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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集 1

2018年年底，在領受以賽亞54章2~3a節的經文: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

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

你要向左向右開展；」要成為教會2019年的異象

之後，就看見聖靈一步一步的引導。       

 先說在教會內部的擴張，五月份終於正式的

拿到等待多時的教堂裝潢的開工執照，全體會眾

快馬加鞭地開始裝修工程，看著一片一片牆壁粉

刷完成，一塊一塊地板或地毯拼好黏緊，一條一

條管線拉好測試，最後是電視牆的安裝，每個人

都笑嘻嘻，開心地參與，我們常開玩笑說，弟兄們

都活過來了，是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在大堂開始使用之後，才發現原有的管理架構

已經不符實際，新成立了管理部，更是驚喜地發掘

了許多人才，有忠心，有見識，常有令人驚艷的點

子提出，使得場地更加地舒適。   

 教會不能只是硬體方面擴大改善，也要能堅固橛

子。我們繼續推動的「一年讀完一遍聖經」的活動，

有大約60%的會眾，讀完了一遍「新譯本」，並且每

週跟著讀經的進度，訓練小組長輪流撰寫查經材料，

增強組員對聖經概括性的認識。今年我們比往常多舉

行了一次特會，一月有阿根廷的Hugo 牧師「內在生

命」特會，四月的週年慶，邀請新加坡的Adrian 蔡夫

婦舉辦「與神親密」特會，11月宣教士 David Bryant 

來帶領感恩節特會，David Bryant分享了他生命的見

證，感動了許多弟兄姊妹願意支持宣教工作。  

 在要搬進新的大堂前，我們推動了「100小時朗讀

聖經」的活動，弟兄姊妹們輪流在新大堂的講台上朗

讀聖經，由6歲到70多歲的會友，使用不同的語言，大

家接力完成。接

著以24小時敬拜

讚美的方式，迎

接新堂的開幕。 

 要 改 變 會

眾 ， 就 需 要 先

改 變 牧 師 和 同

工，首先神很奇

妙 的 帶 領 我 跨

進 「 跨 文 化 宣

教 」 的 領 域 ，

給 我 一 連 串 學

習的機會(註: 見「擴張帳幕」)，然後是會眾領袖

一起參加「Kairos 把握時機」的課程，並且參與

實際的宣教行動，總計去年有：   

  

 

 

 

 

 

 

 

 

 

  

 看見神的確在放長我們的繩子，祂帶領我們一起

走出教會的大門，向左向右開展。我相信這只是個開

始，我們還要在聖靈的帶領之下，繼續的往前行。

 

 巴哈馬的福音工作； 

 探訪了國內在青島及鄭州由會友建立的教會； 

 參加了泰國與柬埔寨的宣教士訓練營會，並且 

 由九位會友，在泰國為宣教士的孩子辦「兒童 

 遇見神」營會； 

 4 位會友及17位青少年，參加在台灣兩個星期 

 的「ADVENT Taiwan英語品格營」的服事； 

 Deeper Still (墮胎婦女恢復事工)在台灣的訓練會 

 以及退修會等。

十五週年見證集  序言
文 / 徐永宙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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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永宙 牧師

每次當要寫見證時，就會回憶過去的

一段時間裡，神在我生命中帶領的

恩典。而回憶真是一件奇妙又有趣的事情，

回想在教會的第一個見證集，我寫了一篇「

五十學做吹鼓手」的見證，寫到在我五十一

歲的時候，回應神的呼召，開始成立教會，

由資訊工程師轉換跑道成為牧會的傳道人，

那時候凡事沒經驗，處處需要學習，心裡總

是戰戰兢兢的，這種情況，又在去年出現。 

 首先是中國國內的一個宣教團體，因為局

勢變動的關係，要在美國成立一個非營利的宣

教機構，他們在美國的負責人，邀請我加入他

們的團隊，並且成為將要成立之機構的CEO，

我一聽董事會的主席是神學院的宣教學教授，

其他幾位董事也都是在宣教機構中數十年的老

將，怎可能會要我這個宣教場上的新兵？當下

我就一口回絕了。但他請我再禱告，再想想。

接下來三個星期，我就禱告等候，他每個星期

都打電話來問結果，終於有個微小的聲音，在

我心裡冒出來：當初我呼召你成立教會時，你

也是沒經驗；你有教會在後面支援，其他幾位

都沒有。於是我開始了另外一個學習的旅程。 

 2019年1月幾位董事第一次見面，大家同心

合意禱告之後，神立刻就差派了能人幫助，在

很短的時間內搞定向政府申請登記，機構就在

美國正式成立了。2 月份，Kairos 在亞特蘭大

第一次開辦「把握時機」的「跨文化宣教」

課程，讓我有機會學習有關跨文化宣教的相關

知識，我覺得這是神給我這宣教新兵的一個特

別的恩典。3月份，重新學習丟下了十五年的

網頁設計，完成機構初步的網站架設工作。4月

份，與五位弟兄姊妹，到巴哈馬展開對「鮮聞

福音團體」宣教，親身體驗了幾天宣教士的日

常生活。5月份在美東靈糧特會，傳遞「要放長

你的繩子」的宣教信息。6月份我與教會的九位

會友，一起到泰國參加為宣教士們舉辦的年會，

讓我有機會與近百位跨文化的宣教士面對面的交

談，那是一種心靈上的溝通與學習，幫助我更多

地了解他們在宣教工場上的實際需要，與此同

時，機構舉行了第二次的董事會，為尚未通過的

執照禱告。8月份Kairos在我們教會舉辦亞特蘭大

第二次的「把握時機」課程，我再度參加，並且

學習成為其中一堂課程的 Facilitator（類似助教）

。11月份，機構正式拿到政府核准的執照，並且

在亞特蘭大舉辦同工的訓練課程。2020年1月我與

三位會友到柬埔寨參加機構主辦的「信實區」宣

教會議，幫助東南亞地區的宣教士尋找禱告與財

務支援。2月份召開第三屆董事會，報告時，回

顧過去這一年，完成了許多工作，尤其是募款

部分，達到預期的2.75倍，真是如同作夢一般，

這絕對是神的作為，而我何其有幸參與其中。 

 十五年前我寫下的見證: 「人有顆願做的

心，神就將我們所沒有的加進來，看見神在我

們當中不斷地將恩惠賞賜下來，真是一件令人

喜樂的事。嘿！學...學...學...，多麼有趣啊。 有

人說 ， 老狗學不會新把戲 。但在基督裡，五

十歲開始學新的服事，卻正是體會神更多恩典

的時刻。五十學做吹鼓手，诶！好酒還在後頭

呢！」沒想到在66歲的時候，再一次得到了學

習的機會，也再一次經歷了許多的恩典與喜樂。

擴張帳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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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of Solomon 所羅門之歌，歌詞是這樣的：

Over the mountains, over the sea 

Here You come running, my Lover to me

When I feel the cold of winter 

In this cloak of sadness, I need You 

Oh the evil things that shake me 

All the words that break me, I need You

Over the mountains, over the sea 

Here You come running, my Lover to me

Do not hide me from Your presence 

Pull me from these shadows, I need You 

Beauty wrap Your arms around me 

Sing Your song of courage, I need You

Over the mountains, over the sea 

Here You come running, my Lover to me 

Oh, through the valleys, through the dark 

of night 

Here You come running, to hold me till it’s light

I’ll come running, I’ll come running, I’ll come 

running back to You

那天3-12是我們去年40天連鎖禁食禱告當

中的一天，一個非常平凡的日子。晚

上我在書房裡反覆聽這首詩歌超過兩個小時，

這是我第一次在親近神時用這首歌。當時我的

心裡面充滿了上帝溫柔的愛。等我禱告完之

後，接到台北家裡來的電話，説98高齡的父親

大約在一個半小時之前，在睡夢中被主接去

了，非常安祥，完全沒有痛苦。   

 回 想 父 親 在 台 北 離 世 的 時 刻 ， 正 是

我被這首歌感動的時候。   

 我的父親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信佛的，

在他過世的前兩年，因為看見神聽禱告，親手

醫治了母親的闌尾炎，才接受耶穌作他個人的救

主。雖然

他的決志

是很清楚

的，但是

因為年事

已高，精

神與聽力

都有限，

不方便參

加教會的

聚會，只

能藉著我

們姐弟與

感恩
文 / 陳德玉 牧師

感恩見證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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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限的筆談了解福音，大部分都是我們在視訊

中熱烈同心的為他禱告，即使他聽到的非常有

限，但神都聽到了。我對父親的信主，以及現

在他在哪裡毫無疑問，但是，我不知道神對他

有這麼多的愛：     

 

 

  

 透過所羅門之歌的歌詞，回想起來我覺

得神在告訴我：我接他回家，就像我對待一位

老基督徒，就像對待一位一輩子跟隨我的人

一樣。所以雖然父親離世我有很多不捨，但

我的心得到很深的安慰。    

 倉促之間買好機票回台奔喪，在整個辦

理後事的過程，也再再證明神深愛爸爸的心。

首先是慰華，二話不說，幫我們設計追思禮拜

的程序單，我一下飛機就收到了大樣，乾淨簡

單、綠意盎然的設計，一看就知道很能代表父

親的風格；其次，找誰為我們主持追思禮拜

呢？最後是與爸爸有些交往，也在年輕時一起

與我們姐弟為爸媽的得救禱告過的劉群茂牧

師夫婦，他們前一天後一天都沒辦法，早上

也不行，正好那個下午有空，欣然同意幫助

我們，我在其中看到神的眷顧。    

 追思禮拜開始，隨著會眾我的口中唱出：

哈利路亞，榮耀歸祂，神羔羊已全然得勝；

感恩見證集 4

哈利路亞，榮耀歸祂，神羔羊是萬王之王！

只有神知道我的心有多少感恩，殯儀館死亡

的氣息蕩然無存，40多年的呼求禱告，神都聽

見，爸爸能在他強烈的異教背景中信靠耶穌，

這是神蹟，萬王之王永遠得勝！    

 神救贖的恩典，直到永世我都要歌頌不息！

Oh, through the valleys, through the dark of night  

Here You come running, to hold me till it’s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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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力量
文 / 寧洋

我是2016年1月跟老公结婚， 

2016年末开始递交変更身

份申请表，起初先递交130表，

还有工卡和回美证，2017年中就

批下来了，只差通過485的面谈

就可以拿到绿卡了。但是原定

2018年2月13号的面谈，在不到

两个星期就要去面谈时，收到

一封信，通知我面谈被不可知

的原因取消了。然后，我按着

原计划拿着C9卡回了国。返美

后，一直没有再收到面谈通知。

后来因为工卡快过期，我就接着

申请工卡延期，延期表格在2018

年5月递交，7月打完了指模，但

是也没了消息。这期间我真是憂

心冲冲，每天都在为这事祷告。 

 终于在2019年3月收到了

一封移民局的信，被告知我之

前 上 过 的 一 所 学 校 是 挂 名 学

校，让我补交所有在F1签证期

间的在校证明资料。收到那封

信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慌张无

助，但是还是一直坚持祷告，

也找学娟姐为我代祷，虽然心

里还有担忧，但是跟我之前遇

事的慌张、绝望以及不知所措

的状况相比，已大大進步了。 

 在学娟姐的推荐下，我找

了律师，律师帮我写了一封信

解释学校的问题。当办好这些事

以后，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心里很

踏实很平安，还跟我先生说了一

句：我觉得靠着这封信就可以解

决问题，就会收到面谈的通知。 

 沒 想 到 ， 这 一 等 就 是 半

年多，在这半年里，我每天都

祷告，求神给我一个面谈的机

会。在这漫长等待的日子，有

过绝望和想放弃的念头，但每

次 感 觉 无 助 时 我 就 祷 告 ， 祷

告 完 心 里 会 觉 得 轻 松 很 多 。 

 在教會搬新堂24小时敬拜

那天，我在半夜的时候来到教会

敬拜祷告，那夜我真真切切觉得

神与我同在，在垂听我的祷告，

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更奇妙的

是，之后我就收到了移民局的来

信，真的如我所求，是一封面谈

通知，但是面谈的地点却在旧金

山，过去我整个案子都是在纽约

办的，怎么到了旧金山呢？一度

我还以为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

选择順其自然。然而在我订完机

票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取消

面谈的信，那一刻我真的想不通

为什么，开着车在去找律师的路

上，心里一直默默祷告，也在问

为什么，就在最难受的时候有一

个想法在我脑海中：取消旧金山

的面谈是不是为了帮我转去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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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奇妙的保護
文 / 郭信慧

2017年我被一種昆蟲Tick咬到，通常Tick會把它的頭伸進人體

皮膚裡，如果這個Tick沒有被病毒感染，那麼被咬的地方發

腫幾天就好了。但若這個Tick是帶有病毒的，一旦被他咬到，病

毒就會在人的身體裡面隨著血液循環到身體的每一部分。  

 因為我的家族有心臟病史，所以我上網查了一些預防心臟病

的資料。網上說，蒜頭可以預防心臟病發。所以從2005年開始我

幾乎每一天就吃一些蒜頭，持續了很多年。因為我吃了太多蒜頭，

有的時候使我胃液倒流，就會引發心悸。所以大概從2019年開始，

我就少吃蒜頭，一方面也是害怕蒜頭的味道會讓很多人遠離。  

 大概從去年2019年5月開始，每天我就是非常累。醫生抽了很

多血檢查，都找不到原因。到7月，我不只是每天一起床就很累，

而且我的心臟跳動很不穩定，每天一早起來我的雙腿就水腫。  

 有一天我跟一位牧師談到我身體的情況，他介紹了一位醫

生給我。9月11號我去看這位醫生，他檢查出我得了萊姆病。萊

姆病是一種經由被病毒感染的Tick所帶來的疾病。這個病是慢慢

將病毒隨著血液循環到全身。剛開始的時候，人會很容易累；嚴

重時，病毒會侵入到人的關節和心臟，那就很麻煩了。通常這個

病的前期是很難用抽血來查出。感謝上帝帶我找到那位醫生，第

一次看診就查出我有這個病。難怪，我每次到教會聚會，坐在

教會時，身體發熱發汗，頭腦發昏而且非常疲累。因為我要開

車一個小時才能夠到教會，也要開車一個小時才能夠回到家。

在那之前，我還一直以為每天一起床就很累是更年期的癥狀。 

 後來我才明白其實在兩年前，如果我沒有為了預防心臟病

而吃大蒜，那些在我裡面潛伏的病毒就會很容易傳到我的心臟，

那麼我可能已經在急診室裡了。通常這一個病毒潛伏在我們的身

體裡面大概只有幾個月，然後就會讓我們生病。但是因為我吃大

量的大蒜，抑制了這些病毒的擴散。讓這些病毒潛伏了兩年才發

作，而兩年之後我正好認識了對的醫生，得以發現問題。  

 從這件事上我體會到：上帝無所不知，在病發之前，

祂就引導我，並用奇妙的方法保護了我。   

约？但我並不明白，那几日过得

很低落。我継續祷告，说实话，

那时祷告並不是因为我相信祷告

的力量，而是除了祷告的时候我

有平安，其它的时候都很心慌，

所以我只能祷告。 就这样过了一

个星期，我又收到了移民局的面

谈通知，地址真的改到了纽约。 

 12月13号是我正式面谈的日

子，面谈的前一天我祷告，也请

求学娟姐、张莹还有小组里的姐

妹们帮我代祷。面谈当天早上四

点多我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

一直求神可以让我在移民官面前

蒙恩，到了移民局，在等待时我

也一直默默祷告，神祂真的是垂

听祷告施怜悯的神，整个面谈进

行的非常顺利，移民官问我的都

是很简单的问题，临走的时候

移民官对我说：I think you should 

be good. 整个面谈我心里都很有

平安，完全没有紧张，我知道

我真的在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 

 面谈结束两小时后，我收

到律师的微信，说绿卡通过了，

连律师都很惊讶，怎能有这么快

的速度。然而，我知道这是神满

满的恩典在我身上、在我们家。

感谢主，所有的感谢都归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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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有一陣子，我們這一帶總是下冰雹，小的像

彈珠，但平均而言，都有乒乓球大小，我被這些

冰雹打到幾次真的蠻痛的。這些冰雹打在我們的屋

頂上，屋頂有些地方壞了開始漏水。因為冰雹肆虐，

我們的左右鄰居由保險

公司理賠都換了新的屋

頂，所以我們也跟保險

公司申請換屋頂，可是

我們的保險公司卻用各

種的理由來拒絕我們，

甚至到後來，他們雇了

一個工程師來到我們家

檢查，這個工程師寫了

一份非常負面的報告，

他告訴我們的保險公司

說我們的房子情況非常

糟，他列舉很多奇奇怪

怪的細節，來告訴保險公司我們家房頂不值得花錢

修理。保險公司的結論是，因為這屋頂已經超過了使

用年限，所以是我們房主自己的責任換受損的屋頂。 

 大 概 一 個 禮 拜 後 ， 我 們 還 收 到 一 份 從 保

險 公 司 寄 來 的 信 ， 上 面 說 因 為 這 個 工 程 師 的

報 告 ， 所 以 保 險 公 司 決 定 終 止 和 我 們 的 保 險

合約。我們已經在這家公司投保了快要10年，

這 個 結 果 讓 我 們 感 到 茫 然 ， 不 知 道 怎 麼 辦 。 

 我們被迫換了另外一家保險公司，但是家裡

一直漏水，不修不行呀！我們就去Home Depot 用

信用卡買了所有換屋頂的材料。當我們把這批

修屋頂的材料搬回家之後，實在不知應該如何

把這些沉重的材料搬到兩層樓高的屋頂上去。 

 有一天當我在給學生上鋼琴課的時候，有一輛

卡車突然停在我家前面。下來兩個人，其中一個人

問我們需要換屋頂嗎？他們說他們在我們家的這個

社區裡面幫另外一戶人家換屋頂，下班之後就順便

在社區逛逛，看看是否可以攬一些生意。他說他們剛

剛從亞利桑那州搬到這

裡，需要找一些工作。

我就跟他講所有發生的

事情，這個人就跟我

講，只要我們願意讓他

們承包換屋頂的工作，

他就去幫我們跟我們舊

的保險公司交涉。他說

他跟他的同伴剛剛搬來

喬治亞州，可是他認識

我們的市長，只要我們

願意把生意交給他，他

會包辦所有的交涉。在

那時候我們已經沒有任何餘地了，我們就同意讓他

試試看。接下來的幾天，我上網去查這個公司的資

料，但什麼也查不到，只在一個網站上查到了他們

的名字而已，我心裡想：這個是不是詐騙集團呢？

若真是詐騙集團又怎樣呢？反正我已無計可施了。 

 幾天之後這個人打電話給我們，他告訴我們，

我們舊的保險公司要派人到我們家來看我們的屋頂。

我們已經被這家保險公司棄保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

到底如何去跟他們交涉的。當這些人來我們家看我

們的屋頂時，保險公司來的人一直說所有毁壞的屋

頂都是因為太舊的關係，不是因為冰雹的原因，我

聽他一直在屋頂上跟保險公司派來的人交涉。大概

一個禮拜之後，我們家就有了全新的屋頂。這個人

還甚至免了我們的deduction，保險公司只願意付15年

字架

文 / 郭信慧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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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使我依十架，在彼有生命水，

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赦我眾罪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文 / 郭信慧

的屋頂，但是這個人免費幫我們裝了30年的屋頂。 

 當我們的屋頂全部換新之後，這個人再一次

來到我家，他才告訴我們一件事。我們家的屋頂

上一直立著一個十字架，他說當他開車經過我家

的時候，他告訴他的朋友，他一定要進來跟這家

的人說話。他說他也不知道為什麼，當他看到那

個十字架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控制的來按我們

家的門鈴。他說他以前去過教會，但是已離開教

會很多年了。但是當他一看到那個在我們家屋頂

上的十字架，他心裡就知道上帝沒有遺棄他。他開

始跟我們講很多他年輕時的事情和他是怎麼遇見上

帝的，因為這個十字架，他的心回到上帝的面前。 

敬拜的力量

以前我在米勒牧師的教會司琴，他跟他的兒子們一

直告訴我一件事:如果我在教會彈琴服事，那麼

我必須要先在自己家裡的密室裡面先來學習敬拜上帝。 

 所 以 我 養 成 了 時 常 一 個 人 在 密 室 裡 彈 琴 敬 拜 上 帝 的 習 慣 。 2 0 0 7 年 ，

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樣，在我的琴房裡面彈琴敬拜主。我的琴房是密閉的，所以我無法知

道外面的情況。但隱隱約約的聽到外面有一些敲敲打打的聲音。     

 那一天，上帝的聖靈在房間裏與我相遇，我有一段與主相交非常美的時光。下午我的

孩子們回來，對我說他們今天很無聊，因為他們全校的學生蹲在學校的走廊上不能說話大概

有三個小時，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龍捲風掃過我們這個地區。我就出門去看一下，看到

我們家前院跟後院就只有一些樹枝掉到地上，所以我也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兩天之後的周末，我們全家開車出去。那時候才突然發現原來龍捲風是真的掃過我們這一區。

我們沿路從Hwy 154往南開，然後又沿著Lower Fayetteville road走。沿路的景況讓我很驚訝。首先我

看到一幢舊房子，已經有一半不見了，只留下斷垣殘壁在那裡。我繼續開，更驚訝的是看到好多

新蓋的社區的房子屋頂都被掀開，好多籬笆也不見了，這些房子離我家也就只有半公里。  

 那時我才明白原來上帝的保護是多麼的真實。當我在家裡面敬拜讚美的時候，龍捲風也不得不

改變它的路徑。因為上帝會保護祂的兒女。尤其是當祂的兒女在敬拜讚美祂的時候。敬拜上帝的力

量是遠超過我可以想像的！

 在那之後，我就不再看到這個人。對我而

言，他就好像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在我們最需

要的時候來幫我們一把。但同時，十字架的功

效是何等大，十字架上所發生的事情是我們無

法想像的。更重要的是，因著十字架上耶穌的

犧牲，直到今天，十字架依然還是有果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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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禱告的我習慣用敬拜

來親近神，因詩歌有現

成的歌詞又有音樂，比較容易

感動我。但是每當我唱神啊我

愛祢的時候，我常常會卡住唱

不出來，總覺得我沒有愛，從

裡面也擠不出來真实对主的爱。

這亇長期困擾我敬拜的障礙，在

2019年夏天神幫我挪去了。  

 2019年的七八月，生活上遇

到很多挑戰，车子多处出问题，

工作又忙。面对挑战我心里充满

負面情緒，軟弱再加上挫敗感。

基督徒下沈苦悶時要怎樣呢？不

用想大家都知道，要讀經禱告

要尋求神，是吧！是嗎？但我

不是，記得那時聖經就在我伸

手可及之處，但我跟神坦白的

說：“我要以看韓劇來取代讀

經，因為韓劇裡的一些對話非

常幽默又好笑。”當時我們正

在讀舊約，我心里想現在我需要

的不是更多的道理，也不是神對

以色列或外邦人的懲罰，我要求

的不高，就是想笑一笑，排除鬱

悶的心情，所以我想看韩剧。結

果看了幾個晚上的韓劇，想專注

於別人的人生，暫時忘卻自己的

上帝以愛澆灌我
文 / 全星

煩惱。結果幾個瞬間覺得好笑，

心裡也暂时轻松了，但看完韩

剧不久后心裡继续下沈。  

 然而在一次的敬拜聚会中，

神在我里面做很奇妙的事，祂让

我经历到从未有的喜乐。祂的灵

触摸我的心，让我里面感觉到说

不上来的甘甜。我发觉当时脸上

还挂着笑容嘴巴也合不上，不但

如此我还咯咯不停的笑出声来。

真是无法形容当时的感觉，像是

与世上最仰慕的人面对面，又像

爸爸喜爱小孩逗她笑。那时我发

觉神，不但是救赎的神、全能的

神，祂也是一位喜乐的神。上帝

喜乐的浇灌，让我想到神实在幽

默，祂让我经历到：祂给我的喜

乐远远的大过看韩剧的快乐。 

 在那次聚会里面，上帝把

祂的话、祂的属性放在我心里， 

并用一波波超自然的方式把祂的

愛充滿在我心裡，让我从心里知

道上帝好喜悦我、好爱我。这个

经历，使我开始渴慕更多认识

神，而且从心里想要来爱祂。现

在当我唱耶稣我爱祢，我可以从

心里对上帝说，“我爱你！”里

面没有虚假的感觉。以前唱不出

口，上帝使我可以唱出来了，这

是神做的！ 若沒有神的喜樂澆

灌我，沒有感覺到神喜悅我，

我怎麼能向祂說我愛祢呢？就

像師母前幾周說過，心中沒有

神的愛怎麼能夠愛別人呢？神

用超自然的方式把祂的愛一波

又一波地充滿在我心裡，讓我享

受祂的同在，我也會自然又欣然

地回應祂對我的愛，從此以後我

可以唱出我愛祢耶穌，我愛祢。

那麼自然、那麼渴慕祂的愛，也

願意在歌唱中向祂表達我的愛。 

 这是上帝2019年为我成就的

大事，榮耀归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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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Fenny Chen

神给我一个梦，梦中有一

个大海浪，像龙卷风一

样，向着我滚过来，看过去好

害怕。我仔细看了一下还有一

个红色的帐篷很稳固的在浪中

间，大浪怎么卷帐篷都不会被

卷走。后来又看见我变成小孩

子被天父抱在怀中，在海浪的

中间，但这海浪却不能漫过我，

在祂的怀里，我感到平静安全。 

 那时是我环境最不好的时

候，因为身分的关系老公必須

回中國，我平常生活上是蛮依

赖他的，家里的开销和供房子，

大的事都是他在管理，我什么都

不懂。突然他不在了，就震动了

我，我要学着去处理这些事情，

很多负面的想法一波一波在脑海

中滚，越想越害怕，越看环境就

越没平安，就是在这时，神用

梦提醒我要安静，知道祂是我

的神，要我藏在祂的爱的同在

里，要像小孩子一样依赖祂，每

天藏在祂的爱里。神也给我诗篇

23篇，安慰我的心，我每次来到

祂面前，诚实跟祂说我的害怕我

的想法，似乎可以感受到天父就

用祂的双手抱着我

说：孩子不要怕，

我会与你同在的。 

 感谢主，就在

这样的过程中，我

更认识神的良善和

怜悯，认识祂是好

神，是信实的神，

也让我更想多亲近

祂，因为祂是真实

在我的生活中动工

的神。大家看我外表

都很好，但平常我里

面很多声音的，只有

神知道我里面的事，

祂一步步带领我、光

照我、更新我，让我

的生命越来越自由。 

 当时我孩子还

小，需要我照顾，也

不能出去上班，神就带了好几个

小孩子给我照顾，就有了收入䏻

维持生活。奇妙的是我没有去找

小孩带，自动有人打电话找我。

后来孩子长大了，神又带我学习

作指甲，生活一直没有缺乏。 

 很 感 恩 ， 这 几 年 里 借 著

不好的环境，反而让我更依靠

神 ， 祂 是 在 我 环 境 中 掌 权 的

神，是我的帮助也是賜給我力

量的神，我要时刻仰望祂。只

要我一心转向祂，这个世界夺

不走的平安会一直在我里面。

暴風雨中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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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泰國短宣，是我第一次

參加正式的海外宣教，在

其中我學到了許多寶貴的功課。 

 第一個功課是我們到達營地

的第一天的下午就學到的。在幫

帶領敬拜的Joseph設置電子琴時，

我注意到原先與電子琴相接的鎮

流器、變壓器等一大串裝置太重

了，插在墻上的電源時，根本承

受不住重量，常常脫落下來。我

拿了在出發前刻意去買的旅行用

的轉換器，就建議Joseph跳過原

有的變壓器，直接透過轉換器接

到電源上，以減少重量。我卻沒

有想到轉換器是沒有變換電壓功

能的，插上電不久，就看見鎮流

器冒煙了，這下可慘，當晚就沒

有電子琴可以用了，但大家都沒

有抱怨。Joy鼓勵我們一起禱告

來贊美神。Joseph是最渴望用彈

琴來帶領孩子們進入神同在的，

可他卻安慰我說，即使沒有琴，

他 也 可 以 帶

敬 拜 ， 這 讓

我好感動。當

晩主辦者告訴

我，他們想找

人修鎮流器，

我 心 想 ， 就

算修好了也來不及派上用場。當

晚大家彼此認識的那一堂結束以

後，我們又發現另一個問題：大

班和小班的孩子們都在同一個教

室，這讓大班的孩子們不能專心

聽課。除了我們自己禱告外，我

們也請後方教會的弟兄姊妹們為

這兩件事代禱。感謝主，主很快

就回應了我們的禱告。第二天，

這兩件事都解決了。主辦者買了

跟電子琴相合的新配件，而且給

我們找了另外一間教室供小孩子

使用。在面對困難和不如人意的

情況下，禱告仰望、交托信靠是

宣教一開始就學習到的功課。 

 第二天6月18號晚上是我教

大班的第一課：天父的愛。我準

備的所有課程的幻燈片都在我的

電腦裏，一切就緒應該沒問題，

所以事先也沒有複製一份在U盤

裏。誰知道當我的電腦插上教

室的麥克風以後，竟然成了黑屏

幕，電腦關閉了。在短時間內重

新開機，電腦也啟動不了，索性

耶和華作王，他以威嚴為衣穿上。耶和華以

能力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堅定，不得

動搖。

— 詩篇93：1

文 / 郭靖

短宣 證泰國2019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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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決定不用幻燈片了。幸好浪子

回頭的故事孩子們都不陌生，再

加上我帶了些道具，Joy就建議

男生女生分開表演浪

子回家的那一段。因

為沒有幻燈片，我對

我教導的部分不太滿

意，但當孩子們被問

到那一天最快樂的時光

是什麽時候，有些孩子說，除了

游泳之外，表演浪子回家的故事

是當天最快樂的時光。這對我來

說是一個安慰。我學到了在宣教

場上要有靈活性，但也要事先做

充分預備。後來我就把所要教的

課程全部複製到U盤上，在Joseph

的電腦上播放就沒有問題了。 

 6月19號第三天下午，在安

靜等候神的時間裏，我領受了

一節經文：【詩93：1】耶和華

作王，他以威嚴為衣穿上。耶和

華以能力為衣，以能力束腰，世

界就堅定，不得動搖。到了晚上

的那一堂，在敬拜的時候我想給

孩子們照相，卻發現我裝手機的

小包不見了，裏面還有錢包和護

照等。我去附近找了一下也沒找

著，但我心裏卻有一股說不出來

的平安。接下來我教大班關於聖

靈的課時，卻飛來了一只像飛蛾

似的蟲子，孩子們的注意力都轉

移到了蟲子身上。Joy就立刻帶

領孩子們跪在地上禱告，求上

帝讓蟲子飛出去。不一會兒，那

蟲子就飛到了門旁邊的牆角裏。

我毫不猶豫地用力對蟲子踩了一

腳，把它踢出門外。下課後，同

去營會的一位小老師告訴我，她

看到我的包就在教室外的椅子

上。我才想起來，是我隨手放

在那裏的，也沒有丟任何東西。

這是一個讓我和孩子們經歷禱告

的能力和神賜平安的一個實例。 

 當晚講聖靈的時候，我特

別講到正像植物離不開水，我

們屬靈的生命也離不開聖靈。

第二天一早，大班的一個女孩

子，拿了一本中文聖經，讓我給

她讀詩篇第一篇。特別是【詩1

：3】這節經文”他要像一棵樹

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

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

都順利。”到了下午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又帶著聖經讓我給

她讀。她不會講詩篇第一篇，

但她卻告訴我說是關於葉子的

經文。而且這次她又拿著絲繩

在她的聖經裏做了記號。看到神

的話語這麽吸引她，我好感動。 

 在短短的幾天裏，我驗證

了神的真理在孩子們的生命中

是可以活出來的。6月21號晚上

我教的最後一課是關於馬大和

馬利亞的故事。因為我觀察到有

幾個大班的女孩子們在營會開始

的第三天，她們就彼此不高興，

彼此不講話了。我就想到為何不

藉著馬大和馬利亞這對聖經中姐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

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 詩篇1：3

妹的事，讓這些女孩子們在課後

回應的時候，做彼此和好的工作

呢？她們當中不少人也許一年

才見一次面呢。課後

回應的時候，我就讓

這些女孩子們分在一

組，Joy來帶領她們，

讓她們之間有很好的

溝通，消除誤會，彼

此道歉，跟對方和好，互相祝

福。以後的一兩天中，這些女

孩子們又玩在一起，明顯地看

到她們的情緒又活躍起來了。 

 6月23日是我們離開營會各

自回家的日子。出發前我遇到

了大班的一個女孩子的媽媽，

她對我說，今年的營會與去年不

同。今年除了讓孩子們做遊戲、

手工和游泳之外，還特別讓孩子

們學習如何親近神，跟神有直接

的禱告，並有聆聽神的聲音的時

間。這位媽媽說，以後她的女兒

無論走到哪裏，即使不在自己的

身邊，她的女兒跟神有直接的關

係，她就會求問神，聆聽神的引

導，得到神的保護，作母親的也

就放心了。我就謝謝這位媽媽，

也告訴她這是我們團隊共同努力

的結果。小班的老師們辛苦地照

顧小小孩，Joseph帶領的敬拜團

盡力帶著大班的孩子們，透過讚

美敬拜更深地經歷神。Joy憑著她

多年來服侍孩子們的豐富經驗，

在我講課時給我出主意，幫我維

持課堂秩序等等。這次宣教經歷

到了整個團隊團結合一，齊心協

力的美好果效，榮耀歸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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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12月26號的晚上，

我去Joy Mao姐妹家參加青

少年主日學老師們為2020年第一

季度課程的計劃準備會議。會議

結束後，我回到家門口，才發現

我的房門鑰匙被我鎖在屋裏了，

那時已經是晩上九點多了。我還

有另一把鑰匙借給住在Newnan

的郭信慧姐妹那裏了。因為大

約從十月份底開始，每週四晚上

信慧姐從她家出發，開車一個多

小時到我家住一個晩上，這樣第

二天離她的鋼琴授課地點就比較

近了，我家是她歇腳的中間站。

那晚我就只好打電話告訴信慧姐

這事，並且打算第二天按址去她

家拿鑰匙。她問我當天晚上怎麽

安排？我說就只好到Joy姐妹家

擠一個晚上了。我先打電話給

Joy，Joy接了我的電話，知道我

的處境後，馬上說沒問題，就讓

她的兒子們騰出一間臥室給我。

我到了Joy的家門口，她的先生

Mike指著他們家大門上的那個電

子鎖對我說，最好把鎖換成像那

樣的電子鎖，以後就不會有鑰匙

被鎖的問題了。我嘴上說好，但

我心想，以後再說吧，反正我也

不會裝。進了門，Joy說她的一個

兒子在白天的時候，把他自己的

房間收拾幹凈了，似乎是專門為

我預備的，我心裏感到很溫暖。 

 安頓下來以後，看到信慧

姐發來信息說，明天我不必去

她家，因為她決定來我家，並

且帶一個電子鎖幫我換上。其

實那個禮拜信慧姐的學生們都

放假，她根本不需要開車1個多

小時來我家的，我心裡真是好

感動。因為12月29日是我第一次

在青少年當中用英文講道，需要

多點時間預備，這樣一來，我不

僅省了在路上來回跑的時間，

而且Mike 跟我提到換電子鎖的

事，也一併可以實現了。  

 第二天，信慧姐果然帶著一

個新的電子鎖到我家了，她一定

要把這個電子鎖送給我。然後她

很熟練地拿著工具，把我家的舊

鎖換上了新的電子鎖。電子鎖安

裝上了，我們費了好長時間想把

電子鎖的程序設定好，卻怎麽做

都不行。到了晚上，信慧姐回家

以後，她在YouTube上找到了一

個視頻，專門講這種電子鎖的程

序設定步驟。原來白天的時候，

我們少了其中一步。我照著這些

步驟做，就把電子鎖設定好了。 

 可是信慧姐還不滿意，因

為那把電子鎖沒有手柄，關門的

時候我要用鑰匙，既然已經動了

工，她想不如做到最好吧! 她說

她下次來的時候，會重新安裝

電子鎖。2020年1月10號，信慧

姐帶了打洞的工具來，卻發現不

合適，這趟算是白跑了。過了一

週，信慧姐帶了合適的工具來，

她精確地拿著工具在門上鉆了兩

個新洞。後來又發現門框上固定

鎖的地方需要切掉一塊。她沒有

那種工具，但她居然用手工的方

法，非常辛苦地完成了，而且在

這個過程中，她的手指被割破

了。我好內疚，她卻說跟我沒有

肢體的愛
文 /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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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眼目睹的神跡
文 / 郭靖

1/12/2020年的主日，葉弟兄講完道，他邀請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到臺前禱告。其中有好

幾位是我的小組的姊妹們。作為小組長，我當然義不容辭地去為她們禱告。等我禱

告完了，臺前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在講臺的右側，我看到周暉姐妹在為一位老媽媽

禱告，這位老媽媽的女兒也在旁邊。我心想就讓周暉服事吧。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拿東西準備離開大堂。在旁邊的Ivy和王菁姐妹對我說：剛才周暉跟你打手勢，讓你過

去呢。我對她們說：哦，對不起，我沒有看到。我便向周暉她們那裏走去。   

 周暉簡單地對我說，這位老媽媽已經做了接受救恩的禱告。現在要為她做長短腿

的醫治禱告。自從樊鴻臺牧師在我們教會教了這個醫治的方法以後，我自己還沒有主動

在別人身上用過呢。當時沒有時間多想，周暉就讓這位老媽媽坐在椅子上緊貼著椅背，

我們擡起她的雙腿，發現她的右腿比左腿短了兩三公分。當時我心裏的一個念頭是：差

這麽多，要長出來，真是神跡了。周暉先開始禱告宣告醫治，命令她的右腿長出來。我

也接著禱告，這樣我們輪流禱告大約兩三個回合，當周暉禱告神的愛降臨時，我的雙

手正托著這位老媽媽的雙腿。就在我的眼前，她的右腿，竟漸漸地長出來了，速度不

算慢，挺明顯的。我目不轉睛地盯著看，直到兩腳長得一樣長，大約就七至八秒吧。  

 事後我真是有點後悔，沒有把這個過程拍攝下來。           

 這次的經歷，正如約伯所說的：從前風聞有祢，如今親眼見祢。感謝主的大愛和

大能的彰顯。

關係。她所做的這一切都讓我感

受到來自主內肢體的厚愛，用她

的所長，補足我的缺乏。  

 當我跟她談到這件事情的時

候，她告訴我，當她第一次來我

家的時候，就有感動要給我換電

子鎖。她也不確定這個想法是不

是來自神的感動。但她想到我是

一個比較守規矩的人，可能會喜

歡傳統的鎖，就沒有敢問我。當

我的鑰匙被鎖在屋裏的事發生以

後，她立刻明白，原來這是神給

她的感動。她就馬上順服，花這

麽多的功夫幫我裝電子鎖。從她

的身上，我想到神行事的法則。

聖靈通常會給我們一個感動，也

許不符合我們的邏輯。但神會興

起環境，讓我們明白那個感動

的確是從祂來的。這個時候，

像信慧姐妹那樣立刻的順服，

並且願意花上代價去完成神的

托付，是我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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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2019年的讀經進度在11月16號結束了，因

為我的小組在生命更新的微信群聊中，每

天都有一位姐妹認領讀經。為了讓姐妹們在年底

前稍微有點休息的時間，我想找一些靈修的資料，

可以在2020年新的讀經計劃來臨之前，在小組的群

聊中分享。經禱告以後，我找到了慕安德烈的《

內在生活》，一共有36章，每章讀出來大約5到10

分鐘時間，非常適合我在群聊中朗讀，我就從11月

18日開始了，沒想到我自己卻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我曾經歷過神的同在，也渴望能停留在神

同在裏的時間久一些，卻常常被日常的生活和工

作打斷。這次讀《內在生活》學到了一個化整為

零的方法，就是每天早晨與天父立明確之約，請

祂答應與我同在，我也答應要一直與祂同行，讓

神掌管我的一天，我要依靠祂的力量，遵行祂

的旨意，預備好迎接一切可能來臨的事。早上

親近神的時光是一天中保持基督同在的秘訣。 

 大約從11月中旬開始，我一吃東西，胃就開

始隱約作痛，不吃東西也有脹的感覺，到了晚上更

不舒服，只好用熱水袋暖胃。11月16號，我們這些

曾去泰國短宣的人，被邀請去吃Buffet ，我也不敢

吃得太多。在11月19 號，我讀《內在生活》的第

二天，我就跟神立約，求神掌管我的一天，並醫

治我的胃。這樣的禱告很有效，幾乎是當天就被

醫治了。直到今天吃東西時，再也不感到胃脹了。 

 我好羨慕《內在生活》中所寫的：基督徒的真實

性，在於基督的品格成形在我們裏面，以致最平常的

動作，也能彰顯祂的位格與氣質。基督的靈就是要佔

有我們，以致當我們與別人交接，或處於休閑時刻或

忙著工作時，遵行祂的旨意，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

我也要讓基督的生命開始成形在我的生命裏。奇妙的

是在11月18號，我讀《內在生命》的第一天，在我的

班上就如此經歷了。我臨下班的時候，發覺最後加入

我們團隊的一位女同事，一直沒有回答我們一位客戶

的問題，客戶詢問我們的系統是否造成他們交易的延

誤。這個問題是比較棘手的；我心裏想，早上不是與

神立約，這一天要經歷祂的同在嗎？神對這個問題有

什麽看法呢？這些念頭一出來，就有一道亮光進來。

我用了一個平常不曾用過的方法，找到了一個有關時

間的數據，證明在我們的系統中沒有延誤。我就先跟

我的這位女同事講了我的方法，她說: “你比較懂，

你就回答客戶吧。”我就寫了電子郵件，把這個時

間的數據拿岀來，證明延誤不是我們的系統造成的。

剛發出郵件不久，我的經理馬上回復我說，我用的方

內在生活的操練
文 / 郭靖

感恩見證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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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很有創意，很有說服力。第二天，我又收到那

位女同事寫給經理和我的一封電子郵件，說我不

僅在這件事上幫助她明白解決問題所用的方法，

而且在前幾天的另一個問題上，我也幫助了她。 

 在我工作上發生的另一件事情，讓我經歷到

神確實是從早晨一直到一天的末了，都與我同在。 

 感恩節的那一週是我在公司的值班週。11月

26號晚上，我的團隊支持的產品為要趕進度，要

把四個系統更新放到服務器上。那天除了經理和我

上班以外，其他的同事都休假了，尤其是上晚班的

那位同事，原本她會和我一起做晚上的系統更新，

但她也休假了，只有我一個人做了。我們系統更新

的時間，通常都是在晚上11:00開始到淩晨1:00之

間。大約晚上10:00左右，我想躺在床上稍微休息一

下，沒有設鬧鐘，沒想到我竟然睡著了! 後來一睜

眼，發現只差十分鐘就到11：00。好險呀!差一點

錯過系統更新的時間。感謝聖靈及時地把我叫醒，

我在規定的時間內成功地完成了四個系統更新。 

 真 是 感 謝 主 ， 內 在 生 活 的 操 練 讓 我

品 嘗 到 每 天 與 神 同 行 的 甘 甜 。 我 會 繼 續 操

練，直到基督的品格成為我的第二天性。 

文 / 劉克真

2019年6月27號的傍晚，吃完了晚餐，我正

好整以暇地收拾廚房呢，眼看著一切都整

理就緒的時候，突然聽見很不尋常的大響聲！

起先我還以爲是我先生在看電視，不知道他在

看什麼節目？怎麼會有那麼刺耳的巨響聲? 於

是我理直氣壯地質問他，結果不是。那是哪兒

呢? 於是我們一起尋找聲音的出處，發現那聲

巨響是從洗衣間裡出來的，原來是洗衣機的

冷水管爆裂！水已經流得滿地都是了！我的

先生立刻將水龍頭關閉，然後他去Lowe’s 買

水管來更換。我則留在原地，收拾殘局。一面

收拾，一面感恩！如果我們吃完了飯，出去

散步了，回來之後那個殘局可真是不敢想像 !

即時救護

感恩見證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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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機裡有下載一些小遊戲，多半是一些

免費且單調的遊戲，用來打發時間或放鬆

心情。這些免費遊戲有很多的廣告，必須付錢才可

以升級成為沒有廣告的版本，我很小氣只好花時間

看廣告了。只是看著看著我就被一些廣告吸引去下

載更多的小遊戲，然後繼續看更多的廣告。一直到

有一天我下載了一個城市戰爭的遊戲，這個遊戲竟

然沒有廣告，而且還有上萬個玩家一起線上作戰。

我好奇地開始進入虛幻世界去建造自己的城市。 

 戰爭遊戲非常的花時間，因為需要時常的去採

集資源，聯合作戰，或是升級自己的城市，雖然都

是幾十分鐘，但是每一天每幾個小時就需要去關心

一下進度，所以加起來的時間是非常可觀的。每週

還會有固定的活動，與所有的玩家一起聯合作戰，

因為玩家遍布全世界，所以活動常常是很晚或是很

早。有一次作戰時間剛好我跟家人在 Disney World

玩，所以我一邊玩手機一邊陪家人，直到手機沒

電。遊戲升級到後期，資源不足，必須花加倍的時

間，並且開始花錢購買資源。一個全時間工作，有

兩個小孩，有教會服事，又常常需要出差的人怎麼

會有時間玩這麼需要時間的遊戲呢？當然就是工作

偷懶，忽略小孩，服事不專心，出差就一直掛在遊

戲上。但是儘管這樣時間還是不夠，所以我只好犧

牲睡眠時間了，長期睡眠不足的結果就是身體免疫

力降低，我感冒咳嗽了三、四個月還是沒有好，反

而越來越嚴重，我沒想到健康是這麼容易失去的。 

 神開始管教我。某次出差之前我的鼻子開始堵

塞，鼻涕擤出來都是血，我的耳咽也堵塞了。出差

在飛機上我的內耳壓力沒辦法平衡，從起飛開始一

直 痛 到

降落，我

以為耳膜

要破了。

我咳到胸

腔的肌肉

痠痛，痛

到沒辦法

咳嗽，但

肺裡都是

痰，只好

再 忍 痛

把 痰 咳

出 來 ，

每晚都睡不好覺。最後我認罪禱告並把遊戲刪除

了，因為我開始氣喘，睡覺時呼吸困難。我想我如

果這樣就上天堂也太對不起教會，朋友，家人，跟

天父了。我就不再在乎這個遊戲了。我想下載以前

活得好好的，刪了也不會少掉一塊肉。不過憑我自

己的力量我應該會一直玩下去的，得勝完全都是天

父的恩典，加添的力量都是從神而來。雖然仇敵還

是會常常來誘惑我，但是信靠主的人必不羞愧。

小遊戲
文 / 魏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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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原秀鷹

2018感恩節後的周五，社青小組在我家聚餐。一位小組員帶

了新朋友來，名叫Annie。她是從中國來的互惠生，在美國

家庭照顧小孩換取體驗文化與學習英語的機會。她因為一些原

因從寄宿家庭暫時搬到朋友家，周日就要沒地方住了。而且失

去寄宿家庭，她也不能繼續留在美國。我心裡面有感動，讓她

來我家住。很奇妙，剛好我先生周一就要出差兩個禮拜，我可

以雇他幫忙照顧兩個小孩。就這樣Annie住進我們家，每個晚上

我們一起為她的困境禱告。原本互惠生機構要她立刻回國，幾

天後竟有了轉機，若Annie自己找的到新的寄宿家庭，可以破例

再留在美國。但要短時間內找到家庭是很困難的，就算有機構

幫忙也可能幾個月都找不到。Annie每天猶豫著要不要直接買回

國機票，我們就繼續禱告。奇妙的是，第二個周日一個很適合

的新家庭就出現了，而且他們立刻就需要Annie。Annie初嘗主恩

非常開心，她第一件事就是禱告 感恩，她也決定從此每周都要

去教會。後來每次她遇到困難，我們都打電話一起禱告，禱告

後都感覺很有平安，心中有神的力量幫助她。2019十月，她結

束互惠工作回國之前，做了決志禱告，名正言順的做了上帝的

女兒。主的恩典真是出人意外，又深刻，又美好!

主恩美好
文 / Rachel Wei

2020年1月12日星期天， 我像平常一樣，清早起來煮飯

給丈夫和兒子吃。打開冰箱才發現只剩下一顆小小的

包心菜，根本不夠三個大人吃。我很猶豫，到底煮不煮？

因著對先生和兒子的愛，我想還是把它煮了吧，最多我

自己不吃罷了。我切好了菜，一邊洗一邊禱告：“耶穌

啊，不夠三個人吃，你可以讓它變多點嗎？” 當我把菜

從水裏撈上來，就看見菜越來越多。等我炒好後，給兒

子盛了滿滿的一盤，丈夫和我兩人也夠吃。   

 這件事讓我驚嘆，在這件平常小事上，神竟讓我經歷

福音書中五餅二魚的神跡，神的愛真是太奇妙了！ 

經歷五餅
二魚的神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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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的 音 乐 学 校 开 了 两 年 多 ， 感 谢

神 一 直 带 领 并 垂 听 我 们 许 多 的 祷

告。从寻找店面、装修、策划、找老师、

打广告.....等等，经历许多神的恩典。我承

认自己在广告上做得不夠好，但是感谢主

却把学生不断地加给我们，也把好的老师

送给我们。以下分享我们找老师的见证。 

 找老师是大部分音乐学校棘手的问题，

也是我们的一大问题。找老师本来就不容

易，找合适的老师就更不容易。需要能用

英语教学、有经验、有学历，還要和我们

有共同的教育理念。许多有经验的老师都

已经有自己的学生，在家里教，或在其他

音乐学校教。出来外面教学的老师本来就

很有限，加上我们学校的位置偏北，所以

更加艰难。我和妹妹常求告上帝把合适的

老师带给我们。往往在我们缺老师的紧要关

头，上帝就把老师送上门，真是太奇妙了。 

 从开始到现在，所有的老师都是由不

同的管道进来的，看来有许多巧合，但我

相信是上帝奇妙的带领。举几个例子，去年

有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刚刚从外州搬来

不久，她在找学生方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有一次她在健身房碰见我们一个朋友，聊起

自己是钢琴老师想要找学生。我们的朋友想

起了我们，就把他介绍过来。他现在成为我

们其中一位很优秀的老师。另外一个例子：

我看见一个在其他地方教课的老师，不知道

为什么总觉得她应该不错，但想想她可能已

经很忙了，后来她自己找上我们，顺利地成

为我们的老师，经验丰富，态度认真。另外

有好几位老师是经过我们的門口，看见是音

乐学校就进来询问，也有通过介绍进来的。 

 另外我也要感谢我妈妈这些年给了我

们许许多多的帮忙，她是我们得力的助手。

学校到今天能够成功，并且運作顺利，都是

因为有她。她做事仔细，处理老师和学生

的事都很有办法。我相信媽媽的智慧是从

神来的，老师和学生都跟她相处得很好。 

 相信上帝把我们摆在那里不是偶然的，

求主带领我们成为每位老师与学生的祝福。

數算恩典
文 / 陳佳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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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佳唯

女儿学跳舞好几年了，每年学期末的演出，我

们都会去观赏。去年她参与了三个项目的舞

蹈演出，其中之一的芭蕾舞，我觉得他们跳得非常

好，当他们跳完到后台去的时候，我心想真希望能

够再看一次，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

一支舞就只跳一次，接下来就换其他的舞蹈。大概

两个节目之后，舞台停顿了很久，节目没有继续進

行。覌众都以为是技术方面出了问题，大家耐心的

等待。当音乐再响起时，我发现出来的正是我们女儿

刚刚跳过的那支舞。我真的傻眼了，没想到我可以再

欣赏一次，而且这一次比之前跳得更好，太满足了！

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可以重跳一次？结束后从

女儿口中得知，他们第一次出场，有一个女孩在更衣

室没有听到报告而缺席，那女孩的母亲非常生气，要

求老师让他们重新跳一次。看来似乎是巧合，但我

相信这是上帝对我的爱，满足我一个小小的心愿。 

 另外一次，是上个星期儿子学校的乐队到外州

去表演，那是一个大型的表演，也是一个非常难得

的机会。因着很多家长没有办法观赏他们的演出，同

时也收到消息说不会现场转播，所以在他们出发之前

有一次为家长們设計的演出，就在学校餐厅。他们出

发的那天，我们才知道有现场的转播。我因为之前看

过他们的演出，所以觉得就算这次看不到现场直播，

也不会觉得很遗憾，但当然心里还真是想再看一次。 

 他们演出的时间预訂在周四下午3:30，共半小

时。这段时间是我教课的时間，加上我们这一周有

钢琴考试，有一些学生要加课或补课，我的时间都

排得满满的，要请假简直不可能。周四早上接到一

个学生家长的电话，说她今天不能来上课，我有些

不高兴，告诉她，为了给她女儿补课，在时间上做

了很多的调整。於是，她答应过来。下午又接到她

的通知说真的没有办法过来，这学生的课是3:45。我

马上意识到上帝的心意，祂让我有机会去看儿子的

表演，就算只能看到一部分也好。下午3:45，学生离

开后我马上点击连接。以为他们已经在进行了，怎

知乐队才要开始第一首歌的演出，我在这半个小时的

空档里面，正好把他们乐队的演出从头到尾看完，才

结束，下一个学生就进来了。直播非常清楚，他们这

次的演出是在大学的演出厅，拍摄的角度好，音响的

效果也很好，我连他一些打击乐器的独奏都听得一清

二楚。能够看到这次一级棒的演出，真是超开心的！ 

 这两次经验，让我深深体会上帝是如此信实，祂

的爱多么宝贵。祂知道我每一个意念，超乎我所想的

来成全我，而這些经历都带领我更认识祂。

額外的恩典



感恩見證集 21感恩見證集 21

自从来美国后，“妈妈”很

快成了我365天的主业，

神的旨意很明确：在孩子小的

时候自己养育孩子。我就刻意

不安排任何出差等事宜，给孩

子足够的爱与安全感，陪伴他

们一路成长。2018年神开始预备

我进入转变，祷告后加入了去泰

国短宣的团队，并参与准备工

作。2019年1月去迈阿密是我接

受挑战的第一步，儿子们求我

不要自己一个人去。先生很努

力地把日常事情处理得很好，

但惧怕的灵还是攻击了孩子，

感恩神让我在祂的同在中，不

断祷告并有明确的分辨，而不

是被仇敌欺骗而退缩，后来用

了几个月的时间靠主争战得胜。 

 6月份准备泰国之行时，里

面已毫无分心的扰搅，一切交

给神的信心很坚定了，加上回

国看望父母一共两周多的行程，

我很清楚：神让我安静在家的日

子我顺服，神说起来去战场时，

我也一样顺服。在泰国遇见的每

一个宣教士都让我久久震憾他们

年轻而全然摆上的生命！与平时

敬拜中唱出来的“全然摆上”相

比，一个是风闻一个是亲见。这

一次短宣对我在主的呼召和平时

的预备，是又一次受圣灵的洗！ 

 回来后8月份参加了历时两个

周末的 Kairos（宣教培训课程），

对宣教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和实

习操练。十月份有一个非常意外

的机会去田纳西参加了deeper still

的特会，圣灵极大地运行在姐妹

中间，医治和修复真实美好！11

月初再次参加教会的退休会，又

是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带领大家有

切換頻道的一年
文 / 徐婧瑶

欢笑有眼泪地真实与神面对面！ 

 这一年“宣教”好像被不知

不觉地编制在我的日子里，和宣

教士宣教工厂有关的事宜，成为

了我的新航标。神非常信实地保

守看顾两个儿子在认识神，及学

业和生活中的一切需要。先生也

顺服搬入新堂后的需要，参与了

教会的幻灯放映等后台服事。正

如约书亚所说：我的一家要事奉

耶和华！愿神继续洁净并使用祂

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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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婧瑶

2019年1月底，突破一个个阻

拦后，属灵的长者鼓励我去

参加迈阿密的特会。既然定意

要去了，就得趕緊报名、订票、

租房以及租车，一系列准备后，

兴奋地与众弟兄姐妹同行。第一

次参加这么大型的聚会，更因

为付上了”第一次把孩子留在

家中，我独自出行”的代价，

所以我心里极其渴望有领受。 

 每一次会前敬拜，有经验

的姐妹会带我们衝到最前面，

那个会场人很多，很大声，許多

人又很有激情地跳舞。从前有牧

者教导我们试着把脚离开地面来

敬拜，我都觉得自己脚底下如同

有强力胶一般，试了几次也做不

到。以前来过的姐妹说，她来这

里最享受的就是如同在天堂里的

敬拜。我和神说：我没有她那样

的感受或看见，但我很确定要有

得着、要有突破！于是我就想起

来那个血漏的妇人拼尽所有的力

气来抓耶稣的衣服繸子的記載，

她摸到了就得医治。那是何等的

信心!于是我每一次都拉住这个

姐妹的手，紧紧跟着她，她衝

到前面我就跟上，她跳我就试着

跳，她唱我就试着唱。最初的动

作幅度很小，但坚持跟上！我要

自由地敬拜，我要神的释放! 三

天多下来我发现一块块肌肉一

个个细胞在不知不觉中死而复

活！我爱神的心可以从里到外

一体地表达出来！全人全心地

赞美神！我可以不再僵在那里“

斯文”地敬拜！我可以如经文上

记载的大卫一样：大卫穿着细麻

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

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

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

上来。（撒母耳记下6:14-16）科

学研究显示：肢体语言对于一个

人的情感表达超过50%的比重。 

 回亚特兰大后，一次偶然

的机会和一个青少年分享我的经

历，那天圣灵给了他能听的耳并

顺服的心，在当晚我们一起参加

大衛穿着細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极力跳舞。這樣，

大衛和以色列的全家歡呼吹角，將耶和華的約柜抬上來。

— 撒母耳記下6：14-16

敬拜的突破

的大型聚会的敬拜中，他尝试回

应圣灵让他跳舞赞美神的呼召，

放开理智上的控制，他后来见证

他在敬拜上有了类似的突破！ 

 另一个影响就是暑假我去

泰国短宣的时候，面对一群年

龄很小又很生疏的孩子们，我

临时决定切换角色又唱又跳来

带领他们，圣灵奇妙地运行在

其中。很快一个个呆若木鸡的

小家伙们都欢快地跳起来，和

我们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我们玩成一片，就不再要找妈

妈了。后来回放同工录下来的

片段，我都不敢相信我这个年

龄 可 以 有 那 么 夸 张 的 动 作 。 

 现在每月都有两次主日需

要在主日学教室，但无论是在主

日学敬拜还是大堂敬拜，我都能

很有活力自由地敬拜，我的胳膊

可以高高举起我的腿可以随时跳

起来，整个身体伸展开来敬拜后

不但里面的下沉和疲劳都释放出

去，而且身体也得到一定量的锻

炼，身心灵都得到很大的更新！

每次安顿好主日学教室后，进大

堂敬拜都会错过一大段，但我每

次都会和神说：愿我的敬拜能把

你当得的赞美归给你，愿我可以

使圣灵的火再多一根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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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底我生日的前一天

(週一）在家吃中飯的時候，

只是輕輕的咬了一下蛋餅，上面

的門牙竟然發出了斷裂的聲音，

幾分鐘以後整個上面的牙牀就劇

痛，完全不能進食，連碰到一粒

米飯都會痛。其實我的上面門

牙已經都裝上牙套好多年了，

斷裂的是在牙套裡面的牙齒。 

 當天下午我心情低落，心

想怎麼會在生日前一天發生這

樣的事；而且週末就要去退修

會了，到那裡不論是吃飯或敬

拜都會是大問題。我坐在書桌

前心裡想斷掉的牙齒有沒有可

能自己重新復合痊癒，上網查

了一下似乎人到了20歲以上牙齒

就不會再生長了。這個時候我發

現一個網站是專門為問題牙齒

得醫治而禱告的。這網站上宣

告耶穌是最大的牙醫；聽了一

下我也跟著事工的主領為我牙

齒斷裂而禱告，並宣告「主，

像這樣我50多歳的人斷牙若得醫

治，人必知道是袮的作為。」 

 接下來的三天，我心中掙

扎是否要去看牙醫，如果去看

醫生，勢必又是大筆的花費加

上受煎熬的醫治過程。我就馬上

禱告求主醫治我的牙齒，就像祂

以往醫治我的肋骨斷裂，和無數

次的感冒一樣。有一天我在晚上

讀經的時候，特別對以賽亞書53

章第5節有感動，“因祂受的鞭

傷我們得醫治”，而且明白這醫

治完全和我的敬虔無關，單單因

着耶穌祂已經爲我付上的代價。 

 週五下午我們全家開車去參

加Shocco Springs的退修會。其實

我的心情很不好，因爲牙齒又疼

痛又搖動。吃晚餐也是隨便應付

一下，因爲實在無法咀嚼。到了

晚上的第一堂敬拜是Joseph 在帶

領，唱到最後一首詩歌，其中有

一句是”you never let me down”

。我記得他連續唱了幾十次，每

一次我都在信心仰望中（加上牙

痛中）跟著唱來呼求，把我需要

得醫治的牙齒攤在神的面前。 

 敬拜結束坐下來以後，講

員David Bryant剛上臺不久，我

突然感覺有水滴從天花板上滴

到我的頭頂，約有五六滴，每一

滴之後就有一種脈動從頭頂傳到

我的後面脖子肌肉裏。我以爲是

天花板漏水，擡頭看看天花板一

切正常。之後過了沒有幾分鐘，

我突然察覺牙齒的疼痛已經完全

消失了，咬合也不是問題。第一

堂信息結束以後，我滿心歡喜回

到房間，拿起老婆帶來的橘子試

吃，發現竟然可以正常的咬食！

牙齒得醫治
文 / 王惠國

此時我確知我又得了醫治！哈利

路亞！主You never let me down! 

 接下來的兩天退修會和回

家後的一週之內，我那本來還有

一點搖動的牙套越來越堅固。這

使我和倖生去NJ，得以找老同

學過感恩節，也能享受所有的

美食招待，我也在那裏和許多

弟兄姊妹分享得醫治的見證。 

 當向造我們賜我們生命氣

息的主，最大的醫生求醫治。因

為祂應許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

治。我們的責任只是要來到祂的

面前，持續禱告，相信等候，感

謝，並爲祂作見證，將榮耀歸給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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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惠國

我現在的工作，是五年前

（2015)神賞賜的。公司

的總部在中國武漢，我是公司

駐美的業務開發代表。2019年8

月中，我照常每年一次回武漢

述職。出發前，公司同事告訴

我總部剛剛設立了一個禱告室，

這件事在國企中是很不尋常的，

同事認為有作秀的目的。我在出

發前，就請這位同事幫我安排，

在出差中能去這個禱告室禱告。 

 在武漢停留了將近兩周，

第二周周間，我找時間去這個

禱告室禱告。禱告室大門深鎖，

管理員特別為我開門開空調，也

預備了茶水。我在裡面敬拜禱告

將近40分鐘，雖然不知道神帶我

來此禱告的目的為何，但神的同

在一樣環繞在禱告室中。我在那

裡讚嘆主真是無所不在，靠近凡

親近祂的人，我也求神在那地作

王掌權。第二天我特別為一個結

婚多年的年輕女同事能懷孕禱

告。在武漢的那一個周末，我

還去參加了當地一個三自教會

流芳堂的主日崇拜，和牧師、

傳道及他們的同工一起用餐，

大家有很好的交通，我們談到

希望以後能有一同服事的機會。 

 返美之後，神很特別的，

把我在武漢的同事們得救的負

擔一直放在我心上。其中至少

有六位同事有慕道的表現，也

有資深同事開始和我分享聖經

如何提供他種種人生問題的答

案。到了2019年底，受中美貿

易戰的影響，我的業績並不理

想，多次有離職的想法，但每

次神都阻止我，似乎祂把我放

在這個位置是有特別用意的。

于是我也打消了換工作的念頭。  

 2020年一月初神感動我去柬

埔寨服事宣教士，也讓我與伯特

利宣教組織的同工接觸，盼望能

在宣教事工上有更多的參與。 

 到了一月底突然武漢新冠

狀病毒爆發的消息傳來，神明

確地感動我要為武漢的同事和

全公司4500人禱告，一直到現

在，每天凌晨三點整，我會自

己醒來，就開始點名一一為我

20多位同事禱告，也為全公司

祝福。教會的禱告會也一起參

與為他們禱告，特別是為5位

確診感染的公司員工得醫治禱

告。感謝主，到了今天2月27號

有三位治癒，已出院返家。感

謝神，仍在治療中的同事，情況

都穩定，我求主一個都不失落。 

 這 期 間 神 又 感 動 我 和 流

芳堂的牧師聯絡，教會也開始

每周為他們禱告-求神保守看

顧祂在武漢的兒女們，並賞賜

他們愛與能力，能在災難中走

出去帶領人來歸向主。這個教

會在愛心中也購買幾萬個口罩

幫助會眾、當地居民與醫院。

為 此 我 們 教 會 也 有 多 人 奉 獻

金 錢 ， 支 援 他 們 購 買 口 罩 。 

 我每天除了為同事禱告外，

也透過微信，積極帶領武漢的同

事認識耶穌。從一首詩歌“耶穌

給你平安”開始，我想他們都開

始經歷到神所賜下的安慰與平

安。懇求聖靈加添能力，柔軟

他們的心，賜下得救的恩典c，

在這苦難的經歷中能認識真神並

回轉歸向祂。也求主賞賜我克服

肉體軟弱的力量，能持續在被喚

醒的凌晨，繼續舉手點名為他們

代禱。

神預備我為武漢禱告

感恩見證集 24



感恩見證集 25

2012年台灣短宣回程飛機上，

恐慌突然臨到我，頓時之

間，感到呼吸困難將要窒息的

感覺；我就趕緊禱告，很快地

就陷入沈睡，一覺醒來已抵達

亞特蘭大，實在是神的恩典。但

從那時起，坐飛機就成了我的夢

魘，我完全被那樣的恐懼轄制。 

 我原本不是愛旅行的人，

但在社交媒體上與朋友和家人聯

絡，對他們的思念日益加深，想

到不能飛回台灣心中就甚受挫。

每當主日牧師呼召為需要得醫治

的人禱告時，我就走向台前請牧

師為我禱告。直到2018年3月，

住在紐澤西帶我信主的夫婦來

看我們，鼓勵我感恩節搭飛機

去和他們過節。為了試試我的恐

慌症是否得醫治，和先生商量後

決定在感恩節買機票去紐澤西。

但同時我也暪著先生去看了家庭

醫生，請他幫我開恐慌症的藥。 

 在搭機的前一晚我的恐慌

症再度發作，我幾乎要打退堂

鼓取消行程，但想到先生是不

太臨時改變計劃的人，次日一

大早我還是心驚

膽 戰 的 到 了 機

場。我似乎可以

感受到越靠近停

機坪空氣就越稀

薄。當我踏入機

艙時，剎那間再

次完全無法呼吸，走到第二排時

就想回頭往外衝出去，但被先

生阻止並被他架著走到座位，

他對我說：「如果妳這時下飛

機，飛機起飛都會受影響。」 

 我的呼吸開始越來越困難，

先生叫我聽詩歌敬拜禱告，當我

在皮包裡取電話要聽詩歌時，

卻伸手拿了藥，趁先生不注意

時趕緊吃了。當我開始聽詩歌

禱告時，隨即發現我整個身體

發麻，心裏非常害怕，想著我

不但恐慌，難道還對藥過敏？

我不住地用方言禱告，突然一

個意念進入我腦中，“孩子不

要怕，是我，妳忘了嗎？有時

我與妳同在時，妳的身體也會

有這些反應”。當下我的恐慌

和害怕立即離開我，取而代

之的是超自然的平安和新鮮的

空氣。哈利路亞，真是奇妙！ 

 感恩節假期結束回到家中，

仇敵又不斷的向我控訴說“短

程飛行沒有問題，但妳一定無

法長程飛行”。為了打破這謊

言，2019年2月我買了機票自己

回台灣，濶別將近7年終於見到

我親愛的家人和朋友們，並和

他們分享耶穌。往返旅程都充

滿了神的平安與恩典。同年5月

先生的家人們陸續從台灣到亞

特蘭大來探訪，和他們有著非

常開心的短暫相聚，這一年我

見了所有想念的家人和朋友們。 

 2019年對我來説是大有突破

的一年，神的恩典真是超出所求

所想，在祂面前仇敵都要逃跑！

恐慌症得醫治
文 / 陳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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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謝琳

今年二月初，我參加了在

Miami舉行的特會。一天在

特会中，圣灵感动並光照我，让

我重新審視自己和丈夫的關係。 

 首先我要感谢神一路的带

领，让我愿意藉著很多學習的

機會去更多的认识祂，追随祂。

虽然我有愿望，有追求，有渴

慕，然而我也知道我最大的问

题就是不顺服！因为这么多年

的经历，一直都是靠自己，感

觉靠自己什么都可以办成的！ 

 我真的很想顺服神，神就

對我说，“在顺服神之前要先

顺服人”！我心想，那我第一

个要顺服谁呢？不由得就就想

起一天和先生鬧彆扭的时候，

先生冲口而出，说他覺得在家

中他不過是个小丈夫。当时我

愣 了 一 下 ， 我 想 明 明 他 比 我

大，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怎么

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回想

起来，其实这么多年來真的就

是这样。在家里，先生就是一

个小丈夫。我就是一个大女人。 

 當時我覺悟到以弗所書有

關夫妻順位的教導時，不免对

自己說：不是不知，而是明知故

犯。既然知道病灶在哪兒了，就

得對症下藥。圣经上写得非常清

楚，丈夫是家里的头！女人要顺

服她的丈夫！那才是治家之道。 

 那天聖靈给我最大的感动，

就是先从顺服自己的丈夫开始。

顺服圣经上的这些教导，才能够

真正的学会顺服神。所以我就

在心里头告诉自己说，以后不

再頤使氣指，我要做一个小女

人！让我的丈夫在家中居首位。 

 過 去 认 为 挣 钱 多 ， 腰 杆

挺得直，說話就像安裝了大喇

叭，我错了！我应该遵行神的

话，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什麼

是做神喜悅的事？就是我应该

顺服我的丈夫！在家里丈夫是

头，我必须让位！只有家里的

位置順了，家的功能才能充分

發揮，我才能够让神在我的生

命当中做主，活出讨神喜悦的

形象来！我要改正我自己！。

唯有信靠神才能树立一个正确

的价值观，以後不再以挣钱多少

而论断，而是以讨神喜悦作为我

人生的終極目标。感谢赞美主！ 

 有了聖靈的光照和提醒，

我就拿起手機給丈夫留言說“

请你原谅我！原谅我这么多年一

直打压你，原谅我一直那样的嚣

张，一直那样的欺负你！这真的

不是神所喜悦的样子，神说女人

是用来帮助男人的，她是一个帮

助者。所以我也要把我在家里的

地位重新調整。第一，先從高位

上下来，第二，就是我要变成你

的帮助者。谢谢你忍耐我这么多

年，请你原谅我这么多年对你的

伤害，也求神能够修复我对你的

伤害，求神能够开启你的心，让

你愿意认识祂。我会努力的，为

我加油，也为我祷告。谢谢你，

感谢赞美主。”

順服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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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當我在線上禱告

的時候，我領受詩篇12:5b

說：“我現在要起來，把他安

置在他所羨慕的穩妥之地。” 

我的心裏有個意念說，我女兒

要 買 房 給 我 住 。 我 就 獻 上 感

恩，謝謝愛我的阿爸天父。  

 2018年5月5日，我的兒子有

方訂婚，婚期定在12月22日。有

方在11月買了一個全新的房子。

媳婦告訴他，婚後要把她自己的

房子給我們兩位老人居住。我才

明白過來，我所領受的意念中所

指的女兒原來是我的媳婦，因為

媳婦就像女兒一樣。當我開心地

向我的先生永年講到媳婦的這份

孝心時，他開始時並不願意。後

來了解到，媳婦的房子是有規定

的，只能賣，不能租岀去。媳婦

捨不得賣，永年才點頭答應。  

 永年做任何事都要有規劃。

他很想看房子的大小，這樣才知

道能搬過去的東西有多

少，結果到2019年四月份

都沒有下文。我心中也在

盤算，應該一月份過後就

可以搬家，但目前一點進

展都沒有，永年又不讓我

問兒子。我心中著急，就

打開詩歌本來敬拜，也想

看看神有什麽話語要對我

講。有一首詩歌中的一句

話：神豈有難成的事，深

深地打動了我。我立刻打

電話問有方什麽時候可以

搬家？他說四月底可以，

他已有工人在整修。因為

他全新的房子有些部分沒

弄好，他們夫妻就暫住在

媳婦的家。等到建商弄好以後，

才搬進新家。這時媳婦的房子屋

頂漏水嚴重，整個地板被撬開，

需要時日修復。這些事情有方都

沒有對我們說，怕我們擔心。他

我現在要起來，把他安置在他所羨慕的穩妥之地。

— 詩篇12：5

神的應許不會落空
文 / 陳素蘭

希望做好了，整理乾淨了，才請

我們搬進去住。結果4月28日，

我們搬進了這佳美之地。  

 回想起長達一年多的應許，

如果沒有堅持到底，是會被仇敵

偷竊和毀壞的。但我們蒙神的保

守看顧，神的應許沒有落空，十

分感恩。我也學到了信靠的人必

不著急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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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求的能力
文 / 陳素蘭

我小姑又玲初次接觸福音

是在她的大兒子Winson

發生的一次車禍以後。Winson還

在讀大學的一天，他開車在高

速公路與油罐車相撞，油罐車

引爆，他的英挺俊秀的臉龐瞬

時間面目全非，一隻手指也扭

曲。他需要在醫院長期治療、

整容、皮膚移植。這對他們一家

是很大的打擊。當時鴻伶姐妹邀

請亞特蘭大的牧師，到Macon小

姑家探訪。小姑，姑婿和Winson

那時都決志接受耶穌為主。女

兒立立也邀請Winson到Andy 

Stanley的教會。後因他搬到加

州，時間久了，漸漸遠離了神。 

 五年前，小姑腹部突然腫

脹，大到肚子碰到方向盤，根

本不能開車。我的先生永年就

開車陪伴妹妹和妹婿到亞特蘭

大醫院就診，檢查結果是卵巢

癌，需要即刻處理。他們的大

女兒Elaine透過關系在加州找到

名醫。開刀後需要有一段很長的

時間做調理，復診等，他們夫婦

便決定搬到加州與Winson同住。 

 在這五年中，小姑又玲癌

癥有兩次轉移，雖然開了刀，

但是到2019年十月份左右，醫

生宣布時間已經不多了，所以

住在亞特蘭大的弟兄姊妹們決

定12月25號到加州探望小姑。 

 小姑行動不便，一切無法

自理，嘴裏面都破了。吃藥和進

食都需要靠嗎啡來減輕痛苦，她

所有的需要都仰賴Wilson和臺灣

來的小姑明明。又玲現在的體型

胖到需要兩個人服事，才能抱她

上下床。如果沒有受訓練，是很

難的。還好，護士有教導Winson 

一些方法。看到這孩子很孝敬母

親，任勞任怨的精神令我感動。 

 26日當地時間近中午，我

與一位弟兄為又玲禱告。那位

弟兄在禱告中看到異象，他看

到又玲在曠野裏面一直繞，一

直繞，就是繞不出來，弟兄也不

知是什麽原因。又玲知道禱告的

大能，她叫弟兄姊妹手牽手同心

禱告。我們求神施恩，能夠將她

從各樣的病痛中拉拔出來，讓她

能脫離病痛之苦。當然，最重要

的是讓又玲有靈魂得救的確據。 

 2020年1月1日下午，我找明

明一起禱告，因為二人同心合意

的禱告大有功效。我們到又玲房

間為她做替代性的認罪悔改禱

告。我想到又玲在曠野裏面繞

不出來的異象，就求神真理的

光把又玲帶出來，離開黑暗的

權勢，進入神光明的國度裏面。

禱告之後，我覺得有信心進入我

裏面，神側耳垂聽了我們二人的

呼求，定會成就我們的禱告。 

 結果鴻伶有位認識的姐妹，

就住在又玲同一個城市。這位姊

妹在又玲生前到過她家，並且帶

領她認罪悔改，接受耶穌是救

主，又用油膏抹她。事後，又

玲安息在主懷裏，進入永生。 

 我非常感謝我們的教會及小

組為又玲代禱。當又玲去世後，

小組還繼續為又玲的家人代禱。

我相信代求的力量，可以同樣做

在又玲其他的家人身上，使他們

的靈魂得救，歸向真神，得著永

恒的生命。我們所信靠的神是守

約施慈愛的，祂不離棄屬祂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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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從2020年初開始，就

讓 各 個 小 組 用 穩 固 基

石的主題來查經討論。在1月

中的主題是禱告，我們在”禱

告“ 這主題上有很好的交通和

討論，其中大家都知道禱告是

因我們需要神，也相信祂能。 

 感謝神就在短短不到一個月

裏讓我經歷了一些小事，也經歷

了神垂聽且成就的禱告，以下是

這些禱告蒙垂聽的見證:

我外甥女的狗丟了，她沒和

我說，我是從互助群看到

的，我趕緊和她聯絡，知道狗已

走丟了2個鐘頭，且狗沒有tag（狗

牌）；我覺得找到狗的機會很小...

所以就開始為這事禱告，求神給

我外甥女智慧，知道在哪裏可以

找到牠。中間和她聯絡了几次，

她哭得好傷心，我也很難過，因

為我和這隻狗也有感情。半個鐘

頭過後，神給了我一亇意念，讓

我提醒外甥女，到附近的狗醫

院、狗收留所、寵物店去找，如

沒有，要留下电話以便聯絡。有

了這意念我很快地就告訴她，10

分鐘後她打電話來，她還在哭，

但說狗狗找到了，她真的在狗醫

院找到的。那時我很感恩，我們

的神，人民牲畜祂都救護（詩36

：6）。

我有30多年沒有在台灣和家

人過農曆新年了，於是決

定今年和先生一起回台和高齡的

父親過農曆年，並且為他慶生。

但在要出門的前天早上4點多因

頭超痛醒來，且吐了多次，我知

道這是暈眩的問題，人好虛弱，

無法上班，就在家躺了一天，到

了下午稍微有點力氣，我就發信

息給小組姐妹们，請大家為我代

禱。感謝神聽了姐妹們的禱告，

隔天早上出門坐飛机的時候，我

除了仍有一點點頭痛外，幾乎都

正常了，整個人在回去的路上，

又能吃，又能睡。在加州轉机

時，我們碰到一位朋友的媽媽，

獨自回台灣，老人家非常愁煩，

想到時候怎麼搬那沉重的行李？

我們答應她到了台灣我們會幫她

領行李。我们一直陪著那位伯

母，直到看到她的家人來接她，

老人家好開心，一直謝謝不斷，

我和先生心裏都覺得暖暖的。感

謝神垂聽了姐妹們的禱告，恢復

了我的身體，使我们不但順利地

回到了家，還有餘力照顧別人。

過年之前，我們和姊姊哥哥

報名去北越旅遊。沒想

到武漢肺炎爆發，人們对疫情的

擔心和害怕已籠罩在亞洲地帶。

我們在北越時，越南政府要求凡

從亞洲來的人都要戴上口罩，那

時候的越南還算好，只有幾個確

診的病例，不過那時候，越南政

府已經不讓中國的旅遊團進入越

南，所以所到之處看到的，都是

台灣、南韓或日本團。我們是2

月1日結束旅遊，準備搭下午3點

的飛機直飛台灣。結果越南政府

在那天12點鐘的時候，宣布越南

和台灣往返的班機全部取消。大

概河內機場不知情，還讓我們登

機，我們坐在機上等起飛，一個

鐘頭後，機長廣播，飛機無法起

飛，因為越南政府不准飛機往返

台灣和越南。廣播之後我們在機

上又坐了一個鐘頭，才被放出來

到候機室等待下一步。 這時候的

河內機場候機室一片混亂，因為

政府這一個禁令，要到三月底才

文 / 李一菲

禱告蒙垂聽
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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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解除，影响了許多要去台灣打

工的越南勞工。於是這些越南勞

工就開始在機場大吵大鬧，甚至

要在機場示威抗議，雖然我們聽

不懂，可是可以感覺到那裡的氣

氛很緊張，一亇隨便的挑釁，就

可能引起暴動。這時候，我就對

著我作牧師的哥哥說，我們一起

來禱告吧。感謝主，我們的導遊

是高雄靈糧堂的一位姊妹，我們

三位就開始為這個事情禱告，禱

告完後我覺得有平安，我相信神

垂聽了禱告，但不知道祂要如何

做。果真，在等待4個鐘頭以後，

台灣和越南政府達成協議取消了

航班往返的禁令，我們平安的回

到了台灣。

回到美國之後的第三天，

發現我們家的地下室進

水，1/3的地方都溼了，包括一

些鋪了地毯的地方。我們馬上和

保險公司聯絡，也有emergency 

mitigator來處理，拿了14亇電風

扇和除濕機來吹乾，我們以為就

沒事了。沒想到三天之後，外面

下著大雨，我和先生到地下室去

查看，看到水又進來了。我們忙

著舀水到大桶裏再把水倒出去，

那晚的雨非常大，地下室又積水

了！三個鐘頭之內，我们大概倒

了40-50桶的水出去，可是水還

是不斷的上升，那時候我覺得需

要禱告，我就求神幫助不讓水再

進到家裡，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

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

沒有想到神用更奇妙的方式解決

了我們水患的問題。神給了先生

一亇念頭，使用冷氣機的pump來

抽水，他和外甥女惠中一起研究

如何拆冷氣機上的pump，拆完一

亇使用，但不夠，進水還是比出

神啊！我向祢呼求，因為祢必應允我；求祢側耳聽我，垂聽

我的禱告。

— 詩篇17：6

水快，只好再拆另一亇冷氣機的

pump，看到這兩亇小pumps拼命的

打水出去，這時候，先生冒出一

句話”接下來就是靠上帝的幫助

了”，我馬上接上，”會的，已

經打電話給上帝了”。就這樣，

我們這地下室鬧水災的警報就停

息了，真的好稀奇神的做法。 

 詩篇17：6說：神啊！我向

祢呼求，因為祢必應允我；求

祢側耳聽我，垂聽我的禱告。 

 主我感謝祢，禱告是因我們

需要祢，也相信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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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来到了亚特兰大

的灵粮堂，大概过了几个月

我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我的思

想變得很负面，我开始没办法

正常的读圣经，之后我甚至去

参加主日和小组查经都很受折

磨，每当我状况不好时，凡是

有关圣经中比较严厉的部分，

我都承受不住，因为我在网上

看了太多对我不是很好的信息，

比如异端、天堂与地狱，每当我

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沮喪就会

抓住我，那時我读圣经，就是与

神的话语对着干，虽然我很不想

这样，我也极力地控制自己，可

是我很有限，我越想控制，我就

越痛苦，我甚至想离开教会，

因为我心里有太多的恐惧，在

我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平安。 

 有几次主日信息讲重生，

我就陷进去，我不知道我有没

有重生，甚至有时会想象自己

在地狱里的画面，我极力想把

自己的思維往好的方面想，比

如想象我在天堂的画面，可是

我根本做不到。有时我会想，

如果我不知道这些关于圣经上

的真理，我就不会受这些痛苦，

因为我就不会有抵挡神话语的

这件事，我想逃避但是我心里

知道我不能离开教会，就这样

我时好时坏的继续呆在教会。 

 记得去年年初是我最痛苦的

一次经历，因为圣经中最严厉的

一句教导就是”无论人犯了什么

罪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是

不 得 赦 免 ”

， 这 句 话 抓

住 了 我 ， 我

那 时 的 思 想

觉 得 自 己 就

处 在 这 种 的

状 况 ， 我 根

本 就 没 有 盼

望 ， 那 时 的

我 就 像 个 活

死 人 ， 活 着

也 是 痛 苦 ，

但 是 我 还 是

祷 告 亲 近

神 ， 记 得 那

时 有 个 姐 妹

讲 我 说 : ”

很 奇 怪 哦 ，

你 这 么 害

怕 还 可 以

去 亲 近 神 ，

正常的人不都是因为明白神爱

我才去亲近爱我的天父嗎？”

我 那 时 无 语 ， 他 说 的 是 对

的 ， 但 是 那 时 的 我 就 是 那 个

样 子 ， 我 也 不 明 白 为 什 么 。 

 直到去年七月份左右，神的

爱在我心里很深的吸引我，我开

始更多的亲近神。接下来 我的思

想一點一點的开始展現出光明面

起来。感谢神！今年我终于可以

正常的读圣经了，以前我最怕的

就是旧约，可是今年的读经一開

只要信祂
文 / 葉燕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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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美

我从小在奶奶的身边长大，一直到我来

到美国。    

 来美国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心愿，就

是可以回去看望奶奶，並把福音传给她。但

是我申请身份的事情，一直在审理当中没办

法回去。六月份的一个主日早上，当我在大

堂敬拜时，接到我妈妈來的视频，她說我奶

奶发烧住院了。当时我的心就像被刀捅了一

下，心痛到泪流不止，在我跟妈妈视频完后

我也没心思回去听道，就在外面的走道徘徊。 

 当时Fenny看到我，问明情况后，就拉着

我到一个小房间为我奶奶祷告。当我们一起祷

告时，我感觉神的灵一直在那里，我们就一直

迫切地为我奶奶祷告。在后来的几天，我以为

我奶奶可以康复出院的时候，接到我妈吗的电

话，说我奶奶这次可能挺不过去了。剎时我的

心痛到无法表达。我一直以为我会有机会回去

见她向她传福音，

也一直以为她会等

到我回去的那天。接著Fenny打电话问我奶奶

的情况，她跟我说，现在最要緊的，就是让

我奶奶在走之前可以听到福音，學娟刚好要

回国，可以叫她去看我奶奶将福音传给她。 

 当我们跟学娟姐商量好后，我奶奶的情

况突然恶化。不巧，学娟入关时，又被广州

的海关扣在机场问话，等学娟赶回福州时，

我奶奶已出院回家，在弥留之际了。我妈妈说

奶奶已经没有反应了，但是当学娟趕去看她向

她传讲耶稣的时候，她突然非常的激动，一直

抓着学娟的手不放，然后就接受了耶稣。我很

感谢神，因着祂的怜悯让我奶奶在生命的最后

一刻，可以听到福音，不至于这一生在世上白

活。我也感谢神，虽然我无法回去，但祂藉著

学娟帮我将福音传给了我奶奶。

奶奶聽到福音

始就是旧约，我看到的都是神满

满的爱，神藉着我身边的人让我

从心里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是那么

的真实，我觉得神是那么的靠近

我，很多次只要我开始思想神，

我就控制不住地眼泪往下流，甚

至有时我在上班，我就会走开去

处理一下自己的状态，我现在常

常会问神为什么这么爱我，可是

很快地我又回应自己的思想，我

是不配但我的神是配得一切尊榮

的神，现在我觉得很满足很幸

福，休息时只要安安静静地在

一边听着亲近神的纯音乐，我都

很享受，现在很多的问题，对我

不再是那么的重要了，因为我知

道我属于神，因祂爱我，这就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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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的先生旭光2017年1

月生病以后，我们就一直

领受神的恩典，不论是牧师和

师母的祷告和关心，还是弟兄

姊妹们的支持，都讓我们感到

了神的心意和应许。旭光在诊断

出患有晚期肺癌的时候，我真切

感受到一种绝望。怎么会呢？看

上去很健康的样子……经过一番

思考和调查，我心中的负担就越

来越大了，知道我们需要超越一

切困难的支持，怎么选择在美国

最好的肺癌医疗医院的地点的时

候，我想到我的好朋友宪梅。她

在波士顿，而且是非常敬虔的基

督徒。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有些不

知道怎么办了，于是打電話給宪

梅，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联系，

可是因为是主里的姐妹的缘故，

我就把旭光生病的情况与她陈述

一下。宪梅立即建议我们尽快去

麻省总医院进行治疗，并且约我

们去波士顿灵粮堂聚会。感谢赞

美主，与我的好朋友宪梅通过电

话之后，我的心里满有平安。   

 我们迅速安排好孩子们的

学习生活，然后约好了主治医

生，于二月初飞到波士顿麻省

总医院进行治疗。三天之后，

旭光和我就住進了宪梅家。我

们马上与波士顿灵粮堂的兄弟姐

妹们一起聚会、小组学习圣经、

周三参加祷告会和主日崇拜。当

时旭光还没有信主，宪梅和春生

经常向旭光传讲神的话语，鼓励

旭光多读圣经、常常祷告。在宪

梅家，神开始在我们的身上做新

事，每周二和周四晚上我们会与

宪梅夫妻一起敬拜赞美和祷告。

神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

们的耳和我们的口。旭光的心变

得越来越柔软，很快就决志了，

我们可以一起赞美主，也开始一

起祷告了。旭光在2017年三月份

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十分感

谢波士顿灵粮堂的牧师、师母，

以及宪梅和春生，在我们最低谷

的时候，把神的爱传递给我们，

把神的福音传给旭光。感谢神的

恩典，给旭光足够的时间，让他

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全家都能

够在神里面有平安和喜乐。受

洗后，旭光真的是满有神的恩

典。每一次的强烈的化疗和放

疗，旭光都没有任何不适的反

应。他饮食和睡眠都很正常，

医生觉得他的状况很稳定，就

建议我们回到亚特兰大继续接

受治疗。我们就在2017年八月份

回到了亚特兰大。我们一回到亚

特兰大，就来到亚特兰大灵粮堂

聚会了。在教会牧师和师母的帮

助下，旭光开始正常的聚会，每

天读经祷告，在灵里寻求主。在

那段时光，非常感谢教会的兄弟

姐妹经常来家里为旭光祷告和祝

福。在这里尤其感谢惠国弟兄，

应清夫妇，周晖，一菲和郭靖等

的探访和祷告。求神记念你们。 

 但是好景不长，旭光的肺

癌扩散了，不過他到没有觉得任

何的异常，直到2018年一月份，

他开始觉得头痛得厉害，我赶紧

联系医生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检

查结果非常不好，但是神是我们

的盼望和帮助。十分感谢教会的

惠国弟兄几乎每天都来为旭光祷

告，谈论神的话语。旭光有一

次头痛得厉害，非常痛苦，但

是经过惠囯带领他一起祷告，

头痛就超自然地得医治，旭光

为此非常感谢神的爱和大能！ 

 旭光的状况还是每况愈下，

后来医生说，旭光的情况不乐

观，他的时间不多了。我心中

十分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在

祷告中寻求神的帮助和引领。我

尽快通知了旭光的姐姐和妹妹及

国内的亲人们，希望他们能来看

旭光。感谢神的怜悯、恩典和眷

顾，我很快找到了很好的护工来

幫助陪伴旭光，我的工作单位也

给我非常灵活的工作时间，让我

永生的盼望
文 /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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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专心照顾旭光。

旭光一直到要走的时

候，都没有任何痛苦

和不安，饮食和睡眠

也十分规律。他沉浸

在每天的敬拜赞美

歌声中。感谢赞美

主，祢是我们生命

的主。祢先爱了旭

光，捡选了旭光。

在3月28号的早上，

旭光吃了早餐，精

神状态很好，还与

医生开玩笑。可是

到了近中午的时候，

呼吸困难了。这时候，神给我一

个非常清楚的意念，赶紧给牧师

和师母打电话，同時安排朋友把

两个孩子从学校接回家。神是赐

平安的神，祂让我和三个孩子、

旭光的妹妹旭红都围绕在旭光的

身边，让他知道我们爱他，孩子

们也一个个与爸爸告别，牧师和

师母与我们在一起，为我们祷

告。我的心中充满平安，我知

道旭光可以卸掉所有的劳苦，

神来接他回天家了。十几分钟

之后，旭光就平静、安详、没有

痛苦地离世了，年仅47岁。感谢

牧师和师母与我们同在，一起帮

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感谢主，

让我们全家感受到主里的平安，

孩子们也真的对永生有了盼望，

旭红也感受到神的大爱和平安。 

 旭光去世的第二天，我们

很顺利找到全家都满意的墓地，

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墓园。环境优

雅，我十分喜欢。追思礼拜的安

排也非常顺利。感谢教会的兄弟

姐妹全力支持和帮助。旭光的朋

友同事都来了。牧师主讲，儿

子、我的妹夫丹尼尔、惠国、肖

宇、市议员林先生和我都先后发

言追忆旭光。教会的诗班献上两

首诗歌，接着分享了旭光生前的

照片、生平和与家人朋友相处的

故事，还有旭光的见证。整个过

程庄严隆重又十分

温馨，在场的亲人

朋友无不感动，相信

在那些尚未信主的人

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

子，就是我们在基督

的里面是有盼望的，

我们未来都可以一起

永远在天家团聚。 

 最后，我想说，

从旭光生病到离世，

神一直在我的身边，

给我平安！赐予我丰

盛的怜悯和恩典，让

我不至绝望，反而充

满对永生的盼望。哈利路亚！

主祢永远与我同在

在祢里面没有改变

祢的坚定

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

靠祢丰盛应许站立

我的未来在祢手中

坚固磐石　全能真神

我敬拜祢

 我的心中有一首诗歌一

直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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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99年底在佛罗里达

当地教会受洗的。那时

候，我就是凭着一颗单纯的心，

相信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决志之

后就很快受洗了。之后我就在佛

罗里达参加教会聚会，一年后搬

到亚特兰大，我也接着参加当地

教会的聚会。可是因为孩子一个

个出生，工作、生活越来越忙，

慢慢地与教会和主耶稣疏远了。 

 直到2017年初从我先生生病

开始，神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

宪梅重新连结起来，她是一个

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神也大大

祝福她、她的家人和她手中的

工作。我很感谢神，借着外面

的环境，让我回到神的身边。

我先生从生病到去世只有一年

两个月，在這段日子，神的恩

典够我们用。先生一路没有任

何痛苦，饮食和睡眠都很好，

走 的 时 候 也 有 神 赐 的 平 安 。 

 可是当先生再也不在我身

边的时候，我感到了孤独、寂

寞、害怕、无助和痛苦。我的

心中开始向神问，为什么神允

许这件事发生？为什么我要经历

因為主的愛而重新喜樂

这样的苦难？主啊，为什么？我

开始经常流泪，眼睛常常哭得肿

肿的。再加上先生留下的公司不

容易處理，而先生的家人也难以

相处，我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压

力大得难以承受。我每天晚上都

会害怕得难以入睡，经常要听着

江牧师的内在生活才能慢慢平静

下来入睡。感谢师母和教会的姊

妹花时间，听我述说，並用神的

话语安慰我，让我能够转向神，

远离煩惱的人和事。有一天早上

读经和祷告的时候，神很奇妙地

打开了我的心，用一句经文化解

我对先生公司的放不下。这句经

文是：“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

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

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

应当称颂的。”（约伯记 1:21）

这句经文很清楚地提醒我，我们

两手空空地来，赤裸裸地回天

家，没有一个房子，没有一辆

车子，没有一元钱可以带在身

上。感谢赞美主，神医治了我

的胃溃疡，我不再为公司的事

担心了，完全交托给主！主，祢

来掌控一切！求神来祝福这个公

司及新的管理者，祢来用祢钉痕

的手带领！我只想与祢在一起。 

 感 谢 主 ， 也 感 谢 仁 爱 小

组的组长一菲和其他姊妹们帮

助我，以及为我祷告的兄弟姐

妹和牧师、师母。神是世界的

光，祂是爱，祂是我的牧者，

祂有丰盛的应许。祂是我的荣

耀，我开始常有喜乐和更多的

平 安 ！ 哈 利 路 亚 ， 感 谢 主 ！ 

 我 开 始 紧 跟 教 会 的 读 经

进度，常常祷告，经常感恩，

学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自

然蒙受神的祝福。神开始转换

我的想法，神让我思考，我能

从先生生病、去世这件事学习

什么功课？怎么样让我变得更

蒙神喜悦？我可以如何被神使

用来帮助象我一样受苦的人？ 

 我也与组里的一菲每星期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

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 約伯記1：21

文 / 王菁



感恩見證集 36

四一起祷告，寻求神的引领，参

与教会去年的三个星期的台湾短

宣，也加入儿童主日学每月的祷

告和教学。从这些事上，学习谦

卑是生命的根本真理。让我有一

种新的眼光看待孩子们和兄弟姐

妹们，我时常感受到神的爱，被

神的爱充满而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时候哭得稀里哗啦，但是那是

因为被神触摸而来的喜乐的泪。

因为神的爱，我可以爱主日学的

孩子们，感恩自己身边家人和兄

弟姊妹的点滴小事，感受到与兄

弟姐妹们一起的平安喜乐。因为

读经祷告，每天与神连结，让我

有一颗感恩的心，愿意随时随地

为自己和他人祷告，愿意背上自

己的十字架，愿意活出这份爱。

只有神是配得所有的荣耀和赞

美，当我转向神，我的心中充

满了力量和盼望。主耶稣让我

每天有渴慕神的心，吸引我，引

领我，我心甘情愿顺服圣灵的带

领，使我坚定地依靠神。一首诗

歌：只需要祢，在我心里一次一

次地唱出来...

我因为耶稣的爱重新站起来，我

因为祂而喜乐。感谢赞美主！ 

文 / 王菁

2016年一月份开始，我的新年目标是每天做25个俯卧撑。在一

个寒冷的冬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开始做俯卧撑。我想这样一

天的早晨就已经完成了俯卧撑的任务，我就可以轻松一些了。但

是因为天气太冷，没有做暖身运动就直接开始做俯卧撑。我做了

三四个俯卧撑，就马上觉得右肩膀卡住了，立刻疼痛起来，我只

得停下来，心想可能过几天就好了。可是一天又一天过去，我不

敢做一个俯卧撑，更不要提25个俯卧撑。我想到中国古语：“伤

筋动骨一百天”，于是我默默等待右肩膀能自己好起来。  

 一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一直到六个月都还没有什

么好转，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疼痛，最后到了穿衣服都觉得困

难了，所以我决定去看一下专科医生。我约了专科医生，他

是治疗膀子这方面的专家。我一去，他就照了透影，确认骨

头和韧带有没有什么问题。经过专家的检查，他认为没有任

何骨头的问题，但是有发炎的症状，所以他就决定给我打

消炎镇痛封闭针，而且要求我每周至少做两次理疗。但是

因为理疗的时间和地点不方便，所以我没办法去理疗。  

 时间飞逝，已经进入2018年了，我每天还是有右肩膀

痛 的 问 题 ， 穿 和 脱 衣 服 都 有 一 定 的 难 度 。 当 时 教 会 正 在

操 练 聆 听 神 的 声 音 来 为 医 治 祷 告 。 我 也 开 始 经 常 向 主 呼

求，求主赐下怜悯和医治的恩膏来完全医治我。   

 有一个主日，牧师和师母又带领大家做这个操练，大家安静

聆听神的声音，突然有人听到神说要医治右肩膀疼痛的人，而且

所说的症状与我的问题完全吻合。我知道神今天要医治我了。我

立刻站起来，走到前面，等待神完全的医治。当我站在前面的时

候，听着敬拜的诗歌，我的眼泪流下来，感觉到一股暖流涌向我

右边肩膀痛的地方，非常地温暖，然后张莹姊妹过来，就从我的

右肩膀这边抱着我，为我祷告，我记不住她祷告的内容，但我深

深地感受到神的爱大大充满我，而且立即感受到神的完全医治，

一股股热流涌入我的右肩膀疼的位置。真的很奇妙，这个右肩膀

头已经痛了近两年了，当时就得到神完全的医治，我心中充满了

喜乐和平安。回到座位，我迫不急待地用右膀臂做各式各样的动

作，真的右膀臂头得完全医治，可以自由运动了。哈利路亚！感

谢神的医治！

“耶稣祢爱是长阔高深

耶稣祢爱是没有止尽

世上的一切 有一天将过去

我只需要祢只需要祢”

神完全的醫治



感恩見證集 37

神在聖經裏說：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

廢去。（馬太福音 24:35）   

 神 的 話 包 括 了 在 苦 難 中 的 應 許 ， 即 使 行

過死蔭幽谷，祂會陪伴著我們。  

 2019年5月底，我爸帶著孫子們回中國。我心裏

非常不捨，感覺好像有事要發生，所以一直為我爸

禱告。幾天後，我媽打電話給我說：“你爸的綠卡

不見了，都找過了，就是沒有”。我把最壞的解決問

題的方法告訴了我媽，比如：若綠卡找不到了，問旅

行社該怎麽辦綠卡，需要多久，需要什麽資料等，然

後我說：“我去禱告”，就掛了電話。正好當天我讀

到的經文是：撒母耳記上12：16“現在你們要站著，

耶和華在你們眼前將要施行大事。”我有感動用它為

爸爸找到綠卡宣告。兩天後，我媽說：“找到了。我

說：“我知道。”並且告訴她：“這是我讀經時跳

出來的。神說了，祂就會做的。”媽媽在電話那頭

說：“我就說你這孩子，怎麽都不急呢！”  

 6月中旬我爸去看醫生，醫生查不到他有什麼問

題，是他自己告訴醫生說他有血管瘤。醫生做完所

有的檢查後，才知道是主動脈瘤，有6厘米大，隨時

都會破裂，一破人就沒了，醫院當場就把他扣下住院

現在你們要站著，耶和華在你們眼前將要

施行大事。

— 撒母耳記上12：16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 馬太福音24：35

希西家王聽見了，就把自己的衣服撕裂，

披上麻布，來到耶和華的殿

— 列王記下19：1

打開天窗的禱告

了。我妹和我媽聽到消息，立即就回中國。當時我在

加拿大，天天和已回到中國的妹妹在微信裏為我爸禱

告。列王記下19：1“希西家王聽見了，就把自己的

衣服撕裂，披上麻布，來到耶和華的殿” 的這段經

文就一直進入我心，給了我禱告的方向。  

 6月29日我爸做手術，我在加拿大和秀鷹一起為

我爸守望禱告。當時沒有禱告通，做完手術後，就

等待他甦醒。一、二天過去了，還沒有醒。我妹哭

著說：“醫生說再不醒過來會變成植物人。”我傻

了，特別無助地回答：“我去禱告”。我把自己關

在衣櫃裏，開著《祂從高處伸手》的音樂，哭在神

的面前，直到7/2中午時候，我看到一個異象：老爸

滿有喜樂地抬起右手向我招手。我知道“成了”。到

了中國的早上，我告訴我妹：“老爸沒事了”。在這

之前我的家人都亂了，我媽特別的無助，每天都要我

弟媳去燒香。我妹拍著我媽後背說：“老姐說老爸醒

了。” 我媽不信地看著她。過了一會兒，醫生護士過

來通知，讓我們知道我爸醒了。從這以後，我媽再也

不去拜佛，她乖乖地按我的教導去禱告。  

從我爸的身上，我學習到禱告要持續到天開了，等候

到神開始講話了，要有雅各向神要祝福，不給就不放

神走的決心。而我的父母因這苦難，也知道我的神是

真神而回轉，感謝主的大恩！

文 / Lynn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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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生家庭家人和亲戚之间逢年过节或生

日，从不买礼物，只送现金，这个状态一

直到现在。而我丈夫Tom的家人和亲戚之间就像大

多数美国人一样，喜欢买对方希望或需要的礼物

以表一份爱心。往年的圣诞节，给Tom的家人买礼

物都是Tom和孩子们操办，近几年还加上了网购。 

 二零一九年的圣诞节礼物因为经济紧张，Tom

一直没去买。星期三就是圣诞节了，圣诞节前的星

期六，买礼物的重任落在我的身上。网购是不可能

的了，因为在圣诞节前肯定寄不到。星期五的晚

上我把Tom的几位亲人的wish lists研究了一下，争

取把每个人的都记下来，同时又用手机留了底。 

 星期六的早上，我临出门前做了一个简短的

祷告，请求上帝帮助我顺利买到礼物而且开车

平安。我己经做好了这一天都搭进去的准备。

预计我会輾转不同的商店，在美国最繁忙的购物

季节里和美国人一样购物，这是我最头疼的事

情。因为要先去废品收购站，之后我临时决定

去从未去过的一家开在400号公路十五号出口的

Costco。本来一早上一直下着雨，在去十五号出

口的路上雨竟然停了。这让我的心情立刻变得轻

松了一些。因为来得早，Costco刚开门，停车场

上有很多空位，我急忙把车停好，就进去了。 

 奇妙的事情在我不察觉时发生了，我先是走

到中间展示货物的區域，“刚好”就停下在Tom的

家人需要的礼物前，赶紧拿下放在购物车里，又

走了几步，又有一位亲人的礼物“刚好”就在眼

前，一阵心喜，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几位亲

人的礼物都搞定了，而且都是这一家商店，是不

是太巧了呢？我很开心。就算是网购，也没能这

么快把訂单下了的，而我是实物购买，回到家就

可以用应景的包装纸包好。当我出了Costco时，原

先空空的停车场几乎全满，我凭着记忆把我的车

找到了。在回家的路上，又路过CVS，给我生病

的公公买了一把可以折叠的手杖，这个“刚好”

也是Tom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在回家的路上，大

声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帮助我这么快完成我这辈子

最好最多的购物任务，可以轻松过这个圣诞节了！ 

 圣诞节，我们和丈夫的家人在阿拉巴马州的一

个小镇上一起度过。好几位亲人很开心地告诉我，

他们很喜欢今年的圣诞礼物。我充满感恩地告诉孩

子们最不会买礼物的妈妈在上帝的帮助下完成了任

务，这个过程真美好！哈利路亚！

文 / 鄒新虹

買聖誕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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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修復我們的夫妻關係
文 / 毛瑞

2019是我们夫妻结婚的第七个

年头，中国人用七年之痒来

形容婚姻关系进入了危险期，

我虽然不信这些，但事实却是

这样的巧合。张莹说为了帮助

我信主，她愿意背负十字架；

她看到我的进步、也很欣慰我

生命重生了，但我进步的速度仍

没有赶上她所期待的。她说：“

这十字架背得累了...”我试图

请她的妈妈来我们之间做些调

和，然而交谈过后，张莹仍坚

持己见，妈妈也没办法、只对

我说了一句话：交托仰望主吧！ 

 2019年12月8号，颜士熲弟

兄讲了一篇道“我所经历到神的

爱”，他提到耶稣基督为我死在

十字架上，这信息从小听到大、

并没有什么感动，但当神向他的

心启示这信息的时候，他才感到

这句话的真实，他的心愿意完全

降服在神的面前。讲道结束后我

请他为我代祷。周一，当我还在

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意念忽然进

入了我的脑中，那是一个以前听

到过的关于牙齿和舌头的比喻。

有个人有一副伶牙俐齿，那牙齿

上下咬合可以切断任何食物，那

牙齿挡在舌头的前面，自认为会

保护好舌头；然而在不断的上下

咬合中，牙齿不小心咬到了舌

头 ， 甚 至 把 它

咬出了血... 岁

月一天天过去，

当那人七老八十

的时候，牙齿掉

光了，剩下的只

有舌头。我好像

那 牙 齿 ， 自 认

为 头 脑 灵 活 ，

眼 急 手 快 ， 善

于 处 理 生 活 琐

事 ， 但 从 来 没

想过在急躁中所

發的谴责、训斥、否定...真的

让她伤透了心！神没有谴责我

牙齿的锋利，但祂向我的心启

示 ： 祂 更 喜 欢 柔 软 的 舌 头 。 

 2019年12月15号师母继续她

的讲道：最大的是爱---爱人。里

面提到一句经文：【林前13：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

张狂...... 在我和妻子结婚前、曾

经向她许诺过：就算有一天她

不上班，我也能供她一辈子吃

穿。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当她

真的休息多、上班少的时候，我

就开始训斥她：妳就不能在家做

做饭吗？我每天在外面上班也不

容易啊！唯一休息的时间基本都

给了教会！若不是我坚持天天上

班，妳能在家里，在教会里安心

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爱

是不自夸，不张狂。我以前一

直以为自己的理由是充分的，

我对她的爱是付出的，是确凿

的。但当师母解释那经文的时

候，我才开始认真考虑：我那

真的是爱吗？如果是的话，为

什么她不喜欢呢？甚至厌恶？...

那个周日晚上我们吃了晚饭回

家，路上她说自己的脚凉，回到

家时，我打了一盆热水，给她泡

脚。期间我一句自夸的话也没有

说，只是静静地、坐在她旁边。 

 2019年12月22日主日信息是

兄弟姐妹们圣诞节主日见证。我

突然开始期待主日了，我期待神

继续在我们夫妻关系中做修复的

工作。然而那天并未发生让我期

待的事情，反而是在接下来的一

周，祂让我想起一个画面：【路

23：33】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

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

架上。 耶稣背负十字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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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3号我参加了

教 会 一 年 一 次 在 A l a b a m a 

Shocco Springs的退修会。这次

我主动向教会申请服事退修会

中的一些琐事。刚到的那天下

午，牧师说师母的脚扭了，我

便推着她的轮椅、带她去休息

的地方；弟兄姊妹陆陆续续来

營地報到，我也很有礼貌的帮

助了所有人check in，这样的服

事让我很开心。   

 到 了 下 午 5 - 6 点 的 时 候 是

check in的高峰期，很多人问我问

题、或者想调配已经安排好的住

处...... 说实话，那时候就有点心

烦了；想着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一个脑袋能应对好几

张嘴同时问我的问题呢？  

 7点钟敬拜聚会开始了，又

有来晚的人找我帮他们安排住

处，可是我同时又是大會的音

控，如果我去帮他们，那么这

里的调音谁来负责呢？想著想

著我的情绪就上来了，而且心

里在控告：服事敬虔的弟兄姐

妹我很愿意，但对于做得很一

般的人，我很不情愿..... 我组织

了很多理由安慰自己的心，证

明我不该迁就他们；但也很清

楚：神并不喜欢我这样做！  

 周五晚上的回应，我去了

讲台前面，看着周围的人那悔改

的眼泪、虔诚的祷告、降服的跪

下....我挺难过的，主啊，我愿意

为你服事众弟兄，但我的心无法

做到降卑，带着情绪的服事会让

别人不舒服，自己也不舒服，祢

可不可以改变我？修复我？时间

一分一秒的过去，我没有任何的

感动，这时候腿也跪麻了，我很

失望，走回自己的位子，想著还

是在信心中等候吧；哎，主啊，

我不想今年白来一次啊！就在这

个时候，仿佛看到一个異象，

神的灵好象丝绸一般从房间的

角落飘出，覆盖了这里所有的

人，祂竟服事所有的人！  

 后 来 我 的 心 也 在 反 问 自

己：如果神的服事也像我这样

挑挑捡捡，我今天还会站在这

里吗？记得我第一次来退修会

的时候，人家都在听信息，我

卻一直在外面抽烟、打游戏，

甚 至 讲 员 是 谁 都 不 知 道 ， 但

神 卻 从 未 对 我 无 视 过 、 怠 慢

过。我流着泪向祂认罪悔改，

因为我觉得对祂有亏欠。  

 这是神对我的医治，从心灵

深处的医治，從那天开始我看待

教会里的任何人不再比较、不再

分层次，只觉得他们每一个都值

得我尊敬和帮助，感谢主。

在服事中經歷神的醫治
文 / 毛瑞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

不張狂。

— 歌林多前書13：4

人不明白就沿路嘲笑祂；那当

我的妻子为我背负十字架的时

候，我不也曾经嘲笑过她吗？

深深的自责让我再也不敢在妻

子面前指手画脚。后来有一天

妻子也对我说神给了她一个异

象，在异象中她看到了我工作

的辛苦和劳累，以前她只是认

为男人在外面工作，面对压力什

么的，都是应该的，因为所有的

男人都这样，但那一天她是从心

里被神开启来理解我的不容易。 

 当我准备停笔结束这篇见

证的时候，我们夫妻的关系已经

像重生了一般，她每天都在学做

菜，而我看她却看不够。夫妻关

系本来就是个难题，愿神对我们

关系的修复，可以成为教会一些

人的借鍳和帮助，愿荣耀和颂赞

都归于祂！

感恩見證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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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80年代出生的独

生女，在我成长的过程

中，因为中国的应試教育，在

中考，高考的升学压力下，父

母为了减轻我的学习负担，基

本上不让我做任何家务，就连

最基本的收拾饭桌，洗碗，洗

衣，都不用我插手。饭菜好了，

叫我吃饭，吃完饭，饭碗一推，

就啥也不用管了！早上起床，

被褥也不用整理，洗簌完畢，

吃饭，上学！....就在这样的状况

之下，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

技能，也丧失了做事的能力。 

 到美国后，需要很多独立

的生活能力，基本上我是零基

础，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

再加上工作辛苦，日子过的有

些混乱。感恩的是，在这混乱

的生活中，我信靠爱我的主。 

 虽然我不怎么会做饭和收

拾家务，但是我心里一直都渴

望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能做营

养美味的食物给家人吃，甚至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为此多

次我向神祷告，求主赐給我这

样的恩典和能力。起初求做饭

的能力后，我以为主会一下子

让我变成一个很靈巧，很会做

饭的人，因为圣经说祂可以赐

人智慧、能力，所以我也信祂可

以瞬间改变我。但结果却没有，

在继续的等待和祷告中，有时会

对神失望，祂为什么不帮我？！

有时也对自己失望，觉得自己太

差勁，生活的基本技能都沒有。

再加上身边的人，有意无意的说

一些嘲讽的话，就特别不舒服！ 

 但是我渐渐明白，要培养做

家务的能力是一个过程，不会一

蹴而成。慢慢的心态改变了，一

边学习，一

边做，一边

呼求，就这

样继续着。 

 起 初

参 加 教 会

一 家 一 菜

的聚餐时，

我很想和弟

兄姐妹们分

享美食，一

连三天在家

試 做 西 红

柿炒鸡蛋，最后，吃饭的人忍不

住了，說：实在是太难吃了，扔

掉吧！后来教会聚餐我就提供切

好的水果，至少这是我能做的。 

 曾听教会一亇姐妹分享，

她之前也不会做饭，但是却愿

意做给大家吃，开始大家都认

为不好吃，但她向神祷告，并

且坚持努力学习，后來靠着主

的恩典越做越好，甚至得到大

家的贊美。她的见证激励我，

我也向主呼求，虽然我现在什

么都不会，但求主不断的改变

我，让我可以成为有更多生活能

力的人，并且可以祝福更多人！ 

 就这样边祷告边学习，后来

母亲来了美国，她很耐心的一步

一步教我做菜。我开始一点一点

改变，现在，我可以做出包子，

饺子，馒头，炒菜，炖菜，拌

菜....，这些对一个从小就做家事

的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只

有我自己知道，这其中经历了主

多少的恩典，我把一切的荣耀归

给祂！

做飯的能力
文 / 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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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Eva Ni

去年11月的退修會，有一

堂回應時我感受到神強

烈的同在，當時心想太棒了，

可以順勢為自己準備好一陣子

的清單向神祈求。但奇妙的是, 

腦海中卻一直浮現平時不熟的

兩個人的影像，而其中一位我

完全不認識，聖靈提醒要我為

他們禱告，雖不清楚他們的真

實景況，但我仍順服感動為他

們禱告。在禱告中內心感到沉

重以致不停流淚，我也就不再

提起自己的事。這讓我經歷了

神對每個人都有祂極深的愛，

在我們還不認識祂時，祂的眼目

已看顧我們，興起人默默為我們

的需要向祂禱告，也是聖經所說

的“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

要顧別人的事”。   

 退修會結束回到家，心中

有份感動要登入求職網站， 出

現在我眼前的，是在領域及專

業都更上層樓的職缺，我當下並

不考慮，認為太過挑戰，想到自

己種種的不足就直接打退堂鼓。

但內心又有份不知從何而來的一

點信心，催逼著我送出履歷。出

乎意料的是，當晚對方就聯繫我

後續的面試安排。錄取後，告知

我能在家工作，這樣的彈性使我

可以繼續在家陪伴孩子，而這是

我自己打著燈籠也不一定能找

得著的，但神知道也預備我心

所嚮往的，就等我回應。  

 接下來12月回台灣的例行健

檢, 居然收到醫院發現疑似有異

常的通知，當下晴天霹靂，頓時

各樣負面消極的想法、情緒如浪

潮般襲來，使我無力招架。許多

原本已計畫好的事與行程，我已

無心也提不起勁來面對，全人都

被這極厚的陰霾罩住。我揹著還

小的Jacob不住地向神哭泣時，腦

海出現一段旋律，我開始哼起詩

歌，一股平安漸漸地充滿我，使

淚水止住，平復了下沉至死蔭的

情緒，取而代之的是積極面對的

態度，該做的事立志不被影響。

這360度的轉變我深知是神的憐

憫也是祂的作為，靠自己是無

法在短短幾小時內，擊退這些

憂慮走出來的。感謝讚美主，

幾周後的複檢一切無恙！  

 這一連串的經歷，讓我更加

地體會到，在心思這真實的屬靈

戰場上，對準聖靈與聖經的話來

得勝的重要性。太多時候自己負

面的思緒不知抵擋了多少神的帶

領與擴張，正如12探子的故事，

雖然前面有巨人的阻擋，但迦勒

與約書亞二人因著對準並順服神

的話，最後得以擊敗巨人進入祂

所應許的地業。

將心思對準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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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腰痛的
醫治

求祢憐憫我，憐憫我！因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祢的翅膀蔭下，等到災害過去。

— 詩篇 57：1

因祂受的
鞭傷

我得醫治
文 / 劉靜

2019年4月8號那天，早上起來腰開始疼，說話不能用力，任何

一個不適當的姿勢都會引發巨痛，雖然躺下去感覺不到疼，但

起不來，也不能笑出聲，只可直直的站立，不能坐，不能轉動身

子。我今天已經從早上七點站到晚上九點。腰要斷了，疼到不行

了，僵硬啊，估計車是開不了，怎麽辦？想回家呀，試試吧。拉

開車門咬牙爬上車，可車門拉開太大，又得使勁把車門拉回，關

上。坐的姿勢讓腰部很疼，用靠墊塞在疼的地方，半躺下，發動

了車。擔心路上開車堅持不下去，於是打電話給郭靖。郭靖是

淩晨三點鐘才從一個美囯復興教會回到家的，她告訴我，在復

興教會受浸時，她渴望領受醫治的恩膏，那我們就試試吧！然後

我們倆開始禱告，我半躺在車座上，邊開車邊用電話藍牙禱告，

三十多分鐘時間我們一共有三次的輪流循環禱告，我全身大汗，

用手抹一下額頭，很多汗，但不是疼得冒汗，終於平安到家。 

 又是一覺醒來，奇蹟，腰部活動完全沒有問題了！昨晚到家

時，還下不了車，也上不了床，踏上個小凳子好容易才爬上床。

我先試試可以坐起了，然後輕鬆地下床了，左右扭轉一下腰也很

自如。開車來到健身房，居然可以做比平時重25磅的負重運動！

謝謝主，因祂受的鞭傷我得了醫治。

感恩見證集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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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眼睛的
醫治

求你應允我們，用右手拯救我們，好叫你所親

愛的人得救。

— 詩篇 60：5

2019年9月中旬的一天很早醒來，睜開眼睛時，似乎不對勁，眼睛一陣刺

痛，對著鏡子一照，左眼血紅，像兔子的眼睛，燈光的照射又帶來了更

深的刺痛感。接著流下眼淚，我本能地把眼睛閉上，不料更難受，似乎有一

粒石子在眼珠裏面滾動，眼睛裏揉不得沙子，我這分明是石子呀。睜又睜不

開，閉又閉不上，眼淚就一直不停地流，眼睛裏好像有一團火在燒。嘗試用

紙巾浸上涼水敷在眼睛上清涼一下，也不行，紙巾一挨上眼皮就痛。 

 我覺得好軟弱，蹲下來，用手捂著左眼，心裏開始呼求：主啊！我好疼

啊！我受不了了。這時我清清楚楚聽到一個聲音說：我比你更疼。我明白這

是主的聲音，我更明白祂的意思。是的，祂比我更疼，有誰見兒女受苦不感

到更扎心的痛？主上十字架的痛又何止這百倍千倍！好感動，我不由的從心

底深處發出讚美！等到我立起身的時候，眼睛裏那顆石子已經消失了，眼睛

可以張開和閉上。接下來的一週眼睛雖然依然充血、不能見光，但完全不痛

直至痊癒。

2019年冬天美國又爆發流感，我再次不幸中槍。其

實三年前開始，我就帶著信心選擇讓神做我的主

治醫師，來醫治我每年一次的感冒。神給我的處方上

沒有藥，只有兩個字：禱告。 

 這一次是從嗓子發痛和發乾開始，我知道流感來了，第一天過去了，並沒太難

受。第二天開始發低燒流鼻涕了。到傍晚時分，全身骨頭開始疼痛，肌肉發酸，沒有

力氣，呼吸很重且伴有熱度。喝水喝水喝水，那天我喝了四壺水，是平時的四倍，硬

生生的把發燒止住了。 

 （處方一詩篇57:1）求祢憐憫我，憐憫我！因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祢的翅

膀蔭下，等到災害過去。 

 嗓子越來越疼，咽不下口水，越是咽不下就越是覺得老是有口水要咽，今天喝水

特別特別難受，吞咽困難還伴有乾咳，肺裏有痰又咳不出來，（處方二詩篇60：5節）

求你應允我們，用右手拯救我們，好叫你所親愛的人得救。神啊！我正遭受流感病毒

的攻擊，求祢拯救我，因我是祢親愛的人。 

 這次流感的顯著特點是：身體病毒消除後仍然會有一段咳嗽期，但此時已不再具

有傳染性。今天是主日，全身力氣恢復，嗓子不再疼痛，只是還有些許咳嗽。在去教

會的路上求神三件事：給我一個健康的身體，我不想再患流感；給我一顆知足的心，

雖然生病一週沒有掙到錢；給我一個快樂的靈，不管多難也要保持喜樂。

感恩見證集 44

三：
流感的
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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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工。我的刀功極差，切出來的肉也是滾刀肉沒

有形狀，老公雖不會做飯，卻有一手極好的刀功，

切出來的片是片、絲是絲，所以他是我的切菜工。

我洗衣但不擅長整理衣物，每次洗完的衣服老公都

會分門別類疊得整整齊齊，他是我的內務工。我有

幾雙喜歡的鞋子經常脫膠，一開始我自已用萬能膠

粘，鞋子沒粘好卻把雙手粘住了，洗也洗不掉。從

那以後，老公把這個活攬下來，經他的手粘的鞋子

幹凈整潔，自己的手也不會粘到，多次的操練把他

訓練成了一名出色的修鞋匠。性急的我常常等到要

出門了才發現找不到東西，鑰匙、手機、眼鏡等，

每當這時候，老公就主動請纓，總是很快幫我找

到那些就在我眼皮底下的物件。   

 我們是彼此的好幫手，他不愛開車，出門總迷

路，而我卻是一個方向感特別強的人。大年三十那

晚，全家聚餐時間已到，他卻迷路了，連自己在哪也

說不清楚。在大霧瀰漫的街道我終於將他找到，儘管

比原定計劃晚了一個多小時開餐，我沒有怨言，只是

心存感激，幸虧他迷路，我才有機會去載他，不然讓

他在漫天的大霧中開車是多麼危險的事情！  

 神把不完美的我賜給了不完美的他，讓我們二人

成為一體，彼此陪伴，彼此幫補，彼此建造，活出神

在我們生命裏的呼召。

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個和他相配的

幫手。

— 創世紀2：18

彼此的幫手
文 / 劉靜

我和老公Aaron年齡差異大，性格和生活習慣

都完全不一樣。比如說：他性子慢，我性

子急，他吃甜，我吃鹹，他口淡，我口重，他吃

白米，我吃糙米，他喝熱牛奶，我喝冰牛奶，他不

能吃辣，我卻愛猛辣。這樣的倆個人居然能攜手走

過16年的婚姻，聽起來是不是不可思議？  

 結婚前我就認識了耶穌，我一直相信我的婚姻

是神賜的。當婚後的生活出現這麽多不合拍的時候，

我也不止一次問過神：難道這就是祢給我的婚姻嗎？ 

 隨 著 走 進 生 活 ， 越 來 越 能 體 會 到 神 的 美

意，神太了解我倆，因著彼此都不完美，為了

幫助我們的婚姻日趨完美，神把Aaron安置在我

身邊成為我生活中的幫手，我終於明白神沒有

把最好的給我，只是把最適合的給了我。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

個和他相配的幫手。」（創2:18）   

 我喜歡做飯，討厭刷碗，老公就承包了家裏洗

碗的工作，十幾年的歷練，他終於成了一名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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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我
文 / 劉靜

從Peachtree industrial Blvd 的一條小路拐進去

不遠，右轉再進入另一條小徑，這條路

兩旁沒有店鋪，只有樹林夾道，有陽光的日子，

從樹的縫隙中灑落下一地金黃，微風吹動著樹

影搖曳，十分幽靜的一條小路，沿著它一直走

下去，快到路的盡頭的時候，就看到一棟銀灰

色的建築物座落在這一片曲徑通幽處，這就是

我的新家——亞特蘭大靈糧堂。   

 進入大門，首先進人眼簾的就是：哇！好

大一個家！大門兩旁兩位迎賓姐妹笑盈盈地向

所有來聚會的會友問安，再道一句：耶穌愛你。

頓覺家的溫暖撲面而來。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裝

修、弟兄姐妹們無私的付出，新堂終於在10月中

旬正式開始全面規劃使用。大大小小有48間教室

和房間，有容納幾百個車位的前後停車場，後停

車場設有燒烤爐，還有籃球場，以後還會逐漸增

設排球、羽毛球場。大堂高大宏偉，副堂也不遜

色，剛開始進到新家的時候，好像是走入了迷

宮，大家開玩笑說需要導航才能找到自己要去

的地方。弟兄姐妹們都在迷宮中走來竄去，很

多次又走回到原點，我們很開心地在自己家中摸

索、很開心地讚美神給我們這個新的家。  

 新堂使用前後，教會做了幾件十分有意義

的事，首次在新堂慶祝住棚節、以個人認領的

方式，在大堂輪流朗讀整本聖經一遍、緊接著24

小時連續琴與爐的敬拜，新堂宣布正式啟用。在

平安夜的那個晚上，向神獻上我們的歌舞音樂敬

拜。我很興奮，因為每個活動我都有參與其中。

雖然朗讀聖經時，普通話沒那麽標準，唱詩歌時

也跑一點小調、跳舞時的舞姿更是不那麽專業，

但我相信，我們為神獻上的一切，神都悅納。  

 這是一個大家庭，因為神的愛，使得兄弟姐

妹之間也彼此十分關心和相愛，大家都樂意彼此

代禱。組長郭靖細膩體貼地關心著每一位組員，

事無巨細她都會放在心上；經常能吃上勤勞的美

金姐親手栽種的新鮮菜蔬；漂亮的馮阿姨會做各

種美食和她人一樣漂亮，讓人看了就饞得不行；

還有一個特別能幹的俊平哥，他做的每一種食物

都那麽可口，什麽高難度的食品制作他都不在話

下；還有某些姐妹遇上有折扣的好商品，會熱心

的為大家釆購。教會設立了多個不同的部門，有

主日崇拜部、餐飲部、衛生部、教室管理部、會

堂管理部。主日接待組專門接待新人或是嘉賓講

員，廚房組在每個主日會估算好聚會人數，然後

將飯菜進行分餐裝盤，從來沒有誰會吃不上午餐。

最近教會活動室又增添了一些室內遊戲和乒乓球檯

等設施供我們使用。各個部門既分工又合作，責任

到小組到個人，打掃的時候爭先恐後，你幫我助的

一團和氣，可以感受到神的愛在這個家中流淌，

我相信，聖靈很是願意住在這樣的光景中。  

 幾年來教會在買新堂的路上，一直不斷地在尋

求神的旨意，感謝神的帶領，幾經峰迴路轉找到了

這棟大樓，神看著是好的，就把它賜給了我們，成

了我們的新家。我愛我家，它是永生神的教會；我

愛我家，神的應許和承諾在這地；我愛我家，弟兄

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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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青少年的時候，我總

是很輕易的用這些話鼓

勵他們:“要加油！”，“要有

信心！”，“不要放棄！”但是

當神把我放在一個困境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我的信心沒有我以

為的那麼堅定，而我的正面態度

遠遠低於我的負面情緒。在一切

安好沒有考驗的時候，我可以輕

易的處在“屬靈高峰”，我可以

贊美神，說神愛我，或很正面的

鼓勵人說，“跟主的關係好就不

會有任何問題了，即使憂慮也不

至害怕。”但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說什麽。在“屬靈高峰”

的時候，我的自我感覺好得不得

了，認為就算是困境襲擊，我也

能站立得住。殊不知，神一個小

小的考驗，我就跌倒了。我這個

考驗是在基立溪旁經歷的。  

 在列王記上17章中，當以

利亞對著亞哈王起了一個很“威

風”的誓，就是“這幾年若我不

禱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之

後神就指示以利亞到河東邊的基

立溪旁藏起來。我常想，當我工

作很順利，服事很有果效，家裏

面井然有條，感情

往好的方向發展，

那應該意味著我要

進入下一個更“榮

耀”的階段了。 但

在現實中，我卻呆

滞不前進，越想要到

下一個階段，就越没

有信心，我會懷疑自

己是不是搞錯了，絕

望來襲我就想放棄。

就像以利亞面臨的處

境一樣，他被神叫到

基立溪旁，靠著吃烏

鴉刁來的食物和喝著

溪水過活，到最後連

溪水也都枯乾了。在

一整年裏面，多少

次的榮耀中，我總

以為神在迦密山所做的神跡奇事

會隨之而來，就像在18章以利亞

被神大大使用，以一敵850位假

先知，靈裡剛強是最佳被神使

用的時候，但偏偏神在“屬靈高

峰”後把我召到基立溪旁。  

 在這一年裏，神把我從安

逸，甚至榮耀的生活中帶出來，

讓我看見自己的根本問題，並且

開始學習單單依靠祂。在服事

中，我被招募到青年崇拜的分

享信息團隊時覺得自己當之無

愧，但當我看見別的同工分享

的更有恩膏，我開始懷疑我的

呼召是否是錯誤的，慢慢的，

我覺得自己的角色只不過是一

在基立溪旁
文 / Vivie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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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祂必與我同在，

必不撇下我，也不丟

棄我。

— 申命記31：8

個填空，我的用途只是給其他

同工輪班休息罷了，到後來，權

柄對其他同工的偏重，使我都有

想要放棄服事的念頭，儘管我很

確定並且很熱愛服事青少年。我

發現原來我的信心一直是建立在

令我滿意的環境當中。同樣的在

感情裏面，我和交往的弟兄一直

在尋求確切的印證，但是時間一

年一年過去了，一直都沒有等到

可以讓我們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印

證，到最後，交往終止了，我對

神的愛和信心也動搖了。  

 在 基 立 溪 旁 ， 我 才 看 清

楚：我的驕傲，我的軟弱。面

對困難的時候，我的信心竟如

此薄弱，我連站起來的力量都

沒有。我是一個這麽容易就選

擇放棄的人，我根本就不是我

以為的：凡事都很正面、自己

跟神的關系很好、無論發生什

麽事都不會離開神的人。  

 在基立溪旁的時候，我的

負面情緒高到了臨界點，我懷

疑神對我的愛，我覺得神離棄

了我，甚至祂根本不在乎我，

不然，祂怎麽都不按照我求告

的方式回應我？祂愛其他人愛

得一發不可收拾，給我的却只是

那一點點在別人身上多出來，用

不上的愛施捨給我。我覺得我被

遺忘了。但事實上，負面情緒所

延伸出來的想法都不是真理。我

一直在用自己的思想來建立我的

信心。當神不按照我所禱告的祝

福我時，我就覺得神不祝福我；

當環境惡劣的時候，我就不認神

的良善。感謝神，儘管我來來回

回，多次掉入謊言，以負面情

緒的誘導取代真理時，慈愛的

父神總是救我脫離謊言。  

 在一次神與我相遇的情境

中，父神親自向我顯明祂多麽

寶貝我這個女兒。已經成為父母

的朋友有時會說，“真想找機會

丟下小孩，丟下配偶去‘放風’

一下。”但父神卻對我說，“

我的眼目從沒有離開過你，你

行走，你跌倒，你微笑，你哭

泣，我都一直把你看在我眼裏。

我生你，就為你負責到底。”之

後每當我又跌入謊言時，神總

是用祂奇妙的方式來顯明祂愛

我。当我感到孤單的時候，父

神讓我知道，原來在這個基立溪

旁，我不是一個人，祂一直伴隨

我，祂也沒有離開過我。  

 基立溪是一個磨練我，建

立我，塑造我的地方，儘管我是

多不喜歡，多想放棄，但是這個

課程我一定要學。因为被磨練過

的器皿神才能使用。我是祂的兒

女，所以祂非要我學這個功課不

可。原來不是環境來決定神是否

良善，而是祂本是良善；也不是

按照我所求的方式才是祝福，而

是一切祂給的都是最好的祝福。

我仍然在基立溪旁過著我的日

子，但是我不是一個人，因為

祂必與我同在，必不撇下我，也

不丟棄我（申31：8）。  

 看似溪水已經枯乾了，但

是神的目的不是只讓我靠溪水供

應，而是相信並領受從神寶座湧

流不息的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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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参加了台湾暑期的短宣，并担任

领队与队妈的角色。在参加训练时就有

些咳嗽，第一个晚上，因一直咳嗽，整个晚

上无法睡觉，第二天起来头已经发脹，快要

生病的样子。那天我知道再不休息，整个身

体都要生病了，所以那天就休息。当我起来

时，上帝提醒我一句话，”你用力推我，要

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 (诗篇 118

：13) 仇敌要把我推到，要使我无法好好的

睡觉，使我精神不好，无法在作战的状态为

青少年祷告。我要更警醒祷告，靠主得胜。 

 在第一天去教学时，我们坐着当地志

工Tina的汽车，从上午的学校开往下午的学

校。我们在车上睡觉，睡得香香的。突然车

子失控，眼睛睁开，看见我们的车子在高速

公路上快速地打转，开车的Tina，完全不知

道怎么办，只能两手放开方向盘，我们不断

地呼求，“主啊，救我们！”我往后看，所

有的汽车都在远方慢慢的停下来，没有一部

车子撞上我们。接下来，我就看见上帝大能的手，

让我们快速打转的车子慢慢的停下来，并且把我们

的车子放在高速公路的最右边。当我们停下来的时

候，左边车道的车子快速地衝过去，上帝大能的手

拯救了我们。后来我们试着了解到底什么原因使車

子突然失控？原来是在我睡觉时，我的背包带子意

外地拉动汽车换挡的杆子，使车子从最高速度突降

到最低速度，所以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打转。这实在

是人没有想到会发生的意外，但上帝拯救了把我们。 

 在礼拜三下午，我把队妈、领队一切该做的都做

好了，但心里仍觉空空的，很不满足，对灵魂也没有

什么爱。下午我们早一点回到宿舍，有一点时间，我

就独自去安静祷告。祷告时才发现我里面好空，好渴

求神的同在，我留意外面的工作，里面却忽略了最重

要的那一位耶稣，就是那位呼召我们来宣教的耶稣，

我赶快悔改，求神帮助我。 神也让我明白那天晚上，

我们团队祷告的方向是什么。晚上整个团队祷告时，

我分享了下午自己的经历，看重外面的工作，却失去

留意最重要的耶稣。分享之后我们就开始祷告，我把

我最真实的光景跟神认罪，其他几个队员也跟上，大

快被推倒，神却帮助了我
文 / Joy 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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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意识到我们都忙于外面的工作，却没有留意到呼

召我们来这里宣教的耶稣，大家都在认罪并表明我

们要耶稣，好几位都在跟神真实的祷告呼求。神听

我们的祷告，神得回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的焦点

转向祂，我们这样祷告约有75分钟。那天晚上跟神

悔改，使我们大家心里都预备好隔天的见证分享。 

 我的咳嗽一直没有停，睡觉很辛苦，有2到3

个晚上几乎没睡什么，早上起来好累，我知道我若

不强烈的祷告，就无法胜任一天的任务。于是自己

找个地方，大声用方言祷告，直到有力量才离开，

那天上帝就供应超自然的力量，使我胜任那天的任

务。因为长时间，睡眠不好，常常经历身心灵疲倦，

仇敌就用负面的思想来袭击我。第一个礼拜时，我

告诉小队的青少年一些事情时，他们不听话，甚至

也不为自己的态度道歉，使我心里很难过。到礼拜

五，我意识到我里面有负面的思想与情绪，觉得陪

伴青少年来台湾有什么意思呢？他们的态度都这么

不好，一点也不感激，我干嘛那么辛苦呢？这种想

法在我里面，使我失去了喜乐，而且很痛苦，看到

这些青少年时一点爱都没有了。我就找个地方去跟

神祷告，没多久就觉得需要找一个人来一起祷告，

把心中这些负面的思想与情緒。敞开在神的光中，

让神来医治。我找到了Tina跟她一起祷告，把我最真

实又黑暗的想法向主坦诚，向主认罪，并表明多么渴

望像耶穌那样， 能无条件的去爱。当我真实的倾倒认

罪，我感受到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下来，使我枯干

的心灵，再一次充满基督的爱，整个人就活过来。 

 我的仇敌不要向我誇耀，你虽在各方面用力推

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在每一件事上都帮助我。

你用力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華帮助

了我。

— 詩篇 118：13

文 / Joy Mao

等候神，就得帮助

2019年上帝扩大我的服事领域，暑假去了

泰国带儿童夏令营，之后又到台湾带国

小国中的英语品格营。去之前，上帝给我

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首先，在全家去

海边度假的路上，我拿到生平的第一张交

通罚单，而且罚得很重。其次，很少摔跤

的我，竟然狠狠地摔了一跤。这不寻常的

事，使我去寻求神。上帝给了我一句话，“

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我的拯救从

祂而来。”（诗篇62：1）上帝在提醒我，

虽然我做儿童工作有13年的时间，去台湾

短宣也有三次了，但还有更多是我不知道

的，要等候仰望神的带领帮助。  

 泰国的服事，第一天到達會场时，管

理场地的同工告诉我们，大会只能为小孩

租到一间大教室，所以从1岁到11岁的孩

子都会在一个大教室上课。在第一天晚上

我们聚会时，小的哭，大的吵，整間教室

闹哄哄的。我们想到接下来若只有一間教

室，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带领这些孩子。

我们去等候神，神放下一个感动， 要我们

为多一间教室继续迫切祷告，我也跟管理

场地的同工继续表达我们的需要。第二天

场地同工仍然表明没有办法再加一间教室

短宣泰國 —

感恩見證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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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们。我们持续地向神恳求，甚至

向场地同工表明我们愿意自己付钱多

订一间教室，这亇意愿感动了场地同

工。到第二天下午左右，场地同工来

告诉我们好消息，有另一个教室可用

了。我们等候神，神就赐下帮助。  

 在带领孩子们进入神的同在的服

事里，我们发现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可以跟得上。有

很多孩子在回应神时都睡着了，或是跟别的孩子讲

话。我们就到神面前等候，求问怎么帮助孩子们。

有一天神就开启我，这些孩子怎么会那么累呢？原来

是这些宣教士的孩子，平常他们都没有机会在一起，

一年只能1-2次在营会见，所以见面都很兴奋，晚上

一起玩到很晚才睡觉，以至于早上起来聚会都很疲

唯獨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
我的拯救从祂而來。

— 詩篇 62：1

倦。我问上帝怎么办呢？上帝感

动我，聚会回应时，不要让他们坐下或跪下，因为他

们一旦坐下、跪下就会睡觉。上帝要我带他们站着，

并不断的教他们怎么回应神。上帝也开启我，让我意

识到大部分的孩子对神的同在相当的陌生，平常没有

这栐的操練，所以不知道怎么回应。神就感动我要为

他们抹油祷告，求神开启他们

属灵的眼睛、耳朵，可以在灵

里看见、听见。那天我顺着神

的感动，带领他们回应神，他

们站着，甚至极力跳舞，然后

再为他们抹油祷告，那天几乎

每一个孩子都有突破和领受。 

 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

息，我的拯救从他祂而来，不

管我有多少经验，每一次仍然

要等候寻求，神就可以赐下拯

救得胜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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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亚是我家的老二，他是他们高中机器人社团的

社长，这几年参加了很多次机器人的比赛，但

是很多时候他们的比赛成绩都不是很好，不是拿到

中间的名次，就是倒数的名次。因为他们的学校在

运动项目上很强，但在其他的方面就没有那么多的

经费支持，所以没有经费买更好的配件把机器人做

好，這使得书亚很不喜欢去参加机器人比赛，因為

每次去都没有好成绩，總是灰溜溜地回来。  

 今 年 的 一 月 十 一 日 ， 书 亚 的 老 师 要 他 再

去参加机器人比赛。他去的时候就跟上帝祷告

说，“上帝啊，请祢帮助我，不管成绩好不好，

让我有个对的态度，并且能善待我的队友。”

他在参赛的过程一直如此祷告。   

 參赛的每一个机器人都会被评分，然后排名

次。总共有28个学校參加，书亚的机器人得了第24

名，是倒数第五名。感谢上帝帮助书亚，他没有因

此而沮丧，还是带着平静的心面对这结果。  

 比赛最后一部分，是每个学校的队伍要选择

跟另外一个学校配搭，参加决赛，通常前面几名

的队伍有优先权，可以选前面几名实力强的学校。

但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第三名的学校要选择搭

档时，很多学校都拒绝了他们，造成後面的选择一

团混乱。到第五名的队伍要选择搭档时，他们只能

从后面几名的机器人里面去选，第五名的队伍非常

沮丧，不知道要选谁？因为倒数几名的机器人看起

来都不怎么样，最后，第五名不得不选书亚队伍的

机器人，书亚听到第五名队伍选他们时，他简直吓

呆了，怎么可能跟第五名的一起配搭当伙伴，参

加最后的决赛呢？难道是上帝给的神迹？  

 于是书亚的队伍，跟第五名的机器人一起参

加最后的竞赛，他们一直比赛，一直成功，竟然

打到最后的总决赛，然后是跌破众人眼镜的结果，

他们竟然拿到总冠军，而且会代表这个区域去参加

乔治亚州的竞赛。书亚简直不敢相信，好像做梦一

样，怎么可能是他们得到总冠军呢？但书亚知道那

天的总冠军完全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因为他们原

来是倒数第五名的，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跟第

五名配搭，才进入到总决赛拿到总冠军。  

 书亚学到当有上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再弱的队

伍也有可能得胜。但书亚最感恩的，就是那天上帝帮

助他用对的态度参加比赛，不管是得胜失败，只要有

一个对的心态，他就已经得胜了。

書亞的反敗為勝
文 / Joy 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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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惟崧

主不僅信實而且滿有憐憫，

祂恩待每一個兒女。三

年半前主帶領我和太太宜花從

矽谷搬到亞特蘭大，在Grayson

定居，一切是那樣美好，社區

每一家都彼此認識而且相處和

諧，我們很快就融入了社區生

活，一百四十多戶除了我們一

家以外全是白人或黑人，但是

基督徒卻佔百分之八十五，由

於是老人社區生老病死佔了三

樣。剛開始我們為了尋找屬靈的

家，遠近的教會都曾試著了解。 

 亞特蘭大靈糧堂當然也是我

們嘗試尋求的歸屬，一個月下來

在主日敬拜中特別能親近神，但

是禮拜五晚上的小組查經對我們

來說特別不方便。因為路況不熟

悉，再加上晚上視線不好，一趟

要開三四十分鐘不說，還得留意

橫越馬路的鹿群，這對七十多歲

的我是很大的壓力。就在這時，

社區有人邀請我們去參加附近的

美國教會，會後有一對美國夫婦

不住的關注我們，邀請我們參加

教會的小組與詩班，我們去了幾

次，太太就喜歡上那教會，對我

來說解決了夜晚開車的問題，

雖然語言、文化有些差異，但

是溝通上還沒有太大的問題。 

 在那裡住了兩年多，買中

國韓國食品、上中國韓國餐廳、

看中國醫生都必須開車三、四十

分鐘，感覺實在不方便，因此產

生了再度搬家的念頭。我們求問

神，當時神沒有回應我們。一年

前來參加亞特蘭大靈糧堂開堂十

四周年的慶典，徐牧師、師母

邀請我們回來，而且教會搬遷

到新堂，大堂也在趕建需要人

手，特別是在音響部分幫助毛

瑞弟兄，當時我的回答是我們

也有意搬來這裏，還沒有得到

神的回應，為此請求牧師為我

們搬遷與往後的人生方向代求。 

 不久神就指引我們看到現

在的這棟房子，地點及周邊的

環境都很滿意，尤其是一進門

就感覺到這是 神為我們預備在

地上的家，從此不再為夜間開山

路擔心，又能回到這熟悉屬靈的

家了，興奮當然不在話下。因此

在獻堂的時候，也就正式重回到

主為我們預備地上屬靈的家。雖

然新堂的裝修工程沒有參與，但

是感謝神在我即將步入老邁的年

歲時仍然給我這麼美好的家。正

如祂説的話：我的恩典夠你用。

主所應許的總是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祂的意念也絕對高過我們的

意念。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

主恩夠用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

的能力覆庇我。

— 哥林多後書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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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 愛 情 故 事 的 開 端 ，

總 是 始 於 男 女 主 角 的

奇妙相遇，我們的也不例外！ 

 回 顧 那 一 幕 ： 笑 容 燦 爛

的惟崧，在教會的餐廳，走向

心儀的宜花，手裡捧著的不是

一束鮮花，卻是一大把自家種

的韭菜，宜花接過禮物之後，

居 然 心 跳 加 速 ， 而 且 這 種 砰

然心動，一直沒有消停。  

 每 次 宜 花 聼 到 惟 崧 過 往

的 經 歷 滄 桑 ， 就 像 是 一 面 鏡

子，看到了自己，也對惟崧生

出憐恤之情。經過六個月的禱

告，上帝要宜花「剛強壯膽」

， 踏 出 信 心 的 第 一 步 ， 於 是

就 決 定 嫁 給 惟 崧 ， 一 心 想 到

的 是 ： 我 要 好 好 愛 他 、 保 護

他，就如同愛我自己一樣。  

 我先生是一個心細體貼的暖

男，婚後對我呵護備至、設想周

全，想把我當皇后來寵愛。然而

單身許久，自主獨立慣的我，對

他的行為舉動，有時反而覺得肉

麻黏人、嘮叨婆媽，尤其為服事

和家事忙得不可開交之時，他仍

含情脈脈盯著我看，讓我非常的

不自在，不知如何是好。  

 我先生常覺在工作中被上

司和同事排擠、嫌惡，剛開始

我還安慰他，願意陪他一起禱

告，但是兩年後，這些負面思想

和情緒，仍然不斷地重複，於是

我開始心生不悅和厭煩！  

 兩 人 日 久 的 口 角 磨 擦 ，

加上我的高齡老母需要長期照

護，我的壓力爆棚，除了不斷

的爭吵，也開始數落我先生，

說出很多傷害他自尊的話，於

是兩人的關係跌入冰點。  

 然而偉大奇妙的真神，藉

著一位從英國來的Peter Horrobin

牧師，在教會開三天的「內在

醫治」課程，醫治了我破碎的

心，聖靈也讓我看到自己如何

傷害了丈夫，所以當晚我回家，

便抱著惟崧，在他懷裡不斷哭泣

要求他原諒，我先生非但沒指責

我，反而安慰我說：沒關係！

那時我得到饒恕和釋放。  

 被神醫治後，更明白神為

什麼把惟崧賜給我。嫁給他後

使我更加有膽量，有擔當，不會

理財的我，也養成有遠見並為將

來計劃的好管家，也甘心樂意的

使丈夫的生活舒適滿足。  

文 / 王宜花

我的良人

 在另一方面，我也深深感

受到他對我也是一樣的！他保護

我，在風吹雨打時，確定我在屋

簷下安然無恙；我累了，他幫我

清理；生病時，煮雞湯給我喝。 

 愛人如己，我常常思想，

如果我們連自己的另一半都無法

體貼，不包容，不饒恕，不顧惜

對方，那我們絕對不是完整的一

體，又如何愛人如己呢？  

 非常感謝蒙神揀選，我們

信了耶穌，是屬神的兒女，有聖

靈的提醒和認罪悔改的機會，兩

人之間的感情才會愈來愈茁壯。 

 現在結婚十幾年，不知道從

何時開始，無論在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或有多遠，只要我看到他

含情脈脈的望著我或對著我笑，

我就會以最燦爛的笑容回應我的

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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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主 ! 给 我 机 会 在 今 年

六月份和教会的一些弟

兄姐妹们，一起参加泰国的短

宣，目的就是要服侍一群孩子，

他们都是中国宣教士的子女。 

 既然他们都是宣教士的孩

子，那麼这些孩子应该都是在

教会里成长的，多多少少应该

都认识神。所以我们在去之前

就预备充足，选了好多诗歌、游

戏和手工，还有每天都会给他们

讲一篇信息，希望把他们带入神

的同在中，在更深之处遇見神。 

 然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

化；当我们去到那里，也就是

周一下午，在走向教室的路上，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被妈妈抱着，

她好像不太愿意去教室，所以我

就把她抱过来，这样她的妈妈就

可以安心去聚会。没有想到这个

小孩一直哭着要找妈妈，为了不

影响其他孩子的上课，我只能把

她抱到外面去。因此我就错过了

第一天向孩子們做自我介绍和认

识他們的机会。那时候，我就觉

得自己这次来泰国恐怕只能做保

姆了。之前准備给孩子们上课

用的教材肯定是用不上了。事

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天，事情就

真的就像我所預期的，每天都

会有不同的孩子哭闹，然后我

就把那个哭鬧的孩子抱出去。 

 唉！我做了那麼多准备，

花钱又花时间出国短宣，结果

變成做了临時保姆，这样的心

情你能想象吗？我心里的失望

你能理解嗎？但是後來我冷靜下

來，心裡想：如果我一直被失望

和不满的情緒攪擾，那我这次来

泰国就肯定是徒勞無功，而且还

会影响到整个团队。所以，我告

诉自己只要感恩，不要再抱怨。 

 下面我要和大家分享几点感

恩的地方:  

 

感謝神，我每天睡眠都很

好，也没有时差，以往在外

面睡陌生的床我都不能睡好觉。

这次睡得很好，这实在是神的恩

典。

 

為服侍1岁多的小孩，重温

抱着小孩的幸福感恩。虽

然，她们总是哭闹，但是只要

我抱着她们出去走一走，她们

就会安静下来，只是外面太闷热

了。如果在屋里陪着她们坐太久

了，我的腰就会痛，抱久了手背

会痛。感谢神！在发出祷告事项

后，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和师母

为我祷告后，我的腰就好转了。

非常谢谢大家为我的祷告!

 

  

 她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聪

明的小女孩。我不会忘记和她一

起数小鸟和蝴蝶，一，二，三，

五，六，七…….她不喜欢”四”

，所以每次都直接跳过”四”就

数”五”了。

 

 

 她真的是一个愛哭的孩子，

不管怎么哄她，或是转移她的注

意力，都不管用。她就是一直要

找妈妈。有一天早上艾沐一直哭

闹，不愿进教室，我就一直带着

她在外面走来走去。因为外面的

空气太闷，我心里就有点不耐

烦，心想教室里有空调你为什么

就不愿进去呢？那时好像神在对

我说：“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还会这么不耐烦吗？“那會兒

我的心就静下来，神的爱也再次

充满我，我也比较享受和艾沐在

一起的时间了。虽然，艾沐后来

没有每天来，但是，最后一天她

来后，郭靖姐就一直在外面陪着

她很长一段时间，她后来也没有

之前哭得那么厉害了。这也让我

文 / 黄友琴

俏絲（代名）- 1歲8个月

艾沐（代名）- 1歲10个月

短宣 證泰國2019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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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郭靖姐是一位很有耐心的姐

妹。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不仅有

耐心而且很温柔。能够和她一起

同工也是我的福分。 

 

  

 他的名字有点像我先生的名

字”Ian”我不会忘记他从游泳池

里上来后，在我帮他换衣服时，

他站着直接就尿尿到我的鞋上。

鞋没洗，我把他的祝福带回家

了。这个孩子一开始在和大家一

起敬拜时总是跑来跑去，不能安

静站或坐在同一个地方。但是，

后来他慢慢的改变了，他愿意站

着敬拜了。记得最后一天在敬拜

时，我把他的手舉起来敬拜他也

愿意了，偶尔他还会把我的手放

到他心上一起敬拜。那一刻我真

的很感动。其实，我们只要做我

们可以做的， 上帝可以做我们做

不到的，那就是改变人的心。就

算是一个五岁还不到的孩子，他

也可以改变。

 

 

 我记得，第一个晚上我也

试着抱过他，但是他用力挣扎，

又跳又踢，把我推倒在地起不来

了，当时真感觉力不从心啊！感

恩的是我们有Melody這位年轻有

力的老师，她一直抱着这个男孩

不知过了多久。我还记得起初这

个男孩被Melody抱着时，他边哭

边说:” 你们很坏，都不让我走。

我不要和你们在一起，我要去找

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最后也变得很乖。在我唯一的一

次机会给他们讲故事时，他非常

专心地听。我讲的是我自己真實

的经历 - 神的话语不僅帮助我去原

谅一个伤害我的人，而且還为他

祷告的故事。或许因为我没有Joy 

讲故事的那种生动吧，婧媱就用

熊猫 puppet 扮演那个对我很凶的

人，帮助我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吸

引孩子们，以至于这个男孩看到

我那么可怜，他差点就哭了。在

这件事上我也看到婧媱有服侍孩

子的恩賜。可以和她一起同工，

我非常感恩。

 

為我们教会的青少年 Joseph, 

Melody，Joshua，Julie and 

Caleb 感恩，他们都很棒，充满

了青春活力，特别是Joseph满有

热情的敬拜让我看到这一代的希

望。他们不止可以把小孩带入神

的同在，也可以把每位服侍的老

师带入神的同在。起初很多小孩

不愿站在同一个地方敬拜，可是

到最后他们都俯服在地敬拜主，

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神的同在。 

 

為我们主日学的校长Joy感

恩，她每一次讲故事，都

能帶出生动活泼的臨場感，不

由自主的就把孩子们带入更深之

处。她真的不愧是我们主日学的

校长， 我在她身上看到神赐给

她服侍孩子的恩典，好像取之

不尽，用之不完。感謝神!我们

有这么好的一个团队的领袖。 

  

 这是我们这次去泰国的目的 - 

把孩子们带进神的同在中， 进入

更深之处来认识神。虽然， 大部

分的时间我在做保姆，把那些哭

鬧的孩子带到教室外面去，看似

不重要，却也是神要我这次在短

宣队中做的事。所以， 将荣耀和

赞美归给神，因为在祂的旨意中

一切都是好的。

鷹蒽（代名）- 4歲5个月

約翰（代名）- 5歲5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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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三月我從臺灣旅遊回來，我工作的老闆突

然對我說，五月份他們回上海，回來以後就不

需要我再幫他們了。當時我覺得有點不知所措，

因為我在他家做了多年，一切都已經很習慣。所

以我就試問他們，能否讓我在他們家做到年底，

但他們說他們已經決定了，我只能說那好吧。 

 我前面的路該怎麽走？沒有工作就意味著我沒

有地方可住。我想到去申請老人公寓，那天我去了，

因為是周六，老人公寓的辦公室不開門。我的兒子

周一到周五上

班，平常根本

沒有時間載我

過去。我又問

郭靖，她因為

要準備泰國短

宣 也 沒 有 時

間。後來我問

了Sandy，她工

作的老人活動

中心，周六有

開門。我的兒

子就帶我去問

了Sandy的經理。她的經理說申請老人公寓要等兩年。

我想：那就趁空出去走走散散心吧。Lynn曾說孩子們

放假時，他們會去加拿大。我問她是否可以跟他們一

起去。Lynn說要問她的先生。當買機票的時候，Lynn

說他們的新房裏還沒有買什麽家俱，不方便我去。 

 我也自問：還要找工作嗎？我已經70多歲

了，可能沒有人會給我工作的。   

 那段時間我的心裏很孤單，也很愁煩，覺得沒有

路可走了。我常常用聽詩歌的辦法讓自己安靜下來。

一天我聽到一首歌，歌名是《有一天》, 歌中唱到： 

 

  

 

 

 

 

 

 

 我知道主藉著這首詩歌對我說話，祂在向我

承諾：祂一定會幫助我。我一下子從歌詞中得到了

力量，決定把重擔交托給主，不再為這件事犯愁。 

 有一天跟美金姐妹通電話，把我的情況告訴

她。她建議我去問問鳳嬌姐妹，因為她有幫人做

事。三月底的時候，我問鳳嬌姐妹：是否有人需

要請住家保姆照顧老人? 我也問她，我這個年紀還

有人要僱我嗎？過了兩個星期，鳳嬌姐妹告訴我：

連珠姐妹需要馬上請人照顧她的父親。因為原先照

顧的人要回大陸，連機票都買好了，是4月15號。

那時我還在我以前的老闆那裏工作，我就跟老闆

說了這件事。老闆說沒有關系，有工作就去吧。所

以4月15號，我就去連珠姐妹家照顧她的父親。一

直工作到現在，已經快1年了，而且做得很開心。 

 如果當時決定跟Lynn去加拿大，這份工作的機會

就錯過了。這一切都是主所安排的，我的一生都在主

的手中。主是多麼地愛我，祂的愛真是不離不棄，有

主真好！

我的幫助者
文 / 馮秀月

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棄；

有一天，你若感覺沒有人愛你；

那一天，不要忘記有人愛你；

那一天，不要輕易說放棄。

這個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祂愛你，祂願意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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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我们夫妻关系非常紧张的一年，因为

工作的变动使得先生情绪很低落，经常唉声

叹气，负面消极。当我面对他的这种情绪的时候

我会鼓励他，让他往好的方面想，耐心等待。虽

然嘴上说着鼓励的话，心里却是在抱怨他，对他

低落的情绪非常不满，当然在不满中我说的话也

不会是温柔的，最后我们就会吵架。每天他在我

面前抱怨，我在心里对他抱怨。我也每天祷告，

可我祷告都是让神改变他改变他，我觉得我做

得很好，我没有意识到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 

 这种紧张的关系持续到11月，一次和教会的姐

妹一起去IHOP24小时敬拜，到了教堂有一位姐妹在

台上唱歌，唱的是英文歌，我听不懂，同去的姐妹

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听不懂没什么感觉，如果是

中文歌就好了。话音刚落，台上就响起了中文歌，

虽然我没听清是什么歌词，但当时让我非常的感动，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神什么都知道。台上唱歌

的姐妹敬拜结束下来找我，当我和她坐下来，我就

一直流泪，心里是又委屈

又喜乐，我有好久都没有

被神这样的触摸。姐妹问

我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帮

助，我和她说了我和先生的

关系。她告诉我她有一段时间也有这种经历，她就是

祷告，祷告后，神把她对先生的担忧完全拿走了，

她的心里感到非常的平安，她的先生也慢慢好转。 

 我也祷告，可是我觉得我的祷告没有果效，就好

像神没有听到。因为我祷告的时候心里有不满，有抱

怨。“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诗66：18)。 

 有一个意念让我要禁食祷告，我要向神悔

改，求神改变我！11月10日我开始了40天的禁食

祷告，在祷告中我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思，求神

改变我，赐给我智慧，赐给我温柔，让我知道

怎么去爱我的先生，当我面对我先生那种消极

情绪的时候，求神教我用神的方式去面对他。 

 在禁食祷告中有一个晚上做梦，梦到一个男人

牵着我的手，我被牵着的时候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平

安，没有一丝一毫的忧虑，就像是一个孩子被父亲

牵着的那种安全感（太享受那种感觉了）。然后他把

我的手交到我先生的手中，

我的不安全感又来了。学娟

姐告诉我说是神牵着我，把

我交给我的先生，让我们

要和好。是的，神都知道

的！因为当我们关系紧张到极点的时候，我就有想

和他分开的念头。感谢主，祂都知道，祂一直都在。 

 禁食祷告中，我感觉到先生的改变，笑容在他脸

上多了，他的工作也得到客人的肯定，我心里不再对

他抱怨，更多的是爱他体谅他，之前我做不到体谅。

只有神才能改变一个人，神改变了我，也在先生身上

做工。现在当我为先生担忧的时候，总有一个意念告

诉我：神已经介入我先生的生命了，我无须担忧！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 詩篇 66：18

恢復
文 / 林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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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的爸爸妈妈移民到美国来，我非常的

感恩，也很兴奋他们能来。但也有我担忧

的地方，因为我父母相处的方式，是我和弟弟妺

妹最头痛的。因为他们常常吵架或彼此冷暴力，我

从小就在他们之间做和事佬。我到了美国20几年，

他们还是一样的相处模式，只要吵架就要一两个月

不讲话，和好了几天又不开心，又要一两个月不讲

话。他们在中国是分房睡觉，来了美国，我和爸妈

说：我房间没那么多，你们要睡在一个房间。来美

国才一天就吵架，就和我说要分房睡，这样陆陆续

续分分合合又过了几个月，我也是一直做和事佬。 

 后来我妈说我处理他们的关系不公平，我比

较偏我爸爸。我仔细想我妈说的话，也一直祷吿，

难道我妈说的话是真吗？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感

觉家里的气氛很糟糕，因为我从小是从那样的氛

围成长，所以对家冷漠的氣氛很敏感，好像他们

又吵了。那天我叫我妈吃饭，她不理我，我再叫

她一声她还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那天发觉我有

情绪要出来了，我趕紧对他们说，我不吃饭要安

静一下，我就去另一个房间坐在沙发上祷告，在

神的面前一直哭，眼淚就像雨一样，哗啦哗啦的

重燃愛情
文 / 林學娟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

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

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

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

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

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

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轭和指摘

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

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

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

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

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

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流，我从小的委屈，我妈妈的态度对我的伤害，

那一天神借着这件事情，把我带进更深的医治。 

 后来我发觉自己再去

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有

不一样的态度了，我会

去祷吿，不再对他们讲

道理了，这真是神使我

这个人在家里成为有光

的灯了，要不以前我的

心情也会被影响。  

 3月份教会有禁食

祷告，每次禁食祷告我

都会去读以赛亚书58章

关于禁食祷告的经文，

其中6-12节，神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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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傅愛琳

感謝 主 恩 ！ 因 祂 有 說 不 盡 的 恩 典 ， 祂

的 能 力 在 軟 弱 的 人 身 上 顯 得 完 全 。 

 自從來美多年後，我的身體就出現了一種

毛病；就是每年季節氣候變化的時候，我的咳

嗽病就會發作。每次咳嗽都是第一波剛結束，

第二波又緊接著來，咳得我頭暈腦脹。這樣的咳

嗽難受，甚至讓我感到很絕望的地步，因為吃過

各種治療咳嗽的藥，卻是毫無起色。身邊的朋友

也提供了土方治療，熬什麼湯也喝了，都沒有什

麼效果。咳嗽的症狀，依然在每次換季時發作。 

 在2018年初冬里的一天，突然有個意念進入

我的頭腦：你為什麼不為你這頑固的咳嗽病禱告

呢？為什麼你的口要抱怨說每年換季都會咳嗽

呢？為什麼不向你的神求醫治呢？聖靈的責問與

提示驚醒了我：主啊！求祢潔淨我的口，不再說

每年換季都要咳嗽了。聖經里記載了祢醫治了各

種病症的人，我相信祢一定也會治好我的宿疾。

恩主憐憫得醫治

 

 这些经文都是要我们怎样去怜悯人，不是

去指责人，特别一句经文抓住我的祷告，就是你

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

你必称为补破口的。我就很迫切的为夫妻关系祷

告，神非常的怜悯，让我在祷告看见夫妻和睦的

异象。过几天我就发觉爸妈和好了，这次的和好

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和好的时间長了很多很多，

更奇妙的他们关系越来越好，好到像谈恋爱一样。 

 有一次我把牧师和师母手牵手的照片给他们

看，说：你们两个出去散步的时候也要手牵手，我

我把咳嗽帶到主的面前，為自己用口對自己說咒

詛的話而悔改，也為自己不信主能醫治這個頑疾

的態度而悔改，求主赦免、憐憫、醫治、釋放。 

 禱告交托後，好像就把這件事給忘了。天氣

進入了深冬，過了好一段時間，突然發現困擾我

多年的季節性咳嗽病完全好了。在大冬天里，再

沒出現之前那種

咳嗽的病狀了。

哈 利 路 亞 ！ 贊

美主！祢說信，

就必得著醫治，

因為祢樂意施恩

給相信祢的人。 

 贊美主恩！榮

耀頌贊都歸於醫治

我的主耶穌基督。

在想他们半辈子在中国没有手牵手走路过，现在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时就会手牵手。有一天回来跟

我讲说，我今天和你爸爸手牵手在社区走路，

被倖生的女儿看见了，我妈说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他们也会有摩擦，但是很快就好了，

我妈跟我讲：很奇妙，不高兴一下子就忘记

了，现在要具体去想，以前你爸爸对不起我的

点点滴滴，好像很模糊啦，去想也想不起来了。 

 感谢主，祂的作为奇妙，祂是和平之君，使

信靠祂的人也活在祂的和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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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洛杉磯的夏天依舊炎

熱，我坐在地板上，面對著

一屋子的凌亂，心中被翻騰的

沮喪折騰得想哭。其實，這短短

的幾十年，我搬家也不下十次八

次吧，但這次就是不一樣，因為

兒子說，他們挺忙的，萬一我有

個三長兩短，豈不叫他們飲恨終

身?為了這句話，我腦門一熱，就

決定賣房子搬家！從寄居了近三

十年的加州直奔東邊的喬治亞。 

 房子一上市，就賣了。鄰

居說：“你傻呀！房仲給你賣

低 了 兩 三 萬 哪 ! ” 得 了 ， 木 已

成舟，我也沒那閒功夫去跟自

己嘔氣了。打包裝箱是一門學

問，什麼該丟？什麼該留？往

往搞得我眼前發黑，看不看都

一樣，能收就收吧。花了三千

多塊錢的運費，結果我有三箱

很珍惜的工具書，不知去向。

人總是說：”算啦！算啦！”

話是這麼說，我心裡還是醞釀

著低壓氣旋，心裡的自責和嘀咕

像悶燒鍋，真是氣不打一處來。 

 新環境有新的適應難題，

認識的人有限，難免有些孤單，

當我聽說北卡有一個退修會，主

辦單位邀請了劉富理牧師夫婦

來講”全人醫治”的主題時，

我就應朋友之約，欣然前往。

其實我在洛杉磯的時候就已經

聽過了，但是面對另一次的機

會，我還是興致勃勃。照著劉

牧師所教導的步驟，我把自己

心靈的重負寫在紙張上，”懇

求主的恩典覆庇我，將過往的

失敗都如同磐石沉入大海，不

再 記 念 ! ” 我 把 紙 條 投 入 封 閉

的 紙 箱 時 ， 心 裡 輕 鬆 多 了 。 

 當天晚上除了信息之外，還

有聖餐，頓時我又不知所措了。

因為罹患了帕金森病症，所以雙

手顫抖，無法穩妥地拿取物件，

特別是小物件。我正尷尬

的時候，坐在我後面的一

位姊妹很溫 柔地說:“阿

姨，我婆婆也有這個毛

病，讓我幫你吧。”真

是貼心啊！我每想起她，

就為她感恩祝福。沒想到的是，

正當我準備離開會堂的時候，一

位斯文的弟兄走到我面前，毫不

猶豫地抓起我的手，那麼堅定有

力!他對我說：“不要怕!”然後他

把掛在胸前的名牌遞給我，懇切

地對我說:“我叫Angello, Angello

就是天使！”啊！人間真是處處

有天使！後來經過聯繫，我才進

一步知道，他是換心手術的醫

生！是的，醫生啊!我真需要換

一顆剛強、仁愛、謹守的新心! 

 行筆到這兒，我不得不說，

我還能感受生活中的一切，都因

為神的慈愛永遠長存，祂以信實

托住萬有，冬寒過去，初春來臨

時，萬物在神所命定的循環中，

又進入新的階段，生命就是這樣

代代相傳，正如詩篇七十一篇18

節所求的：“神啊，我到年老髮

白的時候，求祢不要離棄我，等

我將祢的能力指示下代，將祢的

大能指示後人。”神也必在我們

的各種遭遇中與我們同行，既或

經歷狂濤深淵，有主同在，恩典

夠用，不論晝夜，神必一路引

領。

神啊，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求祢

不要離棄我，等我將祢的能力指示

下代，將祢的大能指示後人。

— 詩篇 71：18

神一路引領
文 / Jea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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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星 期 天 主 日 讲 道 结 束 后 ，

讲 台 呼 召 有 需 要 的 人 可 以 到

前面接受祷告。    

 那段时间我正在操练禁食，从星期五晚

餐后至星期六晚上，听到呼召后，我坐在座

位上黙祷：感谢主用膏膏我，使我今天可以

传祢的好消息，报告神悦纳人的日子。看着

陆陆续续走到前面去的人，我轻轻用方言为

他们祷告。看到一位老妈妈时，內 心感受到

我可以服事她，我就走过去问她可以为她祷

告什么。她说她不舒服、腰痛腿痛心里闷得

难受。我开始跟她分享福音，告诉她耶稣是

最大的医生，祂赦免我们一切罪孽，担当一

切在我们生命中的咒诅，因祂受的鞭伤，我

们有宝贵应许：一切疾病都得了医治。我问

她，妳现在听到关于耶稣的这个好消息，妳

相信吗？她说相信。那妳愿意接受这份上帝

的礼物吗？她说愿意。我就带领她做决志祷

告：邀请耶稣做她个人的救主和生命之主。 

 然后我开始为她的腰痛和膝盖痛祷

告。祷告完查验，她说并没好转，连小

弯腰都不行。圣灵让我想到这种情况可

以做长短腳祷告，但最好有人帮忙。抬

头正好看到郭靖帮其他人祷告完往座位

走，就招手请她过来。我们为老妈妈做

长短腳的检测，果然右侧短了2-3公分。 

 我祷告让老妈妈领受神的医治，并吩

咐右腿长出来！看看没动静，忽然想起以

前学过的中医一句话腰背委中（一个穴位）

求。就用两手各按住她左右腿的这个穴位，

继续用方言祷告。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要

对神的爱有信心，就口里祷告神的爱浇灌

下来。因为手按穴位，我的眼睛没法看到

老人家的脚，祷告结束，我转过身看她双

脚有没有平。结果是双腳长得刚刚齐。老

妈妈立刻可以弯腰摸到脚尖，她非常开心

一次又一次地摸她的脚尖。老妈妈非常喜

乐。郭靖和老妈妈的女儿亲眼目睹了右腳

缓缓长出的全过程，也感叹神太奇妙了！ 

 感谢主，让我学习预备好自己，做主想

要做的事，被主使用来帮助人领受神的救恩

和医治恩典!!!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

參與神的醫治
文 / 周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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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7 年 4 月 份 ， 我 們 從

A t l a n t a 搬 到 A l a b a m a ， 開

了 一 家 三 星 家 電 維 修 公 司 。 

 感謝主，短短的5個月內，

我們的業績增長了一倍。正當

為此高興時，老闆提出要求我

們轉去Nashville 開分店。我當時

剩兩個月就要生產了，心裡是十

分的不願意。但因為先生堅持，

我們就搬到Nashville 重新開始。 

 搬家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去打聽醫院。感謝主，當地有

名的大醫院就離家10分鐘。生孩

子的事情就無需擔心了。醫院找

到後就開始尋找一位員工來接

手我的工作。在人生地不熟的

地方找員工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情。感謝主,我們找到了一位員

工，讓我可以安心地去生孩子。 

 我們的挑戰就從2018年開

始。搬到Nashville後，我們一邊

顧生意一邊顧女兒，還要學習

怎麼營運公司，怎麼有智慧的跟

員工溝通。這樣忙碌的生活難免

有爭吵，很感謝老公有包容有耐

心，還有一顆愛我跟女兒Joanne

的心。因為知道找員工的辛苦，

我們很珍惜每一位員工。加上面

試人、訓練人也是勞心勞力又傷

腦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害怕員工

離職。我們都盡可能的滿足員

工，希望他們不要離開。儘管員

工偷懶沒把事情做完，或是他們

犯錯時說謊想撇清關係，我跟先

生都沒有跟他們計較，只是默默

的自己處理。我們有將近長達一

年多的時間，每天工作超過12個

小時。我都開玩笑地跟先生說，

都不知道誰是員工誰是老闆了。 

 神知道我們的辛苦也知道

我們的軟弱。2019上半年我們的

業績增加25%，工作量也大增。

面試新員工的同時，那些平時

偷懶的員工也紛紛離開。一個說

要回去學校唸書，另一個在工作

途中說壓力太大，帶著我們的零

件就消失不見。還有其他員工也

沒有好好地交接工作就離開了。

我們的人手本來就不夠了，一下

子少了這些人，壓力倍增。當時

先生家裡出了一點事情，需要他

飛回家一趟，只留我顧公司。我

因為壓力過大而體重急速下降，

還因此得了胃潰瘍去急診室。 

 神 知 道 我 們 的 辛 苦 ， 也

謝謝教會的弟兄姐妹為我們禱

告。之後新請來的員工每個都

非常有責任感而且努力工作。

有 他 們 的 努 力 ， 我 跟 老 公 柚

呈 終 於 可 以 不 用 這 麼 辛 苦 ，

終 於 可 以 好 好 陪 陪 女 兒 小 韓

妞，終於可以計畫家庭旅行。 

 感謝主讓我擁有好的員工

們，也感謝主讓那些懶惰的員

工們自動離開。如果沒有那些

員工們的離開，我跟我先生今

年就沒有辦法回來Atlanta跟家人

一起慶祝新年。神知道我們的

困境和軟弱，祂給與我們的祝

福是遠遠大於我們的想像。祂

與我們每一個人同在。獻上我

們最真摯的感謝與讚美給最榮

耀的神，謝謝祂帶領我們走出

這死陰幽谷。因為有祂，我可

以好好享受跟家人相聚的快樂而

不用擔心公司，這感覺真美好。 

 在 2 0 2 0 年 ， 也 要 繼 續

讚美祂。    

 在2020年，先生和我要帶著

Joanne 好好享受人生。

神的恩典與我們同在
文 / Tina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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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9 年 我 因 為 工 作 壓 力

過 大 而 得 胃 潰 瘍 ， 情 緒

方面也不穩定。  

 那段時期我常常會重複講

同樣的事情，有時候突然就哭起

來。我情緒低落到一種程度，我

發現我生病了。我把這些事情全

部都歸咎在先生處理公司不當，

外加都不聽我的勸告，所以才會

導致我工作壓力過大。我氣他為

什麼都不聽我的勸告，也氣為什

麼是我來收拾他造成的問題。每

次，當我回到家後還要繼續工

作，而他可以回房休息時，真

的讓我火冒三丈。聖經上說做

妻子的要順從丈夫，所以我盡

我所能的幫他打理公司和照顧

孩子。我知道在我壓力過大的

這段期間，先生也很努力在一

起處理公司的事情。但每次看

到他，我就一肚子火。我一直跟

神禱告，求神幫助我原諒我的先

生，但我還是滿滿的怒氣填膺。 

 今年年初我們回Atlanta 過

年，聽了學娟姊在主日信息裡分

享她去中國宣教的見證。學娟姊

神修復我和先生的關係
文 / Tina Chang

在中國遇到一位非常愛

主的姐妹，但這位姐妹

覺得神離她越來越遠

了。了解後才知道這

位姐妹因為先生投資

失敗，導致他們的財

務非常地吃緊。她需

要不停地工作才有足

夠的錢養活一家人和還

債。她知道她的先生也

很努力的工作，但她就

是生氣先生投資失敗，

不願意原諒他。我聽了

見證後想：這個聽起來

怎麼這麼像我的情況，

只是我們的財務沒有問

題。我心裡向神說：這

個見證早不講晚不講，

偏偏講在我們回來的禮

拜。神啊，祢是要藉著

學娟姊的嘴告訴我要原

諒我的丈夫，我還能

不原諒他嗎？我做完禱告後，也

想起先生為我做了許多的事情，

我心中的怒氣一下子就沒了，

我也告訴先生說我原諒他了。 

 感謝神藉由學娟姐來對我說

話，讓我跟我先生能和好如初，

讓我們兩能一起在神的面前繼續

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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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特別讓我想起我和亚特兰大灵粮堂十五

年来的不解之缘。熟悉我的弟兄姐妹也许

会奇怪，我是2011年来灵粮堂并在这里受洗，明

明是九年而已，哪来的十五年呢？回溯到2005年，

亚特兰大灵粮堂4月成立，而我也在那个时期经历

了来美国之后最大的人生低谷。首先，我当时最贵

重的财产，车子被偷，对于一个穷学生而言，是

很大的损失。其次，论文题目三次异题，也就是

说做了三个题目的文献查阅和大量的数据分析， 

卻無結果。当时的导师还开玩笑说我是他见过系

上最勤奋的学生。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4月的时

候，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告知我他要离职，跳槽到

一家国际著名的智囊团公司。当时我正积极准备

第四个论文题目，这一连串的事情毫无预警的落

在我身上，顿时觉得前路茫茫。 我当时并没有馬

上意识到自己的压力有多大，直到室友告诉我一个

星期都没怎么吃东西了，居然不觉得饿。那时， 

学生团契的 Nicky 和 Cliff 夫妇一直很关心我，时

常邀请并接送我去参加教会的学生小组。Nicky得

知我的情况后，在电话里问我：”我可以为你祷

告吗？”就算是神允许的，这對我也有些太沉重

了，因為那时的我并不认识神，甚至有些抵触。

可那天，我居然答应她为我祷告。那也是我人生

第一次在别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深深地得着安慰， 

不自觉的流下眼泪。仿佛能感受到有一位真正在乎

我的神，祂知道我的一切，祂爱我，祂会看顾我。 

 我 所 不 知

道的是，远在

千里之外，亚

特兰大灵粮堂

也在那个时候

成立了。2008

年，博士毕业

后，我来到亚

特兰大工作。

偶 然 的 机 会

遇到一位教会的姐妹， 应她的邀请参加喜乐小组

的聚会。之后花了近2年的时间，问了无数的问

题，來質問圣经上记载的经文。直到2011年，神

亲自来遇见并教导我，才让我这颗刚硬的心順服

下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受洗成为基

督徒。亚特兰大灵粮堂也成为我真正有意义的第

一个属灵的家，直到今天。感谢神美好的预备。 

 我現在工作的地方，是1998年我还在上大学的

时候，在一堂流行病课上，听到刚从美国访学归

来的教授说，那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值得效力。

于是我立定心志，将来要去那里看看。十年之后

我来了。好像一切早已安排好了。感谢阿爸父，

我的一切你都知晓都看顾。 如今我欢喜快乐的，

满心坚定的，期待神的引领，在接下来的年岁都

能行在阿爸父的旨意中。阿们

屬靈的家，
神早有預備
文 / 李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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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春宇

2019年，Jonathan上小学一年级了。一开始是上

一所教会学校。因为那所教会学校在我上班的

路上，为了图方便接送， 所以也没有多方咨询，

甚至连家附近的公立小学都没去看一眼，就报名了

这所教会学校。后来发现，那个学校只偏重学习，

不太适合Jonathan这样充满艺术细胞和创造力的孩

子。他过得很压抑，后来甚至害怕去学校。于是

在开学一个半月后，我果断决定给他转到家附近的

公立小学。神很恩待我们，我周二打电话过去，周

三带Jonathan去注册，下个周二就正式上课了。 一

切都那么顺利。 Jonathan 也很喜欢那里的老师和环

境。学校比原来的大好几倍。他中午还可以自己选

择午餐。妈妈也不用绞尽脑汁手忙脚乱的每天为

他准备午餐了。可见，我们自己觉得的便利未必

是真的方便。真的要学习凡事好好祷告求问神。 

 今年2月的一天，Jonathan晚饭后看上去很不开

心。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最近在学校有个

女孩子一直对他说些很mean的话，让他很难过也很困

扰。我说：“Jonathan，你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是神

所爱的宝贝。我们这一生，只要取悦神就够了，因为

只有神是公平公正公义的，而人总是带有偏见的。 别

人的话，如果是善意的，有帮助的，就采纳，不然，

就不要往心里去”。小家伙一下子释然了，说道：”

妈妈，她并不认识神“。我当时心里一震，哇，原来

小孩子可以因为别人不认识神，就这么容易去原谅别

人对自己的冒犯呢。真的是值得我学习！

2020年2月26日，由于先生有事，所以我下班后

要去接两个孩子回家。按照路线，需要先接

Joshua再接Jonathan。两个学校相距10分钟车程。我

照常5点过8分从办公室出来。不知为何，路上出奇

的塞。一路不停祷告，平常开45分钟能到，那天却

花了70分钟。匆匆奔进Joshua的校门，不停的为迟

到了十分钟之久而道歉，同时又不忘抱怨路上有多

塞。这时，另一个家长来接孩子，很淡定地道谢后

就离开了。我不禁感叹：哇，她怎么可以这么淡定

啊？！Joshua说到：妈妈，因为她只需要接一个小

孩，但你还要接Jonny啊。小家伙还真聪明！呵呵。 

 这时已经6点15分了，不用说，要争分夺秒的赶在

6点半之前接Jonathan。路上依旧大排长龙。我对Joshua

说：快点祷告！Joshua非常大声的呼求： “Lord, please 

keep all the traffic lights green. We need to pick up Jonny. 

Please!”我当下被逗得哈哈大笑，因为Joshua的样子

实在太可爱了。我说：Joshua, 继续祷告，这一路都

要不停祷告！小家伙说：“Mama, you just need to cry 

out to lord. ”接着就用哭腔开始大声祷告。果然接连

几个路口都是绿灯。我说：“哇，上帝垂听了你的祷

告。”Joshua回答：“I’m from God. God always knows 

what I need。”我听了不禁汗颜，羡慕这个四岁小孩

对神的信心和亲密的关系。结果，你相信吗？我们

提前2分钟到达Jonathan的aftercare。感谢赞美主！原

本一路上的焦躁，因为Joshua的从容和祷告而变得无

比欢乐。是啊，我们都是从神来的， 祂看顾我们一

切所需。要回转像小孩！

我原諒她，因為她不認識神

我是从神來的， 祂知我一切所需

從孩子學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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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8：28“我們曉得萬

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一节经

文。但现实生活中，如果我

们所处的环境，充满着挑战

和逼迫，是自然人所不喜欢

的，即便是有神的应许，恐

怕都很难淡定从容的去面

对。过去三年，我在工作上

就经历了靠着顺服进入命定，接

着却拼命要逃离，之后又通过和

主建立前所未有的紧密的连结，

靠着主得胜成为刚强的生命历

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刻的

体会到，如果定睛在神的身上，

我们就能得享平安，不再惧怕风

浪。就如同圣经中彼得在水上行

走的时候，看著主，就可以踏浪

而行，看向波涛汹涌的水面，就

会瞬间失去平安而掉到海里。 

 2015年底到2016年初的时

候，我内心感到强烈的呼召，你

要踏出舒适区，你要扩张你的帐

幕，你要走出去。可当时我的两

个孩子还很小，安稳看上去是最

好的选择。当时已经在慢病中心

工作了8年，所有的工作都轻车

熟路，同事关系也很好。继续

留在那里，看似是平衡工作和

生活最好的选择。但内心的那

个关于要扩张自己的声音越来越

响亮。 最后，我顺应内心的呼

召，在2016年11月来到了国际合

作中心工作。顾名思义，国际合

作，是需要经常出差到国外的。

很多朋友都觉得我疯了。孩子那

么小， 一个不到二岁一个不到

四岁，我居然这么舍得下。甚至

很多人误会我，是工作狂，为了

自己升职而不顾孩子不顾家庭。

很少有人知道我是经过怎样和神

的拉扯和摔跤的過程，经过多少

内心的煎熬，最终选择顺服神的

旨意，接受这个工作的。回头看

看，神是想让我在这个环境中，

更加的信靠主，不再靠自己，训

练我用神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和

事，在主里，更成熟更刚强。 

 2016年12月初，到新工作还

不到一个月，在一次会议上，我

和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经历了一

场大角力，非常挫败。虽然，几

年过去，我当时的观点和意见已

经被采纳。但在当时，真的是捅

了马蜂窝。回家的路上，我很急

切的，甚至有些责怪的求

问神：“祢为什么把我带

到这个地方来？！”神当

时把一个意念赐给我：“

我把你放在那个位置，

是想要你更好的把光撒

出去。“于是，我再次选择顺

服，好吧，那我就留在这里。

可是，每天都过的煎熬。于是，

在2017年初教会的退修会上，我

迫切的求问神：“祢要我在那

里待多久？！”神通过牧师的

祷告告诉我：也许神在我们身

上所做的，我们并不明白，一

年，二年，三年。还好， 牧师

停在了三年。接下来的三年，

神 在 我 的 生 命 中 行 了 大 事 。 

 2017年，神赐下经文：“

尊 容 以 前 ， 必 有 谦 卑 。 ” 当

时， 我的脑中有一幅画面，就

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

不住的滴下如血点的汗滴，“

父啊，照祢的意思，不要照我

的意思”。于是，我明白，神

在训练我的谦卑和顺服。我在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 羅馬書 8：28

靠主得胜，成為剛強
文 / 李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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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与神，在地上平安

歸与祂所喜悅的人。

— 路加福音 2：14

那里，被动的顺服，每天都想

着三年以后就可以离开了，坚

持就好。2017年和2018 年，我

每天坚持读圣经的箴言并抄写有

亮光的经文。就这样，慢慢的养

成习惯，每一天每件事都寻求神

的心意。每次和老板开会前，我

都出去步行祷告，求神在会议中

掌权。所以，靠着神，我在暴风

雨般的逼迫面前保持一个基督徒

该有的风度和涵养。后来，我才

知道老板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

每年抽十天时间去修行。所以，

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属灵争战。 

 在 2 0 1 9 年 初 ， 神 赐 下 经

文：“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

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

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果

然，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

的一年。很多的逼迫，前所未有

的挑战。起初，我还在靠着自己

的力量和方式去应对，但是完全

没有平安，节节败退，几乎招架

不住。直到8月，在一次聽讲道

中，我听见神对我说：“不要

害怕失去你的工作，神只是在

利用这个环境让你在祂里面更

成熟更刚强。See what He wants 

me to see and hear what He wants me 

to hear。”于是，我开始集中在

神的身上，上班时间都專心在工

作本身，对于来自老板的攻击， 

完全交托给神。9月29日，David 

Bryant和他的两个同工来我们教

会分享。很奇妙的是，他那天跟

随圣灵的带领，完全打乱了他原

有的讲章。我一进门，就见屏幕

上显示着：“See through His eyes 

and hear through His ears。”我知

道， 神在和我说话了。从头到

尾，那一天的讲道，我都无法

控制自己的眼泪。圣灵在那里

大大的运行。IHOP的一位同工

为我祷告，她说：“God said 

He is your papa God, and you are 

his baby girl. He appreciated all you 

have done. He will reward you. He 

will reward you. God said He will 

reward you.”那一刻，我无声的

痛哭，任泪水流淌。那是欣喜

的泪水。 近三年的时间，很多

时候，我在问自己， 难道是我

领会错了？接受这份工作到底

是不是神的心意，为什么会如

此艰难，看不到盼望呢？藉着

这个祷告，神回答了我的疑问。 

 11月初，我们全家照例去参

加教会的退修会。在周六的第一

个session结束的时候，David邀请

需要被医治的人到台前来，为他

们按手祷告。那一

堂，我和神有一个

亲密的相会，灵里

面很饱足很喜乐。

但我还是来到台

前，请David为我

祷告。 他说：“God said go,just 

move forward with whatever you 

wanted to do. God will give you 

a big favor, in your business and 

marketplace. Oh, that’s weird, but 

God did say marketplace. I saw the 

light turned from red to green。” 

我知道，神再次的告诉我，三

年之约，我没有领会错，我做

到 了 。 现 在 可 以 向 前 走 了 。 

 退修会回来，12月18日那天

中午公司有一场Andy Stanley的录

像讲道。我欣喜若狂的奔去听讲

道。 刚刚坐下， 就见屏幕上写

着：“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马太5：14)。”紧接着， Andy

把world 改成了marketplace。屏

幕上的经文变成了：“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marketplace。”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和11月退修会上David从神

的领受完全一致。而且，2016

年12月，那天回家路上神也答

复 我 说 要 在 职 场 上 做 光 啊 。 

 我 兴 奋 的 简 直 要 飞 起

来 。 感 谢 主 ， 一 次 又 一 次

清 楚 的 告 诉 我 祢 的 旨 意 ， 

让 我 不 再 迷 茫 不 再 徬 徨 。 

 2019年底，神赐下经文：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

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路2

：14）。”感谢主，因祢所有美

好的安排。让我不再靠自己，甘

心顺服，只有这样，才能让万事

都在我的身上互相效力，我愿做

一个按祢旨意被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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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出生三天後就被抱

給我奶奶家作童養媳。

她的信主過程很奇妙。我的奶

奶家從祖爺爺那一代，就開始拜

偶像。因為家境貧窮，所以必須

省吃儉用，才能在逢年過節的時

候給各個偶像買供物。還不到十

幾歲的媽媽就肩挑著好幾碗的供

物，常常跟著奶奶這邊供完那邊

供。媽媽曾經問奶奶說：“幹嘛

我們要這樣供？那些神明根本不

保佑我們，我們越拜越貧窮，越

拜越沒有平安，越拜越糊塗。”  

 後來我的爺爺和大伯

都生重病，病了很久。我

們就請隔壁鄉村從印尼回

來的王醫生來看診。他是

信耶穌的，他不僅看病，

而且也傳福音。王醫生把帶回來

的西藥塗在爺爺病痛的患處。本

來西藥應該見效很快的，在我爺

爺的身上卻出現了問題，上午敷

藥的時候還好好的，下午腳上卻

變成又青又紫。王

醫生問奶奶說：你

家是不是有靈界的

東西在騷擾？奶奶

就點頭。王醫生藉

這個機會把福音傳

給我的爺爺、奶奶

以及家族中其他人。

我的奶奶因心中懼怕

那些偶像而不敢信。

但王醫生仍然堅持傳

福音，最後我爺爺奶

奶的心被說動了。奶

奶終於說出她心中懼

怕的原因，是因為她

曾經向假神許過願。

王醫生說：「不要

擔心，假神拿你沒有辦法。你信

了耶穌以後，他們只有去耶穌那

裡找你了。」我的奶奶就找家族

人商量，要大家一起作決定信耶

穌。當時我們五大家族住在一個

大院裡。救恩就這樣奇妙地臨到

了家族的五大戶，一起都信了，

而且還請了一位牧師來，把各家

裡面供奉的土塑木雕的偶像都除

掉。媽媽說裝了有兩三個大籮筐

呢。從此，整個家族的命運改變

了。在上帝眼前蒙恩，生下的孩

子們都健健康康，老年人也很長

壽，經濟上也從貧窮變成富足。 

 我的媽媽就是在這個背景

下，跟著奶奶信主的。她當時

大約十幾歲吧，信主以後很投

入，很喜歡學唱詩歌。但因為沒

讀過書，不識字就沒有看聖經。

直到1995至96年期間，考慮到十

幾位年長的信徒要走一段比較長

的路才能到鎮上的教堂，很不方

便。我們就在自己的家鄉經申請

得批准，可以開一個聚會點。一

位傳道就對我媽說：「你要學看

聖經，我可以來教你。」那年我

媽69歲，她對神的話非常渴慕，

一學就投入進去。【太5:6】飢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必得飽足。

— 馬太福音 5：6

媽媽的見證
文 / 陳鳳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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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

必得飽足。我媽得到了主話語

的餵養，主在我媽身上行了大

神跡。我媽生來視力不好，不

太能夠認得人，但走路和看聖

經都沒有問題。今年我媽已經92

歲了，從新約到舊約，她不知道

讀了多少遍，翻壞後又買過好幾

本聖經了。聖經沒有幾個字，對

她來說是生疏的字。她時常會講

聖經上的話給我聽，她也熟悉聖

經中人物的名字，如摩西的岳父

葉忒羅吧，每當她訴說這些人物

的事蹟，我聽了都感覺很慚愧。 

 我媽心裡裝著教會，上教

會的出席率非常高。我的兄弟

姐妹們只有大哥住在家鄉，其

他人都在別的城市。當兒女們

或者親戚朋友遠道來看望我媽

的時候，一旦到了教會聚會的

時間，我媽絕對會去教會。不

論是周日早上做禮拜，週二和

週四晚上的聚會，現在教會的

門都是我92歲的媽媽開的。雖然

有兩個傳道人，但他們開門比

較遲，我媽覺得應該早點去開

門，不要讓早到的人在門口乾

等，她就承擔起這個責任。我

媽還很關心人，92歲的她還去周

圍的十里八鄉探訪人。我打電話

給我媽的時候，她會問我要為誰

禱告，並且囑咐我少花時間給她

打電話，要多去安慰關心別人。 

 我為有這樣一位敬䖍，渴慕

主的話，並且活出主的生命的媽

媽而感恩。我想用我媽媽的見證

來鼓勵教會中讀書不多的弟兄姊

妹們，不要讓它成為不讀聖經的

藉口。從我媽媽身上可以看到，

神的能力廣大，人越靠近神，就

越愛祂，神也就越向愛祂的人顯

現。

遇見神的經歷
文 / 陳鳳嬌

我出生於基督徒家庭，17歲

就受洗了，當時我只知

道我是信耶穌的，對聖經中的真

理懂得不多，因為沒有學聖經，

只是去參加聚會，唱詩歌，聽道

而已，與主並沒有個人的關係。 

 我 2 0 歲 就 結 婚 了 ， 2 1 歲

生大女兒，23歲生二兒子，25

歲 生 小 兒 子 。 有 了 孩 子 忙 起

來 ， 就 沒 有 去 做 禮 拜 了 ，

不 過 是 个 掛 名 的 基 督 徒 。 

 我的小兒子出生後，發現

他有先天性的殘缺-兔唇。我開

始很害怕，有人安慰我說沒有關

係的，以後做手術就可以修復。

到了小兒子10個月大時，我們帶

他去醫院做手術。下午兩點半給

他打了麻藥手術開始。因是外科

手術，三點半就結束了，醫生說

大約五六點，麻藥就會退去。但

到了晚上七八點，孩子還沒有醒

過來。醫生就有點慌了，用力摳

我兒子的小手掌和腳掌，並搓他

的耳垂，來刺激他的神經，想讓

他醒過來，可是怎麼都沒有用。

明擺著麻藥的用量對十個月大的

孩子來說太重了，九點以後醫生

都下班了。到了晚上十一點多，

在無奈和慌張中，蒙聖靈的提

醒，突然我想到了要叫基督徒來

禱告。因為我記起我們住院的時

候，一位得白內障住院的伯母，

曾經叫一位基督徒的阿姨來為她

禱告。我趕緊去找那位還住在醫

院的伯母。她告訴我那位基督徒

的阿姨住在某地。我當時勇氣大

增，並沒有讓我的先生和我的婆

婆陪我去，我自己一個人按照伯

母所說的，一下子就找到了那位

感恩見證集 70



感恩見證集 71

阿姨的家。她家外面有圍牆，但

沒有上門閂，我就推門進去了。 

 那位阿姨住的地方是在二

樓，我就去敲門。開門的是一位

裹著腳，頭髮編起來盤在頭上，

很俐落而且很慈祥的老人。她拉

著我的手讓我進去，我則想立刻

反牽著她的手跟我去醫院。她卻

很平靜地對我說：不著急，我們

先來禱告。她不急不慢地拿一張

板凳過來。我們兩個都跪在地板

上，手拉著手放在凳子上。她叫

我禱告，她跟我同心。後來我們

去到醫院，她就牽我兒子的小

手，什麼都沒有做。此時，兒子

竟然哭了三聲，我們心上的石頭

立刻落地了，兒子的性命保住，

我們都非常的感恩，兒子則繼續

睡到凌晨三點半。那時他完全醒

過來，因為餓了，他嘴巴動著，

哭鬧起來想吃東西了。我趕緊做

了半碗米糊，他吃得光光的。 

 曾經還擔心是否孩子會有

後遺症，但神做事，祂會負責

到底。醫生會出錯，但是神卻

滿有憐憫。我的小兒子蒙神祝

福，他健康平安地長大，書讀

得也很好。大專畢業後，跟我

一起來到美國，現在也結婚了。 

 發生在我小兒子身上的這件

事，讓我真正地遇見了主。祂雖

是眼看不見，手摸不到，卻是可

以經歷的。可以說我從前風聞有

主，如今卻親眼見主。我開始深

信並堅定地跟隨主。接下來的三

十年里，不論大事小事，我先帶

到主前面禱告，與主建立親密的

關係，渴慕學習聖經中的真理，

也因此更多地經歷到我們的神是

全能的神，祂垂聽禱告，並且愛

我們到底。

回顾2019年神的引领，恩典

甚是丰盛。这些年每当我

想起父亲，都是心头一紧并伴

随一声叹息，中国有句古话“

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似乎给

了他暴躁脾气找到理直气壮的

发挥空间。我年幼时，家里的

各种日用品都曾变成鞭策我的

武器。最劲爆的一次，因我放

学后未及时回家，导致我的头

开了花，最后缝了五针，那一

年我12岁。现今每当我出现健忘

和卡带时，就自然地归咎于那个

事件的后遗症。回想我的成长，

主耶稣在我未曾认识祂时，祂

已經在隐秘处看顾保守着我。 

 我成年后，一旦可以自食

其力，就迫不及待地搬出家门，

走入社会。那之后几乎很少主动

和父亲联系，偶尔的通话也只是

寒暄几句，完全无任何内心思想

的沟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光阴荏苒父女之情越渐疏离。 

 记得去年的一个主日，师

母的信息中讲到：我们要饶恕

伤害过我们的人，并且还要为

对方祝福祷告，因耶稣已经赦

免了我们所有的过犯。神的儿女

应当效法耶穌，活出不一样的光

景。听了这篇道，我理性上完全

认同，但感情上却竭力为自己伸

冤不想顺服。我的內心本是矛盾

的，但神的话是永恒盼望的光，

引领我走仁慈正义之路，我应該

要先放下自己的感覺，以体恤他

人的心去释怀一切，饶恕是非常

記父親受洗
文 / 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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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功课，但也是必修的课。 

 父 亲 是 个 佛 教 徒 ， 家 中

也每日烧香跪拜。我去年特别

安排回到上海，主动联系父亲

后 ， 提 议 陪 他 一 起 去 台 湾 旅

行，我顺便可以去见见我在台

湾的基督徒大家庭。这趟旅行

只 是 我 计 划 中 的 一 次 破 冰 环

节，对他在信仰方面的认知以

及他固执己见的性格，我没有

抱任何希望可以做什么改变。 

 到达台北的第二天，在美

国相识的一位大学教授婉丽姐

正巧也在台北，她请我们去参

观她妹夫的画展，观展后共同用

餐时，她跟父亲分享了她是怎样

认识并信靠主耶稣的经历，父亲

竟然回忆说5岁时有常跟奶奶去

教堂做礼拜，而且还会唱圣歌

呢。我当时非常诧异，因为从

未听他说过，我们就请他回忆

唱一段。刚刚那个谈笑风生的

他，当唱到主耶稣爱我时开始哽

咽，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嘴里

嘟囔着：我这是怎么回事？！眼

泪无法控制了。我莫名其妙地看

着他，默默递纸巾给他。婉丽姐

说：“老何啊！主耶稣听见了！

不必强忍眼泪，哭出来吧！” 

 接下来的第二天，我们去

教会弟兄姐妹家聚餐。父亲讲

述起前一天的经历，康弟兄提

议想听父亲童年记忆中的那首

圣歌，你能想象嗎？一个69岁，

一米八的大男人，面对一群初次

见面的朋友，又一次当唱到“耶

稣爱我”这一句时痛哭流涕！

他说他觉得心头有一股莫名的

暖流，当下他决定尽快受洗成

为神的儿子，一旁的女儿又惊

愕又欢喜！已习惯聚

少离多偶尔联系的我

心中却暗自担忧，自

己还在初学饶恕的阶

段，突然父亲将成为

基督徒，在主内需要

相亲相爱……OMG！

这诫命如何顺服啊？ 

 神动工自有祂的

时间表：2019年5月

12日父亲受洗了，这

一刻到现在我每次回

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换完衣服出来，突

然一把抱住我，一边

哭一边不停地向我道

歉，还说他爱我！毫

无准备的我，那一刻

呆 若 木 鸡 ！ 大 家 一

一向父亲老何拥抱祝贺，同声

欢唱，喜乐地共享丰盛晚餐和

属灵生日的蛋糕。那一天，我

看见了父亲的泪水与完全释放

的笑颜，还有记忆中他第一次

主动的拥抱。这么多年的那一

层冰冷的隔阂在爱中融化了！ 

 受洗当天晚上父亲老何向

上帝做了一个戒烟祷告：“主

耶稣啊，我烟龄已39年，请你帮

助我直接拿掉我想抽烟的瘾，让

我毫无痛苦挣扎地轻松戒烟。”

，从那天祷告完到今日父亲已完

全摆脱了烟瘾，凭借着信心交

托一切，结果真的就这么成就

了！神迹对基督徒而言，是上

帝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痕迹。 

 父亲回到上海后，把家里

供奉的菩萨送回庙中。他現在

待人接物都特别客气，又有耐

心！天天快乐地唱诗歌，祷告，

性情也变得积极乐观起来。他性

格上的大反转，我这个女儿真是

不断惊叹神的奇妙作为：在人不

能，在神凡事都能！毕竟人是

软弱的，只要信靠这位永活的

真神，就得着这属天的恩赐。 

 现在，我和父亲每周都会

通话，彼此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也常常一起读经祷告。关系

竟然發展到从未有过的亲密。一

切越来越美好，2019是我人生又

一个无限感恩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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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份買房子那天簽好合同，回到家裏

時 ， 突 然 裏 面 有 一 句 話 說 ： ” 在 神 國 度 裏

的事，也是這樣順服，會經歷更大的祝福。” 

 我開始回想在2015年時，神給我一個夢，夢

的內容就是一句話：以前都是我給你，現在你要

給我，接著就給一個數目。當我醒來時，我就知

道是建堂用的。接下來的星期天，牧師宣布建堂

奉獻的信息。我心裏想：神，我現在手上沒錢。

你要的數目那麼大，剛好這數目是我無息借給親

戚的，但他沒有錢還給我。要不然你就祝福我親

戚，讓他有錢還我，我就有錢獻上。然後我把獻堂

奉獻的事告訴我丈夫，他就毫不考慮地回答我說，

若是神的心意就要順服，這事就這樣決定了。幾個

月後，借錢親戚的姐姐告訴我，她賺一筆錢，願意

幫弟弟還我錢，嘩！我的神太信實了！然後發現神

也不用我這筆錢，因祂又通過兩個管道祝福我，

剛剛好就是祂要我獻堂的數目。感謝父神！讓我

經歷祂手中的運籌帷幄，祂真是調動萬有的神！ 

 2016年我想買房子出租，正在看房子時，有一

天在禱告中，父神感動我買一部8人位座車，這樣

才能帶一個姐妹去教會。接著我就把這事告訴我

丈夫，他又是毫不考慮回答說，若是神的心意我

們要順服。那時我有點掙扎了，因我們的經濟能

力只夠做一件事，不能同時做兩事。這通不過我

的理性，因我是個生意人，很會算計，買房子是

一種投資，要比買車子劃算得多。但後來我還是

選擇順服神，就買了車，每一個星期天都帶姐妹

去教會。後來這位姐妹才告訴我，她生活的處境

非常艱難，她好幾次想自殺，沒成的原因，是因

她太愛她女兒了。感謝主！愛可以勝過死亡！接著

這位姐妹開始經歷父神愛的大能，神醫治釋放她，

她現在生命非常好，榮耀歸於愛我們的父神！。 

 接著到2017年時，我有些錢，夠付首付款，所

以又開始想買房子投資。結果發現房價大漲，買

房投資一來不合算，二來錢不夠。我就與我丈夫

說：上次我們順服父神，虧得太厲害，房價漲這

麼多了。我的丈夫用從父神來的智慧回答說：你

看這位姐妹現在遇見了神，多好的一件事，為父

神做事值得！我得到極大的安慰，是啊！值得！ 

 到2018年時，首付款又夠了，我想買好點房子，

將來退休後搬到北部住，去教會也方便多了。沒想

到，神又改變我的想法，在我裏面有一句話：現實

點買自己住。因我非常喜歡當時住的房子了，我從

來沒想過在這裏再買新房，我滿腦都是想北部地區，

所以一時轉彎不過來。有一天我腦筋轉彎了，我的

舊房子可以出租，這也是一樣的投資呀，因此我就

開始看新房子了。我們一家人看到一所新房子，都

非常喜歡，房子大而且環境非常優美。但是價格太

貴了，沒有辦法接受。接著又看了好幾次，漸漸地

心界眼界都被擴大，讓我不再擔憂錢的事。因我喜

歡大的客庁，可以容量好多人一起來敬拜神！開始

決定買時，與一個兄弟一起禱告，他看到異象，意

思是小心慢點，不急買。我等了兩個月又去看，又

想買。這時神給我一個夢，夢的含義是：你若買這

區的房子，你會後悔的。當時我不知道後悔什麼，

我就停止看房子了。後來那位弟兄又為我買房子禱

告，他領受到2019年3月份我家會買到合適的房子。 

 果然到了2019年2月份，我兩個女兒在私立學

校讀到高中時，第一堂課沒什麽可學的，都在玩手

機。我得知後人就呆住了，同時也知道神為什麼阻

順服蒙福
文 / 李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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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我買那區房子了，因那校區與我舊房子是一樣的

校區。因學校不好，我才讓兩個兒女都到私立學校

讀。我的神真是全知啊！保護我們不會錯失。我想

起不久前有人告訴我，這裏附近也有9分的高中。

我就打電話問他，他馬上幫我找到新建房，就是

現在新家5千兩百尺，大庁比之前看的房子更大，

總面積大了約1千兩百多尺，房價相比差不多。 

 在新房子建造過程中，我對其中的構造有些

不滿意，要求對方改。但對方不願改，我就非常

不開心，有點想不買這房子了。直到有一天我在

禱告中饒恕對方，並為對方祝福。正在禱告時，

有個兄弟看到異象，我新房子左右邊各有五位天

使站著，接著雲彩進入我大廳，我就打消不買房子

的想法了。更奇妙的是，對方後來自動願意改了。 

 但我心還是比較喜歡舊家，因為我們在舊家

每天敬拜主都十年了，覺得那裡的天窗是打開的，

有人睡在我的客廳都看到天使。有一天我禱告說，

神啊，若你不去新家，我也不去。到搬家的那天

早上，我的丈夫開車，我一開口敬拜，神的同在

就臨到，一直到新家。我們一到新家，就開始敬

拜。當我唱靈歌的時候，音調非常好聽，不用麥

克風，有裊繞的回音的效果。那天我們嘗到了神

的賬幕在人間，祂與我們同住的滋味，真的好美。 

 經上說：神的意念總是高過人的意念，神的道路

總是高過人的道路。我深刻體會到神的話是如此的真

實，確實超越人的理性啊！越認識神越覺得自己的認

知是如此渺小。最近神給我一句話：謙卑的學習。在

這十年裏，我一直學習順服神的教導，學習走到祂的

心意與旨意中。神祝福我物質上什麼都不缺乏，按人

肉眼來看，已經好幸福了。但我發現真正永恒的幸福

不是在物質與金錢上，而是在於內在生命與父神親密

的關係上。我確實經歷到經上說的：先求神的國與神

的義，我們所需用的神都加給我們。我發現先求神的

國與神的義，首先要願意先放下自己的老我，願意被

改變，渴望自己心思意念天天被真理更新，越來越渴

慕像耶穌，為神國度發光。這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婚姻

幸福，家庭美滿。當我學習不斷放下自己時，發現自

己得到極大的釋放與自由，罪惡的權勢不能轄制我。

接著就可以贏得丈夫的心，夫妻同心合一渴慕神，過

內在生活。再接著也得著兩個女兒的心，帶孩子們認

識父神愛的真理。有句話說：孩子心中有神，目中就

有人，孩子心中有真理，到老不偏離。祝福大家都經

歷父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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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對我們全家來說真是

蒙 神 祝 福 的 一 年 ， 因 著 神

的 憐 憫 和 眷 顧 ， 為 我 的 兒 子

林 浩 帶 來 了 不 平 凡 的 突 破 。 

 十 多 年 前 ， 我 兒 子 林 浩

因外界的刺激，導致精神受到

嚴重的創傷，以致無法過正常

人的生活，他變得膽小又易怒

且不願接觸人群，偶爾遇一些

人多的場合，他就異常狂躁，

甚至情緒失控，動手打人掀桌

子。我們全家因此陷入莫大的

悲哀之中，無奈只得把他送到

一家私立療養院，當出現異常

情況無法控制的時候，還必須

送他去神經專科醫院檢查和治

療，基本上幾個月就必須去醫

院一次，這種情形週而復始已

維持了數年，我感到身心俱疲。 

 在我絕望的時候，知道靠

自己已經毫無能力來改變現況，

我安靜下來，把目光轉向了神，

跌跌撞撞數十年，這條路終於走

對了！我每天讀經禱告，聖經上

神給我那麽多的應許，祂的恩典

實在是夠我用！聖經的話語成了

我日用的飲食，而禱告成了我每

天必修的功課。我晝夜禱告！我

贊美敬拜！我流淚呼求！不只

是我自己每天為兒子禱告，教

會師母、我們小組、以及蒙恩

禱告線上和其他好幾條禱告線

上眾多的弟兄姐妹們，大家同

心禱告，把林浩交到上帝的手

中，因為祂是掌管一切的神。 

 禱告帶下了恩典，禱告帶

來了突破！2019年，神給了我一

個不一樣的兒子，他一天天在恢

復正常，算起來已經有兩年八

個月沒有再因行為異常而進醫

院。另外，神還有一個奇妙的帶

領；9/22/2019 的主日那天， 我本

來不可能去教會的，因為我女兒

的餐館很忙，她走不開，無法載

我到教會。但我裏面有感動，禱

告希望有人可以替我女兒的班，

結果就有兩個人可以替她。等我

們到了教會，發現那天是宣教士

David Bryan 來我們教會講道。在

會後的回應時間裏，我一走到臺

前就流淚。David就抱著我的頭，

在我耳邊禱告，Joy 幫我翻譯。聽

到他說：“不要擔心害怕，你在

外邊的兒子快回來了。你只要相

信神……”。 聽到這裏，我心裏

發熱，David 根本不認識我，更不

知我家的狀況。上帝真是什麽都

知道！我緊緊地抓住這句話，排

除各種困難，參加了11月由David 

作講員的教會退修會。我利用每

一個機會多靠近神，更加迫切

地禱告讓祂的應許早日成就。 

 神 的 話 沒 有 徒 然 返 回

的。2020年1月份我兒子生日那

天，全家人一起在外面餐館為

他慶生。那天他的情緒十分平

穩，他會以茶代酒謝謝大家，

神的選民晝夜呼籲祂，祂縱然為他們忍了多時，豈不終久給他們伸冤嗎？

— 路加福音18：7

禱告帶來了突破
文 / 李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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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葉才

2018年7月，我和太太從

伊利諾洲的Peoria搬到

亜特蘭大來。在此之前、

我们是在Peoria这个地方

住了整整三十年。很多年

前，神呼召我全時間来服

事祂，我遲遲没有把祂放

在心里，直到有一天太太

对我说:“我知道你很想

服事神，如果你想以全

時間來服事神，你可以

提早退休，我全力支持

你。”突然间我醒悟过

来，神的確没有忘記衪

當年对我的呼召，而是我把祂推掉了。 

 當我55歲（公司规定我可以退休的年龄）的时候，我

天天向主祷告説:“主啊！祢要我什么时候退休？”主卻没

有回答我。祂讓我知道我自己要甘心情願地退休來服事祂。 

 後来、我就把我要提早退休的計劃告訴我的上司、希

望他能找到一位適當的人選來接替我的工作。但由於某種

原因，這件事情終于沒有成就。最後我決定在2016年2月29

日退休、來結束我28年的工程師的生涯。過了不久，新的

老闆知道我將要退休，希望我能以半職的身份回來工作。我

就一口答應了他。因為我想我需要一個過度期、但感謝主、

祂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一個多月後、公司突然宣布兩年內

裁员一萬名雇員, 所以公司給了我一個提早退休的package.

，我不但可以提早退休，公司也付我十六月的薪水。真是

神的恩典！我就這樣開始學習如何“與主同行”的新生活。 

 如今我已經退休了四年，雖然我不像以往都在“忙”世界

的事，同時也在服事神，但是我知道神是為我開了另外一條又

真又活的道路、要我學習完全擺上自己與祂同行。

与神同行
吃不完的菜他會想到不要浪費，

要帶到療養院去吃，他變得很愛

乾凈，每天自覺地洗澡。他住的

是一間私立的療養院，有12個人

同吃住，以前他們都欺負他，

把他的食物和衣服都奪去，讓

他很驚恐又害怕。我禱告神，

求神保護我的兒子，神真的就

出手了。現在林浩很開心，因

為大家都突然轉變了態度，對

他很好很友善，老板娘也很關

心愛護他。林浩也開始知道關

心照顧一個情況比他更糟的室

友，幫他推輪椅。他也會幫老

板娘做衛生。有一天他突然對

我說：我要靠著萬軍之耶和華，

祂會幫助我，我有耶穌，祂會救

我。太讓我激動了！如果不是聖

靈，我兒子怎麽可能說出這一番

話？而且那麽有條理有邏輯，

完全就是一個正常人的思維。 

 2/5/2020又是一个探訪的日

子，林浩不僅一切都正常。更讓

我感動的是，他被聖靈深深的觸

摸。當我用詩篇23篇大聲宣告：

耶和華是林浩的牧者的時候，

林浩跪在床上雙手抱頭開始哭

泣，我們母子倆這樣子禱告哭

泣一直持續了40分鐘之久，神始

終與我們同在，我們深得安慰。 

 感謝神赐下的寶貴應許和浩

大的恩典，我會一直禱告下去，

直到可以把林浩帶回家，我相信

這一天離我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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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

年 纪 的 问 题 ， 我 先 生 不 太 想 要 ， 但 我 不 想

做得罪神的事。我就和神说我知道孩子是祢所

赐 的 产 业 ， 如 果 这 个 孩 子 祢 要 赏 赐 给 我 ， 那

我 想 要 个 女 儿 ， 因 为 我 已 经 有 两 个 儿 子 了 。 

 怀 孕 1 2 周 的 时 候 ， 通 过 抽 血 检 查 D N A ，

知道是个女儿，得到这消息，心里真是欢喜，

但又担心自己要上班，若怀孕反应严重的话，

就没办法上班，那我先生给我的压力会更大。 

 感谢赞美主，我怀孕期间一点孕吐反应都

没有，就跟平常的日子一样，在餐馆里该做什

么做什么，照样上班，到36周才没有去餐馆。 

 怀孕期间，我向神祷告，比如说：我的体重不

怀孕生產的恩典

開車的恩典

文 / 柯雅仙

文 / 柯雅仙

记得在教会刚成立的第一年，我们教会要办遇见神营会，

办营会的地方，离教会应该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已

经会开车了，但是只要连着开车一个小时以上，右腿就会发麻

疼痛。我心里想说，以前不会开车的时候我去教会，常常是要

麻烦姐妹们带我，现在我已经会开车，不必再麻煩别人了。在

填报名表的时候，我还註明可以带人。报名之后，我就一直为

自己祷告，求神给我恩典，希望开车的时候腿可以不痛。  

 那天出發的时候，是星期五下午，路上特別挤，开了超过两

个小时才到营地，等我到了，才发现一路上我的腿都没有痛，连

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而且从那以后，15年來，不管开多久

的车，腿都没有不舒服过。感谢赞美主！

能超过150磅，因为我不想生完孩子以后变胖；孩

子生下来，她的体重不能少于七磅。你知道吗？

太奇妙了，要去医院生产的时候我自己的体重149

磅，女儿出生的体重7磅2盎司。女儿因为头没有转

下来需要剖腹产，所以也免去了我自然生产的痛

苦。当我从产房转去病房，朋友来看我的时候都

说：妳一亇高龄产妇，怎么看起来这么有精神？！ 

 是的，神是信實

的，撒拉九十歲生以

撒，我這個歲數算什

麼?以敬畏的心，我把

一切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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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的心路歷程
文 / 徐惠宣

不认识神的时候，常常受到孤儿的灵辖制，

不敢奢望白白得来的恩典降临。还记得最

初来教会时，我腰痛得历害，姐妹们马上围着为我

祷告，那爱心和优美的祷告词，让我深受感动，很

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口也能随时说出这样可以融

化人心的祷告，来祝福其他有需要的人。  

 刚开始操练祷告时，就像个不得宠的孩子犯

了错，忐忑不安地向父亲认错，求饶恕，心里距

离遥远。接下来，却很自然地求平安，求保护，求

帮助，尽管心中并没有太多蒙爱的确据。  

 接下来的日子，姐妹们告诉我在任何光景中，都

要赞美神。也读到诗篇100 章4-5 节 “当称谢进入祂

的门，当赞美进入祂的院；当感谢祂， 称颂祂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祂的慈爱存到永远， 祂的信实

直到万代。” 最初的阶段， 我好像总是千篇一律公

式化地为救恩感谢，为美好又井然有序的大自然献上

赞美；只有当亲身经历了某个祷告很清楚蒙应允时，

才发自内心真情流露称谢赞美主！每当弟兄姐妹分享

在祷告中见异象， 神对他们说话等等，好羡慕他们与

神的美好关系啊！我里面对祷告的深度更加渴慕。 

 谢谢主的信实包容与怜悯，祂仍一步步带领。

当我亲近神，神也亲近我。就这么多祷告多读经， 

渐渐的我会为神的所是来赞美祂，为神的信实慈

爱，以及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美好感谢祂！不再只

是因着看得见的属世祝福。也会为更多人代祷，甚

至代祷对象扩大到我从来不认识的人。我相信神在

提升我的灵命，扩张我的疆界！感谢主！  

 这阵子，只要办公室没有特别安排，午休的一

小时，就是我与神独处的宝贵时光。走出办公室找

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得以尽情向

神倾心吐意。有时候在祷告中，会

很自然唱起相关诗歌来敬拜。目

前虽然还不敢说能听见主对我说

话， 但很享受把大小事情和心中

的重担交托给神。一小时不知不

觉就划过了，常常意犹未尽呢。 

 求主大大加添我对祂的渴慕，更深为祂所吸引！

不是一时激情，而是以心灵和诚实持续敬拜祂，与神

相遇 一生跟随，活出神对我美好的计划！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

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 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

直到万代。

— 詩篇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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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not an emotional person. At 

least, that’s what I told myself 

before 2019. At that time, I had 

developed a feeling against outward 

expression to the point where I would 

judge people for very basic things. 

I could not stand those who sang 

out loud, expressed strong emo-

tion, or cried. I especially could not 

stand crying. To me, crying was a 

symbol of emotional weakness and 

should be avoided at all costs at all 

times. At the time, I had also devel-

oped a repulsiveness towards loud 

prayer and expression, feeling that 

it was unnecessary and straight-up 

weird. “There they go again,” I 

often thought to myself. That was 

my situation before OneThing 

2018, a conference in Kansas City, 

Missouri. Although I wanted God, I 

could not understand His emotions.  

 Although we were 

late and our hotel rooms 

were almost cancelled, I felt 

hopeful entering the first 

session of OneThing. I was 

excited for the chance to 

know God more. However, 

God had a greater plan that 

night. The first session, the 

speakers began preaching 

about Mary of Bethany, her 

emotions, her connection 

with Jesus, and how she 

achieved such a connection. 

Things took an unexpected 

turn when the speaker 

began to talk about tears—

the gift of tears. He described Mary’s 

and Jesus’ reactions to Lazarus’ death 

and talked about how God has His 

emotions. “Tears as a gift,” I thought 

to myself, “Now that’s just weird.” I 

could not come to terms with that 

idea. However, the worship that 

night was all about God’s love and 

how we give our love back to him. 

For an hour, I felt like waves were 

Gift of Tears
Joshua M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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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shing onto me, causing parts of 

me to crumble and fall. I could not 

explain it, but God was preparing 

to do something—something new. 

 Three days into Onething 

2019, we were again inside the 

major conference room. The speaker 

came up on the stage and began to 

preach. However, halfway through 

his sermon he paused. Suddenly, he 

began to confess that he had struggled 

with several sins for some time, and 

then he began to weep dramatically 

on stage—on stage. I could hardly 

believe my eyes. A man, well-re-

spected and full of authority, weeping 

in front of thousands. Yet, there was 

something inside of his confession 

and his weeping that made me feel 

something. Another speaker suddenly 

called the room for a time of confes-

sion. He called people to get into 

small groups, confess their sins to one 

another, and pray for one another.  

 Getting into my small group, 

my heart began to beat. I knew that 

there had been so many times I had 

disobeyed God in the past, so many 

things I have done wrong, so many 

emotions that I had suppressed for 

so long. In our group, my older 

brother began to confess, and during 

his confession, he openly began to 

weep in front of everyone. Again, 

I was at a loss of words. Someone 

so strong and well-respected was 

weeping. Although the idea was still 

absurd, I began to feel something 

unfamiliar. Things within me were 

breaking and shattering. Years of 

emotion, built up feelings, and ideas 

began to break a mask of calmness 

and perfection. Soon, as I myself 

confessed what I was struggling 

with and where I lacked God’s 

character, I could not help but cry.  

 It did not end there. I began to 

wail, scream, and shout in response 

to all the guilt, shame, and sadness 

that I felt for years on end. Honestly, 

at that time, I wasn’t really sure what 

I was doing either. However, I could 

feel that it was tearing me apart bit 

by bit to rebuild me into something 

new. After roughly two hours of sit-

ting down and praying, I wasn’t sure 

what to feel. It had been at least three 

years since I last cried. Finally, I knew 

that God was healing my emotions, 

restoring my tears. I still can’t say that 

I’m a very emotional person now. 

However, I know that God is faithful 

in every way, even through t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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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time I’m writing this, a lo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and also in my personal life. The widespread 

coronavirus is causing fear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t 

also affects me personally. I have family in China, which is 

most affected by the virus, but even here in the U.S., many 

people are afraid. Even our church is forced to adapt to it. 

Another shocking and heartbreaking news was that the 

famous basketball player Kobe Bryant passed away in a heli-

copter accident. Even 

though I’m not super 

invested in basketball 

and Kobe Bryant is 

not my favorite player, 

a sense of sadness still struck me when I heard the news. 

Maybe it was the realization that we lost an icon that 

impacted so many people’s lives. Growing up, whenever 

someone did something cool, like shooting a paper ball 

into a trashcan, they would always say, ”Kobe.” It expressed 

a sense of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and now, when people 

say his name, there will be a second layer of meaning 

under it. There is simply so much news of suffering 

 In my personal life, as I try to adapt to college life, 

I realize all the burdens and responsibilities I have now. 

I’m no longer a worry-free child; instead, I am an adult 

Steven Xie

Home

that has to be responsible for myself. This idea still freaks 

me out at night sometimes. I often ask God why there is 

so much suffering, and sometimes, I even ask why God 

created man if they would just be put into this world to 

suffer. Growing up in church, I always knew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in my mind; however, I had yet to under-

stand those answers in my heart. Until recently, I never 

truly thought about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Many 

people hope that Jesus will 

come back in their lifetime, 

but in my heart, I always 

hoped for the opposite. I 

hoped that I would live 

a simple life and that Jesus would come after I died so 

that I wouldn’t have to suffer through the end times.  

 One ordinary day, I was driving on the highway. 

That day, I passed many car accidents, and as I passed 

them by, I asked God, “Why is there constantly so much 

suffering?” I began to reflect and really think about life 

as a whole. Currently, I don’t have a permanent home, 

and I have to constantly move around. So, I’ve been 

asking God to give me a permanent place that I can call 

home. As I continued driving, God heard my cries and 

decided to give me the understanding. In 2 Timothy 2:7, 

Think over what I say, for the Lord will give you 

understanding in everything.

— 2 Timothy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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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ays, ”Think over what I say, for the Lord will give you 

understanding in everything.” I can only understand when 

God gives me understanding. I connected the points and 

wondered “What is home for a human?” At that ordinary 

moment, my desire to know reached God, and he cleared 

the fog. It suddenly made sense. Home isn’t this world. I 

could truly understand from my heart that this world we 

live in is not our home. That’s why people here suffer—

because they are uncomfortable when they aren’t home.  

 I once went on a family road trip, and after it, I 

never wanted to go on a road trip again. The reason was 

because I often had to sleep in the car, an uncomfortable 

place to rest compared to my own house, my own bed, my 

home. Whenever I travel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I get really homesick, and some of my friends know how 

much of a pain I am to deal with. It isn’t extreme to say 

that when I’m not sleeping in my home, I am suffering, 

so it makes sense that people are suffering in this world. 

Because this is not our home, this place is not comfortable 

for us. I think I can really understand now why people 

really want Jesus to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When 

Jesus comes back, we get to go home, the most comfortable 

place for us, a place without suffering that is eternally in 

God’s presence—heaven. 

For this world is not our permanent 

hom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home 

yet to come.

— Hebrews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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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aise a Hallelujah
Joseph Mao

I began 2019 full of hope. The pre-

vious July, God had completely 

rocked my world, taking my stag-

nant, complacent life and shifting it 

to be centered around Him. Fall of 

2018 had been the first time in all 

my academic life that school hadn’t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God had become my new focus. I 

had entered the new year of 2019 at 

the OneThing conference in Kansas 

City, determined to put God first.  

 It wasn’t long before I ran into 

a wall—my sin. I had struggled with 

certain temptations for years, but 

during the July 2018 conference, 

God had set me free. I thought they 

were gone for good, but they came 

back in full force. Suddenly, I was 

struggling with things that should’ve 

been long gone. Frustrated, I felt 

more and more ashamed. God had 

set me free—why was I here again? 

Why couldn’t I stay free? The more 

I felt ashamed, the more I felt like 

God would reject me. I listened to 

the lie that God wouldn’t accept me 

unless my performance measured up 

to a certain standard, and this kept 

me far away from God, which caused 

me to sin even more. I’d repent, but 

then I would beat myself up as if 

that were the way to please God. I 

struggled to believe that God’s for-

giveness was instant and permanent. 

 But praise the Lord! He did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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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 me stuck in my sin and shame! 

One day,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I was praying, trying to repent but 

crushed by condemnation and shame. 

I was listen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livestream at the 

time when they started singing “Raise 

a Hallelujah,” declaring praise as a 

weapon against unbelief and fear. 

I knew instantly that it was God 

speaking to me. God had immedi-

ately forgiven me when I first asked 

for forgiveness. That’s the simple 

truth. Any accusation left was from 

the enemy, and I needed to declare 

God’s nature and goodness unless 

everything inside of me believed 

the truth over the lies of the enemy.  

 As amazing as that day was, 

it took a really long time for me to 

actually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t. 

At first, I only praised whenever I 

felt accusation during my devotional 

time. God then showed me that 

ineeded to praise all the time, not just 

during prayer but also throughout 

my day. The next level was learn-

ing that praise and worship actually 

meant surrendering myself to God, 

giving up my plans, feelings, and 

desires and letting Him be King.  

 I’m still struggling through this 

last part. It means that worship isn’t 

always enjoyable and fun—it actually 

contradicts what I naturally want to 

do. When my instinct is to open up 

my phone and find something to 

distract myself with, God often calls 

me to pray. Choosing to obey is wor-

ship. When I’m tired and frustrated 

and all I want to do is think about 

how much my life sucks, worship 

means fighting my emotions and 

choosing to declare God’s truth.  

 One place I saw this happen 

was during the summer ADVENT 

mission trip. This was my fourth time 

going,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trip 

wasn’t so fun anymore. In the past, I 

went to encounter God and receive 

from God, but this time, I felt like I 

was constantly pouring myself out, 

serving others and leading other 

people to encounter God. During a 

worship night at debriefing (a set time 

for us to reflect, pray, and remember 

what God had done), I didn’t want 

to pray. I was exhausted. Everyone 

around me was excited, talking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and what they had 

learned and all the fun they’d had, but 

I couldn’t relate, and so I resented 

everyone else. I didn’t feel like I had 

grown or received anything. I felt 

completely alone, and I just wanted 

to go to bed and wallow in self-pity. 

 As the worship began, I couldn’t 

bring myself to sing. They were declar-

ing God’s love and goodness, but in 

the moment, I couldn’t fully believe 

it, and so I didn’t want to sing and be 

fake. I stood there listening to other 

people sing around me, half-heart-

edly asking God to change me. 

Suddenly, the worship team began 

singing “King of My Heart,” a song 

that’s always been one of my favorites 

because of its simple confidence in 

God’s character and goodness. At 

that moment, Imade a decision. I 

told God, “I know You’re good. I 

don’t feel it right now, but I know 

You’re good. I choose to praise You.”  

 Looking back, I see that it was 

an act of worship because I chose to 

surrender my feelings, and just as 

God had taught me before, my wor-

ship became a weapon against the lie 

that God owed me something. When 

I chose to praise, the tiredness, resent-

ment, and frustration disappeared. I 

could sing freely again to my loving 

Father. That night, He refreshed me, 

giving me energy and strength again. 

 These are only a few examples 

that show what God did in me in 

2019. My humanness causes me to 

forget these lessons all the time. I still 

get stuck in self-pity sometimes. I still 

sin and then struggle with accusa-

tion. At the root of it though, when 

I choose to praise and surrender, my 

Father steps in and fights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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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All Seeds
Melody Kong

Everything is a seed. I am a seed. 

You are a seed. We are all seeds, 

planted and made by God and for his 

glory. For a seed to grow, it needs good 

soil, water, sunlight, and of course, 

time. Like seeds, we need a good 

foundation, some form of food for 

energy, and time to grow. Seeds don’t 

just grow overnight, and we also can’t 

just change overnight. This has been a 

recent discovery for me, as I have just 

recently experienced the first stage 

of a seed to become a plant: growth.  

 As many of you know, I grew 

up in church, and I was the typical 

church kid. I went to church every 

Sunday, went to VBS, and sometimes 

read my Bible. But these were not 

really because I enjoyed church or 

getting to know Jesus. It was simply 

to hang out with friends and partic-

ipate in activities I enjoyed. I didn’t 

really feel any connection or any real 

spark in my life. The past ten years or 

more were simply put as this—I went 

because I grew up in church and it 

would be a shame if all the years of 

my life growing up were for nothing. 

I was (and am) also part of the Kids 

Worship group, which made me more 

involved than the average Sunday 

school kid. I was a Sunday church 

goer—I went to church Sunday, but 

the rest of the week, I lived a normal 

life with a dash of Christianity.  

 This was an ongoing cycle for 

most of my life. Of course, as I grew 

older, I was more involved with church 

and occasionally tried to implement 

more of what I learned at church 

in my everyday life. Unfortunately, 

my seed only sprouted a bit, and 

it was very weak.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to me did not seem very 

genuine, and now, when I look back 

and compare it to now, I can see the 

products of my labor were very weak.  

 This all changed when I went 

to Onething 2018 in Kansas City, 

a conference curated by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During this conference, many things 

went wrong. Despite these events, 

to this day, going to that confer-

ence truly was the best thing that’s 

happened to me. The first half was 

mediocre and pretty average for me. 

It seemed like every other retreat 

and every other worship session I 

had been to. I wasn’t too motivated 

to do much or participate much, 

and I had just really wanted to go 

to see what I could get out of it.  

 Halfway through the confer-

ence, I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fe 

changing. After one of the sessions, 

we were told to split into groups and 

have a time of confession. Joseph, 

Joshua, Olivia, and I were in one 

group, and since we knew each other 

very well, it was easier to expose and 

open up—that is, at least for the rest 

of them. They had all shared and 

opened up about past sins and things 

such as that, but I was sitting there 

not knowing what to say. I was so 

overcome with fear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after I spoke; I was thinking 

of the possible outcomes. I knew they 

were waiting for me to speak, despite 

our conversation beforehand saying 

that there was no specific structure. 

At that moment, I broke down 

and started to cry uncontroll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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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aid whatever came to my head 

and no longer worried if it made 

sense or if what I said was gram-

matically correct or not. After I had 

expressed myself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I continued to cry. We were 

all crying together, and ironically, it 

was comforting, knowing that we 

all had experienced some sort of 

hardship, but were able to overcome 

such hardships and telling each other 

of this. This really encouraged me, 

and it helped me to begin to sprout.  

 Like I said earlier, seeds don’t 

grow into trees overnight, and neither 

does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 

didn’t get to see an automatic change 

in my life, but I know that God had 

done something great in my life, as 

2019 was my biggest year of growth. 

For example, I received the gift of 

tongues when I had the opportu-

nity to go to Thailand. There were 

also multiple inconveniences that 

occured, but those were all put into 

place to help me grow as a person 

and in Christ. The past year has 

taught me so much about myself 

and how capable I can be once I reach 

my full potential. I was taught that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everything 

than the surface level that we see. 

Like a seed, there is so much more 

potential for us when we acknowl-

edge all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and what he will do in our lives.  

 I am a living testimony of 

God’s goodness and his grace. After 

over ten consecutive years of going 

to church, being so involved, and 

even going on mission trips, I was 

finally able to start unlocking what 

God has for me. I’m sharing this to 

encourage those who feel like their 

relationship or connection with God 

is dead or done for. It’s not over yet, 

and God has a plan for you. It took 

me, a person who attended church 

regularly, was part of both worship 

teams, and even went on mission 

trips, over ten years to just start 

to grow. Don’t give up, and don’t 

lose hope for yourself or for others.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so much 

potential and so much more growth 

for everyone, from those who have 

grown up in church to those that have 

recently joined. You may be currently 

satisfied at where you are, but let me 

tell you, God is so much greater than 

you can imagine and so much better 

than you could ever think. No matter 

what circumstances you may be in, 

God can work through that and turn 

your sorrows, your brokenness, and 

your burdens into an agent that will 

help your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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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share a testimony 

about how God demonstrated 

his faithfulness at my job. I cur-

rently work at a utility company. 

I’ve enjoyed working for this com-

pany and I know undoubtedly God 

placed me in this 

company. God 

had given me this 

job even before I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ince I 

knew God had 

given this job I 

thought I would be very success-

ful at this job right out of college. I 

expected to get promoted very fast 

very quick. I thought to myself that 

if I work hard enough and I have the 

blessings from God, He will help me 

get promoted very soon and I will 

become a very successful person. Like 

always life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and what God has planned was differ-

ent than what I had envisioned from 

myself. God spoke to me once before 

from Is 55:8-9 “For my thoughts 

are not your thoughts, neither are 

your ways my ways, As the heavens 

are higher than the earth, so are my 

ways higher than your ways and my 

thoughts than your thoughts.” While 

I was job hunting. I had to relearn 

this lesson again during my job. 

 I was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without promotion for multiple 

years and it got to a point where I 

was very frustrated with this com-

pany with myself and with God. I 

worked very hard and I thought I 

did well and served my company 

well. Even though I’vemade mistakes 

but I thought my 

accomplishments 

“greatly” offsets 

my mistakes. 

Time after time 

I was very dis-

appointed after 

myperformance 

review. It got to a point where I was 

so frustrated that I wanted to quit 

because people I knew that came 

after me got promoted faster than me 

and people that I thought was “less 

qualified” than got promoted but not 

me ( Please note, this was the pride 

in my heart). I thought to myself 

God’s ways 
are higher than my
John Yen

For my thoughts are not your thoughts, neither are your 

ways my ways, As the heavens are higher than the earth, so 

are my ways higher than your ways and my thoughts than 

your thoughts.

— Isaiah 55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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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God wanted to me move on. 

Human hearts are very deceiving.  

 I began to pray earnestly to God 

to see if it was his will to leave this 

company but when I prayed God 

gave me a verse from the Bible in 

Jeremiah 42 where Jeremiah told 

Israelites to stay where they are and 

not to go to Egypt. God will estab-

lish them where they are at. When I 

saw that verse my heart broke down. 

I knew that was God’s speaking to 

me saying not to leave this company 

so I decidedto stay even though I 

did not want to but I was willing 

to obey. After a year or so noth-

ing really changed, I still did not 

get promoted so I thought about 

switching departments because I just 

got tired of where I was and maybe 

it was God’s will for me to switch 

department. How foolish I was but 

God’s faithful in His guidance. I’ve 

made all the necessary arrangement 

to switch to another department 

and somehow my company did a 

department restructuring which pre-

vented me from moving to the other 

department. My boss approached 

and said that rather than switching 

to another department, he gave me 

an alternative path. He asked me if 

I wanted to lead a project imple-

mentation. Without much hesitant, 

I gladly accepted my new assign-

ment. Looking back, by the grace of 

God, this has been by far my favorite 

experience so far with the company.  

 God’s plan definitely has a 

much better plan than what I had 

created for myself (switching depart-

ment/ leaving company). What I’ve 

learned in the past served as criti-

cal building blocks in this project 

implementation. In other words, God 

has been training me and “forcing” 

me to learn the necessary skillset in 

the “dry” times so I can be successful 

to lead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So far, thisproject implementation 

assignment (still on going) has been 

an amazing journey. Finally in Nov-

2019, God had graciously provided 

me a promotion as a result of leading 

this project. Thank God that God 

did not allow me to that to leave 

this company or switch to another 

department otherwise I would not 

have gotten this opportunity to lead 

th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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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worthwhile 
to wait
John and Alina Yen

From faster internet to more 

efficient cars, being fast and 

efficient have become the normal 

consumer expectation in the society. 

We(myself included)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atient however, 

sometimes it is actually worth to wait 

or slow down especially when it’s of 

high stake like marriage. Marriage is 

one of most important milestones in 

one’s life. It’s a serious and holy vow 

mad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before God. I sincerely believe mar-

riage is a lifelong commitment to 

another human being and it’s irre-

vocable. Due to the weightiness of 

marriage, very early on in my life, I’ve 

decided to let God be my guide for 

my marriage. I once heard a preacher 

said that if you let God choses a 

spouse for you then he will be fully 

responsible for the outcome of your 

marriage. Otherwise, you will be fully 

responsible for the outcome of the 

marriage.Therefore, when I prayed to 

God, I would say to him that I fully-

yield to his will because I was afraid 

to make this decision on my own and 

if made the wrong choice, I would 

be fully responsible for my mistake.  

 Growing up, there were girls 

who liked me and of course therewere 

girls that I liked. There were times 

that I was a good submissive sheep 

who was willing to wait patiently for 

God to show me the right person so 

I didn’t go into a relationship right 

away. 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even 

though I hoped I could be a com-

pletely submissive sheep of God and 

wait patiently until the right person 

come but I wasn’t always a submis-

sive sheep. Thank God, his mercy 

and faithful endures forever. I recall 

there were a few instances where I 

broke God’s heart by disobeying 

his will yet he was still faithful to 

me. God didn’t give up on me.  

 As my friends, one after another 

began their relationship journey I 

would struggle in my heart. I saw my 

peers began courtship, some even have 

years of experience yet I have little to 

noexperience and by God’s grace, I 

was able to wait patiently until the 

right person showed up. In the fall 

of 2017, I met future wife Alina Ying 

in ATLBOLCC. God miraculously 

through various means, allowed 

to us know other, then date, then 

finally into marriage in Aug 2019.  

 Throughout the process, we 

experienced a lot of mountains and 

valleys and it’s because of these expe-

riences we learn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partner who you can lean 

on and run the race with you for 

your whole life. There was one time, 

i was very depressed because I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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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looked for promotion at my 

company. I did not want to pray, I 

didn’t know what to say to God. I 

did my best, I poured out my heart 

at work yet I felt my company and 

my boss did not appreciate my work. 

During our regular time of prayer, I 

expressed my frustrations and burden 

to Alina. In my moment of weakness 

and disappointment, Alina prayed to 

God fervently on my behalf. While 

praying she received vision from God 

that greatly encouraged me. As she 

was describing the vision she saw, I 

broke down and started crying before 

God, pouring out my frustration 

before the LORD. After prayer, I felt 

a sense of peace and love from God 

that enabled me to stand on my feet 

again. What I mentioned above, was 

one of many mountains and valleys 

that God allowed Alina and I to go 

through. I thank God, through these 

experiences,God has 

kept his faithfulness to 

me and also, blessed me 

with a wonderful helper 

to go through these expe-

riences along myside.  

 Most people want 

to have a partner who 

they can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fe with but are 

most people willing to 

wait until God brings 

the right person to them? 

Fast and efficiency are good, but when 

it comes to find the right person God 

has planned for you, sometimes it 

requires patience. When we try to 

rush getting into relationship, we will 

miss the right person that God has 

planned for us. And God is faithful, 

if you are willing to yield fully to his 

guidance, he will bring you the 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place just he has done this for me. 

Our job is to trust in the LORD in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unto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shall 

direct your paths (Proverbs 3:5-6). 

Looking back, I can say it is worth 

to wait patiently until God brings 

the right person to you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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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older daughter started 

having a hard time focus-

ing on school and had become 

unhappy since her middle school 

years. Her doctor later diagnosed 

her with depression. It is very hard 

for me and our family. I pray and 

ask God to heal her, to prepare the 

best counselor and the right school 

environment for her. Before sleeping, 

I would pray for her to fully recover. 

Also, our church pastors,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been praying for 

her since 2018. My cell leader Ivy 

prays with me nearly every Thursday 

and prays that the Lord be with 

her, and all her depression begone.  

 God is the God that listens to 

our prayer. In fact, He opened a door 

for us, and through a medical insur-

ance company’s recommendation 

list, we got a new counselor Karen 

who takes our insurance plan and 

takes new patients, and works with 

youngsters who are younger than 18 

years old. Plus her office is very close 

to our home. Karen is very caring, 

and thorough and also has many 

years’ experience with teenagers. My 

daughter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her.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I felt 

this incredible peace of God over-

come me, and I knew that God is 

in control and HE is on the throne. 

 I would count for all of God’s 

grace and favor in our lives. I would 

share with my children. “But he 

said to m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

fect in weakness.’” (2 Corinthians 

12:9) My daughter gradually started 

to commit herself into some exer-

cises, studying and working on a 

tutoring job. She started prioritizing 

her tasks, and trying to go to Gym 

twice a week, and joining coping 

skills group sessions and commu-

nicating with her counselor. She 

began to put things into perspective.  

 I believe in the salvation of 

Jesus’ blood, the power of Jesus’ res-

urrection, the healing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have faith in God. 

I believe that God allows everything 

to happen for Hispurpose. Although 

my daughter is experiencing depres-

sion, Jesus’ resurrection and God’s 

power has already won over the death 

and disease. Through this, we know 

that God is a healing God and can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My 

daughter consistently has been seen 

by her counselor. Also God sent 

our church sister Juan to help her 

too. My daughter is connected with 

The Power of Jesus’ Resurrection 
brings hope, joy and Peac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 2 Corinthians 12:9

 Jing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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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ister. Also Juan told her how to 

pray in tongues.  She began trust-

ing me more and I learn to love her 

like Jesus without any conditions. I 

tell her that I love her and trust her 

every day, and I hug her and kiss her 

daily to reassure her that I love her.  

 God started teaching me how 

to pray for my children and how to 

be a praying mom. I would massage 

her back and pray with her at night; 

my youngest one would read Bible 

with me and pray with me for her 

older sister. Also, I facetime with my 

son every week and read Proverbs 

with him. I know that God is work-

ing on everyone in our family. God’s 

promise is that when one is saved, the 

whole family will be saved. We not 

only rely and hope in Jesus in our 

natural life, but also more impor-

tantly, we need to enter God’s eternal 

I will both lie down in peace, and sleep; for You alone, 

O Lord, make me dwell in safety.

— Psalm 4:8

kingdom together and forever. This 

is an amazing grace and hope.  

 Jesus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always with us, help us and fight 

for us. Even though my daughter is 

still having ups and downs, I know 

that God has the final say, and God 

is in control. I lift my daughter up 

to the Lord, and ask Him to protect 

her spirit, body, mind and emotions 

from any kind of evil or harm. I pray 

that she will make her refuge “in the 

shadow of Your wings”. Help her to 

walk in God’s ways and in obedience 

to God’s will so that she never comes 

out from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at 

protection. I pray that the Lord pour 

out His supernatural healing into 

her. I know that the Lord is her best 

doctor. I have faith and hope that she 

is cured by the Almighty God, and 

she will be a blessing t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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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 Taiwan 2019

Over the last nine months of my life,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has grown leaps and bounds. The starting 

burst of spiritual growth occurred in ADVENT, the day before 

teaching began. I remember that day, we were sing-

ing “I raise a Hallelujah”, and we just all started 

screaming “Hallelujah”, and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I felt in those moments felt so surreal as us 20 or so 

people huddled in a dorm room and worshipped.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top five best spiritual moments 

I’ve had in my life, and that was such a great start to 

my ADVENT experience. For me, I had a really spir-

itual moment the second week of ADVENT on 

Thursday, Testimony day. That week, I was solo teaching 

my first class with a TA, which meant that I would 

be giving my testimony. However, when I was giving 

my testimony, I started with my dad getting cancer. I 

talked about how I visited my mom’s friend’s church 

in Boston, and the pastor there prayed for me. I 

didn’t understand, but I just started crying, pour-

ing tears, and it felt like I had an empty cup of love 

that just kept getting full, like God’s love just kept 

pouring into my empty cup, overflowing it. While 

there were mischievous children, teasing children, 

and loud children, none of them spoke while I was 

telling them my story. I was so touched by their obe-

dience, and I was so touched at how when I finished, 

they held sympathetic voices for me. The biggest 

impact I had from that class, though, was a student 

named Brendan, who had been teasing me the entire 

week for being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always 

talking over me, wrote “Yes.” Yes he did pray the prayer 

to accept Jesus Christ into his life. I was so moved by 

how God was able to touch Brendan through my words, 

that a child who was constantly in trouble was able to 

openly accept my words and be moved into accept-

ing Christ as his savior. That is my takeaway main 

testimony from ADVENT. I also learned a lot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 Christian, and I am so sad that 

ADVENT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do this year.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a trip like this again, so I am 

able to connect with children from Taiwan and other 

Christia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is kindled the 

fire within me to long for Christ, to be more than a 

“Sunday Christian”. 

Krystal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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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in Atlanta 
4995 Avalon Ridge Parkway, suite 150 
Peachtree Corners, GA 30071

電話： 770-449-4415
網址： www.atlantabolcc.org
電子郵件： Bolcc.atl@gmail.com

亞特蘭大靈糧堂

這本見證集，是傳揚神在過去一年裡，在我們中間成就的美善。若你也嚮往認識這

位神，只要敞開你的心呼求祂，你會發現原來祂離你不遠，正充滿憐憫等候施恩。

若你需要禱告與扶持，歡迎與我們聯絡。

周日：

周一：

周三：

周四：

周五：

         

郭靖姊妹

謝香姊妹

江大強弟兄

劉瑞聰弟兄

張瑩姊妹

王惠國弟兄

陳倖生姊妹

Steven Xie
Joseph Mao
顏士熲弟兄

陳鳳嬌姊妹

林學娟姊妹

陳佳唯姊妹

周惠鴛姊妹

劉克真姊妹

李一菲姊妹

周暉姊妹

毛應清弟兄

魏大為弟兄

倪玉芳姊妹

顏士熲弟兄

404-519-0096
678-622-5780
770-910-0630
404-290-6625
678-662-3687
770-365-3350
770-542-9861
678-936-5128
404-740-0034
678-654-0501
678-538-8082
678-677-0377
770-910-0629
404-543-2176
678-920-8087
770-652-3662
770-570-9815
404-543-2003
404-661-1822
404-536-7272
678-559-8122

恩寵小組

恩典小組

心連心小組

就光小組

芥菜種小組

夫妻小組

TOG 高中小組

初中主日學

福州話小組

警醒小組

光鹽小組

喜樂小組

和平小組

仁愛小組

恩雨小組

社青小組

TOG 大專小組

主日崇拜（成人、兒童、青少年）：周日10:00 am 

禱告會：周三 7:3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