禱告。倖生聽到

就提起惠國回美國的時間更改了，可以安排和我同一班機回美。真好！真像是上帝

派來的天使，和我一同分擔照顧Holly的辛苦。不只這樣，惠國還換了位置，讓我們

都坐在一起，並且是第一排的好位置！感謝體貼人的主，我的回程輕鬆好多好多。

體貼人的上帝

李英美

英美的小女兒Holly

神的管教

张倩口述/陸峰整理

改變﹐少有讀經禱告﹐聚會要請﹐主

日要催。生命中有許多的破口﹐讓撒

旦有機可乘。三個月前回大陸時﹐親

友跟我講有個算命先生很靈驗﹐就忍

不住去了。誰曾想那些話語﹐ 就此印

在心裡﹐攪擾著我 - “豬猴不到頭﹐

你老公身體不好﹐四十七﹐五十三是

個坎。”回來後﹐脾氣見漲﹐ 每每抱

怨﹐有的沒有的都能嘮叨一遍﹐為此夫

妻間沒少拌嘴吵架。三歲的大女兒已

經學會勸架﹐“別吵了!”。去教會聽

道接連幾次都頭暈﹐不想聽。有時還

說﹐“要是真有撒旦﹐你就顯現給我看

吧。”兩個星期前﹐倒車時如雲裡霧

裡﹐正好撞在一輛剛剛停在我車後的汽

車﹐巧合嗎?! 在小組中師母看出我靈

裡的攪擾﹐想為我禱告﹐也被我拒絕

了。 

神仍是這樣眷顧我﹐挽回我﹐管教我﹐

給我指示﹐我知道我是蒙福的﹐我也更

想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心意。

陸峰 张倩夫婦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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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年輕以來就有懼高症，只要走

近大的落差，就會全身緊張，好

像要失去控制。Shopping center的三樓玻

璃圍欄邊，及85號公路接285號公路的

轉接道上，都是我印象中的懼高深刻之

處，三年前我為此向神禱告了幾次，求

神醫治我對高度的畏懼，但時間一久我

竟也忘了這件事。直到2009年的12月間

從機場開車回家在轉接285公路時，我

突然發現自己不再懼高了！神在連我自

己都已遺忘之後，仍然醫治了我。

2010年5月，我們與Justin及Karen等四家

人一起去南卡的Myrtle Beach度假三天。

的10層，面對著海，遠遠望出去，景色

真是美麗。第二天中午吃飯時，我端著

飯菜走向房門陽台，突然發現自己在10

樓的高度邊緣，懼高的反應馬上出現。

當我正轉頭走回房間時，有一個聲音提

醒我說：「你已得著醫治了。」我想起

自己不是在2009年底時已經不再懼高了

嗎？為何此刻無法走近陽台呢？於是我

馬上低下頭向神禱告，在禱告中再一次

得醫治的確信
王惠國

自從2007來到美國, 學習適應美國生活的同時, 我對自己在

美國那種坐吃山空的日子覺得有點恐懼.  2010 是我一生

當中經濟相當緊迫的一年, 而我在緊迫中再次的經歷神!

2010 年 3月 我收到弟兄姐妹的一封e-mail   是有關提供工作機會

尋求講華語的工作人員,  記得這天正是3月17號  ,  我想既然我這

麼需要現金,  我就去應徵吧!  那天一早我梳妝打理好,  出門之前

先靈修. 翻開荒漠甘泉, 那天的內容如下:

「住在那裡, 等我分吩咐你,。」馬太福音 2:13

哦 ! 不安定的心啊,  你跳的多厲害, 撞在環境的鐵欄上 , 想沖到

外面更寬廣的場地去找工作, 靜下來罷 ! 讓神替你安排你的日子 

, 今天的忍耐和信靠, 就是神差你去作大事業的預備.

剎那間我突然覺得整個世界在我周圍安靜了下來, 我心中充滿感

恩 !

2010年我回到南非為自己及兒子買了棟小公寓,  心想不用再為

租屋煩惱了 , 同時間我也答應為MISSION AFRICA  每月捐款 , 希

望為他們正要營建的孤兒院有點幫助  ,   因為自己身為單親母親

好幾年,   深知孤兒寡婦的難處,   但現在卻偏偏碰上自己經濟

緊迫,   每月月底 常常在電腦桌前為這筆捐款 的付出 擔心其

他的應付賬款付不出來  ,  然而我們神的手臂真的不短縮,   這

棟新蓋好的公寓讓我們去年5月搬進去,  卻為某種不為人知

的理由一直無法過戶 ,  建商雖然重新換律師 , 但就是一拖再

拖拖了10個月,  意思就是說我們住了10 個月卻沒付一分錢 ,  

因為當出簽約時並沒有寫上  ”OCCUPATION FEE” 這一條,  

奇妙的是這筆每月的捐款與我應付給這棟公寓的每月貸款金

額是大約相同

的 , 這使我想

到 聖 經 上 說 : 

神為愛祂的人

所預備的, 是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

到的!!

奇妙的供應
劉秋熔

惠國倖生夫婦

感謝神的醫治，並宣告神成就之事勝過

我肉體及精神的軟弱。短短的一二分鐘

禱告後，我轉身走進陽台，哈利路亞！

我的懼高已經退去，我坐在陽台的椅子

上，在一片神造的美景中感謝祂。

我不禁心中思想，或許我們的肉體及精

神的疾病，根本的原因是在與神的關係

上有某種的隔絕，在我的懼高症得醫治

一事上，當我在信心上稍有動搖，症狀

就馬上出現，反之當我定睛在神身上，

向著祂屬天的大能敞開，靠著祂的名來

宣告已經得勝，就能長久擁有已經得著

的醫治。我感謝神讓我經歷信心的奇

妙，願無一事物能阻隔我們向著祂的信

心。更願神在信心的道路上，向我們展

開祂更多更大的奇妙作為。

秋熔於聖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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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发出, 三个星期之后, Jared 打电话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要

面试我, 我花了点时间积极准备。这个部门负责安装的产品是

光纤运输设备, 刚好和Tom做的一样, 也正是我这两年跟Tom学

的。 有三位主管同时面试我, 其中一位这个部门的经理刚好是

我的一对多年好友的儿子。当他见到我时,非常惊讶, 说:“我

不知道你在找工作。”我和他的父母相识有十年, 我和他父亲

以前在同一家电讯设备公司工作。他的父母很有爱心, 对我非

常好, 待我就像对待女儿一样。我结婚之后, 买的房子离他们

不是很远, 我们一直都有联系和走动。但是我从未见过他们已

成年的孩子。一个月前, 我和家人被邀请去他们家, 才第一次

见到好友的儿女及他们的家人。我知道我好友的儿子在这家

公司工作, 我当时很想问问他有关公司的情况, 但是上帝把我

的舌头封住了, 所以初次见面我们只是打个招呼而已, 我并未

提起工作的事。 这次面试十分顺利, 两个星期之后我就开始上

班。

就这样, 在家里做了六年半家庭主妇之后, 当最小的孩子过两

个月就可以上Pre-K时, 在美国经济仍旧低迷时, 工作找到了

我。现在组里的同事大

部分来自我以前工作的公

司, 大家彼此认识, 他们都

对我非常好, 也很乐意教

我。我和Tom都深深地被

上帝奇妙的安排感动。这

不是我们可以自己设计或

谋求的, 完完全全是神给

予的恩典。只有亲身经

历, 才能感受他的奇妙作

为和他的慈爱。

时间过得真快, 现在已是2011年2月了。我从去年6月告别

了六年半的家庭主妇生活, 重入职场开始全职工作。不

一样的是, 我的内心已是一个全新的人了, 因为我又经历了一

次神的恩典。 

回想自从有了2009年在一家电信通讯设备公司工作了短短的

三个星期, 又莫名其妙被解雇的经验之后, 我明白了职业妇女

的生活并不容易, 当时我深刻体会神知道我的心思意念, 因为

我老羡慕那些职业妇女, 他就给我机会经验一下, 在那三个星

期里当我每天开两小时车来回於住家与公司之间, 当我下班之

后疲累地回到家, 还要张罗家事时, 我体会到作家庭主妇其实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在我明白过来之后, 我被解雇了。但是

我深知神爱我, 他总是想要把最好的给我, 所以我顺服神满心

欢喜地待在家里, 继续家庭主妇的生活, 不再抱怨也不再羡慕, 

同时也仍然帮助我丈夫Tom的工作。

当时我所在的光盐小组, 每一个星期四上午在Vivian姐妹家聚

会, 查经, 分享, 日子过得简单而快乐。美国的经济仍然低迷, 失

业率未有好转。但我和Tom都很感谢神, Tom仍然有工作, 我们

的日子还可以过得去。因为不再想出去工作的事, 日子一天天

开心的过。我想时候一到, 上帝自会纪念我的。 

2010年4月底的一天早上, 我接到T-Staff 的Jared 的电话, 他是公

司的负责人, 他的公司主要是帮几家电信通讯公司招揽有这方

面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和安装工程人员。上次我去的那家公司, 

就是他介绍的。他在电话里说, 这家公司的另一个部门现在需

要人, 问我是否有意, 我说好, 同时也谢谢Jared并没有因上次这

家公司的解雇而对我另眼看待, 而且还记得我, 仍然对我有信

心。

神的巧意安排
鄒新虹  

神医治了我的腿

林芝霞

這幾天由於天氣的轉變，我的腿開始隱隱作痛，到了晚

上，我已痛得不能入睡，我邊禱告邊試著睡覺，深怕

隔天不能上班。還好第二天沒那麼痛，到了晚上正好是小組

聚會，聚會到了一半，我的腿痛突然發作，我坐也不是，站

也不是，臉色都痛的變了。我想我既然沒心思在這裡聚會，

就跟師母說：「我腿很痛，先回去了。」師母說：「要不然

我們為你按手禱告，求神醫治你。」於是他們就幫我按手禱

告。就在這時，我的腿一下子恢復正常了，太奇妙了，剛剛

還坐立不安，現在好像完全不知道痛了。到現在為止無論天

氣怎麼變化，我的腿都沒受影響，太感謝神給我奇妙的醫

治。

新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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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頭的一個下午﹐ 在往

San Antonio長達16個小時的車

程中﹐ 因著悶長的路途﹐開始在車裡

東翻西找一些CD來解悶。在翻找的當

兒﹐ 突然看到了一串鑰匙。鑰匙圈里

擠得滿滿的﹐ 大約有十二三只鑰匙﹐ 

再也沒有任何的空間存放任何的鑰匙。

把鑰匙拿起來仔細看了看﹐ 發現在這

串鑰匙中﹐ 只有一只鑰匙是有用的。

想了想﹐ 就覺得有點開心﹐又有點傷

感。這串鑰匙有我剛來美國的公寓鑰

匙﹐有我第一個公司的鑰匙﹐有來At-

lanta住的公寓的鑰匙﹐ 有我人生的第

二輛車的鑰匙…..每一只鑰匙都代表我

來到美國後一個甜酸苦辣的回憶。 同

時﹐ 也讓我突然儆醒到我的心就像那

個鑰匙圈﹐心中曾經也充滿了許許多多

沒用的"鑰匙"。

2010年的年頭是我人生非常困難的一段

時間。因為常年在心裡沉澱了太多沒用

的"鑰匙"﹐ 也因為常年工作上和感情

上的浮沉﹐讓我快要喘不過氣﹐差點把

我壓垮。因這許許多多的事與人﹐感覺

自己心裡有非常多的憤恨﹐苦毒﹐和空

虛。我也開始漠視周遭的一切事與人。

神是信實的﹐祂在我最破碎的時刻開始

讓我勇敢的面對心裡的包袱----憤恨﹐

苦毒﹐和其它很多沒用的"鑰匙"。從這

一切神給予我的功課和試煉中﹐ 讓 我

學懂了謙卑和饒恕﹔學會了挪去心中沒

用的"鑰匙"和苦毒﹔ 學會如何交托和

信靠主。進而讓我得著喜樂平安﹐ 也

讓我的心開始重拾我曾經熱愛的生命。

今天﹐ 我覺得我還是一直努力的審視

自己心裡的鑰匙圈﹐ 常問自己是不是

還有什麼沒用的"鑰匙"可以挪去的﹐ 好

一串鑰匙的思考

廖誠豪

讓我心裡面的鑰匙圈能接受更多美好的"

鑰匙"。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心裡的鑰

匙圈是不是也有許多沒用的"鑰匙"需要處

理呢? 在此﹐ 我祝你們也能得著喜樂平

安。

誠豪弟兄

去年九月二十七日的

晚上, 我突然接到

大妹夫的電話, 他口齒不清 

哭哭啼啼的, 我不知道發生

了什麼事, 只知道與大妹有

關， 還有送醫院, 於是告訴

他,我會禱告, 匆匆掛了電話, 

我立刻打電話回娘家, 要媽

媽去問清楚, 又打電話給大

弟, 也要他去查一查, 到底發

生了什麼事. 過了一陣子再

打電話回家, 媽媽哭著告訴

我, 大妹已經斷氣! 當妹夫回

到家時, 大妹因為消化系統的大量出血, 已經離世歸回天家. 我

簡直不敢相信! 兩天前我還和她通過電話, 我的心好痛，終於

體會到那些失去親人的傷痛! 我和小妹不死心, 整夜繼續方言

禱告, 向主祈求, 懇求主使她復活! 

大妹重生得救後, 生命立刻改變! 積極傳福音, 我大概是她的

第一個果子, 在這信仰的道路上, 她就一路帶著我, 陪我讀經禱

告， 閱讀屬靈書籍, 有什麼好的, 都會和我分享. 我痛失一位良

師益友!

十月初趕回台灣, 籌備並參加她的安息禮拜, 大妹生平熱心愛

主愛人, 在很短的時間裡, 居然來了近四百人參加追思聚會. 她

實在是很好的榜樣! 我想懷念她的最好方法, 就是跟隨她的腳

蹤 - 熱心愛主愛人, 緊緊跟隨主. 只有神才能安慰我痛失大妹的

心, 相信有一天我也能去安慰同受苦楚的人!

安慰的神
劉克真

克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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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寫這篇

見 證

時，是

在我家

正陷入

極大難處之中，都因我在工作中愧對神

的教導，造成家庭分離以及自己心力交

瘁。但在這樣情況的之下，我將所學的

與大家分享。

神的威嚴可畏 我認識神三十多年，也

經歷許多神在我生命中的神蹟奇事與恩

典慈愛，但因人性的墮落敗壞，我忘記

了神是有恩惠但也是有公義的神。事情

發生後將近八個月，每天的煎熬痛苦悔

恨唯有神知道，在神眼中還是極其寶貴

的我，不斷的經歷神愛不變，因神說憂

傷痛悔的心，祂不輕看。祂藉著身邊不

同的姐妹，來愛我幫助我，每天用神的

話來激勵我，我記得神對我說過祂永不

丟棄我，真感謝神讓我經歷這次患難，

深知祂的真實，更明白祂是無所不知的

神，因祂所愛的祂必管教，我以前只認

識賜給我恩典的神，但這次我經歷的是

神的威嚴可畏。「凡跌倒的，耶和華將

他們扶持，凡被壓下的，將他們扶起」

我相信神要因祂是聖潔而來潔淨我，神

啊，我求祢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求

祢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

孽。求祢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裡面重

新有正直的靈。

 

破碎老我得新生命 這幾年神安排我參加

新生命小組星期二晚上的聚會，當時我

對方言禱告不認識而且拒絕，每次還告

訴神對我有益的我願意接受，神的奧秘

我自以為很懂，但神都知我的內心，當

我因著患難重壓無法禱告時，學娟姊妹

患難見真光

就開始帶領我方言禱告，一次在和學娟

一起禱告時，方言從我口中不斷湧出，

我那堅硬的老我因苦難的環境而被破

碎，柔軟的心在神面前經歷祂的奧秘，

讓我知道自己的有限，感謝主，也感

謝新生命小組幫助我的姊妹們。特別

是Macy姐妹在這半年中陪著我，照顧

我，接受我的憂鬱和精神恍惚，我們一

起禱告，呼求神的幫助，因著我們的無

助，唯有神能給我們真實可靠的幫助。

感謝主，興起許多環境來讓我學習謙卑

的功課，如果沒有神的扶持，我只是一

個軟弱無能的人。神阿，感謝祢給我的

功課，降卑自己順服在祢的面前，給我

新的生命，新的開始。在基督裡就是新

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主愛奇妙 在我經歷工作與家變的各種

壓力下，我得了嚴重的憂鬱症，我變

得自卑，自憐，無助，絕望。但主深

切的愛沒有遠離我，祂感動郭靖姐關

心我，恩寵小組每星期六晚上電話連

傅愛琳

我從小胃就不好，三餐如果沒吃好，胃

就會痛。當教會有40天的連鎖禁食禱

告，我心裡很想參加，可是又擔心胃會痛，

當我在掙扎的時候，聽到雅仙做見證，說神

如何在禁食的時候，醫治了他的胃。這給了

我很大的信心，我也想試試看，神會醫治雅

仙的胃，我想祂應該也會醫治我。我也開始

禁食，每天或禁食一餐或禁食兩餐，頭三天

胃完成沒痛，我就繼續下去，一直到40天，

我的胃一次都沒有痛。感謝神，在整個禁食

的過程，不但胃沒有不舒服，反而得到了完

全醫治，一直到現在我的胃都沒有再痛過。

線禱告，有姊妹們的代禱支援。神還感

動鴻伶姊妹，她跟我完全不認識，不知

從何幫起，主跟她說，妳若有願做的心

我就為妳成就，她星期日見我就給了我

一節經文，當時的我就像一個沒有魂的

人一樣，沒有任何的感動，但神感動鴻

伶姊妹說：「個人的重擔要彼此擔當。

」她問神能為我做什麼時，主很奇妙，

過兩天郭靖姐就給她撥電話，讓她來幫

助我，神就這樣帶領我們連結上了。當

時我非常怕看聖經，好像聖經每句話都

在責備我，神感動鴻伶姐妹帶著我看聖

經，讀神的話，每天在電話中分享神的

愛，為我禱告。他們倆夫妻還到我家來

陪我過耶誕節，就這樣鴻伶姐妹不厭其

煩的幫助我，我深知道這是神的愛透過

肢體來扶持我。當我精神身體軟弱起伏

不定時，鴻伶的愛心和神的話語讓我度

過每天，漸漸地我自己也可以看聖經讀

神的話。感謝神，唯有祂的話，能救活

我，給我盼望，讓我的靈能夠甦醒過

來。

胃得醫治

陳協芳

協芳姊妹與兒子

愛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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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加入新的公司以来很少出差,平

均一年还不到一次. 但没想到,去

年四月因一个客户的要求,我们公司竟然

很爽快的答应要安排我到加拿大一趟. 目

的是到加拿大的Winnipeg大学去拜访两位

大学教授,现场演示操作我们公司的产品. 

既然是公司的安排,我也欣然接受了.　

接待我的是牙医系的两位巴西籍教授,其

中一位还是系主任. 实验进展得很顺利,到

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

实验操作. 在这两天一夜的相处之中, 我

已经与两位教授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因为我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赶回亚特兰大. 

当天晚上,两位教授就请我到当地的景点

一同吃晚餐. 我非常感激他们的招待. 席

间圣灵也在我里面催促我,  应该把我最宝

贝的耶稣介绍给他们. 於是我开始分享神

在我生命中的工作. 从神怎样带领我认识

耶稣,以及祂如何在我的学习, 家庭, 工作

中让我经历祂是又真又活又信实的神. 最

后也诚恳的邀请他们来相信耶稣. 神的灵

在我们当中工作. 两位教授的心都被打

开了. 他们也向我表白了他们的心路历

程. 原来他们在巴西时都曾有天主教的

背景. 但当时他们对所信的神并不认识,

而且这信仰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直

接的关系. 一年最多只不过一次到教会

参加聚会而已. 其中的一位当了Winnipeg

大学教授后仍旧过著这样的生活. 现在

我的见证无疑的触动了他的心,他陷入了

沉思并表明要来真实的认识这位真神. 

我的见证在另外一位系主任身上却产生

了深深的共鸣. "弟兄,我知道你是神所差

来的. 我里面的圣灵告诉我,待会在我送

你回去的路上,一定要把我的见证也告诉

你. 并请你为我祷告." 以下就是那位系主

任在车上的部分见证.　

"我从小家境很好,后来也当上了令人羡

慕的牙医. 在常人的眼中我应该可以过

一个舒服的生活了. 但我里面却总缺少

了什么似的. 那时天主教的信仰对我来

说是空洞的. 只是一年一次上教会,  与我

的生活并没有关系. 我知道有神,但那位

神离我是那么的远. 为了满足我内心的

空虚,我开始吸毒,并滥交朋友.  过著一个

极度糜烂的生活. 我虽然赚了许多钱,但

这些钱转眼就都不见了,并且还欠了一大

笔债. 更糟糕的是性与毒品并无法真正

满足我的心. 於是我开始交鬼. 女巫在我

身上采血并让我加入他们组织. 然而生

活并没有像他们所应允我的那样给我带

来财富和健康. 我的生活每况愈下,那时

的我真的就像一个活著的僵尸. 於是我

想到了死. 那天,我开著车准备到药店去

买药来自杀. 凭著我是牙医的身份,我可

以在药店里买到足够用来自杀的药.　

"车子开到了药店附近,我知道只要在前

面十字路口右转就可到我想要的地方. 

然而此刻车子的方向盘竟然不由自主地

往相反的方向转. 并且里面有个声音不

住的对我说, “孩子,你不能死. 你是属於

我的,我爱你. ”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 方

向盘好像不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 我

就顺著感动开车往前. 车子不知往左往

右转了几个方向,也不知往前开了多久,

终於在一个建筑物前的停车场停了下来. 

我好像在云里雾里一般. 我奋力打开了

车门. 抬头一看,原来我是停在一个基督

教堂的停车场. 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

开始拼命的敲打教堂的门. 里面终於有

一位黑人女牧师出来开门. 看到我当时

失魂落魄的样子,她先是愣了一下. 马上

就镇定下来问我说, “孩子,我可以为你

祷告吗? ”我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只能

拼命的点头. 於是她过来按手在我头上

为我祷告. 在圣灵的大能中我被击倒在

地. 那位女牧师的祷告也愈来愈大声. 并

奉耶稣的名为我释放. 此时的我不知自

己到底身处何方,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一

样. 而我的全身也开始不断的扭曲. 我深

深的感到那些缠累我的罪在神的大能之

中被一一的砍断. 每当女牧师宣告一样,

就有一样的捆绑从我身上脱落. 那真的

是极其可怕而又神圣的时刻. "说到这里

他的眼睛深情的凝视前方, 眼里噙满了

泪水. 记忆又把他带回到当初在生命中

遇见神的神圣一刻. "是神的爱和大能拯

救了我!是祂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祂让我

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并给我开了出国的

门,使得我能有今天的机会!"　

听完了他充满激情的分享,我的心里充满

了感恩. 真的没有想到,在异国他乡,在不

同的言语之中. 我们竟然能如此的同感

一灵. 不由自主的我们在车里大声的用

出差

毛应清

应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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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感谢神,赞美神. 神圣的同在在我们当中. 车子在我所住宿

的旅馆前停了下来. 但我们谁都不想下车. 我伸出手来按在他

的头上,用破烂的英文为他祷告.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为他祷告

些什么,只知道有一股泉源从我里面涌出. 我深信那是神要籍著

我的口亲自向祂自己的儿女说话. 等我祷告完. 他已经哭成一

个泪人了.

　

"你刚才听了我几年前刚蒙恩时的经历,但没想到今日神却籍著

你的口,向我表白了我今天的需要和指明了我前面的方向." 事

后他充满感激的对我说. 原来神带他来到Winnipeg大学当了牙

医系的系主任后. 他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由於文化背景

的不同和个性的差异,他在系受尽了当地人的排挤和同事的冷

嘲热讽. 他为此患了忧郁症. 有多少次他都准备撒手不干了. 但

今天神却在彼此的祷告中,告诉他要在他的岗位上站立得住. 并

告诉他等他经历完这试炼后, 神会带领他走全时间服事的道路. 

而这也正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　

"现在我终於明白神为什么要差你来到我们这里了. 这最后的

一刻,才是你来到我们中间真正的高潮." 那位系主任如是说. 是

的,我也才终於明白为什么公司会差我这样一个极少出差的人,

来到这样一个异国他乡偏僻的地方. "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神啊,祢的美意

本是如此. 我要深深的赞美祢!

去年八月时发现自己再度怀孕. 已经有三个孩子,心里早

已满足了. 没想到神要再加给我们一个孩子,心理充满

感恩与欢喜. 但是每天面对怀孕之苦:疲倦,恶心,不适,实在是辛

苦. 不断地宣告主的恩典,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先生尽力分担

家务,小孩也刚强起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及帮忙照顾三岁的小弟

弟.

九月底在做超声检测时,医生告诉我,孩子已经流产了. 听到这

消息时,心理有些难过,不敢多想为什么. 因为生命太大,有太多

是我小小脑袋无法明白的. 赶快奔向主. 主阿, 祢知道什么是对

我们最好的!十月初做流产清除手术时, 向来很少出差的先生

正赶上在这段时间出差,心里真的好难过.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手术,而爱我的先生竟然不能在我旁边! 转向主,主安慰了我. 深

爱的主必与我同在!手术后,有三个礼拜休息的时间. 所有的事

都安静下来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亲近主. 默想神的话. 何等宝贵

的日子. 只有我与主,主与我的日子. 这些日子主更新我,靠近我. 

小小的苦难成为与主亲密的日子。

主让我看见我生命的贫穷：那快两个月的怀孕之苦,在疲倦不

舒服里,我只渴望这段日子快快过去. 虽有感恩,但没有为所赏

赐的生命欢喜快乐. 甚至在我内心深处面对怀孕之苦,真不想怀

孕. 主让我看到祂为要得著我们的生命,甘心从天上到地上,生

在卑微的马槽,甘心为我上十字架舍命. 主那么欢喜为我舍下一

切,担当我一切痛苦! 看见主那么欢喜为我付上一切代价,而我

受一点怀孕之苦,我会想放弃,主啊,求改变我,使我更像祢!

主把我带到更深的需要：怀孕,流产,手术,再一次让我深深的体

会到生命的脆弱,深深的需要主!生命需要主,离了主,什么都不

能做. 也因这需

要,把我带入更

多的祷告!更深

的依靠!苦难实

在 是 很 好 的 老

师,让我再次看

见 自 己 的 软 弱

和需要,对主有

更深的需要,更

多的祷告!

主 让 我 感 受 到

祂 对 我 的 饥

渴 ： 三 个 礼 拜

的安静,有足够

的时间给神. 在

那安静中,主让

我 感 受 到 祂 对

我 的 思 念 与 饥

渴. 祂是那么渴望祂的百姓可以来,不是要这要那而已,乃是可

以安静下来,让祂来分享祂的感受,思念!主是那么饥渴我来爱

祂!主再一次把我带回那爱的盟约. 深深爱 祂,单单服事祂!没有

别的,只要耶稣!只为耶稣!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祢的律例."(诗１１９:７１)

为这小小的苦难,献上极深的感恩. 对我极为有益,使我更深认

识自己,认识神的慈爱,更深学会神的律例,明白神的心意!主啊,

我感谢祢!

毛周惠鸳　(Joy Mao)

受苦是于我有益的

应清惠鸳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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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對我來說是我經歷主恩典豐

富的一年。在上半年中, 我經歷了失

業、車禍、買房子、姐夫得大腸癌 的消

息及結婚。在這些人生的重大經歷中, 在

小組弟兄姊妹及牧師的代禱下, 我 一一

地經歷神的恩典, 也知道神的恩典夠我用 

:“我的恩典夠你用,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林後12:9)

在2010的3月16日一個星期二的下班回家

途中, 公司的人打電話來告訴我, 我的工

作簽證被暫停,  所以隔天起不能進CDC 

上班,  在我摸不著頭緒的情況下, 我先打

電話給CDC 的同事, 通知明天起不能上

班。公司的律師告訴我, 移民局的人抽樣

調查, 結果到我上班的地方找不到我三次, 

所以就暫停我的工作簽證, 等公司提出說

明後我才能開始上班。 

 

事發那週的星期天,３月２１日,的主日信

息是” I already know” 當天的詩歌是”I al-
ready know” 歌詞如下:

“Unexpected tears fall down your face; you 
never dreamed that life would go this way. 
The winds of sorrow blow and you feel so 
all alone, so out of place. But God wants you 
to know that He is there, and when you call 
His name in prayer, He says “I already know-
what you’d be going through, and I’ve been 
here before you all the time. I’m no stranger 
to the pain, for I bore the shame and suf-
fering for you. Your trial didn’t take me by 
surprise. I already know. 
You never know just what a day will bring; 
what lies ahead remains to be seen. Fear has 
gripped your mind; you just can’t seem to 
find a song to sing. But God holds your to-
morrow in His hands. Through you cannot 

see His plan. He’ll say, I’m the future and 
the Pas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I’ll there tomorrow for 
I have already been!! And I already know 
what you’d be going through, and I’ve been 
here before you all the time. I’m no stranger 
to the pain, for I bore the shame and suf-
fering for you. Your trial didn’t take me by 
surprise. I already know.”

當我聽到這首歌及主日信息, 

我的眼淚不禁地往下掉, 因

為神已知道, 神並要我與祂

同行,也知道這是神給我的教

訓:要我悔改。回家後我在神

面前認罪: 不順服、驕傲、

因為想存錢買房子這一年有

時沒有十一奉獻、沒有真正

的原諒傷害我的人、對家人

的態度不好。

剛開始我只覺得自己真是”

幸運”,只覺得可能不會很

久我就可以回公司上班, 我還很慶幸我

可以在家休息幾天, 多寫我想要寫的文

章。結果這一失業就是96天, 而且事情接

二連三的來： 車禍, 房屋代款, 及姐夫得

大腸癌等事, 讓我沒有喘息的時候, 也讓

我沒時間寫我想要寫的文章。 

 

在這96天中我完全沒有收入來源, 只能靠

以前的積蓄生活。當事件剛發生時, 我

第一個反應是：”我支援的二位海外宣

教士怎麼辦? ” 但感謝主在這期間, 我還

是能不間斷的捐款給她們。在這段時間, 

很感謝我們小組的人的安慰及代禱, 尤

其是Joy及克真姐每週不斷地為我禱告並

用經文來安慰我,　並建議我聽江秀琴牧

師的讚美的信息. 要我學會順服神, 讚美

神並等候神。

等了61天 在 5月10日, 我的新簽證下來, 

但是需要出境一趟. 當時就向神禱告, 希

望能回一趟台灣, 因為可以同時探望罹

患癌症的姐夫. 希望姐夫能有機會接觸

到福音。很感謝主,公司願意出機票讓我

回台灣辦理簽證, 同時克真姐也聯絡上

他的妹妹及妹夫, 與我一起到台南去探

訪我姐夫及姐姐。我與台蓉姐夫婦才在

台南高鐵站第一次見面就有說不完的話, 

我們都談到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到姐

夫家時, 姐夫及姐姐都很訝異我們才第

一次見面, 也很感動台蓉姐夫婦遠從新

來看他們, 感謝神在我們唱詩歌時, 姐夫

也跟著一起唱。

之後我平安回到Atlanta。 回來後本以為

6月1日可以上班, 但公司告訴我原來的

CDC 的Cardkey已不能用. 必須重新辦理, 

預估在6月21日才能回去上班。在忙於

如何回公司的同時, 我的公寓也在6月底

到期, 也必須在此之前交屋搬家, 但當時

我不能回公司上班, 公寓約期又將到, 所

買的房子又不能在6月底交屋, 此時我的

主的恩典豐富

周秋芳

秋芳符彪夫婦



25 感恩見證集

生动的一課　去年回大陆探望家人.  妹妹四岁的儿子像个小霸

王,  动不动就欺负我们两岁多的迦勒.  我们家的老大老二竭力

保护小弟,  也试著与小表弟讲理,  但小表弟仍然很霸道.  有天

在房间里,  老大老二跟我说小表弟如何欺负我们的小弟弟,  说

著说著眼泪就流下了.  看他们爱小弟弟的心,  让我很感动.  在

那时刻,  神给我智慧对孩子们说,"小表弟的父母太忙了,  没时

间带他认识神,  爱神,  所以才会如此.  好不好我们来祷告,  求

神使他的爸妈可以花时间认识神,  带小表弟也来认识神,  生命

得以改变."  圣灵也感动我说, "我们实在没办法来爱那么不可

爱的小表弟,  求神使我们来爱他,  好么?"  两个孩子就很认真的

向主来祷告!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接下来几天,  他们都相处得

很愉快.　

在我们快要回来的前一天,  老大还特别的把姑丈叫到一边.  把

这几年做父母的我们在他身上的教导,  以及他自己的亲身体会

一一传授给姑丈听.  告诉他要怎样才能使小表弟更听话讨神的

喜悦.  他姑丈的心都要融化了.  "这实在是我上过的最生动的一

课."  妹夫事后充满感激的对我们说.

一件小礼物　在台湾时, 老大约瑟作了一件极美的事.  在外公

外婆家,  他用纸作了两个球,  写上自己的名字,  并把新台币Ｎ

Ｔ$１０放在里面,  一个给外公,  另一个给外婆.　他把这小球

放在他们的房间.  外婆发现后就问约瑟这是什么?  约瑟甜美

的回答:"阿婆,我们回来台湾,  都是您们照顾我们,  只想谢谢您

们!"  这份心意深深触动了外公外婆的心!  我们完全不知此事,  

直到有一天外婆充满激情地告诉别人这事时我们才知道.  哦!

　我们也因约瑟爱的行动深感欣慰.

毛周惠鸳　(Joy Mao)

毛家小孩二三事

尊荣我的,我必尊荣他　今年二月时,  孩子们忙碌地准备世界

地理展览和比赛.  我也与他们一同忙碌.  再过几天就要参展

了,  而孩子们仍然有许多尚未完成.  我心里犹豫要不要带孩子

们参加教会周三晚上的祷告会,  还是留他们在家让他们有更多

的时间完成展览专案.　这时心里面有句话:　"I will honor those 

who honor me!" 我要带领他们在凡事上尊荣神,  耶稣基督永远

要居首位,  所以我还是带他们去了祷告会.  那晚圣灵奇妙的运

行,　牧师谦卑地跪在我们中间请求祷告,  很感人的场面!  我们

围著牧师为他祷告.  当我起来时,  圣灵感动我向我的两个孩子

道歉.  我一个一个的抱著他们,  对他们说,  "妈妈最近若有言语,  

行为伤到你,  请你原谅我!"  那时圣灵早已在孩子身上工作.  当

我向他们悔改,认完罪,  老大抱著我开始向我认罪.  接下来他就

在神面前哭泣.  

圣 灵 在 他 身

上工作!  祷告

会结束时,  他

形容:"好喜乐,  

好久没有那么

开心!"  神尊荣

那些尊荣他的.  

当我们尊荣神

时,  神就奇妙

的临到我们.

未婚夫符彪又提議拖延婚期。我覺得很

累, 心裡呐喊神在哪裡?　克真姐又告訴

我:"只要定睛在耶穌身上就好,不要看周

圍的環境。" Joy也告訴我, "神喜悅我們放

下我們的想法。" 後來明白我沮喪 房子不

能交屋的原因: 是因為我心裡不願意放棄

政府8000元的首次買屋補助。 於是我向

神高喊,"我真的願意放下一切,只要祢 。" 

當時神就用申命記 3:16來安慰我, “你們

當剛強壯膽, 不要害怕, 也不要畏懼他們,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與你們同在, 因為耶

和華你的神與你同去, 祂不撇下你,　也不

丟棄你。”心裡感到安慰, 便做了一個

信心的宣告, 相信我們的神, 是不誤事的

神, 祂必在6月21前讓我回去上班, 也必

在6月底前讓我交屋。在6月15日當天的

讀經剛好是約書亞記 19-21, 在21 章中看

到:” 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列家的話

一句也沒有落空, 都應驗了。”結果當

天下午我就拿到CDC 的Cardkey, 也在6月

21前回去上班, 我當時大喊:” 哈利路亞, 

感謝神!”另外, 我也在6月24搬入新家。

在這短短的失業歲月中, 深感失業人的

痛苦, 也體會到小組中的互相扶持的重

要, 更深深的體會到我們的神真的是愛

我們且不誤事的神, 只要我們能全心全

意的定睛在祂身上, 並全心信靠祂。 回

首看2010年發生的事件, 我不禁地感謝

神, 因為我知道: "耶和華說, 我知道我向

你們懷的意念, 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

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

29:11) 。" 神知道我不順服及驕傲的個

性, 所以透過這些事件來使我更親近祂, 

修剪我使我更像祂。

約瑟 書亞 迦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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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6:32~37】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

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

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

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

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

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

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

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饶恕：原文作释放）；

2010年下半年，我开始为神在我们家中成就的各样事情感

恩，先是大事情，然后是小事情；先是为好事情，然后是

为困难来感谢赞美主，在这样的一段经历中，我和神的关系

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深，以至在感恩节特会神的同在中，我心

中反复涌流一句话：“主，我不配得祢的爱！”在后续的日

子里，我经常在献上感恩后问神：“我如何来回报祢的爱，

我如何才能配得祢的爱？”神逐渐的开启我，反复思索路加

福音六章32-36节，“去爱你不喜欢的人，甚至不断在伤害你

的人”。

是的，主知道我是一个懂得感恩和报恩的人，但是成为基督

徒以后，我们应该敏感于在困难中所有的帮助，是从造天地

之耶和华而来，是我们的神感动我们周围的人来帮助关心我

们，而并非是我们个人有多可爱，多擅长交际。当我们心意

更新而把感恩的祭献上给神，我们就会大大地被神十架上的

救恩而感动，心悦诚服地将主权交出，让主在我们里面作王

掌权。不愿继续活在fatherless（孤儿）的境况中，而是柔软

地降服在祂的管教之下，单单把自己看作神的器皿，既即使

去爱仇敌，也不再是难事，因为爱出去的是神，不是我们自

己。

我今天有这个负担要和大家分享主用了一年九个月的时间来

帮我得胜的一个功课，这是发生在我和一个主内姐妹在教会

外相识相处的经历：

最初的一段日子，我一直用忍耐和宽容来对待这个不易相处

的姐妹，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为她担心：她的言

谈举止会让很多非基督徒跌倒！我不断地问神，但神告诉

我，主耶稣会take care（解决）她的问题，这不是我应该管的

事情，我人为地把一个基督徒的标准放在她身上是绝对错误

的。我顺服了神的原则后，当再有人来质疑我：她这样还是

基督徒？我就很轻松自信地回答：我相信主耶稣一定已经改

变她很多了！接下来，神让我进一步用路加福音的标准来要

求自己，因为神鉴察我们的心，神知道我可以和她相安无事

的相处，但我心里没有真正的爱！我试著去做，但当我再次

觉得我的老我被伤害，我的爱没有得到当有的回应时，我就

又回来和主说，我选择放弃。神就提醒我，“你不是一直羡

慕罗炳森师母的 不再感觉到受伤害 的境界吗？”然后进一步

借一个属灵长者问我，“在你的一生中，有没有做过一些事

情，你不希望知道的人再提起，也不希望我再提起？”我的

回答当然是有，而且我深深地再一次感谢神对我罪的赦免是

多大的恩典！神让我看到这个姐妹对我的冒犯实在只是芝麻

小事，甚至很多是我对她的爱不够真诚的结果。

最后，在我第一次来Mike和Joy家聚会时，神借著Mike的话

语直接指出我的症结所在：要主动和这个姐妹直接沟通，把

所有的不愉快结束一一和解！我当时还试著在给自己找藉

口，但我同时很明确神的教导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地步，

顺服才会带来祝福！我们最后的和解很让人感动，泪水融化

了最后一点残冰。她很坦诚地给我讲了她曾经在感情上受过

很大的伤害，她对人没有安全感，经常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

价值。荣耀归给主！主是这样地爱她，她给我讲了很多信主

后，不断有教会里的姐妹来关心她，让她柔软下来接受主的

医治！现在我们是最好的姐妹，我们之间的爱超过一切正常

人之间能有的爱，因为那是从神而来的。感谢主，主让我看

到顺服祂的感动去开启一个全新的爱的循环，主动来爱一个

受伤害的心，并不断地加增我的力量，从神的视野去挖掘她

的可爱之处，用神的怜悯去爱，用神赐给我们的两刃的刀，

把对方说出的伤害你的话砍碎，丢给仇敌！现在，这个姐妹

也开始试著来主动关心别人，并开始注意自己日常的言行是

否违背主的旨意，看见她对主那颗柔软谦卑的心，我就不断

地向神说：“我也要这样的爱，这样每天单单向祢的心！”

去爱不喜欢的人

徐婧瑶

雲龍婧瑤夫婦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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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等候申请身份的日子过得

很快，就要接近问话了。我很紧

张，常告诉自己不要乱想，或打电话转

移注意力，我跟Fenny姐妹说我的近况，

她总是说：「要好好祷告，神一定会给

你开路，求神为你安排一位好的移民

官。」我很紧张，怕自己记不起该讲的

话。Fenny教我向神祷告说：「神阿，我

已经交托给祢，我相信祢，哈利路亚。

」我那时常常一有时间就祷告，因为我

知道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我常用诗篇来

祷告：「耶和华阿，求祢听我的祷告，

求祢侧耳听我的呼求，我追想古时之

日，思想祢的一切作为，默念祢手的工

作，我向祢举手，我的心渴想祢，如干

旱之地盼雨一样。耶和华阿，求祢速速

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

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神阿，祢

知道过去我被伤害，是祢把我从阴影里

带出来。神阿，我把结果交给祢，因为

无论通不通过，都不能隔绝祢永远爱

我。」祷告之后，睡觉特别舒服。

问话前两天打电话给Fenny与阿May，

原来大家在帮忙教会搬迁，没空跟我讲

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到了晚上家人

都睡著了，我祷告说：「神阿，我在大

陆碰到什么事情，爸爸都会陪著我，在

这里就是我的天父，求祢那天陪著我进

去，我不会回答的，帮我回答，我知道

祢是最爱我的。让我向祢撒娇，说：『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

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

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祂的。

』」

问话当天一早出门我好开心，我不知道

为什么那么开心，轮到我的时候，我有

一种快哭出来的感动。移民官问我为什

么来美国，我回答了，他又问我有没有

神迹
陈敦玲

其他的，圣灵带领我讲出以前在大陆受

的伤害，一字一字的讲，我很紧张，但

是都没有讲错，直到结束。移民官告诉

我两星期后会通知结果，当时很奇妙的

有一个意念对我说：你通过了。

我回到亚特兰大等的两个星期很紧张，

怕当时回答的不够好，我想到小组聚会

中查的经文：「你若行的好，岂不蒙悦

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它

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我问阿

May这段经节是什么意思，她说：「人

的意念很重要，如果想的不好，它必恋

慕你，所以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语。」我

就对自己说：「神阿，我已经交给了

祢，我感谢祢当时与我同在，是那么真

实，谢谢。」不好的意念就消失了。

终於去纽约拿结果，我到纽约机场的时

候，律师楼小姐打电话来要我去拿出生

公证，但是翻译员却打电话来说来不及

了，我需要立刻去拿结果。我赶紧打电

话给Fenny，让他帮我祷告，他说：「

你太粗心了，现在只能等待神迹，放心

吧。」我才安心下来。律师楼小姐再次

打电话问我怎么不去拿出生证，我告诉

他时间来不及了，请他放心。到了移民

局，进门时检察员跟我要ID，我说忘记

了，他竟然就让我进去。轮到我去视

窗，工作人员一定向我要ID，我没有办

法，恰好包包里有圣经，上面有我的名

字，我拿给他看，他立刻对我说：「恭

喜你，你可以合法居留。」哇，好开

心，我一直感谢神，真的不敢相信，没

有证件也可以拿身份，神真的显出了神

迹，哈利路亚。

結婚十六年以來，我內心一直覺得很孤單，沒

有安全感。四年前我信主，是因為一位姐妹

告訴我在基督裡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在這四年裡，我

學到了很多，聖經讓我明白真理，每一次當我遇到困

難時，我禱告求神給我恩惠看到自己擁有的，不要注視失去的。每一次當我遇到

困難，我學會放手讓神來掌權，繼續信靠神能做超過人能做的一切事。神還幫助

我發現，當我自己的心態改變，我身邊的事情也變得美好起來。就這樣慢慢地學

習，四年下來，神的平安一點一點的進入我的心裡，我整個人感到重擔放下，輕

鬆起來，懷著感恩的心，難題就會被解開，感謝神讓我學會凡事都交托給祂。

凡事交託

鄭林榕

敦玲與兒子,Fenny

林榕與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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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婆相处中经历神

2010年11月我有事去纽约两星期,其实心里很害怕去与公

公婆婆同住,我听不太懂他们讲广东话,也不习惯他们的

生活方式。那几天他们常会为了小事情责备我,有一天还打电

话来告诉我先生。 晚上等他们入睡后,我跟神祷告:「耶和华

阿,求祢听我的祷告,凭祢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我知道自己有

很多不足。主阿,求祢原谅我,求祢打破我与公公婆婆中间的

墙,我很想可以跟他们好好相处。」我想到圣经上的一句话:

「当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

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句话让我看到我没

有把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我向神说,我愿意改变,愿意顺

服。 

天亮后,我在厨房洗奶瓶,公公在做饭,有一个煮菜需用的瓶子

打不开,我帮公公试了一下,真的好紧打不开。看公公想放弃

了,我心里想到某次去郊外,玩游戏时师母为我们这一组取名

陈敦玲
为哈利路亚,说我们是「必胜小组」。我就跟公公说 :「让我

再试一次。」同时在心里喊:「哈利路亚。」瓶子就轻松打开

了,感谢神。 

天气转冷,我去买电暖气回来。公公看见了很大声指责说,这

种暖气用电量太大。如果是往常的我一定顶回去,但是神说要

孝敬父母,我就笑笑说:「好,我去换别的东西」婆婆喜欢讲电

话,我就拿暖气去店里换回一台电话。 公公讲话的语气就变柔

和小声了,我的心里很得温暖。我开始主动帮忙,看到家里有

什么缺的我就去买,妈妈越来越喜欢我,对我的态度更好了。

哈利路亚,感谢神!神是我随时的帮助,现在每当我无助的时

候,我就在心里喊:哈利路亚,就会得著信心与希望并且经历到

神的同在。 

在中國，我父母是信主

的 ， 我 自 己 對 神 半

信半疑，似乎更相信無神之

說。來到美國，由於環境和

各方壓力，本來性格內向的

我變得不懂言笑，個性上的

不合群讓我很難與人相處，加上多愁善感，讓我心裡產生許多

恐懼。於是我想到成家，希望婚姻能讓我有安全感，結果婚姻

失敗使我得了憂鬱症，我的心渴望被愛被接納，卻找不到那種

愛，我心裡極度空虛，卻找不到什麼可以填補這空虛。我對世

界對自己失去了盼望，感覺我的靈魂與身體是分開的，無法集

中精神工作，臉上顯得非常愁苦，我幾乎不懂怎樣笑，我無依

無靠，有家跟沒家一樣，婚姻只是一個空殼。

2009年一月我來到中國城旅館。學娟在那裡帶聚會傳福音，

我很喜歡聽她說話。她為我禱告時我一直哭，好像要把所有

的苦和委屈都哭出來，同時我感受到神的愛。與學娟接觸的

幾天，我發現她非常愛神愛人，這份不一樣的愛吸引我，感動

我，溫暖我。我渴望被愛被關注的心突然得了安慰，我第一次

感到神可以滿足我愛的需要，因為這緣故，去紐約工作之後我

常常去教會，我很渴慕更多認識神。當時我的精神狀態仍然不

靠著神的愛

好，我覺得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去精神病院，一是回喬治

亞。雖然我人在紐約，但心裡常常有莫名的感動要回喬治亞。

一年後，我再次回到喬治亞。感謝主，Fenny願意接納我住在

她家，她熱心接待我，願意為主放下自己來服事我，靠著神用

無私的愛來憐憫，體貼，照顧我。透過她我知道神真是何等愛

我。Fenny常去學娟家禱告，我就跟著她，起初我把學娟當

成心理醫生，後來她慢慢把我帶到神面前，讓神醫治我。有一

次，他們為我禱告，求聖靈充滿並講方言，我很快有了方言，

也慢慢喜歡用方言禱告，在靈裡禱告並敬拜神。在神的同在中

我常常會笑，也會大聲喊叫，我的情緒得著極大的釋放。我們

一起敬拜時，我看到Fenny跳靈舞，起初心裡很羡慕，後來就

跟著跳起來。我發現起舞敬拜神，自由擺動四肢身體，讓神放

鬆我身體和心靈的一切捆綁，神大大釋放我，使我更自由的敬

拜祂。藉著常常到神面前大聲方言禱告，自由的起舞敬拜神，

神慢慢不斷地在我心裡動工，醫治我的憂鬱症同時，我的腰痛

也得到完全醫治了。

一個失去笑容的我現在常常被姐妹們誇獎：「笑得好美。」我

相信神要恢復我成為祂造我的樣式，使我擁有燦爛的笑容，活

潑可愛的個性，成為平安喜樂的人。因為被囚的要出監牢，被

擄的要得釋放，這是神的應許。

陳海蘭

海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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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大兒子林敏魁作見證。他兩年前因為沒身份，坐飛機去紐約時被警察

抓，送進監牢。很多人告訴我，他會被送回中國。我只有天天向天父禱

告，哭泣。教會牧師師母也同我一起禱告，牧師說：「一切都不要怕，在人不能

的，在主手中都可能，主有美好旨意。我們奇妙的救主耶穌，真的將壞事變成好

事。我先生可以合法為兒子辦身份的期限是兩年，當兒子被抓時，離期限還剩下

18天，換句話說，若兒子沒有被抓，我先生沒有打算為他辦身份。感謝天父，我

們趕在最後期限之前為兒子申請。兒子的綠卡最後也出來了。

我以前在中國大陸生活。當我還沒信主時，被魔鬼折磨，病得不能下床走路。我

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我什麼並也沒有，其實是查不出病來。全家都跟著受害，每

個人都不平安，我家就像在狂風暴雨中的小船，翻騰不寧。後來，教會姊妹們向

我傳福音，勸我換一條路走。起初我聽不進勸告，但耶穌沒有放棄我，祂在我身

上行了醫治和拯救，祂實在是偉大全能的真神。我身上一切的病症全都消失，能

夠正常生活，我和我全家都接受耶穌作了我們每個人的救主。主恩數算不盡。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天，忙完一天

的工作，來參加禱告。心想，我

人來了就好，坐在那裡身體一直和疲倦

交戰。雖然我的口不唱著詩歌，腦子卻

加入戰局也開始混亂，安靜不下來。

大家的敬拜聲不斷，禱告聲也沒有停。

突然牧按手為我禱告，但是他是用唱

的。他從我出生一歲時開始說，為我禱

唱：一歲、兩歲、三歲如何，一直唱到

十歲，雖然我那時不認識神，但神是如

何愛我。這個禱唱的內容，讓我的身心

靈甦醒過來。接著牧師又從我二十歲開

始唱一直到我現在的年紀。好奇妙，牧

師是不記得別人年紀的，而神卻使用他

準確地為我的一生禱告。有鼓勵、有

愛、有帶領，惟有神能摸著我的心靈深

處，並且在我的生命仍然掌權，全人全

知的神，是何等奇妙。我離開禱告會

時，心裡充滿感恩與敬畏，這是一個特

別的夜晚。

有一次在Vivian家練詩歌，兒子Andrew看

到廚房有一個做waffle的機器，深深的吸

引他。這機器可以左右翻轉，做出好吃

的waffle。回家之後他一直念念不忘waffle

的口味，也吵著要我買一台機器回家。

這個請求我並沒有放在心上，只去買冷

凍的waffle來滿足他一下，但他常常邊吃

邊提醒我買一台機器。

好友慧芳全家從北方開車下來參加感恩

節特會，她想送Andrew一個禮物，特別

禱告求神帶領她能找到適合的禮物。那

時，她身體不太好，逛街太久會頭暈，

到Costco逛街是她唯一的選擇。一踏進

Costco她就禱告神把她帶到買禮物的地

方。頓時她被一個攤子吸引，是推銷waf-

fle機器的。她試吃了，也了解了一些關

於機器的功能。於是她默禱要人來印證

這禮物是否出於神。接著，在場不認識

的人開始向她推薦這台機器有多好用。

她拿了一個，排隊付錢的時候，心裡想

不透怎麼不是玩具而是一台waffle器。

到了停車場，心裡又有疑問，會不會太

便宜。有人走向他的車說，這種機器以

前賣好貴，現在價錢好多了。慧芳又問

另一個路過的人，對方說：“小孩好喜

歡！”。她又向神要一個印證，於是又

有人靠近她的車說：“這機器很方便使

用，全家都很喜歡。”她才安心，並且

順服神的帶領，把這禮物帶下來。

當我收到這禮物時，我很驚訝。我們彼

此分享以上二段的來由。奇妙的神，使

用一個禮物，因著慧芳的禱告也因這一

個孩子的渴望，神垂聽並滿足了那多的

人，滿足送禮的人，滿足我的心，以及

Andrew的心。媽媽沒有買，上帝卻為他

預備。全能全知的神，使我的信心更往

前邁進。萬事他都知道，只要信靠他。

神都知道

陳盈妃 Karen Chen

Karen

王玉華

玉華姊妹

神化咒詛為祝福



30 感恩見證集

2010年我不斷看見, 我的心裡很容易就被恐懼控制住了, 例

如我一受驚嚇就腦袋一片空白, 忘了可以禱告; 例如我會在

大小事上, 反射性的想像事情最糟的結局是什麼…,這 些都證

明恐懼仍在我裡面大聲說話。在這個反省的過程中, 我明白, 

雖然很多小時候令我恐懼的記憶, 都已經饒恕了, 放手了, 我

也覺得被醫治了, 但是“被恐懼包圍”的感覺, 對我還是很熟

悉。 好像我的思考模式及反射動作, 都有恐懼的影子, 甩也甩

不掉。 

十二月的時候神感動我, 2010年進入2011年的時候, 也就是上一

個十年進到下一個十年的時刻,  要把恐懼的門關上, 不要再帶

著它進到下一個十年一起生活。我想起來,  過去十年的時間, 

最讓我覺得恐怖的一個場景, 就是2000年時發生在我身上的滑

雪小意外。當時因為第一次滑雪, 和另一個初學者摔在一起, 

我看著鮮血濺在雪地上, 迅速染紅一大片, 我以為對方手指被

切掉了,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 無法承受迅速漫過全身的驚嚇和

罪惡感。

很快我就把狀況搞清楚了, 其實他只是被割傷而已。但是在我

裡面造成的負面影響, 就像對方手指真的被切掉了一樣。才剛

上場學滑雪半個小時的我, 立刻把雪鞋脫了, 不敢再繼續滑下

去…我無法想像如果我繼續學, 還會發生什麼更糟的悲劇。 就

這樣, 學滑雪的計畫失敗了, 而且十年來, 每當想起鮮血濺在雪

地上的場景, 我就會被當時飽受驚嚇的感覺包圍。這就是恐懼

的厲害之處吧----明明對方只是割傷手指, 我卻一直活在他手指

被切掉的陰影中。 

因為神要我把恐懼的門關上, 而這個意外是過去十年來我最

受驚嚇的場景, 我就在想, 我要回到滑雪場重新學滑雪, 戰勝我

裡面對“滑雪會出意外”的恐懼和驚嚇感。 跟老公分享了這

個想法, 才發現原來他是滑雪高手, 只是他以前聽我這麼怕滑

雪, 就很體貼的, 從來不跟我提他會滑雪, 或想跟我去滑雪的念

頭。聽完我的除去恐懼大計畫, 老公樂意陪我重回滑雪場,在十

年前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來。 

十二月底老公請了假, 陪我到北卡滑雪一整天, 我們前一天晚

上就出發了, 在旅館睡了一夜。整晚我都神經緊繃, 覺得明天

要慷慨赴義了……。第二天, 抱著死就死吧的心情, 我踏上了

滑雪場, 不斷告訴自己, 只要能夠成功從Bunny Hill上面滑下來

一次 ,就算我成功突破了滑雪會發生意外的恐懼。因著老公不

斷的鼓勵和在心裡不斷的禱告, 那一天我竟然滑了將近六個小

時, 從Bunny Hill滑到了Beginner Level Trail, 又在老公鼓勵下挑

戰了Middle Level Trail兩次, 一直練習到我已經舉不起來大腿的

地步, 才決定回家…。回家的路上, 我的心忍不住歡呼, 我不再

怕滑雪了!!想起十年前的場景, 我竟感受不到一點恐懼。 

這個事件, 讓我學習到 一: 尚未面對的敵人不會因為時間而縮

小。 二: 神不會主動替我們除掉敵人, 祂會耐心的鼓勵我們, 直

到我們願意自己站起來面對敵人。 三: 當我們願意起來面對的

時候, 還沒上場敵人就已經輸了。 聖經上說: “你不要害怕, 因

為我與你同在; 不要驚惶, 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 我必

幫助你; 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那一天就像是神扶著

我的手重新戰勝

滑雪, 藉著老公, 

不斷告訴我“不

要害怕, 你可以

的!!”甩掉恐懼

感原來沒有那麼

難! 我不會再讓

恐懼跟我一起生

活 了 。 謝 謝 祢 ! 

Angela Qu

David & Angela夫婦於滑雪場

向恐懼的陰影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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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還在台灣的時候，我是對自己非常有自信的人。

我認為凡事我都可以處理的很好，我很相信自己的

能力。 但自從2004年來美國讀書後，不管我做什麼事，我都

要花比別人多倍的時間跟努力，但成果卻沒能跟我付出的時

間成正比，長久下來，我認定自己是一個失敗的人，不管做

什麼事我都一定會失敗。在這當中，神有讓其他的先知告訴

我”我不是一個失敗的人” 但這句話並沒有深植在我的心

中，直到2010年。

在2009年底到2010年初時，我常常會頭痛，但我都認為只是

天氣太冷，所引起的頭痛症。在一次小組的聚會中，Angela

姐姐發現了我的狀況，她開始為我禱告。在禱告的過程中我

才明瞭，我的頭痛是魔鬼的控訴所引起的。魔鬼一直不停地

控訴著我，我不可能成功，我不是屬神的。但Angela姐姐很

清楚的告訴我，神一直在對我說:「我是祂最尊貴，最寶貝的女

兒。」隔天，當我跟著教會的讀經進度時，我所讀到的經文就

是羅馬書8:15-16，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所

受的乃是兒女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聖靈與我們

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之後的那個主日敬拜是德玉牧師的

妹妹來為我們講道，她是一位先知。講道結束後我請她為我禱

告時，她的第一句話是說:「妳是我(神)最尊貴的女兒。」沒有

其他的話語，就只有「妳是我(神)最尊貴的女兒」這句。

神三次清楚地告訴我，我是祂最尊貴的女兒，我不是失敗的

人，這帶給我無比的信心。現在就算我在工作上遇到挫折，我

也會跟自己說:「我不是一個失敗的人，因為神三次告訴我，我

是祂最尊貴的女兒。」神徹徹底底的砍斷了魔鬼對我的捆綁，

讓我不再相信自己是個無用之人了。

神的話語砍斷了我的捆綁

張惟婷

我的工作時常需要出差，而且常常都是臨時通知之下

必須馬上出發， 根本沒有時間準備。 這樣不穩定的

工作，時常帶給我很大的壓力， 還好每當我需要神的時候，

神都用一些很奇妙的方法賜我平安。

 

有一次我又接到出差通知，早上才接到消息，下午就要坐飛

機去外州修理機器了， 可是這還不是最令我擔心的， 因為

那個週末我原本計畫要回到明尼蘇達州， 去和慰華做婚前輔

導  ，我真的很擔心工作會影響到原本的計畫。  因為距離和

工作不穩定的關係 ，所有婚禮的準備我都幫不上忙，就連婚

前輔導與訂婚儀式的日期，要我配合都很不容易，明州的牧

師師母還特別配合我把12堂的協談課程濃縮成6堂，所以缺

少一堂的影響都很大。第一次婚前輔導已經因為亞特蘭大下

了三英吋雪而被迫取消班機了， 這第二次對我們來說更是加

倍的重要，總不能放牧師兩次鴿子吧?  我和慰華都很看重教

會，家人，還有朋友的祝福， 我一想到連很基本的婚前輔導

都無法好好的陪她， 就不禁默默的留下了兩滴眼淚。 但是

就在那個時候，我開始唱一首我還不是很熟的歌，我只有在

廣播電台上聽過幾次：

” There will be a day with no more tears, no more pain, and no 
more fears. There will be a day when the burdens of this place 
will be no more. We’ll see Jesus face to face. But until that day, 
we’ll hold on to you always.”

當我邊流淚邊開車

的 時 候 ， 廣 播 剛

好撥出這首"There 
will be a day"，就

好像是特別為我而

點播這一首歌，我

知道這是從神來的

安慰，好像耶穌在

跟我說：「我會與

你同在」一樣。我

的擔心憂慮也在這

個時候離開了我，

取而代之的是平安

和喜樂。

我心旋律
魏大為

大為慰華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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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充满矛盾。开朗和阴沉，

认真和懒惰，最严重的是骄傲与

自卑。我的自卑是隐性的，所以连自己

都没察觉到。直到我来了美国，我引以

为豪的学习能力面对新的语言不起作用

时，才发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到。那时候

我甚至忘记了要怎么交朋友，就连普通

的对话也很难做到。即使面对的是中国

人，我也很少主动说话。所以当我唯一

认识的几个中国人去和别人聊天时，我

只是在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但是这样的

我也因着神的恩典与大能而得救。

那是2010年的年初，当时我加入TOG（我

们的青少年团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在小组Bible study结束时经常会一个人

跑到没人的地方呆着，然后其他人就在

一起聊天。这样子几次之后，Angela姐姐

找到了我，问我为什么一个人躲起来。

我一开始不想说，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是Angela姐姐不停追问，我才想起来是

因为我在学校被朋友忘记了也是一个人

坐着。然后Angela姐姐就带我去祷告。

祷告的时间很长，我想起了自己是如何

的厌恶自己。我对自己的软弱和扭曲深

恶痛绝，所以我自卑，然后不知不觉中

变得更加软弱 。我哭了，但是没有发出

声音。Angela姐姐说神知道我厌弃自己，

但是人是神所造的杰作，没有谁有权柄

去唾弃人。然后我就和Angela姐姐一起宣

告主耶稣在这里释放我，释放我一切的

自卑，也释放我的声音。当Angela姐姐

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也在心里一遍遍宣

告，主耶稣释放我的的灵。我就渐渐的

哭得很大声。哭完之后感觉很轻松，心

里很平静。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4节这样说，“我们

祂的恩典够用

也是这样同祂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

的大能也必与祂同活。”耶和华是满有

恩典的神。当我们向祂祷告，祂必垂

听；我们的伤痛，祂必医治。因祂的恩

典够用。

现在我虽然还是很少和不熟的人讲话，

但比起以前的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变

得开朗了许多——可以主动找朋友聊

天，一起听喜欢的歌曲。我很高兴能这

样率直地与人相处，也很享受和朋友在

一起的时光。如果没有遇见主耶稣，我

总有一天会变成完全自闭的人，但是现

在我遇到困难会找人解决，有烦恼的事

史葦杭

葦杭, Angela

從去年八月開始，我正式從學生變成了上班族。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很累，因

為跟老闆溝通不良加上同事又不願意幫忙，所以常常被老闆罵。但神一直

在祝福我的工作。有一次，老闆真的生氣到準備要把我炒掉時，突然一位車禍病

人走進我們的醫院要求醫治。因為這位病人是中國人，不會講英文，只會說普通

話，所以老闆看在這位病人的份上，沒有把我炒掉。之後，神一直在我跟老闆還

有同事中間做工，因為後來老闆和同事都知道他們誤會我了，現在我的老闆很喜

歡我又很信任我，常常把事情交給我做﹔而我的同事，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

友。

神的祝福還不只這兩件事，在我工作的期間，我的老闆給了我兩個難題。第一，

增加醫院會員的人數﹔第二，尋找因為車禍而需要治療的病人。我那時心想，我

從哪生出這些人啊，但神一直在祝福我的工作。那一陣子，突然有許多人打電話

來詢問會員制，而他們也願意加入，也有許多因為車禍而前來尋求醫治中國的病

人。我很感謝神在我困難時幫助我，讓我可以在醫院裡學習到許多的事務，也讓

我知道神是祝福的神。

神的祝福

張惟婷

也会和朋友讲。感谢主耶稣为我作的

工。

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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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五跟妹妹一起去參加退修會. 一

到這營地, 我們去註冊, 就被沒收

了手機. 一開始覺得沒手機沒電腦的日子, 

要怎麼過啊? 之後轉念一想, 這是個靈修

的好機會吧, 可

以活在安靜的環

境裡也是一種喜

樂. 一切都一如

往常, 小孩子滿

堂奔跑, 大人一

桌桌吃飯聊天.一

切顯的那麼平靜.

教會請了一位講

員 Rusty Russell

是個很會講道的

傳道人. 謝謝神藉由他來改變我. 講題是

聖靈的大能. 他一開始講到他小時候在教

堂蹦蹦跳跳看到天使的故事, 和他兒子發

生一樣的事情的故事. 之後講到他跟神的

關係跟對話, 感覺他好快樂. 他是先知, 有

醫治與趕鬼的能力。他問有想要在受聖

靈的洗的人可在會後來找他禱告. 我當

時心裡就有觸動,  隱隱約約覺得好想哭, 

但不是很確定. 這時牧師說,”Holy Spirit 

wants to be in control” 我就不由自主的

寫了很多遍在筆記本上. Ricky轉身跟我

說:”Bryan, 搞不好你今天就會說方言.”

方言這東西我在多年前就知道, 當時感到

有點害怕. 但慢慢希望自己能有. 我禱告

說 :”神呀, 希望祢能給我一個很明確的

方言, 讓我知道這不是生理現象, 而真是

從祢來的.”之後大家開始唱歌講方言, 我

卻只是在哭,我就繼續禱告. 突然我很激動

的開始大哭，是從心裡深處發出來的哭

聲, 身體開始狂抖, 嘴巴不由自主的開始

講一種話, 這樣難以控制的激動維持了25 

分鐘才漸漸平息。會後許多人到 Rusty 前

面請他禱告, 我也去了. 我問Rusty,“你可

以抱我嗎?”Rusty 說,“讓耶穌擁抱你, 

閉上你的眼睛. ”他為我禱告說, 在我裡

面有一個拒絕的靈，是叫我遠離神的, 

牧師為我禱告叫這個邪靈離開我。

 

第二天, 雖然我開始講方

言,我的心仍有愁苦, 所以

我向神要喜樂與恩典. 我

很集中的禱告, 可是後來

心思就飄到其他地方去了. 

我心裡很愧疚, 覺得這時

候應該是獻給神, 也覺得

這是 Rusty 最後的信息 應

該好好享受在其中. 一方

面自責一方面難過. 主呀, 

真的是一切都該交給祢. 祢就會幫助我

渡過了. 我最後躺在地上, 只記得意識一

直想”b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自己也

不曉得是不是睡著, 但恢復時就平靜了. 

回神時大家都在哭, Rusty 在為人禱告, 

當神透過他為其他人說話的時候, 我感

覺神也在用那些話語對我說話. 禱告完

開始敬拜的時候，我放聲大哭， 我感

受到神的同在，心裡充滿喜樂。

神阿, 我心裡充滿不討你喜悅的思想, 情

慾, 嫉妒, 驕傲, 優越感, 討好人, 自我中

心, 你卻接納了我. 我願意遠離這些罪惡, 

我願意改變. 求祢的聖靈幫助我, 潔淨我

心, 讓我活在祢的面前, 討祢喜悅.

I was baptized on January 2, 2011. It was a peaceful experience. I felt like a new person with 
the feeling freedom. Also, I felt like I belong to the church. I am now a member of Jesus’ body. 
 
Many people know that siblings do not always get along well. I was one of them. Before I got 
baptized, I would fight with my brother at least once each day. It got to the point that my par-
ents would not even care. The arguments were over idiotic things that I cannot even remember 
anymore, but the point is that after I got baptized, we became nice siblings. This is not a very 
impressive change, but to me, it was great! We can now talk to each other without disagreeing 
on everything we say. I believe that God is working in me little by little. I know that more ob-
stacles will come, but with God’s grace, I can and will try to conquer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Michelle Li

Life Changed After Baptism 

Bryan 與 Ethan

退休會的經歷 

Bryan Yang

Michelle與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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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iah 25:8 -- 
“He will swallow up death forever. 
The Sovereign LORD will wipe away 
the tears from all faces; he will remove 
the disgrace of his people from all the 
earth. The LORD has spoken.” 

It was late October, during our 
high school youth group, when 

I asked Pastor Felicia out of curiosity that if pets could go to heaven. She 
contemplated the question for a moment and referred to several verses in 
the Bible that indicated God did, indeed, love all his creations, animals 
included. So, she looked me straight in the eye and told me firmly that even 
if animals didn’t go to heaven, they certainly went somewhere after death.

This moment, which I quickly forgot over the passing months, would 
suddenly materialize in the forefront of my mind and remain a moment 
I continue to hold on to, tightly and desperately. Because on December 
10th 2010, almost exactly seven years after we got him, my family made the 
decision to let my cat, Mimi, move on. 

It was a Friday afternoon, and I was lighthearted and excited that school had 
ended and the weekend had started. I decided to head out with my friends 
to catch a quick drink at a restaurant that wa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but 
before that, I called my parents to tell them of my plans. They told me to 
come home.  They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PetsMart to put Mimi to sleep.

Maybe it’s because I’m still young, but this death was the hardest I’ve ever 
had to deal with. It was leaving behind him at PetsMart, stroking his fur as 
I murmured goodbyes to his cold body. It was watching the vet lay him on 
a chilled, metal table through a window as I closed the door on the room. 

This death has been the most personal, the most life-altering. 
Time had taken away someone I had seen every day, curled 
up on the bed every night to fall asleep with..

But God is great, and God understood the pain my 
family would have to deal with as we missed our precious 
family member.  My family had, around the time I had 
that conversation with Pastor Felicia, found a street cat in 
our family friend’s place. Due to the rapidly approaching 

winter, we were slowly trying to take the cat into our home. Despite the 
loss of Mimi, the emptiness was lessened by the hyperactive cat parading 
throughout our home.  God had prepared someone to help us cope with 
the grief; our new cat, Leo. And Leo was so incredibly different from 
Mimi. The Lord had known if Mimi was too similar I would constantly be 
reminded of Mimi, constantly drawing comparisons. But in every aspect, 
Leo is so different from Mimi. 

Physically, where Mimi was shorthaired, Leo is longhaired. Where Mimi 
was reserved and quiet, Leo is always moving around, causing mayhem by 
breaking and crashing into things. Where Mimi was gentle, Leo is brash 

and ready to give an angry smack to anyone when annoyed. 

The Lord, whom we always drastically mistaken to have forsaken or 

forgotten us,   always remembers and answers our calls. For He even made 

sure to remember how the passing on of even a pet would profoundly affect 

a family, and He made sure to take care of it. He does not leave you hanging, 

alone in your misery and pain. We are never alone, for the Lord answers 

our prayers and eases the grief and tension within our hearts. The Lord 

replaces the love you have lost with His own overwhelming, indescribable, 

everlasting love. 

Irreplaceable Love
Eileen Wang

Elieen , Leo

TOG小組聖誕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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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heart, 

when vulnerable and 

exposed, is sensitive and 

vehemently reactive to the 

environment around it. 

Whether we are aware of it 

or not, without protection 

and strength, we are easily 

influenced and swayed to 

the opinions of those around 

us, even if those opinions are 

profoundly and apparently 

self-destructive. This need 

for protection is an ongoing 

lesson that I am still learning to this day. 

First, I would like for you, my audience, to acknowledge that I am disclosing 

my experiences, failures, and vulnerabilities; because the Lord is loving, is 

compassionate, and is my strength, I am compelled to write this testimony 

to speak of his greatness and the love that he has given me, and it is the 

same love that gives me the strength to disclose my experiences. 

The primary illness that afflicted me throughout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would be the disease of low self-esteem. In my head existed a self-schema 

of weakness, self-pity, and unsightliness.  There were, and unfortunately, 

still are, only a few students who spoke only blessings and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t school, and to this day, I have yet to meet them. Because 

I found no constructive traits in my person, I allowed my self-worth to be 

qualified by numbers on tests, other’s judgments and evaluations. However, 

most people are egotistically concerned with themselves, and they will 

act through a means that brings the least dissonance to them, even if that 

means is hurtful to those around them. As a result, this environment was 

the source of my suffering at school, for my heart was vulnerable, which 

allows others’ opinions and curses influence its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I was going to the Touch Our Generation youth group, 

a small group which weekly congregated to worship the Lord and to study 

the Bible. This consistent event was my sacramental haven, a safety zone 

from the judgments of the world. No matter how unfulfilling my week 

was, going to youth group immediately cured me of my self-imposed pity. 

At this point, serving and learning about our Lord was natural within the 

youth group ambiance; however, when thrown into the open world, I was 

unable to maintain the joy and fulfillment that I received from youth group 

a few days before. 

But our loving God expected of me much more than I expected of myself. 

I was listless and dispirited at school, but lively and content at youth 

group. Our loving God found this intermittent joy and contentment to be 

unsatisfactory, and so he took action. 

The first time I attended worship and service, I was faced with a language 

barrier, which, thankfully, the Lord allowed me to overcome. More 

importantly, God was pulling me closer to him. The more I worshiped, 

the more joyful I became. Slowly, I felt like I had direction in my life,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church and youth group.

Concurrently, my attitudes changed as well. I was more confident in my 

person, not because of qualities like intellect or strength, but because of 

my willingness to serve God and my faith that he would be my protector. 

The Lord is a protector and a guide; He now protects my heart from the 

influences that attempt to hurt it, and He guides me now on a path of his 

righteousness, the only path that I have confidence treading upon. 

Finally, the Lord has been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my personality for 

the better. He knew the inherent dangers of my former personality – one 

characterized by cynicism, self-pity, and distrust. It seems to me like only 

moments before I would see the glass as half empty.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submit to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Proverbs 

3:5

With each misguided step I took, I walked on the distorted paths that 

chipped away at my person – my body, my soul, my spirit; but the Lord 

called me to him and emancipated me from my self-reliance and arbitrary, 

disoriented wandering. His mercy, grace, and love are boundless, and they 

are denied to no one.

Alan Zhang

Alan

Experience of a Renewed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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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久前开始就听说有感恩节特会, 当时

的我并不想去参加。不过感谢主, 祂借

着很多人的口对我说那个聚会有多么好, 我便

去了。这才没错过亲眼见证神的机会。

Imiel 牧师是从埃及请来的先知, 他很得神的能力与祝福. 那是感恩节特会的第二天, 

我们一起寻求圣灵. 当时的我很有感动, 却还没有被圣灵充满, 我看到很多人都得到

这个恩典, 在哭泣, 圣灵的大能运行在很多人心裡。我很渴慕, 于是我就祷告说:"神

啊, 我什么时候能被圣灵充满, 得到这恩典?”

第三天聚会, 我很困因为晚上没休息好. 我就在敬拜的时候祷告说:"神啊, 希望我在

聚会的时候不要睡着.”后来, 先知问大家有什么异梦和异象, 有个姐妹站起来说她

的梦, 后来先知知道她跟父母关系不好, 就为她祷告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当时我就觉得我的灵大大被感动, 我就被圣灵充满, David和徐牧师为我祷告. 后来

Imiel牧师服事我. 问了我與爸爸的事情. 爸爸对我很严厉, 有时我觉得他很唠叨, 所

以有时看见他就会觉得烦. 因此我对爸爸有些不饶恕. Imiel牧师让我为我的不饶恕

向主忏悔. 第一次祷告之后我并没有什么感觉, Imiel牧师说这说明我并没有在心底

饶恕我的父亲. 于是我就又祷告, 跟主认错. 这次祷告之后我感到平安和宁静, 真的

感谢神, 从那以后, 我一整天都没感到困倦, 一直很精神. 感谢神的大能对我显现, 使

我被圣灵充满, 真的感谢主, 我愿为祂作见证.  

吳崢

陳興

我第一次来教会，觉得教会里面的

人 都 很 友 好 。 那 时 候 去 教 会 是

因为在家里很闷。 去过教会几次后，我

看见一个奇怪的现象，教会里面的人突

然间无缘故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嘴巴还

喊着什么，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从那时

起，我就不想去教会了。另一个方面，

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少言少语，导致在聚

会时我不太敢说话。渐渐地，我觉得去

教 会 很 无 聊 ， 也 许 教 会 的 人 太 沉 迷 了

吧！我就想尽办法找学习的藉口不来教

会。久而久之，我有半年没去教会了，

不过David和教会里面的人对我很好。

他们总是在困难的时候能伸出援手。那

时候，我跟大部分不认识神的人一样，

只是觉得世界上根本没有神，只是他们

陷得太深了。后来，我在学校经常听到

吴峥提起聚会的事情。他说教会里的人

都很想我，天天祝福我。之后，我又重

新想去聚会，但我心里纠结，这么久没

去，会不会太尴尬了？.在我徬徨和决

定要去聚会时，我听到他们电话里面亲

切的问候，心里觉的很温暖。那次去，

我有点不知所措，连基本的打招呼都不

敢。在这种僵硬的情况下，Angel姐姐和

Davld和一些认识我的人熱情的招呼我。

在聚会里，我又认识新的朋友。因为觉

得陌生，我显得十分的安静。另一个原

因，她们的英文都讲的很流畅。我静静

的聆听和深深的思考他们为什么会这么

信耶稣。Angel姐姐和David分享圣经的快

乐和真理。在聚会里，她们显得十分开

心。

经过那一次聚会，我慢慢地自己想要去

聚会。我想我一定能找到神的喜悦和快

乐。在这么多次的相聚在一起的快乐，

使我越来越相信耶稣。我参加了感恩节

特會。在那几天的聚会里，我明白了神

是多么的喜悦，多么的祥和，多么的大

有能力。这些講員教会我们该怎么样去

亲近和赞美神。特会最后一天，当我目

睹吴峥和教会里的人都被心中的恶魔束

缚时，耶稣用他的宝血再一次洁净他

们。他们都说出自己心里的痛苦，耶稣

保护他们不受恶魔的影响，还让他们变

得很快乐。当这个时候，耶稣进入我的

心底，让我回想起以前的我，让我回忆

起我曾经是多么的腐败，多么的迷茫，

多么的孤单。想到这里，我心中感到一

阵阵痛从内心中涌出。我低下头开始向

耶稣忏悔，向耶稣承认自己的罪，請祂

原谅我。我不断的向耶稣悔改，耶稣怜

悯我，而且带给我快乐。这正是我想要

相信耶稣的喜悦和真理。我变得十分快

吳崢

陳興

得到真正的快樂

饒恕與聖靈的大能

乐，之所以我想说：“谢谢您，耶稣。

我赞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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