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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牧牧牧    者者者者    心心心心    聲聲聲聲    

「「「「擴擴擴擴    張張張張    帳帳帳帳    幕幕幕幕」」」」之之之之    十十十十    年年年年    

周宇定 牧師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

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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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

涼的城邑有人居住。(賽 54:1-3) 

 

時間過得好快，離開化學研究專業，進入全職服

事居然已經整整十年。在思想今年教會主題「 同心合

意，擴張帳幕」的同時，我不免回想到當年神是如何

呼召我，要來擴張我的帳幕，我也回顧這過去十年，

神又是如何在我身上擴張帳幕，衪擴大了我對祂的認

識也擴大了我的服事範圍，如今除了感恩祂的帶領安

排，我也願藉自己的一些經歷來給所有有志於擴張帳

幕的弟兄姊妹一些鼓勵。 

首先，我要申明，神以各種方式來擴張我們的帳

幕，從帶職事奉到全職事奉祇是許多方式中的一個。

我們也知道神並沒有要呼召每一位信徒都成為全職傳

道人，我相信，我當年作化學研究時的帶職服事和後

來作傳道人的全職服事，在神眼中都看為重要，重點

是我們是否願在衪的時間做衪要我們做的？ 在這篇

文章裡，我祇是願意和大家分享當我願意被神擴張我

的帳幕時，神就在各方面擴大我的看見和增加我的服

事。 

1983 年我參加了使者舉辦的第一屆華人差傳大

會，在那裡，我回應講員唐崇榮牧師的呼召，表示願

意把自己獻給神。雖然在當時並沒有想到將來要做個

傳道人，但那之後，這個念頭就不時地浮現在腦際。

當然心中有許多掙扎，我一方面感受神對我的恩寵，

要我率先成為聖路易華人教會笫一位從專業走出來的

傳道人，另一方面我卻捨不得，也不敢也不願放下那

舒適而且熟悉的生活方式與工作環境。1996 年，神要

我出來全職的呼召似乎越來越清楚；1997 年秋，神的

恩典帶我跨出了第一步，我向公司辭了職；1998 年

一月我正式離開了任職 18 年的化學研究專業，進入

了神學院就讀。 

在這十年中，神至少在三方面，讓我看到祂在擴

張我的帳幕。首先，神增加我對祂的認識，因為有一

些在神學院學習的機會，我對聖經有了新一層的認

識。對神的整個永恆的救贖計劃，也開始有了更進一

步地瞭解。我開始比較明白什麼是神的主權，什麼是

神的揀選，什麼叫恩典。在這樣的認知下，我對神的

愛有了更深一層的体會，如此的体會幫助我能更用心

地去敬拜祂。其次，在這十年中，神也大大增加我對

祂服事的範圍，讓我不但服事祂在聖路易地區的一些

羊群，祂也給我機會，帶我去服事祂在中國大陸的一

些羊群。當我每次離開中國的培訓點時，那裡的弟兄

姊妹含著淚一起唱著「耶和華祝福滿滿」來為我送

行，我總是帶著淚感謝神祂擴張了我的帳幕，經歷了

祂滿滿的祝福。因著神在這方面擴張了我的帳幕，連

帶著教會整体也開始在大陸事工上擴張帳幕，以更多

的經費和人力來參與這個事工。其三，在這十年中，

神擴張我的帳幕,讓我一次又一次經歷到祂的信實，

我舉兩個例子，在每主日的信息準備上，像以利亞從

烏鴉那得餅和肉一樣（王上 17：6），我每次都經歷

神的及時供應；另外在每年三期傳福音訓練中，不祇

我還有所有的上課學員，在探訪對象的安排上，我們

都一次又一次地經歷到祂信實的供應。在這十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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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各方面擴張我的帳幕，讓我經歷祂真是又真又活

的神。 

在今年第一個主日信息中，我以以賽亞 54：1—3

三節經文，勉勵弟兄姊妹以喜樂的心來回應神要我們

擴張帳幕的命令。在那信息中，就著教會怎麼具体地

去擴張帳幕這個問題，我從個人、團契、及教會整体

三個不同的層面，向弟兄姊妹提出了一些呼籲。我可

以從過去自己在回應神的呼召上的掙扎、來想像一些

弟兄姐妹在回應講台上的呼籲上可能有的掙扎。我當

時畏懼未來做傳道人的服事，也許一些弟兄姊妹也一

樣地畏懼而不敢開口邀人或傳福音；我當時捨不得走

出自己的舒適窩，也許一些弟兄姊妹也一樣地因捨不

得現有團契的融洽，而不希望將團契分成小組好繼續

增長；我當時擔心辭去工作後家中的經濟需要，也許

一些弟兄姊妹也一樣地擔心未來的建堂所需要的經

費。對這些感受我可以瞭解認同，當我們願意順服神

去擴張我們的帳幕時，接下來的一切，神就自己完全

地來成就了。因此我也特別願意見証過去十年神在我

身上擴張帳幕的恩典。我相信，不論個人或教會，當

我們願意順服神去擴張我們的帳幕時，接下來的一

切，神就自己完全地來成就了。

 

 

Nothing Better! 

Pastor Mark Manning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the new year!" This is 

what we often hear from others. What is "the best" 

really all about? Most people think it is about money，

health， and achievements. However，God ha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bout what is "best" for us，and 

indeed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what He offers and 

promises to us. 

Our Church theme for 2008 is taken in part from 

Isaiah 54，"Enlarge the place of your tent" (verse 2). 

This chapter is about God speaking tender words of 

encouragement to His people who had drifted away 

from Him. The people were like an unfaithful wife，

and God was like a husband who was ready to 

reconcile and offer what was best for her. Nothing 

could be better than three things he was promising，

and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for us either. 

First，，，，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to be called 

back to God. "The LORD will call you back as if you 

were a wife deserted and distressed in spirit" (verse 6). 

Even if we have been unfaithful to God and have 

drifted away，He graciously calls us back to Him. He 

offers forgiveness because He loves us， as He 

says ， "with everlasting kindness I will have 

compassion on you" (verse 8). Let us run back into 

His arms of love! 

Second ，，，，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to 

experience intimacy with the Lord. The picture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s a marriage is to suggest 

that our union with Him is something precious and 

wonderful，"For your Maker is your husband - the 

LORD Almighty is His name" (verse 5). It is a 

relationship that can deepen and strengthen，as we 

get to know to the Lord more fully. For 2008，let us 

pursue a life of intimate fellowship with God through 

His Word and our prayers.  

Third ，，，，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to 

spiritually reproduce. The picture in Isaiah 54 is of 

a woman who had no children，but who could 

expect to have many in the future (verses 1-3). The 

people of Judah could expect many descendants 

because of God's promise. Thus the need is to 

"enlarge" their tent. Today God is in the busi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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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new birth to others by His Spirit，but He does 

th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nistry of His people. As we 

faithfully reach out with the gospel ， Jesus has 

promised fruit (John 15:16). In Isaiah 54:13，God 

promises， "All your sons will be taught by the 

LORD，and great will be your children's peace". As 

baby Christians are added to our Church，we will see 

them grow up in the truth. As John said，"I have no 

greater joy than to hear that my children are walking in 

the truth" (3 John 4).  

May the Lord bless us this new year with all "the 

best" things God has for us. Let and let us prayerfully 

pursue outreach，that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the 

gospel many others will be born again among us us 

hear God's voice and be reconciled to Him. Let us 

experience greater intimacy in fellowship with Him; 

and let us prayerfully pursue outreach, that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the gospel many others will be born 

again among us. 

 

 

 

無無無無    與與與與    倫倫倫倫    比比比比    

明邁克 牧師 

 

「願您新的一年凡事都是最好的」，這是我們經

常聽到的別人對我們的新年祝福。但「最好的」到底

是什麼呢？很多人一看到「最好的」就會想到金錢、

健康以及成就。但是，在上帝那裡，衪為我們所預備

的「最好的」，卻有不同於世界對於「最好的」的認

知。無疑的，沒有比衪給我們的和衪應許我們的更美

好了。 

我們教會新的一年的主題是從以賽亞書54章2節

中得來的：「擴張你的帳幕」。以賽亞書54章是上帝

以勸勉的話鼓勵那些背離了衪的子民回歸。那些子民

就像不忠的妻子，而上帝就像那一位隨時期待著妻子

回歸的丈夫，並願意向她提供那「最好的」。再沒有

什麼比神所應許的以下這三件事情更美好的了。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沒有什麼比蒙召歸向上帝更好的事情沒有什麼比蒙召歸向上帝更好的事情沒有什麼比蒙召歸向上帝更好的事情沒有什麼比蒙召歸向上帝更好的事情    

以賽亞書54章6節說：「『耶和華召你，如召被離

棄心中懮傷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棄的妻。』這是你

神所說的。」即便我們對神不忠心，即便我們遠離了

神，衪還是滿有恩典的呼召我們向衪回轉；衪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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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赦免的恩惠，因為衪愛我們，「（我將）以永遠的

慈愛伶恤你」。讓我們趕快回轉，回到衪愛的懷抱中。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沒有比經歷與衪親密的關係更美好的沒有比經歷與衪親密的關係更美好的沒有比經歷與衪親密的關係更美好的沒有比經歷與衪親密的關係更美好的    

用婚姻來比喻我們與神關係的景象告訴我們，我

們與上帝的聯合是多麼寶貴和奇妙，正如以賽亞書54

章第5節所說：「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

是衪的名」。當我們更多認識我們的主的時候，這種

關係就會更深刻更牢固。在2008年，讓我們通過學習

衪的話和我們的禱告，追求與衪更親密的關係。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沒有比神國度的擴展更美好的沒有比神國度的擴展更美好的沒有比神國度的擴展更美好的沒有比神國度的擴展更美好的    

以賽亞書54章讓我們看到一幅圖畫，一個沒有子

女的婦人，卻有盼望在將來有許多的子女。當時猶大

人之所以確信他們會有許多的後代，是因為神曾如此

應許過。也正因此，他們才需要擴張他們的帳幕。今

天，上帝透過聖靈，親自在使人重生得救的事工上做

工。而聖靈的工作，正是藉著衪的子民的福音事工而

進行的，只要我們忠心的傳播福音，主耶穌應許我們

必要結果（約翰福音15：16）。在以賽亞書54章13節，

上帝應許說：「你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你的

兒女必大享平安。」神把這些剛新生得救的基督徒加

添在我們的教會當中，我們必欣喜的看見他們在真道

上成長起來。正如約翰在約翰三書第四節中所說：「我

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

大的。」 

在這新的一年當中，願上帝祝福我們，賜福我們

衪所預備的那「最好的」；願我們能更多聽到衪的聲

音而再次委身於衪；讓我們經歷與神更美好的交通；

也讓我們藉著懇切的禱告，藉著繼續努力廣傳福音，

讓更多的人得著新生命。 

張 寧  譯 

 

 

牧牧牧牧  者者者者  心心心心                                                                                                                               

蔡炎康 傳道 

 

在最近一次週四的事工會議中，我與其他兩位牧

者分享說，作為一個傳道人，我們更多親身經驗人性

的美善和醜陋。當我進一步思考這句話時，越發覺其

中的確有幾分道理。畢竟，牧會事工終歸是以人的需

要為全部需要。不管信徒在身體或靈性上的起或落，

牧者都應該關注。任何人信主﹑結婚﹑或嬰孩出生等，

我也會分享當中的喜悅。但若是有人重病纏身，或有

人被罪所勝而不願悔改，我心中卻會淌淚。記得曾經

探訪過一個有末期病患的人，回家後跟從前任職護士

的太太分享心靈裡的重擔。我問她每天面對那麼多不

同情形的病人，她是如何處理她的情緒。難道我需要

偶爾去看看喜劇電影，讓自己情緒舒緩下來，或可暫

且忘掉現實人生？問題是：我如何可以做到既表達了

對別人的關懷，又不至於在情緒上太陷入？----或許，

問題症結並不在此…… 

我相信，答案應該是回到神話語的智慧中，尤其

是我們的大牧人為我們所設立的榜樣。耶穌也許是世

上唯一不需要對任何人產生情緒反應的人；因為祂是

無所不知的神，沒有一樣事物是祂意料不到的。但祂

卻願意體恤我們的感受，仿佛與我們一同漫遊生命的

歷程。在客西馬尼園，耶穌痛惜門徒因著疲倦而不能

與祂同心守望。面對馬大和馬利亞喪弟之痛，耶穌分

擔她們的憂傷。在復活的早晨，婦女們因見到天使的

顯現而震驚，耶穌卻上前加以安慰。不論我們在生命

歷程的哪一階段，祂都親自與我們相遇。 

當人在生命中碰到困難，很自然會去尋找答案。

一個通常會發問的問題是：為何這件事情會臨到我的

身上？面對如此的難題，我也覺得非常無能為力。我

沒有一切問題的答案，唯有神才知道。但事實上，很

多時候對方並非期待一個絕對的答案。最近參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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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事工的研討會，講員分享關懷別人的兩個基本的

要點：心到和耳到。要表達對別人的關懷，我必須要

專注，但不一定是提供意見，卻是要聆聽。我的太太

可以見證我們在結婚早年時我是多麼的不夠敏銳和

缺乏智慧。為何她要告訴我她覺得冷或頭痛？幹嘛她

不自己去找件衣服或吃顆頭痛丸？但是她真正需要

的只是一個願意放下手中一切事情，而把

注意力投在她身上的人。同樣，我應該集

中精神在那個受苦的人，而不是忙著想解

決問題的方法----這對於我日後如何待人

的確是很好的提醒。 

使徒保羅告訴我們，神的恩典夠我們

用。並且祂的恩典是及時而量身訂做的。

作為一個關懷的使者，我的責任是幫助有

需要的人把目光轉向神。我個人的意見會

是太淺顯﹑太主觀﹑太短視。但神的話卻

是完備﹑帶著能力﹑和永恆的。說實在的，

我到底只是神恩典流通的一個器皿而

已。我所事奉的成效應該是以我對主的忠

誠來衡量。每個人最終必須要承擔自己所

作決定 (不論好與壞) 的後果。在我而

言，我卻要為神所託管于我的羊群向祂負

責。我要以基督的愛去愛他們。神竟然樂

意使用我成為塑造別人的工具，這是何等

令人興奮的事情。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

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

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

是作群羊的榜樣。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

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彼前書 5:2-4 

 

 

 

 

 

Shepherd’s Heart 

Minister Vincent Choi 

 

In a recent Thursday ministry meeting I shared 

with the other two pastors that as a minister of Christ 

we experience the best and worst of mankind first 

hand. As I further pondered on to this statement I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truths to it. After all，

people’s needs are what pastoral ministry ultimately 

all about. Whether our flock rise or fall physically or 

spiritually we should be showing our concer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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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oice over one’s salvation，wedding，new birth，

etc. But at the same time I weep when someone is 

plagued by terminal illness or yielded to sin and too 

stubborn to repent. At one time after visiting a person 

with severe sickness I came home and shared my 

feeling with my wife，who used to work as a nurse. 

My heart was burdened by what I saw. I asked her 

how she dealt with her emotion after tending different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all sorts of diseases. Should I 

just go watch a comic movie every now and then to 

unwind myself so that I can forget about the reality of 

life? I mean，how can I show my care for other 

people without being too emotionally attached at the 

same time? Or is that the core issue at all? 

I believe the answer goes back to God’s wisdom 

in His Word，in particular，the example our Great 

Shepherd set up for us. For if there is any human 

being who does not need to show any emotion to any 

person it must be Jesus. Since He knows everything 

that will happen nothing would surprise Him. But yet 

He willingly identifies with our feelings as if He 

adventured through life with us. Jesus lamented over 

His disciples’ lack of concern for Him in Gethsemane 

due to their weariness. He was overcome with sorrow 

when seeing Martha and Mary weep at their brother’s 

death. At the resurrection He comforted the women 

because they were conquered by fear when the angel 

appeared to them. He met people where they were in 

their journey through life.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nswers when they are 

struck by life’s problems. One common question they 

ask is: why does this happen to me? When people turn 

to me for an answer very often I can share their sense 

of helplessness too. I don’t have all the answers; only 

God does. However，more than likely I don’t need to 

provide them a perfect answer. At a recent seminar on 

caring ministry I attended the instructor shared with us 

two key principles to help a troubled heart – presence 

and listen. To show my care for another person I need 

to be present，not necessarily to give suggestion，but 

to listen. My wife can testify to my insensitivity and 

lack of wisdom in our early years of marriage. Why 

tell me that you feel cold or have a bad headache? 

You know where to get a jacket or some painkillers. 

But what she is actually looking for is someone who is 

willing to stop everything at hand and pay attention to 

her. My focus should be on the one who suffers，

rather than finding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That 

serves as a constant reminder to me when I meet with 

people. 

The apostle Paul reminds us that God’s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us. His grace is timely and tailor-fitted to 

our needs. As a minister of caring，my task is to help 

people turn their focus to God. My personal advice 

may be too shallow，subjective and temporary. But 

God’s Word is perfect，powerful and everlasting. To 

say the least，I am only an agent through which God 

administers His grace. The effectiveness of my 

ministry measures in terms of faithfulness. Ultimately 

people will bear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own 

decisions，be it wise or wicked. But as for me，God 

will hold me accountable for the sheep He entrusts to 

me. I have to love them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I am 

thrilled to be a part of God’s instrument to shape 

people’s lives. 

Be shepherds of God's flock that is under your 

care，serving as overseers—not because you must，

but because you are willing，as God wants you to be; 

not greedy for money，but eager to serve; not lording 

it over those entrusted to you，but being examples to 

the flock. And when the Chief Shepherd appears，you 

will receive the crown of glory that will never fade 

away. (1 Peter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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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主主    恩恩恩恩    滿滿滿滿    溢溢溢溢    

    

凡凡凡凡    事事事事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晨  曦 

 

是的，主的恩典何等豐富！在神的國度裡，我是一個萬分富足的屬神兒女。只要常數算我們

已擁有的褔份，我們必要驚訝立時樂歡呼！ 

 

同樣的供應，過慣富足生活的人，似乎較少有感

恩的心。……以世人眼光或標準來衡量，我不會是富

足的人；但在神的國度裡，我卻是一個萬分富足的屬

神兒女。 

然而在富足的恩典中過慣了，感恩的心也會不知

不覺地遲鈍了。在感恩節來臨的日子里，神自己再度

提醒我要「凡事謝恩」（帖前 5：18a）。回顧過去這

一年，實在有太多事要感恩，僅以三件事略述感恩感

言。 

婆婆，畢竟不同於自己的母親，但在以主耶穌為

主的家庭中，婆婆可以如同自己的母親，婆媳關係可

以像母女，甚至像姐妹；啊！在主內和睦同居是何等

美善！我婆婆與我們同住了二十年，她因年紀漸長，

自然是外体一天壞似一天；然而神的恩典總是超乎我

們所想所求。每當婆婆身體健康走至低谷，祂總是派

天軍天使四圍環繞她。今年婆婆住院兩星期間，神藉

醫護人員細心地看護她，藉弟兄姐妹愛心的探望與禱

告托住她。當她這位平日被稱為「禱告勇士」的屬神

兒女軟弱時，主就親手興起另外的禱告勇士們來托住

她。真是「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是的，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有把握自己永遠站

在屬靈的高峰，祂要我們在互相拉拔中，學習以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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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去體恤別人的軟弱，也願意謙卑地接受主透過弟兄

姐妹所傳遞的愛。為此獻上感恩！ 

婆婆來美快三十年了，已嚐過不少次的開刀滋

味，每次都經歷了神厚厚的恩典。但對最近一次的開

刀，似乎體會更深。以往別人問開什麼刀時，似乎較

易大聲點回答，因為都是眾人看來比較體面的部位，

不外動手，動腳或動腹部。這次可不同了！ 

當 AWANA 學生問開什麼刀時，我需要她們先保

証不會笑我。你看，我自己已將不同部位貼上不同等

的標籤！然而神創造我們身體，每一部位都有它特別

的功能，缺一不可！但我們卻常將它們貼上不同等的

標籤，看重這，看輕那。我們會稱讚別人或盼望自己

眼睛大，鼻子高；但絕不會問「你的直腸通暢嗎？」

或「你的膀胱排尿正常嗎？」 因為我們已厚此薄彼

了。然而，神看我們每一部位都是俊美,都是寶貴的。

一個簡單的痣瘡手術卻演變成在兩週內三次無法排

尿入急診求治的記錄。使我頓然体會到經上所記「身

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越發給它加上體面；不

俊美的，越發得著俊美。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

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

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林前 12：23—25） 同樣，屬神的兒女在祂的家中

也有不同的功能，每位都一樣俊美，一樣寶貴。我們

不要為自己或別人貼上不同等的標籤。如經上所記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

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3—4）感謝神！提醒我「驕

傲」非祂所悅，求主再度以祂的寶血潔淨我！為此獻

上感恩！ 

在開刀及康復期間，我更領受了主內肢體的溫馨

與厚愛。有請假在家服侍我十天的先生；有自己在病

中卻跪在床前為我禱告的婆婆；有天天打電話提供幫

忙的姐妹；有怕干擾不願打電話卻極願提供幫忙的姐

妹。有放棄上課或生意載我去醫院的弟兄姐妹；有工

作或事奉忙碌中甚至住外州卻都想盡心思為我作開

胃或進補食物的姐妹。有藉書給予鼓勵的姐妹;有親手

縫製保暖衣物的姐妹；有代我工作的弟兄姐妹。有送

花送卡表達關懷的弟兄姐妹；有出外開會卻打電話提

供我醫學資詢的弟兄，更有許多老、中、青、少年的

弟兄姐妹為我禱告，甚至有兩位僅有三歲的小朋友忠

心地為我禱告，他們或在電話中問我有沒好些，告訴

我他們會不斷為我禱告，甚或跪在我床前為我禱告。

主啊！ 我何等不配，卻被您的愛滿滿地包圍。回想

三次拜訪急診，到後來有人說，「嘿！我認識你！」

（因我在短期內拜訪他們太多次了）主啊！ 求您幫

助我，巴不得人認識我的名字不是因出席頻率高；而

是靠著您能結出屬靈的果子，讓人能認識您的名，知

道我是屬您的兒女。為此獻上感恩！ 

神也為我預備了一份我喜愛的工作。剛開始考慮

接受工作的可能性時，我實在害怕自己無法勝任。但

透過周牧師與幾位姐妹的鼓勵，家人的支持，在禱告

後,憑信心接受了。接任後，牧師們，長執同工及弟兄

姐妹都以不同方式鼓勵幫助我。在我之前卸任的兩位

同工，更是不厭其煩地教導我,隨時樂意地為我解決難

題。還有極具耐心隨時幫我解決電腦問題的弟兄及他

家人的支持。當有時工作份量不勝負荷時，想到這麼

多人以主內愛心支持我,我就再度得力向前走。神全然

了解我的小信與軟弱,不但有這麼多的扶持，祂更將許

多真心且忠心事奉的弟兄姐妹擺在我左右，成為我學

習的榜樣。這里僅將兩例與您分享。一位是剛受洗不

久的弟兄，當眾人都已離開教會，他卻仍然默默忠心

地一項一項作場檢，我從他身上學到認真服事。另一

位是位年輕的姐妹，多年前，當她還是一位高中生

時，在午餐後的清潔服事中，她默默無聲地去清理較

少人選擇的洗手間，她那勤力徹底的清理及認真無怨

的心態，讓我萬分感動與羞愧。主啊！您何等愛我，

選擇這位年輕的姐妹（我還曾 babysit 過她）教導我服

事主需樂意認真，不可怠慢。為此獻上感恩！ 

是的，主的恩典何等豐富！不去貪戀或羨慕別人

的富足，只要常數算我們已擁有的褔份。不論在順境

或逆境，歡樂或憂愁,甚至在苦難中灰心喪膽絕望時，

若把主的恩典樣樣從頭數一數，把主的恩典樣樣記清

楚，我們必要驚訝立時樂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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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感感    謝謝謝謝    讚讚讚讚    美美美美    神神神神！！！！    

陳玉卿 

 

只有神有智慧，有能力打開他那鋼硬的心門，改變他的思想，改變他的行為。先生信主，為此，

我懷著謙卑敬畏的心，感謝神，讚美神對先生的救贖！ 

 

今年七月廿九日，是我最高興的一天。我先生張

野楓在神的呼召下受洗了。我為他在主裡成為新造的

人，懷著激動的心情，在神面前懇切禱告：“親愛的

父神啊！祢的愛是何等高深，祢的恩是何等長闊！唯

有神，祢有智慧，有能力改變我先生的思想、行為，

讓他認識祢、相信祢，成為祢的兒女，這是祢給他最

大的恩惠和救贖，祢讓他在晚年得到大大的福氣，看

到永生的希望。感謝神！阿們！” 

我先生今年八十二歲了，一生為人正直、誠實、

勤勞、好學，而且能寫、會畫。在中國解放以前隨著

家裡信佛教，解放以後相信無神論，改革開放以後，

有時又給菩薩燒香。在這種背景下，根據我與他 55

年相處的瞭解，讓他相信基督教談何容易。他這個人

很固執，我行我素，聽不進別人的意見；脾氣急躁，

而且孤獨。對於他的性格、脾氣，我常常很無奈。有

時候他看起來很剛強，實際軟弱；看起來固執，實際

上不虛心。這些，就是神所不喜歡的驕傲，就是犯罪。

幾十年如一，我總想通過一起學習，一起外出旅遊，

與朋友相聚改變他的思想、性格，創造一種有事同商

量，互相尊重，和諧美好的生活氣氛，可誰知他不但

沒有改變，反而脾氣更急，變得更孤獨。隨著時間的

推移，我和他風風雨雨，坎坎坷坷地走過來，如今兒

女長大成人，都很順心，沒什麼操心事了，看來誰也

改變不了誰。我一度消極地想，各走各的路好了，隨

他去吧！ 

二００五年十二月，我被神揀選，成為神的兒

女。信主以後，在我的靈魂深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神幫助我排除心中種種憂患，天天有喜樂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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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因有神與我同在、同行。每週參加好土或種子團

契、長青團契，參加主日學、敬拜活動；在家堅持禱

告、查經、背誦詩篇。深感過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美好，

精神上非常充實，覺得神的恩惠和慈愛隨時隨地陪伴

著我。 

對於我參加教會的種種活動，先生沒什麼反感，

一天我向他提議：「咱一同信基督耶穌，一同走永生

的路好嗎？」他卻出乎意料之外的說：「別瞎耽誤功

夫了。」我當時心裡很不高興，回了他一句：「你退

休二十多年了，還有什麼急事可做呢？我們一起學聖

經，認識神、了解神、相信神是最大的事了。」二０

０六年九月我們從北京回到美國，一天，我們聊天

時，他告訴我說：「我的腿痛好多了。」我告訴他：

「你知道嗎？我經常為你禱告，求神給你醫治，一人

信主，全家得福，得平安。」他回答說：「謝謝神吧！」

從那以後，我放讚美神的詩歌他也聽，放傳福音光盤

他也聽也看，而且開始學習《聖經》。從今年春節以

後，已經學到《以賽亞書》第 40 章，看到這些，我心

裡十分高興。神在呼召他，他開始認識神，了解神，

神在帶領他，改變著他。 

今年五、六月，我參加了周牧師組織的福音培訓

組。在神的帶領裝備下，我向先生宣講神的存在，什

麼是真神，人的罪及其罪所帶來的結果，耶穌基督的

救贖……。後來與他商量讓福音組到我們家探訪，開

始他拒絕，不願意。我告訴他：「這是好消息，是認

識神的好機會。」後來他同意在六月廿一日來探訪。

這一天，我們各福音組分頭去傳福音，劉建文、章軍、

黎明到我家探訪。我很擔心，唯恐我先生把他們輦出

來，讓他們下不了台，得罪神，犯大罪。當我們晚上

九點多鐘回來匯報時，章軍小組回來時，個個眉開眼

笑的說：「你先生信主了，老先生思路清晰，明白，

比較順利，也決志了。」 

我聽了先生決志的這個消息，情不自禁地說：「感

謝神！」我太高興了，在神的感召之下，他終於開竅

了，信主了。只有神有智慧，有能力打開他那鋼硬的

心門，改變他的思想，改變他的行為。先生信主以後，

使我又一次真正認識到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

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出十五：２)是神把我和先生

從幾十年的迷途中，帶到藍天白雲的青草地上，享受

著神的陽光、雨露和空氣。神說：「你們得救是本乎

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二：

８—９) 因此，我懷著謙卑敬畏的心，感謝神，讚美

神對先生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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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節節節節 談談談談 感感感感 受受受受 

龐秀蘭 

 

神選擇了我，並為我作了許多的工，使我不能再不相信祂，依靠祂。 

 

在這個感恩的節日裡，我們大家要感恩的事情很

多，實在是數算不盡的。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說：「神

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感謝神，叫我們信耶穌

有永生。 

近來我們長青團契學習以賽亞書，谷曄師母又給

我們講了神的國度，國度的門路等學習。我願談談自

己的感受。 

主耶穌基督為了救贖世人，降卑為人。祂為了成

就大事，甘願受苦，受辱，受害，受死。祂為世人的

罪，受盡折磨，也不說一句話，實在是太委屈祂了。

這在我們人是根本做不到的。有的人，不但不信祂，

還藐視厭棄祂。以賽亞書 53 章 4—7 節說：「祂誠然

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衪受

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衪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為衪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衪

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

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衪身上。衪被欺

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感謝主耶穌為我們世

人的罪而死！ 

主耶穌是聖潔的，衪以無罪代替有罪，死在十字

架上，三天後復活，升天。衪還為我們向父代求，賜

下保惠師，永遠住在我們心裡，時時指引我們當行的

路，當作的事。常常提醒我們遠離罪惡。感謝偉大的

三一真神！ 

十一年前，我不曉得有神，不認識耶穌，也沒看

過聖經，更沒有進過教會的門作禮拜，是個十足的無

知的罪人。1996 年 12 月 24 日神把我先生突然接走了。

二十一天後，我的公、婆煤氣中毒也雙雙離去。我們

和睦相處幾十年的美滿家庭，突如其來，一下子就少

了三口人，使我憂傷悲痛不能自拔。1997 年神帶我來

到美國的兒子家，使我能夠堅持讀聖經；並走進教會

參加主日崇拜，主日學，和大家一起敬拜神。神選擇

了我，並為我作了許多的工，使我不能再不相信祂，

信靠祂。我知道了認罪悔改，常常默想自己不知有意

無意地犯了多少罪，說不清道不明，有時不由自主的

流淚，求神不要紀念我的罪，憐憫幫助我，不要再犯

罪。我願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個人生命的主。 

於 1999 年 4 月 4 日復活節我受洗。我現在是神的

兒女，得救重生，有了永生的盼望，心裡有了平安喜

樂。馬太福音五章四節，主說：「哀慟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我得到神的安慰，我是有福的

人。主啊！我愛你，因你先愛我。我年老體弱，多病，

近兩年內，大小手術做了三次，需要照顧和幫助。神

就把我的大女兒放在我的身邊。 

我忠心地感謝慈愛，憐憫，信實的偉大奇妙神！ 

 

祝弟兄姐妹主內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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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成成    為為為為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兒兒兒兒    女女女女    

陳  斌  

 

神的恩典實在是值得我們時時感恩。今年我們要特別感恩的是，神對我們家的揀選，使我們成

為衪的兒女。信主後，神的應許保守著我們全家的喜樂和平安，我們也有了一個屬靈的大家庭。

與衪同行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祝福。因為來自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 

 

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又到了，屈指算來，來美後已

過了十多個感恩節了。對我們這些「老中」來說，每

年的感恩節也是一段愉快放鬆的時光。至少有幾天

假，或者朋友相聚，或者舉家出遊。一般不會有心情

去認真瞭解感恩節的來歷和向誰感恩。好像聽誰說

過，感恩節的設立是為了感謝和紀念。當初印第安人

幫助第一批登陸北美大陸的清教徒度過最初的艱難

時光。對這樣的解釋我是將信將疑，但一直未作深究。 

感謝主，就在今年的感恩節來臨之際，讓我有這

樣的感動，去做了一些簡單的網上搜索和閱讀。原來

感恩節的感恩對像從一開始就是那位唯一配得上完

全讚美和感恩的神。1620 年秋，「五月花」 號載著

103位清教徒在麻省的普利茅斯港登陸，只有56 人活

過那個漫長寒冷的冬天。來年的春天，他們開始蓋房

和耕種，並與當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友誼，也得到他

們的一些幫助。當年的秋天他們種的莊稼獲得了豐

收。為了感謝神對他們豐豐富富的供應，他們選定了

十二月初的一天與他們的印第安人朋友一起歡聚慶

祝。他們的頭領 William Bradford 宣佈這一天為向神

感恩的一天。他後來寫到；「我們屈膝跪下，感謝讚

美我們在天上的父，是衪帶領保守我們度過了一個又

一個難關 ......  衪大能的使無變有的手也給了我們豐

豐富富的供應 ......  願我們尊貴的神得到那完全的榮

耀！」這種對神感恩的初衷也貫穿於林肯總統1863的

感恩宣言中，他於同一年宣佈每年11月的最後一個星

期四為感恩日。1941年國會正式確定11月的第四個星

期四為感恩節。 

我是帶著既慚愧卻又欣慰的心情瞭解到感恩節

的真正來歷。慚愧的是我以前的十幾個感恩節都是這

麼稀里糊塗過了的；欣慰的是我終於知道感恩節的真

正意義，也體會到開拓和建設了這個自由強盛國家的

先驅們對我們的神懷著怎樣的一顆敬畏和感恩的心。 

神的恩典實在是值得我們時時感恩。今年我們要

特別感恩的是神對我們家的揀選，使我們成為衪的兒

女。不僅我和我的太太在今年夏天受洗，我在國內的

父親和姐姐也決志信主，接受了主耶穌賜予的寶貴救

恩。回想近十年來，我們是那麼樣地拒絕，迴避神的

召喚，神卻一直沒有放棄我們，始終在我們的周圍派

了衪的忠實僕人關心我們，幫助我們瞭解耶穌的救

恩。今年夏天，我在國內的一個非常親近的外甥在一

場車禍中不幸遇難。悲痛之餘，我深切地認識到人的

渺小和生命的短暫，認識到造物主的偉大和救恩的寶

貴。這份寶貴的救恩不僅在我們痛失親人時安慰了我

們，它更是以其充滿著憐憫慈愛，閃耀著真理光輝的

內涵拯救了我們，成了我們寶貴的人生信仰。 

信主後，神的應許使我們有了從未有過得安全

感。作為神的兒女，神白白地給了我們永生的盼望。

同樣寶貴的是，神也給了我們通過禱告來到衪面前祈

求，讚美的權利。通過禱告，神成了我們隨時的幫助。

我們常常把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向神祈求。神

似乎為了保守我們初信的信心，也常常應允我們的禱

告，保守著我們全家的喜樂和平安。 

同樣讓我們感到欣慰和感恩的是在我們信主

後，也看到了孩子身上的變化。最開始他們不願意來

教會，好不容易來了，又吵著要走。感謝主，幾個月

下來，他們變得喜歡來教會的 AWANA，參加唱詩，

也交了許多朋友。更重要的是，神也在他們幼小的心

靈中種下了屬靈的種子。他們也主動參加謝飯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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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時在謝飯禱告後，告訴他們不應對 GOD 給的

食物挑三揀四。孩子們也學會了尋求神的「保護」。

有時他們不聽話時，我們會失去耐心發脾氣。他們就

說：「God is watching you!」。每當聽到這個，我們就

感到就氣短，只好放下架子，對他們好言相勸。無形

之中，神也藉著他們來提醒我們：「人的怒氣不能成

就神的義」。 

兩個星期前，我們的大孩子，八歲多的 Tony 參

加了州里的鋼琴比賽。在彈完自己的曲目後，他感覺

不錯。後來我們看到佈告欄裡一份有關給獲獎者獎勵

內容的通告，Tony就開始盤算如何使用他可能獲得的

獎金，他認真地說：「如果我獲獎得了五百元，我要

先給 God 一百元」。我們很驚奇，也很感動他會有

這樣的想法。雖然後來他並未獲獎，但是感謝主，我

們很高興看到在孩子的幼小心靈中已經有了神的位

置。孩子們還有漫長的人生道路要走，在他們的成長

過程中還有許多的關口和誘惑等待著他們。願神祝福

我們作父母的有信心，耐心，也有智慧和力量來幫助

孩子們健康成長，也願神親自祝福孩子們心存一顆感

恩敬畏的心，學習在所行的事上尋求仰望神的心意和

指引。 

感謝神，信主後，我們也有了一個屬靈的大家

庭——我們的團契和教會。在這個大家庭裡，因著耶

穌的愛和共同的信仰，弟兄姐妹們以誠相待，互相關

心，互相勉勵。我們雖與國內的親人相隔萬里，但在

這個大家庭裡，我們享受著常人難以體會的喜樂和平

安。今年秋天，我們幾個團契的弟兄姐妹們相約去

Mark Twain Lake 野營。當夜幕降臨，在這遠離塵世喧

嘩的湖畔森林，我們一群主內的弟兄姐妹，一起唱

詩，遊戲，分享一直到深夜。在這裡沒有浮世慾念的

攪擾，沒有荒宴醉酒的空虛，有的是在主的大家庭

裡，與主同在的喜樂和充實。走在回帳篷的路上，仰

望著夜空無數顯得格外明亮的星星，我不由得讚歎造

物主的全能偉大和衪對世人的愛，與衪同行真是人生

中最美好的祝福。 

在這感恩的季節裡，回想神對我們的揀選和對我

們這個初信家庭的關愛和看顧，我們唯有向神獻上真

誠的感恩。也衷心希望更多的人能體會到感恩節的真

正意義，和我們一起，以一個感恩的心來迎接和度過

這個美好節日。其實，對神的感恩也應該成為我們每

日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一首詩歌裡所唱的：「常常喜

樂，時時感恩，不住地禱告」。因為來自神的恩典，

每一天都是新的。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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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信信    心心心心    和和和和    轉轉轉轉    機機機機    

王  彤 

 

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全家和全教會的弟兄姐妹一起經歷了神奇妙的帶領……到了 2006 年的

12 月，我們又一次經歷了神的極大的恩典……而我們在神的信實面前，不僅感恩讚美，而且，

更產生了對神由衷敬畏的心。 

 

2007 年飛一樣的就要過去了，看著大街小巷、房

前屋後那些亮麗的聖誕節的裝飾，讓人感受到節日歡

樂的氣氛。而這種歡樂的節日氣氛，對我自己似乎已

經非常的陌生了。想起過去兩年的聖誕節前後，都處

在動盪、緊張當中，根本就沒有心思過節。但感謝神，

衪每次都把我們從小信、絕望和不知所措中帶了出

來。 

2005 年的聖誕節前夕，大約是十二月中旬，我記

得是一個星期五。晚上我帶長女去看了芭蕾舞劇「胡

桃夾子」，我和女兒都非常興奮，完全沉浸在節日的

喜悅和期盼當中，完全不知先生已在下班時被告知要

layoff 了。當我回到家，得知此事時，一時反應不過

來。先是難以置信，然後是忿忿不平，怨天尤人，氣

急敗壞，最後是垂頭喪氣……到了凌晨 4，5 點才朦朧

睡去。睡夢中也是極不安穩，醒來後更是頭昏腦脹，

心慌意亂的。夢中情景都忘記了，但是卻清楚的記得

夢中出現的一句話「你必不至缺乏」。我心裡知道主

憐憫我，安慰我，衪親自堅固我的信心。 

那段時間，教會的弟兄姐妹也不斷的為我們禱

告；在生活上時時的關心我們一家。有的弟兄姐妹家

境雖不寬裕，卻對我說已經為我們預備了一筆錢，可

以隨時拿去用。有的弟兄姐妹幫忙修改簡歷，有的弟

兄姐妹幫忙遞簡歷。在神話語的安慰下，在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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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扶持下，我自己雖然有時不免心浮氣躁，但是大

部分的時間還是滿有從主而來的平安喜樂。 

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全家和全教會的弟兄姐妹

一起經歷了神奇妙的帶領。先是及時的續上了三個月

的 H1（張寧的 H1_B 將在 2006 年 1 月 2 日到期；雖然

公司允諾給三個月的延期，但留給我們辦理延期的時

間不多，其間還有聖誕節和新年兩個大的假期,滿打滿

算也不過十天左右。能在這十天的時間裡準備好所有

的材料並及時的讓移民局收到，真是神的恩典），接

著又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找到了新工作(張寧的工作

因為就業市場狹隘且又大都涉及 Homeland Security，

所以很難找)。這樣,我們全家在 2006 年的七月中旬搬

到聖路易斯。 

到了 2006 年的 12 月，我們又一次經歷了神的極

大的恩典。工作找到了，下面還有一個非常頭疼的事

情，就是要賣掉我們在路易維爾的房子。從 2006 年 6

月我們的房子上市後，房市就越來越差。雖然每個月

都有三五個人來看房，但就是沒人給 Offer。直到九月

十一日，終於有了第一個 Offer，但在我們 Counterback

後，他們就決定不買了。之後不僅沒有 Offer，連看房

的人也越來越少。離年底越來越近了。賣出房子的希

望也越來越渺茫。雖然每天全家人一起來到神的面前

禱告，祈求；我和張寧也在每天各自的讀經中不斷的

得到神的應許，鼓勵和安慰。但是到了晚上，想到又

過了一天，毫無進展，不禁又有些心灰意冷。而且，

我們每個月只能從不多的積蓄中付那邊 Mortgage 

Utility Fee。這種只出不進的狀況，使得我們那微薄的

積蓄也只能維持到 12 月。過了 12 月，房子就只能

Forclosing 了。 

這期間教會和團契的弟兄姐妹不斷的為我們禱

告、出主意、想辦法。有的要借錢給我們，有的要我

們搬去住他們家，好省下房租付 Mortgage。我雖被弟

兄姐妹在主裡的愛心而感動，但也知道這不能從根本

上解決問題。我求神幫我們徹底解決這個難題。 

自從進入 12 月份以來，一直都沒有人來看房，張

寧和我都放棄了希望，就等著過完節申請 Forclosing。

面對這樣的絕境，我和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想到，是否

我們的信仰也要隨著房子一起 Forclosing？ 

這段時間，我想了許多。我又從頭仔細的思考我

的信仰。 

1. 到底有沒有神？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真實的經歷了神，我們沒有辦

法否定神的存在。 

2. 神到底愛不愛我？ 

如果神不愛我，為什麼一直以來都保守看顧，現在更

是每天都藉著聖經賜下話語來鼓勵我，藉弟兄姐妹來

關心我！ 

3. 如果房子沒賣掉，是否表示神不愛我？ 

當然不是。神為了愛我，連命都捨了。還有什麼比命

更大的呢？ 

4. 如果房子沒賣掉，我還要不要繼續信靠神？ 

 

就是第四個問題最困擾我。想要繼續信靠神，可

是一想到房子又有滿腹的牢騷。但想到要從此與神隔

絕，竟然有種漂泊無依，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掙扎

了好幾天，最後終於決定即使房子沒有賣掉，我還是

要繼續信靠神。我禱告神保守我們的信心，不要因為

房子而跌倒。第四個問題解決了，我感到非常的輕

鬆。房子是否能賣掉這個問題已經不能再困擾我了。 

到了 12 月 20 日，馬上就到聖誕節了，我想大家

都忙著過節，更不會有人看房子了。而且我們原來教

會的劉牧師一家來訪(在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進修的來

自台灣的一對夫婦)，因為我們公寓過於狹小，所以鄧

明奇和建雯夫婦就接劉牧師一家住到他們家。 

那天好像是星期四，我正在做飯，準備去建文家

聚餐。突然接到我們的 Realtor 的電話，告訴我們她又

收到了一個 Offer，而且和九月份的 Offer 一樣的價

格。當我們把這個消息告訴劉牧師和建文一家的時

候，他們為神信實的成就而讚美不已。也為我們房子

終於賣出去而歡呼。而我和張寧，在神的信實面前，

不僅感恩讚美，而且，更產生了對神由衷敬畏的心。 

 



崇聲 2007-2008                 Voice of Adoration 2007-2008 

 

18 

 

絕絕絕絕    處處處處    逢逢逢逢    生生生生    

張  寧  

 

……劉牧師平靜的語氣，恰當的比喻，就像清涼的降溫劑，讓我那慌亂、無措的心，安靜下來，

清晰起來，一種平安，藉著牧師的話語，就這樣在心中慢慢的滋生出來。這是一種來自於神的

平安，藉著衪僕人的話語就在我的心中成形了。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我找到後來聖

路易斯這份工作的三個多月的過程當中，那份平安就再沒有被奪去過。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大家好。感謝教會和團契的

弟兄姐妹們給我這個機會，能在感恩節的聚會上，分

享我和我們一家人在主裡面所蒙的恩惠。    

首先要感謝主的，就是衪帶領我們來到這個教

會。 

我來聖路易斯以前，原來教會的執事會主席

Matthew 弟兄，從我在 Interview 時帶回去的聖路易

斯時報上所列的七個教會中隨意挑選了一個教會，並

按照報紙上的信息給教會的牧師去了一封 Email，說

明了我的情況，特別說我們因為工作和身份的原因，

非常匆忙的來到聖路易斯，連 Apartment 都沒有時間

找。看教會是否能幫助，暫時收容一下。當時，教會

的牧師非常爽快的同意了，並將我安排到一位弟兄的

家中。 

2006 年 3 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我自己一

個人開著車，從路易維爾來到完全陌生的聖路易斯，

去投奔一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弟兄。當然，後來的故

事大家就都知道了，這位弟兄就是鄧明奇弟兄，這位

牧師，就是周牧師，而這家教會，就是我現在站在大

家面前作見證的，神賜給我們的這美好的教會。 

如今，每當與我們原來的教會的弟兄姐妹們通電

話的時候，我和王彤都有無盡的感恩，我們總是對那

邊的弟兄姐妹們說，我們在這裡，其他的方面都不盡

如意，工作環境惡劣，生活上窘迫，但我們神卻帶領

我們進到一間好的教會，一間愛的教會，一間傳福音

的教會。 

感謝主，因衪有說不盡的恩慈。近兩年多來，教

會給我們各樣受造就的機會，使我們在屬靈上得到長

進；教會也以充分的信任，提供給我們各樣服事神的

機會，使我們通過服事能得到生命的造就。特別是大

家不斷、持續的禱告、鼓勵和生活上的關心，使我們

在各種情況下，雖然有軟弱、有起伏，但卻一直的走

下來。 

幾年當中，我和我的家庭經歷主的恩典，實在太

多太多。今天的分享時間實在不夠，只將兩年前感恩

節前後的經歷與大家分享。見證我們主真的是信實的

主，信靠衪的必不至於羞愧。 

2005 年的年底，對於我自己在美國的身份是一個

節骨眼：我的 H1B 身份在 2005 年已經滿了三年，到

2006 年的一月二日到期，需要在此之前提出延期的申

請。因為 H1B 的延期的手續相對而言比較簡單，只需

要公司出具一些簡單的文件就可以了。當時對此並不

太在意。直到 2005 年的 10 月份才督促律師著手辦

理。但奇怪的是，本來很簡單的事情，公司卻一拖再

拖，總是不痛痛快快的簽字，直到感恩節的前後，我

的老闆在似乎不經意的談話中，兩次問我，假如公司

不能再支持我的工作簽證，我的家庭會怎樣。我這才

感到情況有些不妙，但老闆不說，我又不好直接去問

到底怎麼回事。越來越忐忑不安之中……已經到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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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左右，看公司還沒有什麼動靜，我才真的著

急了，堵著老闆問他到底要不要給我簽字辦身份，可

老闆還在推脫。直到 12 月 15 日左右，老闆才終於坐

下來對我攤牌說，他和公司的另外一位合夥人的合作

面臨破裂，他自己也要離開公司。從法律上安全的角

度來看，公司已經不可能支持我另外一個三年的 H1B

延期；但考慮到我的實際困難，他們咨詢了公司的律

師，決定給我一個三個月 Part Time 的 H1 延期。他

們只能作到這些了。 

這個情況一下叫我感覺上就是陷入了絕境。首

先，當時已經是 12 月 15 日，離我 H1B 到期的 2006

年 1 月 2 日，只有兩個星期；而且，恰逢假日期間，

有聖誕節和新年兩個大節日。滿打滿算，不到十個工

作日了。第二，即使一切順利，延期辦下來，下面一

步更加困難，就是要在三個月內，找到一份可以提供

H1B 支持的工作。要知道，我所從事的輻射防護這個

專業，就業市場非常的狹窄。50 個州的找工作的網

站，一個月加起來，也超不過 20 個比較適合的工作

機會。這在當時來看，真的就是一個不可完成的任務

（Mission Impossible）；然而，找不到工作，2006

年 3 月 31 日就是身份失效，打包回國的日期。 

用熱鍋上的螞蟻來形容我和王彤當時的景況，一

點都沒有誇張。當時我們馬上想出了所有能想到的種

種對策：我趕緊去找一個學校，把 H1B 轉為 F1；王彤

趕緊去找個學校，把 H4 轉為 F1，我轉為 F2；我們趕

緊去辦加拿大的移民……當時，真有一種末日的絕望

和無奈之下的掙扎的感覺。那真是倍覺煎熬的幾天。

關鍵是，當時不知道這樣的煎熬，還要持續多長的時

間，更不知道，煎熬的後面是否是更壞的結果，更大

的煎熬。 

這個時候，我們給一起聚會、經常在屬靈上給我

們幫助指導、在神學院唸書的劉牧師和師母打了一個

電話，告訴他們我們所面臨的絕境。那是一個星期

六。劉牧師和師母知道了情況，說他們會在第二天主

日崇拜後，來探訪我們。第二天，主日崇拜後，劉牧

師和師母如約來到我們的家中，同來的還有教會中清

心禱告主的阿娟姐妹。一開始，都是我和王彤在喋喋

不休、語無倫次的講述著我們所面臨的困境，我們的

絕望，我們的那些不知道有沒有可行性的種種計劃、

打算、安排……劉牧師、劉師母和阿娟姐只是在默默

的聽著，偶爾在我們表述急促不清的地方問一些問

題，直到我們說完我們自己也沒有理清思路的內容。 

當時，劉牧師給我們講了一個比喻。他說，我們

遇到這樣的事情，最要緊的，是不要驚慌失措，先來

到神的面前，安靜下來，等候神的帶領。這就好比一

個有經驗的礦工。一個礦工，當他在井下，最大的危

機就是他頭上戴的探照燈突然熄滅了，如果他沒有經

驗，心急火燎，四處亂摸亂撞得時候，他不可能走出

繁若迷宮的地下坑道網絡，甚至可能掉到孔洞中；而

一個有經驗的礦工呢，這個時候，他一定不是亂衝亂

撞，而是就地坐下來，讓自己緊張的情緒能得以舒

緩，心跳安靜，然後，他就可以感受到吹過臉面的礦

道裡的微風。因為礦道裡的氣流的風向都是從坑道口

向裡面的。他從感受到的風向中，就可以知道下一步

應該往那個方向走。這樣，他走上百八十米，再坐下

來，再次通過感受微微的風向，然後再起來走一段。

這樣他就會漸漸的走出困境，走出危局。 

劉牧師最後說，我們作為基督徒，面臨困難、急

難的時候，千萬不能不知所措，去急著用自己的辦法

找出路，而是要安靜在神的面前，尋求聖靈的帶領。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衪一定會給我們一個最圓

滿的解決的方法。 

劉牧師平靜的語氣，恰當的比喻，就像清涼的降

溫劑，讓我那慌亂、無措的心，安靜下來，清晰起來，

一種平安，藉著牧師的話語，就這樣在心中慢慢的滋

生出來。這是一種來自於神的平安，藉著衪僕人的話

語就在我的心中成形了。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一

直到我找到後來聖路易斯這份工作的三個多月的過

程當中，那份平安就再沒有被奪去過。 

後來，劉師母和阿娟姐又用各種見證，神的話語

來堅固我們。特別是，當我們提到，我這個工作在這

樣的時候很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找到的時候，劉師母

和阿娟姐都說，神是信實，我們是衪的兒女，衪就一

定會看顧到底。更何況我們的神是曠野裡開道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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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中開江河的的神。在衪沒有難成的事。我們需要在

這個時候，讓我們的信心能夠在等候的過程中得以增

長。然後我們就在跪下禱告，認罪、讚美、感謝、祈

求，不知不覺，四、五個小時就過去了。當我再站起

來的時候，我自己的感覺就像完全更新的人。 

這之後，事情反而簡單明瞭了。我自己按步就

班，該準備資料準備資料；該遞交文件遞交文件；該

發簡歷找工作就發簡歷找工作。不是沒有焦慮；不是

沒有擔憂，但那份平安真的就在那裡，相信神一定會

預備一份工作的心，就是清清楚楚的在那裡。三個月

當中，沒有中斷一次教會的服事，特別是在慕道班的

查經過程中，在還沒有找到工作的情況下，嚮慕道的

朋友們見證神一定會有衪豐富的預備，這樣的見證，

後來當神的應許完全成就的時候，給了大家特別大的

鼓勵。特別強調一點的是，這不是我自己能作到這

些，不是見證自己，乃是見證那堅固我的神，衪是信

實的，是成就大事的；衪是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

神。感謝讚美主。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不是我一個人在孤軍奮戰，

不僅是劉牧師、劉師母、阿娟姐他們持續不斷的禱告

和關懷，教會的許多弟兄姐妹都在用禱告和關懷支撐

著我們。比如，我自己的英文寫作不好，我的一位學

習 英 文 專 業 的 弟 兄 就 來 到 我 們 的 家 中 給 我 修 改

RESUME 一直到子夜；不少弟兄姐妹都說，在我們家

最艱難的時候，他們自己想到我們家的困難，都睡不

著覺，起來為我們禱告。我知道，弟兄姐妹們所作的

這一切，神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都必記念。 

今天由於時間的關係，我的見證就停在這裡，我

願意把更多的見證，寫成文字，給今年的崇聲年刊投

稿。我知道，神讓我能經歷這些艱難，不是徒然的，

乃是讓我為衪的信實作見證。而也不是我自己有什麼

能力能做這些見證；其實，直到今天，我自己還是軟

弱、小信的人，但我們的主衪的信實立定在天，投靠

衪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願一切的讚美和榮耀都歸於衪。謝謝大家。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黃學文 

 

我叫黃學文，今年 1 月 25 日來到聖路易斯。記得

第一次來聖路易斯是在 1996 年 4 月，那時我乘灰狗長

途車從紐約州伊薩卡出發，長途跋涉 24 小時到達聖路

易斯，在這停留了約 3 小時；又繼續向西到堪薩斯的

曼哈頓鎮，在那裡住了 6 年；2002 年又到了密西根蘭

莘市。這 10 年當中經過聖路易斯不下 10 次，還真沒

有想到能在聖路易斯住下來，真要感謝神的帶領。 

去年這時候我正在找工作，感恩節後的一個星期

參加現在這個公司的面試，兩個星期後公司電話通知

我被錄用了，聖誕節的前一天收到了公司的正式信

件。許多人都說我怎麼這麼順利找到了工作，我心裡

清楚，這都是神的恩賜， 

記得今年 5 月 20 日周牧師主日講道「在害怕中怎

麼作決定」。第一，保持冷靜，第二，堅定相信神。

他講到自己當年在公司重組裁員時的經歷，危難時保

持冷靜，禱告尋求神的旨意；沒有想到第二天我就遇

到了同樣的情況，禮拜一上午接到通知，下午 1 點鐘

開會，我們部門的研究項目全部終止，要重組裁員，

讓我們下午 4 點鐘接通知是走是留。事前，一點預兆

都沒有，我真是緊張害怕，不知怎麼處理，但是想起

周牧師的講道，我就回到辦公室禱告，求聖靈來安靜

自己。不願去與別人一起猜測結果，我知道人的智慧

太有限了。禱告後，心中平安。我也知道一切都在神

的掌控之中。耐心等待結果，下午 3 點，被老闆約去

談話，說我被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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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這些事情讓我學到更加信靠掌管宇宙

萬物的神。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陳玉卿 

 

《聖經》有許多章節關於神愛世人的論述，其中

精金一樣貴重名言就是「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充分體現了神把最珍貴的愛獻給了世人。祂以震驚世

人的事實告訴我們「神就是愛」。 

我信主兩年以來，深切體會到神的愛，有神的

愛，我每天的生活豐富多彩，快樂充實。我每週參加

教會的活動，教會在神的帶領下，是一個團結、和睦、

彼此相愛的大家庭，處處充滿溫暖和喜樂。 

我剛信主時，對《聖經》一知半解，對教會各方

面情況也不熟悉，總想多學習，多參加教會的活動，

進一步認識神，堅固自己的信心。但是，自己不會開

車，女兒不信，她很不情願接送我；另外近年來記憶

力明顯下跌，怎麼辦？就在為難的時刻，神為我做了

妥善的安排。 

我們教會很多弟兄姐妹，他們愛神，並遵循神的

教導愛人如己，向我伸出愛的手，解決我的難處。神

的好兒女王德榮夫婦，不但是我的好鄰居，好朋友，

而且在主裡也是彼此相愛的好弟兄，好姐妹。兩年

來，不管颳風下雪，來來去去，總是默默無聞地接送

我參加教會的各種活動。我常常有些過意不去，心裡

非常感激他們，可是他們卻不厭煩。是他們解決了我

參加活動的困難。 

他們那愛神的精神，讓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神的

愛！因此，我從神的愛中，從弟兄姐妹的愛中，增強

了克服困難的勇氣。記憶力差，也要強迫自己學習，

於是，我參加主日學，背頌詩篇，傳福音，自己在家

查經等。在神的帶領下，神給我記性，給我悟性，這

一年多以來我的靈命有很大的進步，共背誦詩篇十二

篇。這些進步應該歸功於神，榮耀神。我發自內心地

感謝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對我的愛。我要以謙卑的心永

遠讚美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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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屬屬屬 天天天天 盼盼盼盼 望望望望 
 

 

何何何何 等等等等 的的的的 恩恩恩恩 典典典典，，，，永永永永 生生生生 的的的的 盼盼盼盼 望望望望 

小敏 

 

我知道父親走時心中一定不會對死亡有那麼大的恐懼，心裡一定有平安；因為他牢牢把握住了

神給予的那最大應許。 

 

 

神給我們最大的恩典就是讓我們成為衪的兒

女，揀選我們作為基督徒。神的最大應許給我們永

生；尤其是當我們在生老病死的關頭，就能更加體會

到這是何等大的恩典。 

今年７月４日放長假，我們一家人出城去玩。５

天後回來，就聽到留言機裡一大堆留言，說父親去世

了，快給家裡回電話。我當時腦子一片空白，不相信

這是真的。馬上打電話回家，電話是媽媽接的。她說

４ 天前父親就已去世，一直給我打電話，但是家裡

沒有人。現在葬禮等一切後事都已辦完。媽媽平靜地

說，父親是最後因肺部大出血一下就去了，走時沒有

太大痛苦。葬禮在聖歌中辦得簡單而莊嚴。弟兄姐妹

們來獻上詩歌；鄰居親友們都說這個葬禮有別於世俗

的大操大辦，沒有震耳欲聾的哀樂和哀哭聲；而且每

個人都說父親的儀容是那麼的安詳，臉色紅潤，嘴唇

也是紅紅的，象化妝過了一樣。媽媽也說他最後看起

來根本不像一個由於大出血去世的癌症病人。 

我當時很難過，因為我早已買好了機票，而且準

備了好多給父親的營養藥品。原以為再過２周就能見

到他了。我問神，為什麼不讓我看父親一眼然後再接

他走；甚至連參加葬禮的機會也沒有給我。 

難過之餘，我感到最大的安慰就是父母親他們早

在十幾年前來美時就已接受神為救主。回國後，母親

一直去教會，每天讀經禱告。父親則覺得自己是黨員

幹部，怕影響不好，就不很願意去教會。我和媽媽有

時擔心他是否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但媽媽告訴我說，

父親在住院時對媽媽說，等病好了，一定跟媽媽一起

去教會，一起服侍主。他也表示自己得罪了神，願意

悔改，而且還傳福音給病友。 

就在我準備行李回國時，一夜，我做了一個夢，

說我送父親遠行，在火車站很多人都面無表情地上車

走了，我揮手向父親再見；當我再見到他的時，只見

他紅光滿面，並很興奮地對我說：我現在很健康，沒

有任何病痛了，（在醫院時他要靠瑪菲止痛）。第二

天，我又做了一個夢，是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地方，父

親和我坐在一桌宴席旁，父親對我說，我胃口很好。

他說：「當我吐第一口血的時候就知道自己不行了，

但是現在一切都好了」。夢醒後，我覺得心裡沒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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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難過了；也不為沒有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而那麼自

責了。感謝神衪讓我在夢中還保留著父親年輕健康時

的形象，且是那樣的清晰。這也讓我認識到，在神看

來見不見最後一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以後能在

神那裡相見。因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價乃是死。

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羅馬書 ６章２３節） 

父親住院時，我常給他打電話。記得有一次他對

我說：人都免不了生離死別，但是對基督徒來說，就

好像是出遠門一樣，這並不是說基督徒就不怕死；我

也不願意離開生我養我的地方，我也怕離開親人；但

我知道我將要去哪裡。就像我當年送你去美國，心裡

也難過，但那是暫時的，我知道你是去一個好的地

方，我心裡有更大的盼望。我知道父親走時心中一定

不會對死亡有那麼大的恐懼，心裡一定有平安；因為

他牢牢把握住了神那最大應許。 

聽媽媽說，在醫院裡他最喜歡聽的歌就是： 

 

我不知明天將如何，每一天只為主活。 

我不為將來憂慮，因我信主的應許。 

我不知未來的事情，但我知誰掌管明天。 

救主必與我同在，衪寶血把我遮蓋。 

 

父親去世後，每當媽媽想起父親的時候，這首歌

就在她心中響起。我們知道父親去了那陽光燦爛的地

方。我們知道這是神給我們最大的應許。也是最好的

禮物，這就是永生。以前我總覺得離家遠。兩 三年

才見家人一面；現在我感到離父親很近，經常在心裡

跟他對話，因為我們的靈是相通的。我曾是一個很怕

坐飛機的人，現在坐飛機心裡也沒那麼緊張了；大不

了就是去天上的父親和地上的父親那裡。媽媽目前在

家裡雖然沒有父親在身邊，但有很多弟兄姐妹在旁

邊，他們一起聚會，讀經,禱告，在主的大家庭裡互相

關懷。我雖然不能在她身邊盡孝心。但她在神的家

裡，我放心。 

 

女女女女    兒兒兒兒    的的的的    心心心心    

林小雪 

                                                                

……當我說完「阿們」後抬起頭來,卻見我父親仍然低著頭，好一會兒才抬起頭來時，只見老人

臉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微笑，滿足又寧靜！感謝神！……從小就最愛我疼我的父親，女兒的心因

神的恩典得到了飽足，歡喜和快樂！ 

 

感謝神給我有這樣的機會來為祂作見證。詩篇

9：1-2 這樣說：「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

一切奇妙的作為，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者啊，我

要歌頌你的名！」 

神的名是值得稱頌的，祂是信實，慈愛與憐憫的

神，祂在我家成就的救恩就是一個例證！ 

記得幾年前的感恩節，我也給大家作過神的救恩

的見證，就是我二嫂和我的侄女因我們傳的福音同時

蒙恩得救，成為神國的子民。細細回想，神的救贖計

劃應該從我得救開始便悄悄臨到我家。我二姐也因二

嫂明白了神的道，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她們信主後，

持續不斷參加家庭及校園聚會，傳福音，探紡，領人

歸主，使主的名得到那完全的榮耀！她們更是和我一

起加入了向我父母傳講福音的行列。感謝那聽禱告的

神，聖靈開始了松土的工作。 

弟兄姐妹們，我想鼓勵大家一定不要灰心。神的

信實永遠不會改變，祂開始的事工祂自己一定會成

全！祂有祂的時間，祂的計劃，我們所要作的就是撒

種，澆灌，不遺餘力的傳揚祂救恩的好消息，還福音

的債！這次我父親的得救就是一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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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我們家與鄭傑，小敏一家外出渡假，星

期天回到家中，小敏才得知她父親在她外出其間已被

主接去。在電話中，我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才好，小

敏雖難過但卻欣慰地告訴我，她確信她的父親去了那

好得無比的地方！神用這通對話開始催逼我，要我為

我父母的得救迫切禱告！一想到若是將我自己放到

小敏的處境，我就不會有那份平安，也永遠不會有與

父親再見面的盼望！這樣越想就越焦急，只好早晚來

到主面前為我父母的得救切切的禱告！ 

大約過了倆周，胡芳姐妹在一個主日的早上一臉

喜樂地告訴我，她剛得知原來她父親去世前已信主！

聖靈再次催逼，要我更迫切為我父母禱告！我除了請

全家加入禱告行列外、也在我們團契禱告小組提出我

的禱告請求、我所在公司的禱告小組也為我父母的得

救切切向天父懇求！我家的倆個孩子更是為外公外

婆的靈魂得救天天禱告，還請了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一

起向神來禱告！在我這次回國的前二天，我向牧師要

了最新版本的 E-training 教材，牧師也帶領中文堂的全

體會眾奉耶穌的名為我父母的救恩禱告，求神捆綁惡

者，使我父母能擺脫偶像的束縛！記不清有多少的弟

兄姐妹在敬拜結束後特意前來告訴我，一定會為我父

母禱告…… 

就這樣，帶著從神那裡來的愛和滿滿的祝福，我

踏上了歸途。公事結束後轉機順利抵達父母的家中，

那天剛好是星期三，晚上便與二嫂一起去了她所屬的

家庭教會的禱告會。聽著弟兄姐妹們迫切的禱告聲，

想到遠在太平洋另一端自己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在同

一星期三晚上的禱告會也在為同一事禱告，心裡充滿

了對神的深深感恩！「神啊,我算什麼，禰竟這樣顧念

我？」 

到家的第二天晚上，按建文的提議在我母親擺偶

像地方奉神的聖名驅趕魔鬼，求神潔淨四周！我們的

神真是一個聽禱告的神！詩篇 28：6 說：「耶和華是

應當稱頌的，因為祂聽了我懇求的聲音」！星期六下

午，聖靈開始在我內心催逼，我知道是找我父母談的

時候了！自己簡短禱告後，便請爸媽坐下，慎重告訴

他們，一定要聽我講完完整的福音，這是我這唯一遠

在美國，不能盡到孝心的女兒所能盡的最大孝心！ 

感謝聖靈的動工，我母親是第一次安靜聽完福音

的講述，沒有像前幾次那樣半途打斷，起身離開。但

看得出她心中似乎有許多的掙扎。我在心中默默禱

告，神啊，求禰的道光照我母親，引導她…… 

我父親已是八十七歲的高齡，坐久了，就要躺著

休息一會兒，否則精神會有點恍惚。感謝神,這天下

午，父親的精神特別好，我便重新向他將述了一遍福

音的真理。看他聽得直點頭，心中一陣感恩，知道神

的救恩已臨到我父親了！ 他對罪的定義是那樣清楚,

真叫我感動！我便跪在父親的身邊帶領他做了決志

禱告. 當我說完阿們後抬起頭來，卻見我父親仍然低

著頭，好一會兒才抬起頭來時，只見老人臉上露出了

孩子般的微笑，滿足又寧靜！感謝神！ 

轉眼又要起程返美了，只是這一次的告別與往常

不同，父親抱著我說： 願耶穌保守你一路平安到家！

是啊，從小就最愛我，疼我的父親，你女兒的心因神

的恩典得到了飽足，歡喜和快樂，不再擔憂您年紀老

邁的萬一！因為將來我們還會永遠在主那裡相聚！ 

回到美國自己的小家，星期三送女兒到教會參加

「豐收節」活動。許多的弟兄姐妹一起與我分享了父

親得救的喜樂。看到東思姐妹眼中的淚花，想到教會

這個大家庭的愛，感恩之心難於表述，大衛詩篇 9：2

說：「我要因禰歡喜快樂，至高者啊，我要歌頌禰的

名。」 

最後，我要謝謝所有

為我父母親得救忠心向

神禱告的家人，教會的弟

兄姐妹們，基督徒同事

們，願神紀念你們！也鼓

勵還未參加「E-Training」

的，抓住機會參加這樣的

密集培訓與實踐，這對於

簡單有效的傳講福音實

在是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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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萬萬萬    事事事事    倚倚倚倚    靠靠靠靠    主主主主    

謝  穎 

    

在極其沮喪的情緒和複雜情況中，主的憐憫，慈愛，大能托住了我，感謝主! 衪讓我在遭遇巨

變的時候立刻仰望衪，依靠衪。接下來發生的一切…… 

 

今年四月的一個深夜，我在睡夢中兩次被電話驚

醒，當時困乏至極，以為是誰在惡作劇，就沒有在意，

繼續進入夢鄉。到了零晨，電話鈴又響起，迷糊中似

乎聽到有人在留言。我一個激靈，感到不妙，馬上起

來飛奔下樓，留言機上是我在上海的表弟的聲音「表

姐，趕快趕快給你媽媽打電話。」家裡會出什麼事呢？

我的腦子一下子亂糟糟的，在極度的揣測不安中我撥

通了母親的電話，母親在那頭泣不成聲，過了好半天

才說出一句話：「家裡出大事了，寶寶沒有了。」我

聽後一下呆住了，實在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寶 寶 是 我

妹 妹 唯 一 的 兒

子，那時還未滿

六 歲 ， 十 分 善

良，可愛，活潑。

今年我妹妹來美

國進修時，到聖

路易斯來看過我

們，那時她滿心

是對兒子未來培

養的憧憬，還計

劃若干年後把寶

寶送到我這裡來

上高中或大學。

三月份春假時，

我先生和小女兒 

Sarah 和我妹妹

一架飛機回國，

Sarah 和寶寶在上海的公園和東方明珠玩得不亦樂

乎，拍了一大批照片。回到美國後還念念不忘明年要

回國再和寶寶一起玩碰碰船。怎麼不到一個月，寶寶

就沒有了！從母親斷斷續續的敘述中，我又瞭解到這

是緣於家長的極大疏忽，我妹妹家住在十二樓，窗上

未安裝防護柵欄，小男孩頑皮，經常跳上窗台玩。那

天一早正好我妹妹打開窗子透氣，寶寶不知，跳上去

背往後一仰，悲劇就發生了。 

當時我腦中是時而亂作一團，時而空白一片。這

種事情，似乎只能從新聞中看到發生在別人身上，怎

麼能輪到自己家呢？我該怎麼辦？慌亂中撥通了加

州的一位中學最好的朋友的電話，她是主內的姐妹，

聽 到 消 息 後 她 當

時就哭了，但她馬

上 勸 我 一 定 要 去

教會崇拜（那天正

好是週日），安靜

自己的心，求上帝

看顧。原本那天我

根 本 是 無 心 思 去

教會的，奇妙的是

聽了她的話後，我

馬 上 決 定 去 教

會，儘管依然是惶

惶然不知所措。現

在回想起來，主的

憐憫，慈愛，大能

從 那 一 刻 起 就 托

住了我，感謝主！

衪 讓 我 在 遭 遇 巨

變的時候立刻仰望衪，依靠衪。接下來發生的一切，

全是萬能之神的帶領，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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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主日崇拜的細節我已記不清了，但是唱的一

首詩歌中有一句特別扎心：「你的一切所需，主早有

預備。」 這真像是專門唱給我聽的。這句歌詞後來

一直縈繞在我腦海中，給我安慰，給我激勵。教會的

弟兄姐妹們知道我們家中的事情後，給了我無限的溫

暖和幫助。我們愛家團契的姐妹們，還有教會其他姐

妹，給我送卡片，發電子郵件，幫助我找機票。整個

團契在我回國期間一直為我禱告，正是靠著弟兄姐妹

們的禱告，我才能有力量去安慰和幫助我的家人度過

那極其困難的時期。周牧師送來了「三過幽谷」這本

書，讓我從中汲取力量和信心。徐皓鵬，連淑玲夫婦

在我回國前請我們吃飯，送給我各種相關的屬靈文

章，讓我用神的話語和智慧去處理家中的悲劇。皓鵬

弟兄還給了我具體的策略，即工作重點是我妹妹，最

好能幫助她信主，父母方面主要是安慰疏導，因為他

們的悲痛與我妹妹的不一樣。皓鵬弟兄這個建議對我

後來在家中作決定時幫助甚大。 

回到上海見到了父母，妹妹和妹夫，才知道事情

比想像的更糟。我們家就姐妹倆人，我長年在國外，

妹妹的孩子寶寶是我父母唯一的安慰和共同興趣。失

去外孫後，他們所受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父親極其

悲痛，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流淚，但他情緒上還能自

控。母親已悲痛過度，情緒失控。我的妹妹是事業上

極有追求的女性，平時一大半時間在外出差，足跡遍

佈世界幾大州。平心而論，她給孩子具體的關懷和時

間是有限的，但她極愛這個兒子，曾向我說過她工作

的動力就是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能夠有能力送兒

子出國學習。現在她失去了生命中最寶貴的，作為一

個母親，能有什麼比這更痛苦的呢？妹妹在我回國前

已在家中開天然氣自殺一次，所幸沒有成功。面對這

一切，我有一瞬間覺得自己都將近崩潰。但是感謝讚

美主！衪能把軟弱的變成剛強的，衪的慈愛和能力是

深不可測。 

在極其的沮喪的情緒和複雜情況中，我想起了皓

鵬弟兄的建議，意識到我不可能同時面面俱到，目前

家裡的關鍵是我妹妹，父母那邊只能暫時放下。所

以，我馬上搬到妹妹那邊，與她日夜相伴，讓她的情

緒漸漸穩定下來。母親那邊神也有安排。妹妹公司的

人事部門聯繫到一位心理學朱博士，專門給我母親做

心理輔導。朱博士留澳回國，人很有愛心和耐心。他

一周幾次去我母親家中聽她傾訴，幫助她疏導情緒。

在朱博士的幫助下，我母親逐漸能控制自己的悲痛，

還能開始關心我妹妹的狀況。 

神的帶領不停留在此，以弗所書三章二十節說，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

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我這次回國，最大的願望

是帶我妹妹信主。不過，這只是願望而已，信心實在

是不大。可是在人認為不行的，在神卻能。記得剛回

國時，妹妹老是發問，為什麼自殺會沒有成功。她曾

經是醫生，知道按醫學理論，人是不可能在那種狀況

下生存的。我很清楚這是神的恩典，是神跡，是這麼

多弟兄姐妹一起禱告的結果。神不但要救我妹妹的生

命，更要救她的靈魂。在那段日子裡，她唯一能讀進

去的書，就是「遊子吟」。神又很奇妙地派來了倆個

姐妹幫助我妹妹信主，一個是她公司的總經理，剛從

新加坡調來，知道我妹妹的情況後，用自己信主的經

歷，還有個人感情上的見證，向我妹妹傳福音。還有

一個在我們教會幕會的陸芳姐妹，她當時正在上海一

家外企工作，經歷背景與我妹妹相似。陸芳姐妹非常

有愛心地帶我妹妹去家庭教會，送她書籍等等。這兩

位基督徒的出現，無疑是幫助我妹妹認識主的極大的

推動力。原來她以為信仰是出國的人，或是在國內

「混」得不好的人才需要的東西，這下在舊有的觀念

被推翻的同時，她的心門也被打開了。在與陸芳姐妹

交往不久後，我妹妹就決志信了主！回顧過去，更加

深切地體會到我們的一切所需，神早有預備。 

 

最後，我願用箴言三章5—6節結束這篇見證，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衪，衪必指引你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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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莫莫莫    大大大大    的的的的    福福福福    氣氣氣氣    

李蓮利 

 

自從認識了主耶穌，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家，又重新找回了信心，凝聚力 和面對生活的勇氣。我

發現母親變了。變得樂觀堅強了；父親從羞於讓母親傳福音到自己主動向病友傳福音……感謝神

賜福和使用我的父母親，因他們的見証讓更多的人得救。 

 

感恩節見證會過後，有祟聲同工提到希望我能把

自己的見證寫出來登載在祟聲上，以感動鼓勵幕道友

和教會的兄弟姐妹。今正值聖誕節休假在家，沒有理

由再拖延，並願以此為神作微薄的工作。 

我願見證神對我們家的恩典。對於我在聖路易的

這個小家庭——我，老公和兩個孩子，我們要感恩的

地方太多了，但並不是我此次要見證的主題。我想在

這裡講一講神，我們的主對我的父母和我的弟兄姐

妹——我在國內那個大家的恩典。感恩節前一天，在

與母親的通話中，告訴母親我要在美國的教會為父母

做見證，並訊問母親所希望見證的方面，母親說她想

見證兩件事，一是她得病二十多年，若不是信靠主，

這世上早就沒有她了；二是這次父親的葬禮，感動了

很多親友，有四位親戚在葬禮過後，對母親說他們信

主了。 

的確是這樣，自從認識了主耶穌，我們這個多災

多難的家，又重新找回了信心，凝聚力 和面對生活

的勇氣。養育我們兄妹五個成人，我的父母很艱辛很

不容易。一九八五年，父親因心臟病住院，母親因勞

累也病倒了。因醫院的誤治，母親在被輸用了大量的

葡萄糖的情況下，患上了嚴重的糖尿病。一時間生活

都無法自理。之後母親去北京看過病，也採用各種偏

方治療，都無法穩定、控制血糖。幾年後開始受到併

發症的困擾，當時，我們家彷彿失去了穩定的支柱。

在我少時的印象中，母親是個很有智慧的人，總能想

出辦法把家裡 壞掉的東西補好再用。最溫馨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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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哥哥姐姐挑燈夜讀考大學的時候，母親在一旁縫

補衣服，還不時給他們送去熱湯熱水……可是生病之

後，母親脆弱了許多，我在外地上大學的時候，有時

打電話回家，母親會在電話裡哭訴她自己的一些健康

上的問題。 

就在我出國前，母親開始接觸教會。當我 再從

美打電話回家，發現母親變了。變得樂觀堅強了。她

時常在電話裡用聖經的話語教導我，讓我信靠神。她

聆聽我學習和實驗的難處，並為我禱告。我回國的時

候，母親會拿出她的學習記錄讓我讀，都是她讀聖經

和聽基督教廣播有感所記。我驚奇的發現那上邊所記

的聖經的話語句句都是真理。母親用同樣的方法感染

家裡的其它成員，尤其是離家最近的姐姐。在國內複

雜的人際關係中，靠著主讓姐姐擺脫掉了許多工作上

的煩惱。隨著母親，姐姐也受了洗。她也是對父母照

顧最多的一個。 

母親的病情在接受胰島素治療後變得相對穩

定，但有兩次眼底出血，通過到外地激光治療得到控

制。一次跘倒摔裂肩骨，開始疼得無法睡覺，一年後

得痊癒。在父親患癌其間，母親有一次因體內酮症高

而昏迷，她曾大聲的呼求主，被搶救過來。母親說她

現在病好也感謝主，病不好也感謝主，凡事她都靠著

主。 

下面講一講我父親的信主經歷。我的父親於 2007 

年十月因癌症去世。剛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一下子

很受不了，但得知他已於一年半前受洗而感到莫大安

慰。父親十幾歲離家參軍就入了黨，在母親多年的影

響下，才慢慢信主。在他與癌症作戰的一年半的時間

裡，他與母親每天早上五點禱告，晚上也禱告。父親

從羞於讓母親傳福音到自己主動向病友傳福音。我們

兄弟姐妹也團結一致盡力醫治和照顧老人。有病友問

父母為什麼我們家孩子都孝順，我母親說因為我們認

識神。病友說原來認識神那麼好，他們也想信神。當

我趕回去父親的葬禮時，才發現我兄姊的孝順和父母

在患病其間的人生態度感動了很多人，包括姐姐單位

的同事和親朋好友。父親的喪事辦得簡單又隆重。簡

單是因為沒有披麻帶孝哭天搶地；隆重是因為牧師、

會友和我們的禱告及 弔唁人次之多和對父親生平的

回顧。我們知道父親去了神的國度，禱告是最好的也

是我們最應該做的事情。我會把父親一直放在我的禱

告中，以此作為對他的記念。母親表現得很堅強，對

每一個拜訪她的人傳福音，講述父親得救的確據。聽

得人大多很認真。葬禮當晚，我的姐夫突然站出來對

我們大家說: 我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宣佈我信主

了。我的大姨和兩個表姐也在單獨陪伴母親的時候表

示她們願意信主。 

真是莫大的安慰！感謝神賜福和使用我的父母

親，讓更多的人因此得救。正如那首歌所唱的：感謝

神賜路旁玫瑰，感謝神玫瑰有刺；感謝神賜家庭溫

暖，感謝神賜我福氣；感謝神賜我苦與樂，感謝神賜

我安慰；感謝神賜屬天盼望，感謝神賜我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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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耶耶耶    和和和和    華華華華    為為為為    我我我我    們們們們    行行行行    了了了了    大大大大    事事事事    

----------------    紀念姐夫藍幸男先生紀念姐夫藍幸男先生紀念姐夫藍幸男先生紀念姐夫藍幸男先生    

施春美 

 

姐夫去世已整整一年了。他現在一個好得無比的

地方！每想到這兒，我心中便充滿了感恩，神的憐憫

與慈愛感動著我，淚水再也止不住了…… 

那是 2006 年歲末與 2007 年初之間一段難忘的日

子： 

 

12/31/2006 

早上與從芝加哥回來的小兒子 Denny 一起參加英

文崇拜，請眾弟兄姐妹為已不願進食的姐夫禱告；也

為現正在台南的楊惠婷姐妹禱告，希望她能代為探望

並傳福音給姐夫。更有許多弟兄姐妹及所屬好土團契

的弟兄姐妹的忠心代禱。 

    

迫切禱告迫切禱告迫切禱告迫切禱告    

1/1/2007(臺灣 1/2/2007 11：40 早上) 

打電話給姐姐賀新年，對方傳來姐姐焦慮的聲音

說姐夫在加護病房情況不好。掛了電話，我馬上接通

了周牧師家的電話，古曄接的電話。簡單扼要的說明

之後，馬上跪下來為姐夫的身體及得救禱告，為姐姐

能靜心處理一切，也為醫生護士禱告。再打電話給三

阿姨，要她去看姐夫及傳福音給姐夫。昨晚到十二點

才和姐姐聯絡上，知道病情已穩定下耒。 

昨天，當我一跪下為姐夫靈魂得救及身體得醫治

禱告時，才真正明白了神關於「不傳福音有禍了」的

意思。在禱告中迫切懇求神赦免我沒有勇敢的在姐夫

面前傳福音，也求神憐憫並賜下大能醫治他，將榮耀

歸給神。並希望盡快聯絡上楊惠婷姐妹，去探望他並

將福音傳給他。 

早上惠婷姐妹來電話答應在病人不反對的情況

下，她一定會去。為這一切感謝神。也繼續為他們一

家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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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筆至此，我竟然已經跨入 2007 年。 

 

一份傳真一份傳真一份傳真一份傳真    

決定馬上給姐夫去信，鼓起勇氣大膽求姐夫信耶

穌。姐夫閱讀甚多，自視很高，正像聖經中所說的「知

識使人自高自大」。我曾在回去時試著向家人傳福

音，可家人都是拜偶像的，很難。如今姐夫身體如此

軟弱，我很擔心。想到時間或許不多了，就放膽的懇

求他。無奈他已經無法閱讀，只求有人念給他聽，據

說後來是四哥的小女兒彩璇代勞的。(信在神的保守下

傳到了，但差點因為資訊不全，傳錯了醫院)。 

 

From: 施春美 (美國) 

To:   加護病房「藍幸男」 先生及家屬（臺灣） 

 

姐夫： 

 

請堅持努力的活下去！聖路易斯華人基督教會

有許許多多的人在為你禱告，要有信心！「在神沒有

難成的事」。衪是全知全能的神，無所不知，無所不

能，無所不在！有句話要懇求您也問您：此刻您願不

願接受耶穌，讓衪來幫助您？信靠衪，求衪拯救您的

靈魂與衪同在，並藉著衪的能力懇求衪醫治您的身

體？請不要放棄！保持體力，努力進食。 

耶穌愛您，衪能救您；救您脫離罪惡權勢，帶您

進入光明國度。只要願意相信耶穌，就可以馬上享受

衪與您同在的喜樂，只有讓耶穌改變您的心，才能改

變您對身邊的人，事，物的看法。人使我們失望，沮

喪，但只有耶穌賜您能力去面對，相信衪「能」 ，

您要做的就是「信靠」衪！ 

 

姐夫，您願不願意接受，相信衪，相信衪為您的

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復活了（只要相信，衪必赦

免我們的罪，心裡才會有平安）。我們信的是一位又

真又活的神。衪時時刻刻都在保護您，看顧您！ 

 

姐夫，請打開您的心門，接受衪吧！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我懇求您依靠神。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寶座前，為

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

仁愛，謹守的心」。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姐夫，我們迫切的在為您禱告！接受耶穌吧！衪

是您的力量！我相信有一天，您我要一起數算神的恩

典！感謝衪，讚美衪，並將一切榮耀歸給 衪。因為

謝謝衪的慈愛，憐憫與拯救。 

 

在世上有苦難，在耶穌裡有平安。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

過，都變成新的了」 。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願神祝福您！ 

 

春美  1/2/07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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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淚撒種的流淚撒種的流淚撒種的流淚撒種的，，，，必歡必歡必歡必歡呼收割呼收割呼收割呼收割    

1/3，1/4/2007 

我在醫院值班，因是 12 小時的班，須早睡早起，

之外，除了禱告還是禱告。 

1/5/2007 

（去團契活動前，台灣時間 1/6 早上），姐夫小

兒子國璋在 ICU 門外打電話給我，我心裡真緊張，怕

是惡耗。他說「父親要信上帝，要受洗」。我以為我

聽錯了。國璋說他問了父親幾遍，確定不是信「阿彌

陀佛」。又經護士証明，姐夫是在意識清醒時作的決

定。我一面聽，一面興奮的流淚。求主原諒我的信心

如此之小，我萬萬沒想到姐夫真會「要信上帝」。為

了抓緊時間，馬上打電話給惠婷姐妹，一切由她去安

排，並要她確定姐夫信的是耶穌。因為經上說「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 14：6） 

 

衪早己預備衪早己預備衪早己預備衪早己預備    

……五年半前，姐夫被發現肝硬化，檢查有二點

五公分的腫瘤後經作各種治療，但不需要作放射線及

化學治療，如栓塞治療等，控制的很好。姐夫自建築

師的身份退休後，這些年來，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

也很少與人交往。最近大兒子在婚姻上的問題造成他

的無能為力感，加上自己的身體狀況，使他意志消

沉，食慾不振，幾乎不願進食，使得病情加速惡化，

腹積水黃疸，一味的處理腹積水的問題，沒想到癌細

胞已經擴散到肝部…… 

在 2006 年的秋天，我給病中的姐夫接連去了兩封

信，神當時給了我負擔，讓我真誠希望著能將福音的

信息傳達給他。 

 

09/21/2006 

姐夫： 

 

我唯一的親姐夫，原諒我最近因為手痛，實在不

太方便花時間在寫信上，但這卻是我一直向我的神所

求的_為我的親人寫信。其實我不是一點不能寫信，

而是我想將體力集中用在醫院上班上罷了！今天做

了腸鏡檢查，人很虛弱，可精神尚好。榮正已經睡了。

兒子一個搬出去住在附近，一個在芝加哥。空巢期，

也方便，也冷清。 

 

所幸我是個屬神的人，不曉孤單。昨天還背了好

幾節聖經經節！真是感恩！我還記得，有一陣子每天

早上醒來總有一微小聲音問道：你是選擇喜樂的過一

天，還是憂愁的過一天？想必您已猜到我是作了什麼

選擇！雙手的疼痛曾使我有如廢人般，也因這次經

歷，每天為以前有好好的雙手感恩並認罪（因為雙手

常做罪的奴僕）。也盼望好起來後，能更多服事神，

服事人。我常請求禱告會的弟兄姐妹，或在做禮拜時

請大家為我禱告。真是經歷神的恩典與信實。但每每

想到有許多人經歷比我更痛苦的事，像患癌症，憂鬱

症（嚴重者），或失業，失去親人等等，與他們相比，

我這又算得了什麼？只有感恩又感恩。 

 

前天，還和我們牧師在電話中分享一位姐妹的母

親因病臥床近三十年，目前仍每天拿著一張一張（她

已沒力氣拿整本，整章）的聖經閱讀神的話語。（「人

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節）我曾去照顧過她，我告訴牧

師不能明白主為何讓她經如此患難，但卻已經歷到她

已為神作了美好見證，並被神所用。我常告訴我的病

人她的故事，見證真有神。真是奇妙！對不？姐夫，

您一定知道我對醫院的一切毫無所知，神卻將我放在

這一崗位上讓我學習，我實在感恩。一切都是神給

的。生命在衪！ 

 

我再給您寫信！ 

 

妹春美敬上      9/21/2006 夜 

 

9/26/2006 清晨 

姐夫： 

 

說好要為您寫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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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了班，想明天後沒班，和榮正去了 YMCA。

其實眼睛，腳都挺累的。不過，很感恩，在 YMCA 烤

箱，及泡泡 SPA，滿好的。原本早睡早起的，可是很

奇怪，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為您寫信，特別感到神的

同在與力量。 

 

突然看到一張有位「長青團契」（指年長者組成

的團體）的負責人是位年輕未婚的姐妹（台南人，奉

獻當傳道人），寫給長者們傳福音（就是傳好消息，

就是指信耶穌得救恩的好消息）的簡單步驟，與您分

享！（我曾經生病過，也照顧不少病人）這叫福音 1 2 

3 4 （就是教他們如何傳）： 

 

1 位獨一的真神：上帝 

2 個人類的問題：有罪+要死 

3 段救主的事實：降生+受死+復活 

4 個相信的步驟：承認+悔改+相信+乞求（決志

信主） 

 

有一首詩歌「歌頌復活主」這樣寫著： 

復活的主是主耶穌，世上沒有衪的墳墓， 

挪開咒詛挪開羞辱，衪已完成偉大救贖。 

復活的主是主耶穌，世上沒有衪的墳墓， 

同來歡呼同來慶祝，衪已完成偉大救贖。 

 

世上有哪一位神，為世人而生？ 

世上有哪一位神，為世人而死？ 

世上有哪一位神，為世人而復活？ 

世上有哪一位救主，今天仍活著？ 

 

我早上讀到詩篇 119 篇 25 節：我的性命幾乎歸

於塵土，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71節：我受苦是與

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是我喜歡的一節。

神用衪的話使我再次接受衪在我生命中的各種安

排）。 

 

姐夫，人生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遭遇！請努力活

著。想想人生固然會不盡如意，但您仍有母親健在，

妻兒，孫子。有房，不愁錢花用。真應好好享受感恩。

多陪陪母親及自己的親人。我在醫院看到真是人間百

態（以後會慢慢與您分享）。每天真是感恩。也看到

有信神和不信神的人生活態度的差別。也常用神的話

安慰他們（只有神的話大有能力）。 

 

詩篇 37：5，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依靠衪，

衪就必成全。 

詩篇 39：9，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

不語。 

腓利比書 4：6—7，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

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

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

心懷意念。 

 

上週一去看了手醫生，問及有關我手為何仍抽痛

之事，他說：「I do not know（他也不知道為何）」。

結果要我抽血檢查是否因關節風濕引起的疼痛。今早

打了電話，因醫生尚未看到報告，我只好等電話。想

想一個真的小小的刀，竟折騰了我如此之久。對於喜

歡動，喜歡為別人做菜，服務的我，真是難受。但我

每天思想何以會經歷這些，就一再感謝我所信的神。

這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神，衪要我學習，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來自衪。衪完全可以隨時拿走（這是衪的主權）。

衪也要我瞭解我所掛慮，所擔心要去照顧的人，衪會

照顧；衪比我更愛他們。也讓我知道人的有限，衪的

無限。於是慢慢我不再擔心。我上班就靠衪的力量，

完成一天的工作。仍然喜樂，照顧病人。也感恩這工

作使得我常常得以休息數天。也常有安靜的時間（現

在很少往外跑，盡可能少開車）思想，感恩，內心真

是充滿平安！不是嗎？至少此刻能為您寫信也是一

大樂事。 

 

昨晚累了，寫了一些就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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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會兒須做點功課了！我最近在上「無悔的婚

姻」，美滿婚姻不是意味著沒有試驗，試煉，或摩擦，

也不意味它是我們腦海裡夢想之實現，而是一個按神

的話語而建立的婚姻關糸。希望有一日，當地上的年

日結束，我能無愧的回首往事，說：我曾按神的心意

盡了我的本分，做了一個稱職的妻子 。 

 

我常記得您說過的話，我常與先生吵架，是因我

不聽先生的話。的確如此。因著我當妻子的不順從先

生，吃了許多苦頭。藉著神的管教，神的恩典，我們

現在比較知道珍惜感情，關係改善不少（但仍在學習

中。但願我們的改變一切能使週遭的人蒙福，因著看

到神在我們身上所作的，也願意歸向衪） 。 

 

下次再寫，好好聊！ 

祝平安！ 

 

春美敬上  9/26/2006 清晨 

 

信寄出去了，可是，自詡學識淵博的姐夫對這些

信裡的內容會有怎樣的反應？我心裡卻一點兒也沒有

把握……姐夫的名字持續的出現在我的日常禱告中，

我深信，我們的神是施憐憫，賜恩典的神！ 

 

受洗歸主名下受洗歸主名下受洗歸主名下受洗歸主名下    

……姐夫終於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作了他一生

中最重要的抉擇！這真是神的恩典！ 

姐夫自高自大，且因為閱盡各種宗教書籍，比較

之下，也不願信任何宗教，但卻曾在眾人面前說過，

如果需作選擇，他將會選擇基督教。因基督教什麼都

可以「吃」，什麼都可以做，自由多了。崇尚自由，

畢竟是人的追求方向之一。而真理使人得自由，卻是

千真萬確的。 

因著神的憐憫，在意識清楚中，姐夫作了一生最

明智的選擇。 

 

1/6/2007 

早上說要受洗，在愛主的惠婷姐妹緊急安排，當

天中午在醫院的同意下，由台南迦南教會陳瑞宇牧師

及數位長老監督，家屬中有姐夫的弟弟，妹妹（姐夫

排行老大）。親友見證，完成受洗儀式。姐夫在一一

回答，信三位一體的真神，認識自己是一個罪人；藉

著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贖，罪得赦免，歸入救主名下。 

據家人描述姐夫決志之前，時好時壞。三姨說撒

旦要他，各種不同的偶像擾亂他，最終卻在神的恩典

下完全歸主，真是哈利路亞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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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安息主懷    

一旦知道自己的「去處」，姐夫十分平靜，安詳

的離開了世界，回到了屬於他的地方。 

 

1/7-1/9/2007 

我與外子去拉斯維加斯參觀電子展。在那兒我試

著與家人聯絡，卻不得而知，當進門時，才從兩通四

嫂的電話錄音得知姐夫的消息： 

第一通，姐夫情況不妙。 

第二通，姐夫已於 1/8 過世！享年 68 歲。 

姐夫已到了天家，息了世上一切的勞苦！安息在

主耶穌懷裡。據他的孫子說，親眼見到姐夫在棺木中

含著微笑，對一個受盡癌症折磨去世的人而言，實在

是奇跡。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詩

篇 126：3) 

 

衪為我們行了大事衪為我們行了大事衪為我們行了大事衪為我們行了大事    

我仍懇求弟兄姐妹來為藍家禱告。為我們尚未得

救的家人禱告。盼望藉著姐夫，救恩臨到「藍家」。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

深。(弗 3：18)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

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 3：20) 

我為姐夫能在臨終前接受主衷心感謝我們的

神。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喜喜的帶禾捆回

來！ 

在台灣停留 10 天中，開著姐夫的車，載姐姐處理

善後之事。姐妹倆第一次如此親近談心。邀請她過一

段時間出來散散心。 

姐姐 5/10/07 來美。5/24/07 在 E-training 的探訪中

決志信主！神真是垂聽眾弟兄姐妹的禱告。這是神喜

悅的禱告。一個人信不信主是聖靈的工作。人能作的

就是忠心的禱告！我真心感謝弟兄姐妹的擺上，也為

神願意用我而感恩！ 

有一天開車出門，突然一句話來自心裡：「神啊，

謝謝你願意用我這樣卑賤的人」。我淚流滿面。真是

感恩再感恩！有什麼比親人能得到永生，脫離將來的

憤怒更重要？「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

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 12：24）」 

姐姐目前每週日都去參加主日崇拜，也去查經

班。迦南教會聖誕晚會當晚回家後，打了國際長途電

話興奮的告訴我，她們全家去了教會，並且包括她的

婆婆。我真心為她們禱告，並將一切榮耀歸於那創造

萬物的真神。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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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環環環    繞繞繞繞    母母母母    親親親親    的的的的    陽陽陽陽    光光光光    永永永永    不不不不    改改改改    變變變變    
張修維 

 

回到美國之後，當我抬頭看到那片湛藍的天空，心裡對神的讚歎油然而生。神的應許卻如雲

上的太陽，它永不改變。母親雖安息了主懷，但在弟弟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粒即將發芽的種

子。 

 

一月底弟弟從台北打電話來，說母親在原要出院

的那天清晨突然心肌梗塞，經過搶救後，住進了加護

病房。院方也已發出病危通知。當天下午和先生商量

之後，訂了機票，次日早晨即飛回台北。 

第一次在加護病房看到母親時，心裡著實難過。

因為她不但有好幾種點滴吊著在打，鼻孔和嘴裡還有

鼻胃管和呼吸管插著。呼吸管又粗，還得把入嘴的部

分用膠帶在兩頰上粘住。當時我喊她，她慢慢地把眼

睛睜開，凝神的望了我好久。我雖然聽不到她心裡的

聲音，但母親彷彿是訝異地在說：「你怎麼回來

了？」。多年來，我每次離開母親回美時，她都會要

我答應她，若是有什麼事，可不要為了她大老遠的從

美國趕回去。忍住心裡的傷痛，我對母親說，要她快

快好起來，我就可以再推她坐輪椅去公園散步，花市

看花和餐館吃飯。母親也點了頭。但自那以後母親能

把眼睛睜開的時候越來越少。 

我回去時，母親已在加護病房住了數日。我到的

那天正巧碰到醫生來巡房。他向我解釋，母親因為心

臟跳動曾經停止，所以，腎和肺都缺過氧。急救後心

臟功能雖恢復了百分之廿左右，但是腎和肺的傷害則

已造成。多日來母親無法自行排尿，且肺部有積水現

象。醫生說最好開始每週洗腎三次。當時我毫無考慮

的就簽了同意書，一心只希望母親水腫的情況可以改

善。 

接下來在加護病房的十二天裡，開始，母親的意

識因為洗腎的緣故，確實曾有改善。當我們說話給她

聽，或是問她問題時，她雖閉著眼但也能以點頭或搖

頭來回答。洗腎時，則看出母親四肢顯著的不安，護

士說母親常躁動，怕她動到自己的呼吸器，所以手腳

都用布條固定著。每次只要我們在，都會鬆開布條，

幫母親搓搓手腳，或是幫她稍稍的側個身，舒緩一

下。但逐漸的母親腎和肺的功能不但沒有改善，她的

手指和腳趾都越來越冷。起於尖端的烏紫也不斷的在

往上爬。母親的意識則更是一時不如一時。 

從我抵達台北的那一刻，天就沒晴過。十多天

來，小雨，大雨下個不停，惹人心煩。有一天晚上從

醫院出來，心情實在低落。那片揮之不去的抑鬱不斷

的在我心頭擴散。剛住進外甥女家時，她即拿了一首

詩歌「雲上的太陽」給我。此後無論是陪在母親的身

邊，走在台北街頭，或是坐在車子裡，嘴裡總會不自

覺的哼起它來。母親的名字中有一個「雲」字，所以

她常愛把自己比做天上的一片雲。而我更是多麼盼望

如同那首「雲上的太陽」所唱的，無論是高山或幽谷，

環繞母親的陽光永不改變。 

外甥女從小與她外婆相親。在一次次的醫院探訪

之後，主動的與她教會聯絡，為母親的追思禮拜預做

安排。母親三十多歲即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但多年來

一直在為生活，兒女忙碌。直到退休後才漸漸的懂得

把時間用在閱讀神的話語上。我近年來也一直在為母

親禱告。總是求神幫助母親清楚救恩，也更有一顆樂

於親近神的心。每次回台北，我總找機會與母親同讀

聖經。她也喜歡，還不時的劃出心裡特別有感動的句

子。平日我也有打電話給母親的習慣。最後一次就在

她脊椎受傷住進醫院之前。那天她高興的和我談到她

是如何的越來越依靠神，並體認到唯有從神那裡才能

得到心裡真正的平安。掛了電話之後，我心裡滿了感

恩。為了母親談起神來時那洋溢的喜樂如同孩子般的

表露無遺。這豈不正是神回應了我多年來的祈求嗎。 

母親一生為我們子女做的真是數說不盡。對下面

弟弟，妹妹的牽掛更是無止無休。這次在母親尚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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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時，我托著她的頭，湊近了與她說話。我答應她，

只要弟弟，妹妹回到神面前，我們做哥哥，姊姊的不

會不顧他們。我還對母親說她可以在心裡為他們禱

告。母親清楚的點了頭，著實令我感動。母親終其一

生，總是放不下她的兒女，到最後時刻仍是要為他們

向神代求。 

母親生前和她外孫女的教會並沒有什麼聯繫。所

以教會裡希望能先給母親一個表示信仰堅定的點水

禮，然後再來安排追思禮拜。長老來到醫院那天，母

親已無法回答問題。當時就想起並告訴長老，我的師

母在一個月前回台探親時，曾與母親在電話上交談

過。後來也告訴我母親確是一個在信仰上清楚的人，

長老也就放了心了。後來長老和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在

為母親辦的追思禮拜上，處處盡心盡力，充滿了在神

裡的愛心。也使我深深的感受到主內的愛是沒有國界

與地界之分的。 

長老那天引用的經文是帖撒羅尼迦前書第四章

十三到十八節：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

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我們若信耶穌

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

與耶穌一同帶來。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

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

經睡了的人之先；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

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

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

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

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

慰。 

是的，在主裡睡去的人，有一天不但要與主同來

且將來永遠的與主同在。這不就是神給我們最大的應

許嗎！死亡，你的毒鉤又在哪裡呢！ 

弟弟一向不願和我多談有關基督信仰的事。這次在

追思禮拜之後，竟然對我說他相信母親會為教會安排

的一切感到高興。而他自己心裡也不再那麼憂傷難過

了。回到美國之後，當我抬頭看到那片湛藍的天空，

心裡對神的讚歎油然而生。神的應許卻如雲上的太

陽，它永不改變。母親雖安息了主懷，但在弟弟身上，

我看到的是一粒即將發芽的種子。這一切豈不正如使

徒行傳裡所記載的「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

家都必得救。」(使徒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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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事事    奉奉奉奉    成成成成    長長長長    

AWANAAWANAAWANAAWANA    

 

The God I know 

Clara Sun 

 

God is holy 

God is grace 

God is everything in the space. 

 

God isn’t created 

God is eternal 

God created everything even a 

kernel. 

 

God is just 

God is powerful 

God created the world flowerful. 

 

God is dark 

God is light 

God can turn left or right. 

 

God is love 

God is faithful 

God’s hand is like a beautiful 

glove，guide my path 

    

    

    

    

我我我我    心心心心    目目目目    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    神神神神    

Clara San 

 

神聖——是衪的名字， 

衪也是施恩典的神， 

衪存在任何地方，就象太陽照遍每個角落。 

自古以來，衪就有了，衪代表永恒。 

衪造行星，也造蘋果蕊裡那顆小小的籽籽； 

我們的一切美德都從衪那裡來， 

——衪是公義的化身。 

 

衪能造出一個美麗的世界，那裡花開四季， 

充滿博愛和平。 

神是光，這光照亮我的心。 

能向左也能向右，衪憑衪意行 

無人能阻擋﹒﹒﹒﹒﹒﹒ 噢，最主要的： 

衪是——愛。 

衪的手就像冬天裡漂亮的手套，好温暖！ 

——我喜歡 

衪牽着我的手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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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獻獻獻    上上上上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    琤琤琤琤琤琤琤琤﹐﹐﹐﹐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Lucy Summer 

 

 

 

 

 

不知從何方飄來幾朵雲 起風了﹐叮叮咚咚雨下了起來﹗ 

 

 

 

 

 

 

琤琤淙淙﹐沿著溪間﹐傍著小坡﹐綠了山野。 

噢﹐是祂﹐是我們的神﹗以雲遮天﹐送來風﹐化作雨﹐滋潤大地和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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琤琤﹐叮叮﹐咚咚﹗讓我們撥動琴弦讚美﹐讚美賜恩惠的神﹗ 

讓我們高聲讚美祂﹐為祂的愛﹐獻上我們感恩的心﹗ 

 

 

 

 

 

 

詩147:7_8:你們要以感謝向耶和華歌唱，用琴向我們的神歌頌。 

衪用雲遮天，為地降雨，使草生長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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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佈道培訓個人佈道培訓個人佈道培訓個人佈道培訓    (E(E(E(E----training)training)training)training)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探探探探    訪訪訪訪    訓訓訓訓    練練練練    的的的的    得得得得    著著著著    

劉建文 

    

沒有來到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之前，我在原來教

會參加過為布道會跟進陪談作準備的福音培訓，但隨

著布道會的結束，培訓的內容很快就忘記了，更談不

上把傳福音當成生活中的習慣。信主後的幾年裡，我

從神領受了豐豐富富的恩典與祝福，很樂意開放家庭

接待慕道朋友，以自己的經歷向他們分享神的恩典，

然而卻很少系統地給人講解福音。主要是不知從何著

手，也不知道具體要講些什麼。感謝神帶領我來到聖

路易華人基督教會這樣一個「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的屬靈的家。在2007年我連續參加了3次福音探訪的培

訓，感覺獲益頗多，願在此分享從中的得著和見證神

的大能。 

 

1) 1) 1) 1) 福音探訪訓練使我對全備的福音有了系統的認福音探訪訓練使我對全備的福音有了系統的認福音探訪訓練使我對全備的福音有了系統的認福音探訪訓練使我對全備的福音有了系統的認

識識識識    

7年多前，當我作出願跟隨耶穌的決定時對福音並

未完全瞭解，特別是對罪的認識和對神的委身所知相

當膚淺。信主後的成長過程中雖然對這些越來越明

白，但因著自己信主的經歷我在與人分享福音時比較

少講這些方面。經過福音探訪的訓練我更多意識到對

罪的認識和對神的委身是全備福音中必不可少的：因

為「罪在那裡顯多，恩典就在那裡顯多」(羅五：20)，

一個對罪有認識的人，對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

才會有衷心的感恩，對福音的回應才會是真誠的；一

個願對神委身的人，才可能活出真正喜樂與更新的生

命來。福音探訪中弟兄姐妹們信耶穌前後生命改變的

美好見證，讓我對這些更深有感觸。 

 

2) 2) 2) 2) 福音探訪訓練使我養成了與人分享福音的習慣福音探訪訓練使我養成了與人分享福音的習慣福音探訪訓練使我養成了與人分享福音的習慣福音探訪訓練使我養成了與人分享福音的習慣    

信主以來我感覺自己是個蒙受了神極大恩典的

人，所以我以認識主耶穌為我一生中最大的祝福。然

而我卻不習慣與不熟悉的人分享福音，除了對全備福

音認識上的不足外，同時對使一個與基督信仰不瞭解

的人在短時間內從基本上瞭解並願意接受福音，也缺

乏信心。福音探訪的裝備和每次一連7周的實際傳福音

操練，讓我在這些方面有了突破，漸漸地我學會從交

流中瞭解對方對基督信仰的認識，能簡潔地將福音有

系統的講解，也對一些常見的疑問給予解答。因著這

些傳福音經歷，我也開始養成遇到沒有信主的人就談

福音和見證神的恩典這樣一個習慣。2007年7月份我在

到美國12年後第一次回國探親，短短的3個星期有機會

給許多還不認識耶穌的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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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每一次分享福音後我都進一步感受到福音探訪培

訓所帶來的幫助。 

    

3) 3) 3) 3) 福音探訪中的經歷使我對神的愛有更深的認識福音探訪中的經歷使我對神的愛有更深的認識福音探訪中的經歷使我對神的愛有更深的認識福音探訪中的經歷使我對神的愛有更深的認識    

許多人都見證過初信者與神關係的甜蜜和在主

裡的喜樂與平安，但相當一部分的人過了「蜜月期」

後因為生活中所遭遇的並非全是「陽光燦爛，天色常

藍」而進入一段屬靈的低谷，甚至有些隨流失去。每

次探訪將神的救恩向人講解也使自己再一次思想神

在我自己身上的恩典，同時也是對神的再次委身。當

被探訪的對象願意接受耶穌時，我的心中充滿喜樂，

體會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另一方面見到許多探訪對像似乎是明白了福音，也覺

得很好，卻因某些原因就是不願意接受，在為他們惋

惜的同時，更覺得我這樣一個不配的人能被神揀選，

是多麼的蒙福。「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

甚麼？你竟眷顧他！」神實在是眷顧了像我這樣卑微

的人。 

 

4) 4) 4) 4) 福音探訪的服事中我體驗到神的眷顧與保守福音探訪的服事中我體驗到神的眷顧與保守福音探訪的服事中我體驗到神的眷顧與保守福音探訪的服事中我體驗到神的眷顧與保守    

2007年1月的福音探訪訓練開始時，我在一家醫療

保險公司上班才3個來月。因為所做的與前一份工作有

很大的不同，挑戰與難處很多，我常因工作中的壓力

而失去喜樂。當周牧師邀請我參與福音探訪訓練時，

一開始我有顧慮：本來工作很忙，這樣會更加緊張忙

碌。但想到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想到這份工作也是

神所賜的，加上我一直對傳福音有負擔，我願意去做

神所喜悅的事情，也相信神會掌管一切。感謝神，衪

的恩典夠我用。以後的每週四雖然是最忙碌的一天，

卻也是一周工作中我最喜樂的一天，即使有時顧不上

吃晚飯，常10點多鐘才回家； 而且福音探訪之後的幾

天，我都感受到從神那兒來的喜樂與力量。神也很奇

妙地保守我的工作：在6月份參加第二次福音探訪訓練

時，正是公司裡一年中最忙碌、最關鍵的時候，我所

負責的公司每年度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也必須在6月中

和月底分別做好寄出，但神使這一切都順利地完成，

使我們全家7月初如期回國探親。感謝神給我這樣的機

會能服事衪，從而得著衪的保護與眷顧。 

我為參加福音探訪訓練的這些得著感謝神，神實

實在在恩待了我。我相信參與福音探訪訓練的許多弟

兄姐妹們有類似的經歷。衷心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們也來參加，不單是裝備自己，養成傳福音的習慣，

也更多地領受神的恩典。哈利路亞讚美主，榮耀都歸

給衪！ 

    

福福福福    音音音音    本本本本    是是是是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大大大大    能能能能    

郭志宏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里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從2006年九月開始，谷曄師母為我做了四個多月

的門徒培訓。聖靈用神的話藉著門徒培訓，使我對我

們的神有了更深的瞭解﹐讓我更明確地知道我們的救

恩是從神而來﹐是神揀選了我們﹔神揀選我們的最終

目的是要來榮耀祂。以弗所書1﹕12-14講到「叫衪的

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

稱讚。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

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衪，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

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之民被

贖，使衪的榮耀得著稱讚。」聖經很明確的指出至少

13個非常實際的途徑，使我們藉著順命在成聖的過程

中去活出神要我們所活出的得勝的生命，來榮耀祂。

其中一個途徑就是傳福音。在培訓快結束時我們講到

了神的大使命。在馬太福音28﹕18-20節中主耶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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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

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為有更多的人歸

向神，衪榮耀的恩典就得著更多的稱讚。哥林多後書

4﹕15節說到﹕「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

發加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回想自

己信主這麼多年來﹐傳福音的事情實在做的太少了，

虧欠神太多了。門徒培訓讓我開始在傳福音上有了負

擔。 

2007一月份，正好新

一期教會的傳福音訓練開

始。我就報名參加了。傳福

音訓練一共八個星期，每週

四培訓，其中有七周要去慕

道友家裡去傳福音。這次傳

福音訓練讓我豐豐富富地

經歷了神的恩典與信實﹗ 

神首先為我預備了時

間。由於我的工作性質，每

隔五周就要On-call一次，而

且我的先生又經常要出差。如果他不在家，我去傳福

音訓練，孩子怎麼辦？從一開始我就沒有信心，總擔

心自己會經常缺席。然而八個星期下來，我先生一天

都沒有出差，我ON-CALL時也有同事幫助。所以我一

次都沒有缺席。神再一次讓我看到我的小信。同時又

讓我學習到一個重要的功課﹕神若要我參與某個特

定的事奉，祂自己一定負責到底，正如腓立比書1﹕6

節所說的「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

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在參加傳福音訓練的八個星期裡，每到週四晚上

我都特別的高興，盼望著能與弟兄姊妹一起同工傳福

音。每次牧師上完課，我們就三人一組分頭去慕道友

家。臨行前我們大家一起禱告，每次都覺得聖靈就在

我們中間充滿我們每一個人，給我們能力和膽量。最

後我們再回到教會一起分享當天傳福音的結果。當聽

到有人表示願意相信耶穌並跟隨耶穌時，我們都非常

的高興。我們也繼續為那些還不肯相信接受耶穌的慕

道友禱告。過了三四個星期，我開始有點著急，因為

我們小組去傳福音的慕道友還沒有一個願意接受耶

穌的。等到第五次下來，還是沒有一位慕道友信。我

簡直開始難過了。儘管牧師一直拿吃餃子來做比喻，

可是我還是想不通。 

接下來的週末是春節，我打電話給國內的公公婆

婆拜年。從與婆婆的交談中得知我先生90高齡的爺爺

住院了。老人家前些日子病得很重，已經不省人事好

幾天了，也不能吃東西。婆婆迫切的為我先生的爺爺

禱告，當地的教會也為他禱

告。當我婆婆公公去看他

時，他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

識了。可是第二天老人居然

甦醒過來了，也吃了些東

西。在醫院裡，我的婆婆就

開始給老人家傳福音，從人

的罪，到神的慈愛，公議，

審判，到耶穌基督的救贖，

老人家都聽得非常清楚。他

承認自己是罪人，願意接受

耶穌基督作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並很高興地對

我的婆婆說，跟你在一起生活真好，你還能給我講解

聖經。 

聽了婆婆講的事情，我自己備受激勵，我的消沉

一下子不見了。我為先生的爺爺能清楚地知道福音並

願意接受救恩而高興。同時我也真正體會到了「……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羅馬書1﹕16)的真正含義。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

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

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林前

3﹕7-8) 

傳福音是主耶穌給我們每個基督徒的大使命，不

管我們覺得自己有沒有這方面的恩賜，不管看不看得

到我們想要的果效，不管得時不得時﹐我們都要傳。

一切工作都是神做的，只是神要與我們同工來祝福我

們的生命﹐讓我們可以進來同享主人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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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信信 心心心心 之之之之 旅旅旅旅    

數數數數 算算算算 主主主主 恩恩恩恩 

王  凌 

 

我深深看到神的奇妙作為，衪藉著我的軟弱，破碎我；讓我心甘情願的降服在主耶穌的十字架大愛

下，奉獻自己給神，傚法主耶穌基督。……苦難真是化妝的祝福，神借疾病，讓我親身經歷到衪，

靠著衪的話我走過了死蔭幽谷。我終於找到了人生的意義，我是為神而活，生活中的一切中心都是

為榮耀神的名。我的人生次序發生了變化，知道凡事禱告尋求神的旨意，以耐心等候衪的旨意成全。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主內平安！我叫王凌，我先生叫黃磊，我們有兩

個可愛的女兒。我們是 2002 年在聖路易斯華人教會的

華人差傳年會上被呼召，2004 年 8 月搬到佛羅里達州

在傑克森威爾城的一個美國神學院學習全時間事奉

神的一個神學生家庭。我很感謝神，衪感動許多弟

兄、姐妹的心，常常為我們一家代禱和愛心的支持，

讓我們在走這條信心的路時，不至孤單缺乏，而是福

杯滿溢。 

我們到這兒已有三年多，其間發生了許多的事，

讓我們從神那裡學習到許多屬靈的功課。我深深看到

神的奇妙作為，衪藉著我的軟弱，破碎我；讓我心甘

情願的降服在主耶穌的十字架大愛下，謙卑自己，愛

神愛人。 

我想先講講我個人的蒙恩得救見證。從小我相信

有神，人不是猴子變來的，但我不知哪一個是真神。

我在尋找人活著的意義，但我看到的是人生老病死，

像一台戲，人活得很虛偽，也很辛苦。我那時很自命

清高，獨來獨往，也沒幾個朋友，從學校一畢業，沒

幾個月，我就把自己嫁了，連我父母也沒反應過來。

感謝神！從小到大，我都是在一個有愛的家庭裡被保

護長大的，可我卻不是那一種很乖的孩子，我看到人

性的不完全。我有個大姨，她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在她家裡有一佛堂，每次去她家裡，她都會要我去拜

拜，我也只好尊命照辦，因為她很愛我，但我心想，

人手造的神，是假的，拜了也沒用。事實也如此。最

後大姨死了，她也不輕鬆，因為她沒找到真神。 

1998 年 8 月，我來到美國，遇到一群基督徒，他

們很有愛心地幫助我們：學英語，上街買菜，送傢俱

等；帶我們學習聖經，去教會。很快我被他們的愛所

感染，就受洗成為了一個基督徒。可那時我是個「星

期天基督徒」，頭腦相信有神，生命沒有改變，平時

沒有讀經、禱告的靈修生活，也沒有十一奉獻。生活

中沒有尊主為大，一切事上都體貼肉體的想法和願

望，沒有順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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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愛的孩子，衪不可能不管教。我因為自己和

神沒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因此我和人的關係也處得

不好。那時我才到美國來，一切都不適應，尤其我和

我先生，他因為學習、工作相當忙，因此顧不上我，

還要我快快適應，好幫忙分擔家事。在這裡沒有車等

於沒有腿，因此我要趕快學開車，可就在我學開車

時，警察居然來撞了我，是他的錯，可我受傷，頭部、

頸背部、腰部都有傷。我們那時已結婚九年，但一直

沒有要孩子。主要是我出於自私的原因，我很怕作母

親，作母親意味著要犧牲，那是我不願意。我在國內

曾作過三次人工流產，我不顧及家人的感受，自以為

是，認為兩人世界就很好，簡單、親松、自由。 

神有衪的美意，衪知道怎樣來破碎一個人的自

我，要一個人完全順服衪，跟從衪。我到美國來沒幾

個月，又出車禍受了傷，全身很疼，就在這時我竟意

外的懷孕了！我真的只有求神幫助。我妊娠反應很

大，天天吃了就吐，整天只有躺在床上。感謝神！垂

聽禱告，生產一切都很順利，但生完孩子當天晚上，

我還在醫院住著，卻失眠了，吃了好幾片安定，也睡

不著。我初為人母，父母又不在身邊，帶孩子沒經驗，

神經弄得很緊張，更是白天黑夜的睡不著。我那時也

沒有多少神的話語作幫助，因此活在罪中，自憐起

來，整天情緒低落，以淚洗面，得了「產後憂鬱症」，

只有天天求醫治病吃藥。美國治療這種病的藥太多，

到底哪種對我適合，我們在禱告求神幫忙。我們那時

對這種疾病認識不清楚，父母來了，也不理解。我和

神沒有建立個人固定的關係，所以和先生、父母的關

係弄得很不好，精神快要崩潰了，真想一死了之。我

很絕望，想跳樓自殺，但又擔心樓層太低（我們家住

第三樓）摔傷了，死不了；我打破一個玻璃杯，想割

腕自殺，我先生抱著我大哭。 

也就在那個時刻，我父母和我們都跪在神的面

前，求神醫治，因著主耶穌，我們能彼此原諒，能面

對這個疾病，靠神得力。神是信實的，依靠衪的人，

不至羞愧，感謝神垂聽了禱告，醫生發現一種藥，是

補充大腦血清素的，對我很有效；平時我也注意多讀

經、禱告，疾病來時，我靠神吃藥，神也逐漸在醫治。 

苦難真是化妝的祝福，神借疾病，讓我們親身經

歷到衪的真實，這就像「約伯記」所說，「我從前風

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為看到神是又活又真

的，靠著衪的話語我們就可以走過了死蔭的幽谷，所

以我們願意委身，奉獻自己給神，傚法主耶穌基督。

我終於找到了人生的意義，我是為神而活，生活中的

一切中心都是為榮耀神的名；我的人生次序發生了變

化，知道凡事禱告尋求神的旨意，以耐心等候衪的旨

意成全。 

感謝神！讓我們在猶豫了兩年後，能勇敢地出來

回應神的呼召，決定到神學院學習、裝備；甘心為主

受窮，作全時間事奉神的工人。 

我們的信心不大，但神是信實的，依靠衪的不至

缺乏。我先生在美國學習三年，工作三年半，我卻一

天工都沒打過，還常生病住院。我們在聖路易斯就搬

了四次家，最後搬到「中國大院」，天天可遇見中國

人傳福音。我先生起初在聖路易斯的一個神學院學

習，但那裡學費很貴，又沒找到獎學金。我們禱告，

求神幫助可找到可邊工邊讀的神學院，因為我們家幾

經折騰，也沒有那麼多錢交學費。感謝神！我們禱告

後，衪也開門，讓我們在網上找到一個神學院，可邊

工邊讀，學費減半，還有一點生活費，剛好夠我們三

人生活。因此在 2004 年 8 月，我們搬到傑城。感謝神！

感動許多兄弟姐妹出錢出力，幫我們搬家，讓我們深

深感受到神家中愛的溫暖。 

我們來到傑城，三天安頓好家，就到神學院上

班。那時，神學院有三個機構，是一個佐治亞洲的美

國人被呼召，於 1981 年建立的，它包括教會，神學院

和中小學。當時我看到的所有工作人員就六人，當然

包括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身兼多職：牧師即是神學院

院長，又是中小學校校長；師母是付校長，還是教師，

會計；有一個芬蘭神學生，是教導主任，也教書；有

一個秘書，教書；黃磊主管技術方面的事，那就是計

算機網絡教學等，他還要教中小學的數理和科學。晚

上自已當學生上四門神學院的課，其中他要教一門

課，是計算機應用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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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負責廚房和清潔。每天我要作 30 個人左右的飯

食，兩個建築兩層樓十幾間房間的吸塵，十幾個馬桶

的涮洗，還有大堂的掃灰，六個冰箱的食物整理等

等，當時我看到規定要求我作的事，寫滿了兩頁紙，

有 46 條，我頭都大了，但神的恩典夠用，我這樣靠著

禱告，居然作了將近兩年。這在我看來真是個神跡！

因為我從小嬌生慣養，做家事是來到美國學的，在家

三個人的生活，作飯、清潔、帶孩子都是忙得手忙腳

亂的，何況神學院這麼多的活。我們只有早出晚歸，

早晨五點多鐘起來，晚上九、十點回來，一天下來精

疲力竭，只有禱告呼求神的幫助，內心的爭戰很大。 

因為辦神學院不容易，資金缺乏，原本我們來時

答應給我們的工資發不了，能發給我們的就只夠我們

生活，我們得學習過簡單生活，吃麵包，罐頭蔬菜；

住的公寓房租很貴，儘管是照顧低收入的，但也比聖

路易斯貴，水還要另外付錢，房租還每年上漲，就這

樣一個狀況下，神卻讓我再次懷孕，衪讓我們學習信

心的功課，單單的依靠衪，順服衪。衪讓我們所遭遇

的一切，是讓我們得益處。 

我看到神的大能，衪借環境來破碎我們的驕傲，

讓我們完全降服。我們最初找神學院時，還有我們自

己的想法，那就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長來服事神，但沒

想到許多情況有變化，才發現靠自己靠不住，要唯獨

靠神。我現在回頭看，看到神的奇妙作為，若不是神

的帶領保守，我們走不到今天。 

就像憂鬱症，它儘管是屬於一種生理性疾病，可

能與神經系統缺乏某種載體造成的，但我發現它與我

自己有許多罪沒對付清有關。比如象自憐。我很容易

自愛自憐，如果我沒有舉目看主耶穌，一看到人，看

到我自己，我就很灰心，心中會有聲音說，你不如死

了吧。我現在知道了，我馬上就向神禱告，求神幫助

我趕走這些想法，我說神哪，我的老我是應該死，但

我現在活著，不再是我自己，而是主耶穌在我裡面活

著，主你已復活了，戰勝了死亡權勢，我幹嘛要死呢，

好好為神活著，為榮耀衪的名，喜樂地去做，因為我

作事不是討人喜悅，而是要討神喜悅。 

我現在說起來很輕鬆，但當我在那個光景中，真

的只有靠禱告和神的話語走過來，像才來時候，我真

是很難想像，神學院每天吃飯不是用一次性的盤子、

叉子和勺子，而是要用手洗，再放進洗碗機，我的手

常對洗潔精過敏，起很多濕疹，有時還會裂口子、出

血，很疼。做飯的鍋子都是那種用了二十多年的，很

舊的鋁鍋，每天用來一煮飯、湯、麵條，下面就起一

層很厚的鍋巴，每次煮飯，下面燒糊了，但上面卻還

沒熟，只好又把飯一勺一勺舀出來，放進微波爐一盆

一盆地打熟。那種鍋子又特難洗，要用鋼絲球擦洗很

久，因為底部鍋皮已凹凸不平。那真是靠向神禱告，

流著眼淚做；因為靠我自己，我一下都作不了。神學

院的吸塵器很大很重，我根本拖不動，只好請先生幫

助，他也很辛苦，要工作，還要學習，剛開始他選的

課多，中國人要學英文的聖經神學，還有許多論文作

業。在人看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靠著那加添給我們

力量的，凡是都能。 

我們隨時禱告，緊緊抓住神，神的恩典夠用，今

年黃磊有一個傳道學的碩士學位要畢業。其實在我們

看來，這個學位並不重要，關鍵在學習神的話語中，

我們可以走過來，因為我們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

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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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三年多，我們還經歷許多的神跡奇事，像

我們才來時，因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我們與牧師、

師母不能很好的溝通，很多事不明白，有疑惑，會心

懷不平，我們每天就只有向神認罪禱告，神也總感動

有些弟兄姐妹，來關心我們，給我們送中國食物，有

一次，一袋 20 傍的大米，吃了將近一年。平時過聖誕

時，也總有禮品卡寄給我們，神都清楚我們的一切需

要。我們自愧不配，我們為神捨棄一點點，但得到神

家中許多弟兄姐妹的愛心支持。神說「你們不要憂慮

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

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們要先求衪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們。」我們在這兒三年，儘管工資不到以前在世界工

作的四分之一，但生活得並不差，因為兩年前，神學

院的中小學停辦了，就開始有食物發給我們，有肉

類、麵包和 Pizza，我們一家都吃不完，還要分給周圍

的人吃，我們只需要買些疏菜、水果；穿的衣服幾乎

不用買，總有弟兄姐妹送給我們。 

神還賜我們一個大禮物——第二個女兒，她的來

到本身是一個神跡。作母親，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十字

架，我自認身體不行，我有憂鬱症，需要長期吃一種

藥，但那種藥是致畸的，當時選這個藥時，醫生問我

還要不要孩子？我們都說不要，但來到神學院學習，

我們沒有保險，也就沒吃這個藥，但神卻讓我意外懷

孕了！起初我很緊張，但神的話親自安慰我，「應當

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

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結果我懷孕期間

沒去例行檢查，神讓她在預產期那天凌晨，急產生在

家裡，是黃磊和我媽媽接生，看到我們母子平安，我

父母完全相信有神。（因為他們從前第一次來美國，

相信了神，但回國後，就冷淡了。） 

因為我的軟弱，我們家四個長輩都先後信了主，

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氣！神說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但在我裡面你們有平安。確實神讓我們看到儘管

我們沒有世界的保險，但神是我們最靠得住的保險，

因衪說過，凡勞苦擔重擔的，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

得安息。因神垂聽了我們的禱告，衪讓孩子在家出

生，因此也免去了一筆大的醫療費用，這真是一個很

大的神跡！神也感動許多兄弟姐妹，為我們家送錢送

物，以補足我們家的缺乏。這讓我們信心大增。 

神的恩典數算不清，衪的大能徹底改變了我們的

生命，讓我們活得不再空虛，而是充滿了平安、喜樂，

只要我們能響應神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呼召，完全地信

靠和順服衪，衪就會把祝福送給我們。 

最後我想拿一段我很喜歡的經文與兄弟姐妹共

勉，那是哥林多後書五章 14—5 節：「因我們想一人

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衪替眾人死，是叫

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

活。」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讓我們住在主裡，傚法耶穌

基督，常常數算主恩典，把衪的愛分享給你的親朋好

友。 

 

願神祝福你們！ 

 

王  凌 

2007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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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生生生生    活活活活 

    

「「「「愛愛愛愛」」」」在在在在    路路路路    上上上上    

葛  甦 

因為這裡少的是歷經世故的城府，多的是神的帶領和年輕人的熱情與活潑。神的信實和帶領成

為我們飽足的供應者。衪不離不棄的供應幫助我們；經歷衪的同在。衪使我們重新得力，將我

們連為一體，經歷衪的大能，向人見證衪豐盛的慈愛。 

 

冬日已至，可是在聖路易斯這個美國中部的城市

裡，色彩依舊繽紛，因為這裡有這樣一個地方，一群

人，在學習著用「信」，「望」，「愛」 來點綴著

這城市。 

來到信望愛團契已有四年的時間了，慢慢地這裡

也成了我的心靈的家。這個家和眾多的家一樣，有歡

笑，有煩惱，有快樂，有憂傷……但又和一些的家或

許不同---在這裡「基督是一家之主」。 

細數過去一年的家事，每一件都是那樣生動，細

數過去一年的恩典，真是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感謝神，原來素不相識，性格迥異的一群人因著

信來到這裡成為弟兄姐妹。若是思想到每一個人，都

會讓人不禁開口說：「哈利路亞讚美神」。因為神的

創造真是豐富。人人皆有不同，神的匠心獨具使得大

家千姿百態，彼此配搭，顯示著在衪裡面的豐富。最

喜歡的場景是大家在同工會時各抒己見，甚至是激烈

的爭論；觀點不同，卻都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每一

次都很享受這樣的討論，因為這裡少的是歷經世故的

城府，多的是神的帶領和年輕人的熱情與活潑。過去

一年最欣賞的一句話是「放下自己」。在學習「放下

自己」的過程中，視野也在不斷的打開，海闊天空；

各樣的餵養也隨之而來。 

在家裡，最令人難捨的當然是家人的搬離。然而

一位姐妹臨別時真情流露而分享她內心的禱告：「願

意順服神的帶領，信心得成長」。反思到自己曾讀過

的雜文「生存還是生活」，讓我明白生活的真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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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究竟為何而活，那才是最深觸到我們內心的問

題…不禁要唱：我願意、我願意，從你手中接受每個

環境，交出自己信任的美麗。這個家，多的是彼此的

不捨，少的是踏上未來路的茫然。因為我們的一家之

主、「衪」已掌管明天！ 

感謝神，衪不僅讓我們成為一家，衪更天天幫助

我們擴展、操練我們與衪和與人的關係。每一個在神

家裡的人都會盼望將來屬天的美景，然而神告訴我們

今天我們就可以有這樣的盼望。感謝神再次興起我們

團契的禱告會，吸引，塑造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心

靈的飢渴，生活的重擔，神的托付，不盡的感恩化為

全然敞開的分享與禱告。神的信實和帶領成為我們飽

足的供應者。衪不離不棄的供應幫助我們今天就經歷

衪的同在。如果說團契是我們的家，神則讓禱告會成

為我們家的內室。在這裡多的是重新得力、感恩的淚

水，少的是失望與疲憊。感謝神，衪更藉著「標桿人

生」來幫助我們這個家中的每一位來學習突破自己在

生活中與神，與人的關係。藉著他人的分享和經驗，

感染、激發我們，更是挑戰我們向前再邁一步。過去

一年最喜歡的一句禱告：「主，我只有一個禱告，你

必加增我必減少」。 

感謝神，衪不僅擴展我們與衪和與人的關係，衪

還把我們連成一體，經歷衪的大能。沒有十分的才

智，沒有傲人的口才，沒有動人的歌喉…，但是衪說

衪要作我們頭上的華冠，作我們頸上的項鏈。我們若

尋求衪的面，衪就親自來裝扮我們。每當想到上一次

的迎新會，就讓人感恩不盡。記得迎新會前大家一起

為詩歌的排練，真是讓人不住地擔憂。零散、雜亂，

也沒有歌唱的技巧。但是在第二天迎新會上面對八十

多位新朋友們，衪將我們連為一體，經歷衪的大能，

向人見證衪豐盛的慈愛。一個星期前，神又再次帶領

我們，藉著聖誕節報佳音，再次凝聚我們，也許聽到

看到的人見到的是愛的使者。但是每一個真正經歷神

恩典的人都深深地知道這愛的來源是誰。因為被愛，

有了愛的能力。感謝神，衪就是這樣愛我們，把我們

從塵土中高舉，在貧乏上補足，讓我們的生命歷程中

能夠越來越多的見證衪。 

      帶著信任的美麗，帶著盼望的激勵，有這

樣一群人，走在「愛」的路上，這就是每一位在神裡

面有信、有望、有愛的人。感謝神，讓每一位越向前

走就越感恩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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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蒙蒙蒙    神神神神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的的的的    更更更更    新新新新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團契生活介紹團契生活介紹團契生活介紹團契生活介紹    

鄧明奇 

    

教會團契不只是基督徒在一起的聚會而已，而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即在這樣的聚會中信徒與神，

信徒與信徒之間彼此交往，建立更深關係。 

    

約翰一書1：3「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

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衪兒子耶

穌基督相交的。」其中「相交」一詞在英文新國際版

（NIV）聖經用的是「fellowship」，與現在我們教會

生活中常用的「團契」同為一詞。從這節經文我看到，

教會團契不只是基督徒在一起的聚會而已，而有更深

一層的意思，即在這樣的聚會中信徒與神之間和信徒

之間彼此交往、建立更深關係。 

在利未記中詳盡描述了舊約五祭，包括燔祭、素

祭、贖罪祭、贖愆祭、和平安祭。和其他四祭不一樣

的是，平安祭（(無論是感謝祭、還願祭、還是沒有什

麼特別原因，只因為心中感動而獻上的甘心祭）的祭

物是人人可吃的，人與人共同分享，神也與人共同分

享。所以平安祭可以說是一種神與人、人與人相交的

聚餐。在NIV版本中平安祭用的「fellowship offerings」，

因而也常被稱為「相交祭」或「團契祭」，其中所包

含的屬靈意義與約翰一書1：3是完全一致的。從這些

經文中我得出一個結論，一個蒙神祝福的團契必然是

一個注重信徒與神相交和信徒彼此相交的團契。 

自兩年多前來到這個教會後，我就一直在更新團

契聚會，我常為自己能在這樣一個團契更多認識神，

與弟兄姐妹們彼此相愛，互相服事而感恩，也願意在

此向大家見證這樣一個蒙神祝福的團契。 

 

1. 1. 1. 1. 更新團契是一個常常聚會的團契更新團契是一個常常聚會的團契更新團契是一個常常聚會的團契更新團契是一個常常聚會的團契  

希伯來書10：25勸誡信徒們不要停止聚會，而要

彼此勸勉。感謝主，更新團契就是這樣的一個團契：

印象中過去兩年裡麵團契活動除了因參與教會範圍

的活動沒有單獨聚會，或因特別惡劣的氣候而取消1-2

次外，每週五都在教會聚會，使每一位飢渴慕義的都

能來到主的面前得飽足，在團契的生活中達到與神相

交和信徒彼此相交的目的。我們也欣喜地看到有慕道

朋友在團契聚會中對主和神賜給我們的救恩有更多

認識；也有剛信主的弟兄姐妹因為一直參加主日和團

契聚會而在屬靈上穩固成長，成為團契眾多弟兄姐妹

們的見證。 

 

2. 2. 2. 2. 更新團契是一個扎根在主的話語裡的團契更新團契是一個扎根在主的話語裡的團契更新團契是一個扎根在主的話語裡的團契更新團契是一個扎根在主的話語裡的團契 

從剛來到這個團契起，我就感覺到更新團契的聚

會與我以前所參加過的團契生活頗有不同，主要表現

在每次都是以非常認真的態度來查考、分享聖經，並

且注意學習和操練如何將神的話語應用到我們每天

的生活中，使團契不單有參加人數的「量」的增長，

更有在主裡面的「質」的增長。針對團契成員的不同

需要，過去的兩年裡分為三個小組查經：第一組以幫

助慕道友和初信者為目標，通過查考路加福音加深對

主耶穌和衪所成就的救恩的認識，第二組在完成了家

庭婚姻的專題後繼續「標桿人生」的主題查經，激勵

組員追求一個合神心意的人生；第三組在查完雅各

書，彼得前後書後開始聖經人物查經，旨在從新舊約

中不同人物的屬靈成敗中得到榜樣和鑒誡。 

 

3. 3. 3. 3. 更新團契是一個注重屬靈交通的團契更新團契是一個注重屬靈交通的團契更新團契是一個注重屬靈交通的團契更新團契是一個注重屬靈交通的團契    

每次團契活動時間同工們都會安排15分鐘左右

時間給弟兄姐妹們作屬靈的分享，每月的第三個週五

固定為團契禱告會，弟兄姐妹們一起通過為個人及家

庭、教會團契事工、和肢體需要禱告來經歷神、認識

神，也在禱告中彼此扶持。此外，每逢第五個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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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組織特別的活動，或交流在讀經禱告上的得著，

或分享神的話語如何成為我們生活中的智慧與力

量，或一起以詩歌讚美、感恩見證來獻給神。 

 

4. 4. 4. 4. 更新團契是一個甘心服事更新團契是一個甘心服事更新團契是一個甘心服事更新團契是一個甘心服事、、、、熱心福音的團契熱心福音的團契熱心福音的團契熱心福音的團契    

因著在團契時間較長的弟兄姐妹們的帶領與見

證，更新團契弟兄姐妹們在教會和團契的各項事工上

忠心擺上，尤其是在傳揚福音上許多弟兄姐妹有特別

的熱心。每次教會的傳福音探訪訓練中團契都有弟兄

姐妹們積極參加，因著出去傳福音他們也對所領受的

救恩更加充滿感恩。他們在團契的分享，大大地激發

了更多弟兄姐妹為主作見證、傳福音的心志。目前除

了在每週五查經時的福音小組外，團契成員也常在家

庭聚會時邀請慕道友分享福音，在日常的生活中常作

好與人分享福音的準備，回國探親的弟兄姐妹也帶著

「得時不得時總要與人分享福音」這樣的心志。 

在這幾點之外，更新團契還有許多常使我感動的

地方，如團契新老同工彼此順服、合一服事，在關懷

上無怨無悔、默默付出，有些弟兄姐妹將參加團契聚

會作為生活中的優先考慮等等。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團契仍有部分成員沒有固定參加聚會，或還沒有養成

讀經禱告的靈修生活習慣。此外，隨著團契人數增

加，對團契成員生活上與屬靈上的及時關懷，以及小

組查經時深層次的分享等都變得越來越具有挑戰

性。我深信神既然將人數多多賜給更新團契，也必然

繼續引領更新團契，將衪的「良善、純全、可喜悅的

旨意」向我們顯明。 

 

願神繼續祝福更新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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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Email GroupEmail GroupEmail GroupEmail Group 建立查經小組的一些實踐和經驗建立查經小組的一些實踐和經驗建立查經小組的一些實踐和經驗建立查經小組的一些實踐和經驗    

更新團契更新團契更新團契更新團契 2007200720072007 年第六讀經小組年第六讀經小組年第六讀經小組年第六讀經小組    

張  寧 

 

一一一一....    讀經小組的由來讀經小組的由來讀經小組的由來讀經小組的由來：：：：    

2007 年年初的時候，更新團契的負責同工為團契

提出了 6 個讀經計劃，供弟兄姐妹們選擇。其中第六

個讀經計劃是一個聖經選讀的計劃，用兩個月共 61

天的時間，通過選讀聖經各卷書的部分章節，快速通

讀聖經一遍。 

團契的負責同工，建議選擇同一個讀經計劃的弟

兄姐妹組成小組，這樣大家能彼此扶持，彼此鼓勵，

彼此提醒，彼此造就。同時，團契裡面有弟兄提出一

個設想，就是利用互聯網上 Email Group 的群收群發功

能，使得這種屬靈上的彼此的幫助，能落實到日常的

生活當中。 

這樣，我們團契組成了六個讀經小組，其中有三

個讀經小組，都成立了自己的 Email Group。我們第六

讀經小組就是其中之一。 

 

二二二二. . . . 讀經小組的活動內容簡介讀經小組的活動內容簡介讀經小組的活動內容簡介讀經小組的活動內容簡介：：：：    

1111、、、、完成讀經計劃完成讀經計劃完成讀經計劃完成讀經計劃：小組的基本活動，就是每天由一位

弟兄或姐妹，將讀經計劃中當天所要讀的經文，加上

相關的解經資料和思考問題，以及一些個人關於經文

的理解和見證，組織成一份 Word 文件，利用 Email 

Group 發給大家。 

    

2222、、、、輪流帶領輪流帶領輪流帶領輪流帶領：派發經文的工作，最開始是由個別的弟

兄姐妹帶領。當大家對這種方式比較熟悉之後，就由

小組的所有組員排好時間，輪流帶領，使得小組中每

位弟兄姐妹和朋友都有帶領查經的操練。從反饋的信

息來看，大家對帶領查經帶來的屬靈祝福都特別有感

觸。 

    

3333、、、、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靈修分享：在查經和帶領查經的工作基本穩定以

後，我們又由兩位姐妹帶領嘗試著開始靈修的內容。

我們最開始是使用「荒漠甘泉」作藍本，也是大家輪

流把「荒漠甘泉」的內容，按照當天的日期隨經文發

給大家。後來，帶領的弟兄姐妹會根據當天的內容，

把自己的見證和感想也放在當中，與大家分享。 

 

4444、、、、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彼此代禱：由於一起的靈修和讀經，自然的就產生

了禱告的需要，因此，我們由兩位姐妹主動承擔了每

週分發一份禱告信的內容。禱告的內容是隨時為小組

裡面有需要的肢體、為團契、為教會的禱告。 

 

5555、、、、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我們利用 Email Group 的方便條件，彼

此分享在網上看到的好的見證 文章、好的網站，使

個別的感動，成為大家的感動，使個人屬靈上的得

著，成為大家的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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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討論團契討論團契討論團契討論團契：一起的讀經、禱告和靈修，拉近了弟兄

姐妹之間的距離；小組各項事工的需要，也讓大家有

坐在一起交流的願望。因此，我們小組前後兩次，在

主日崇拜後，利用教會中午愛宴的時間在一起團契、

交流。那種在主愛裡的團契、交通，真是好得無比。 

    

7777、、、、其他嘗試其他嘗試其他嘗試其他嘗試：我們小組後來還嘗試利用 Blog 的方式，

擴展小組的交流方式。我們大家共同的感覺是，Blog

可能是比 Email Group 更加有效的討論和分享的方式。 

 

三三三三. . . . 讀經小組一年活動內容總結讀經小組一年活動內容總結讀經小組一年活動內容總結讀經小組一年活動內容總結：：：：    

1111、、、、第六讀經計劃第六讀經計劃第六讀經計劃第六讀經計劃：當我們開始第六讀經計劃時，發現

這個計劃雖然實行的天數少，但每天實際的閱讀量卻

非常的大，甚至有一天讀十二章的情況。於是，我們

大家一起協調，把這個計劃又分割減輕，力爭每天的

閱讀量不超過六章。所以，計劃就從原來的 61 天擴展

為 84 天(14 周)。我們大家又商定，每週從週一到週六

安排讀經，週日安息，集中精力禮拜。也可以利用週

日時間，消化一周閱讀內容。 

但實行計劃的一開始，我們就遇到了一些困難。

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由於是選讀經卷中的一些章

節，因此閱讀內容本身之間跳躍性太大，不能彼此連

貫。第二，第六讀經計劃本身經卷的安排是按照經卷

在歷史上出現的順序編排，而不是按照我們和合本目

前的順序編排。兩種原因造成了完成計劃的時候，內

容忽前忽後，讓人無可適從。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小組採取了下面兩個措

施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1) 由當天發送經文的弟兄姐妹，在經文主體內容的前

面，加上一些介紹、連接的說明，使當天的經文與前

一天閱讀的經文建立內容上的聯繫。 

 

2) 為了讓弟兄姐妹在閱讀選擇的章節的同時，不至於

失去對所讀經卷全景的瞭解，在閱讀一部書的當天，

帶領的弟兄姐妹都會加上這本書介紹，包括此書的基

本內容、背景和經文的框架結構。 

這個計劃我們小組用了 14 周共 84 天，於 5 月底

完成，效果非常的好。神賜福與我們，相當於利用這

十四周的時間，我們比較系統的進行了一遍新、舊約

概論的學習。 

 

2222、、、、創世紀創世紀創世紀創世紀：從五月底到七月初，我們小組請團契的何

弟兄帶領我們大家學習「創世紀」。也是每天一章這

樣學習。弟兄將他去國內培訓的教材與大家分享，使

我們非常的受益。 

 

3333、、、、海德堡要理問答海德堡要理問答海德堡要理問答海德堡要理問答：從七月底到九月中旬，我們大家

又一起學習了海德堡要理問答。海德堡要理問答是按

照一年 52 個主日，將基要真理分成 52 個主題，逐一

討論。雖然海德堡要理問答的內容似乎有些枯燥繁

瑣，但我們大家還是堅持學習了下來，對基要真理重

新梳理、學習了一遍。 

 

4444、、、、四福音合參四福音合參四福音合參四福音合參：從九月中旬到如今，還在進行的，是

我們一起學習四福音合參。大家一致認為，深入瞭解

耶穌基督的生平和教訓，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基本功

課，值得我們花大力氣去鑽研。我們所採用的材料，

是將四福音中對主耶穌的生平和教訓的記載分成 250

個單元，按照主耶穌傳道的時間順序，將四部福音書

對同一事件、教訓的經文放在一起，互相補充，彼此

參照，使得我們對主耶穌的某一事件和教訓有更加深

入完整的認識。目前，這個計劃我們已經進行了一半

多。希望能在年底前將餘下的部分完成。 

總之，回顧一年，神對我們讀經小組有豐富的供

應，滿滿的祝福。而利用互聯網的 Email Group 的工

具，使我們大家可以在週五、主日之外，非常方便的

建立了彼此勉勵、彼此造就的屬靈關係，共同在神的

話語中得到餵養和長進。我們大家都可以見證，如果

我們善用互聯網的資源，將可以對我們屬靈的成長有

非常大的幫助。我們也希望我們讀經小組的這些經歷

的分享，成為團契和教會大家共同的祝福，使大家能

看到，如果我們善用互聯網的資源，可以享受何等美

好的果效。   願神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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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新在更新在更新在更新團團團團契第六契第六契第六契第六讀經讀經讀經讀經小小小小組組組組的分享一的分享一的分享一的分享一則則則則    

約約約約翰福音翰福音翰福音翰福音 1111：：：：1111----18181818 節節節節    

張  寧 

 

〔經文〕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

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衪造的；凡被造的，沒有

一樣不是藉著衪造的。 生命在衪裡頭，這生命就是

人的光。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有一個人，

是從神那裡差來的，名叫約翰。這人來，為要作見證，

就是為光作見證，叫眾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

乃是要為光作見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

的人。衪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衪造的，世界卻不認

識衪。衪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衪。凡

接待衪的，就是信衪名的人，衪就賜他們權柄，作神

的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

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

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

衪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翰為衪作見證，

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成了

在我以前的，因衪本來在我以前。』」 從衪豐滿的

恩典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

著摩西傳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從來

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衪表明出

來。 

一一一一、、、、    這 18 節經文非常非常的寶貴。我們可以想一想，

約翰福音是使徒約翰在 90 多多歲高齡的時候寫下

的，當時離開主耶穌受難復活有將近六十年的時間。

在這將近六十年當中，這位曾經是耶穌「所愛的那門

徒」在聖靈的光照、引導和帶領下，默想主耶穌的生

平、教訓，最終，集老約翰對基督六十年認識之精華，

才凝煉出這 18 節經文。其寶貴，其重要，乃是我們認

識耶穌基督的綱領性的經文。 

二二二二、、、、    關於耶穌基督本體的論述，在新約聖經中有三

處經文，都是用非常凝煉卻是非常華麗的筆法介紹出

來，這裡約翰福音書的第一章 1-3 節是第一處。另外

兩處在歌羅西書的第 一章 15-21 節和希伯來書的一章 

1-3 節；西 1:15-21:「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

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衪造

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 看見

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

是藉著衪造的，又是為衪造的。衪在萬有之先；萬有

也靠衪而立。衪也是教會全體之首；衪是元始，是從

死裡首先復生的，使衪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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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衪裡面居住。既然藉衪在十字

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衪叫萬有，無論是

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你們從前與神隔

絕，因著惡行，心裡與衪為敵。」來 1:1-3「神既在古

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衪

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衪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 

衪創造諸世界。衪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

真像，常用衪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衪洗淨了人的

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這三段經節，都是基督論最重要的經文。在論

到耶穌基督的時候，都強調了如下幾個方面：耶穌基

督的本源；耶穌基督的造物；耶穌基督的救贖；耶穌

基督的啟示。因此，當我

們學習約翰福音 1：1-3

的時候，可以與這兩處的

經文參照學習。 

三三三三、、、、    (1-2 節) 提到了耶穌

基督的本源。創世紀 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是

從時間的起點開始，而這

裡的「太初」則更追溯基

督的本源到世界存在以

先。約翰兩次強調，那個

時候，耶穌的本體--道，

就與神同在。並且清楚明

白毫無疑義的指出：道就

是神。 

四四四四、、、、    (3 節) 強調了萬物都是藉「道」所造。 

五五五五、、、、 (4-9 節)「生命」和「光」是約翰福音的主題。

我們都知道，約翰福音本身的編排，是老約翰非常精

心的選擇了耶穌基督生平當中所行的 8 個神跡，並在

這 8 個神跡之後八段講論這些事跡背後神學意義的講

道，就此來向我們指明：耶穌是神的兒子。而所記錄

的八段講道，都有耶穌基督 8 個自我的宣稱，包括「我

就是生命的糧」「我就是生命的光」等等。因此，生

命和光應該是我們在讀約翰福音的時候特別需要把

握的。不但在約翰福音當中，就是在約翰的其他的書

信裡面，他也一直在強調耶穌基督乃生命的源頭。比

如在約壹 1:1-4:「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

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這

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

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

們。）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

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 衪兒子耶穌基督相交

的。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我們）

的喜樂充足。」 

六六六六、、、、 (10-13 節) 這裡的四

節經文，指出了福音的精

髓：就是神與人之間的關

係。人是神的榮耀的創造，

人卻不接受神，甚至耶穌自

己來到世界，世界上的人也

不接受衪。然而，如果我們

「接待」衪，就是「信衪的

名」，衪就賜給我們作神兒

女的權柄。這實在是寶貴無

比的應許，也是最最 純粹

的福音。 

七七七七、、、、 (14 節) 「道成肉身」。

關 於 為 什 麼 道 要 成 為 肉

身，道成肉身與我們有什麼

關係，在希伯來書裡面有兩

段寶貴的經文，對照來看，對我們理解「道成肉身」

非常有幫助：來 2:14-16:「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衪也

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

的，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

人。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衪也

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 樣，只是衪沒有犯罪。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

得伶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還有一處經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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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1:21-22:「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

裡與衪為敵。但如今衪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

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

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在腓利比書 2 章，有一段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讚美詩，讚美耶穌基督「虛己」，其實這段讚美詩就

是對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禮讚：「衪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

形像，成為人的樣式；廠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

衪升為至高，又賜給衪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

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

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八八八八、、、、 (18 節) 當我們說到啟示的時候，我們都知道神

的啟示又分成一般啟示和特殊啟示。一般啟示的支持

經文包括我們都非常熟悉的羅馬書 1：19-20、使徒行

傳 14：17、使徒行傳 17：27，等等。而約翰福音第 1

章 18 節則是耶穌基督自己就是神特殊啟示的支持性

經文。另外一處支持耶穌基督自己就是神的特殊啟示

的經文在希伯來書第一章的 1-2 節：「神既在古時藉

著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衪兒子

曉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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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恩恩恩    園園園園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在在在在    2007200720072007    

呂東思 

 

藉著弟兄姐妹的互相代禱，互相扶持，我們經歷困難，一起學習體會神的心意，學習我們的功課，

培養一顆感謝的心，把心思放在神透過困難要為我們成就的一切事上神的信實。神的供應，神的

看顧，豐豐盛盛地加在我們團契和團契的每一家，讓我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感謝神，在祂豐盛的恩典中，恩園團契又長大了

一歲。 

我們家是三年前加入恩園團契的，對團契的起源

還是從與弟兄姐妹的交談中以及弟兄去年的團契見

證中所瞭解的。它是在二零零零年四月，由信望愛團

契中幾對有小小孩的年輕夫婦所組成的。以恩園

（Grace Garden）命名，意即充滿神恩典的樂園。當初

的年輕夫婦現在已將步入中年，當初的小小孩如今已

經上了小學。在這短短的七年中，神的信實，神的供

應，神的看顧，豐豐盛盛地加添在我們團契和團契的

每一家，讓我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從二零零七年開始，我們團契還是延續二零零六

年的聚會模式，查經和生活應用教材雙管齊下。在查

經方面，完成了啟示錄（二零零五年由谷曄師母帶領）

和撒母耳記下（二零零六年）後，今年我們著重研讀

箴言書。箴言書的精髓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透過箴言書，我們學習正確地認識神，在日常

生活中如何敬畏神，如何在各方面領會、順服神的旨

意，把神當得的榮耀歸給祂。「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

定衪，衪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5-6）透過研讀

箴言書，我們也澄清箴言是公義生活的準則和對一般

現實生活的描述，而不是確切的應許或保證。許多弟

兄姐妹在分享、研讀經文的時候，都深有感觸地說：

「我們平時也應常常讀箴言來提醒我們自己不要做

愚昧人。」 

在生活應用教材方面，經過一年的時間，在三月

底的時候，我們完成了由艾蓋瑞/艾安瑪莉（Gary 

Ezzo/Anne Marie Ezzo) 所著作的「如何教養孩子品德」

（Let the Children Come Along the Virtuous Way)，以實

用的聖經原則來教養子女。就像弟兄在去年的團契見

證中所提到的，「我們幾乎是在週五晚團契中『現

學』，週末和接下來一周在家中『現賣』。直接將所

學引用在孩子品德教導和發展上。」我們也同樣常常

為孩子們代禱，因為我們相信神掌管一切，孩子是神

賜給我們的產業，我們要好好把他/她們撫養成讓神喜

悅的孩子。禱告的力量是無窮的，就像 Dr. D. Jeremiah 

所說的，「我們教會中那些成功的父母是那些常常跪

著的。」 在學完這套應用教材之後，我們又開始學

習由李秀全牧師和林靜芝師母主講的「家庭生活系列

講座」。這套應用教材概述從一個基督徒家庭的開始

到老年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的和應該注意的方面。

它包括「夫妻婚後的成長；夫妻溝通的藝術；吵架十

戒；為人父----一項神聖的使命；寫給青少年的父母；

婆媳之間；人到中年----危機？轉機？新機；老年----

人生最美好的時光」。李秀全牧師和林靜芝師母用聖

經的教導和他們親身的經歷來幫助我們怎麼在日常

的生活中處理各種各樣的關係。比如說，「神在夫妻

關係中至關重要，夫妻倆人和神的關係越近，夫妻倆

人的關係也就會更親密；我們的生命是上帝給我們的

禮物，我們怎麼樣用生命是我們還給上帝的禮物」等

等。每一個家庭輪流帶不同的課程，每一次討論、分

享都很熱烈。弟兄姐妹互相交通，互相幫助，互相提

醒，大有得著。 

在今年暑假接近尾聲的時侯，一位弟兄提議除了

查經和應用教材分享之外，每一次聚會由一位弟兄姐

妹花五到十分鐘的時間，特別分享對他/她有感動的靈

修材料，親身經歷，或任何方式的見證。目的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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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學會怎樣去分享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怎樣在

人面前見證神，互相鼓勵，共同成長。到現在已有三

個多月的時間，分享的弟兄姐妹積極準備，聽的弟兄

姐妹各有收穫。願我們真是能隨時隨地見證神，不光

是用我們的口，更重要的是用我們的心，我們的行動。 

在 這 一 年

中，團契的弟兄姐

妹們也經歷了許多

生活中的難處。有

工作變動，病痛干

擾 ， 親 人 離 世 等

等。藉著弟兄姐妹

的互相代禱，互相

扶持，我們經歷困

難，一起學習體會

神的心意，學習我

們的功課，培養一

顆感謝的心，把心

思放在神透過困難

要為我們成就的一切事上。這樣，神必使我們「後來」

所結的果子，比以前更豐更美。聖經教導我們：「因

受苦難得以完全」（來二：10b）；「我們這至暫至輕

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林

後四：17）；「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

（啟三：19）；「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

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來十二：11）神給我們最大的安慰就是

離世的幾位老人家都是主內的弟兄姐妹，我們知道他

/她們在一個好的無比的地方，將來總有再見的一天。

我們也透過這些事真真實實地經歷神。一位姐妹的家

中透過父親生病，過世這個過程，多位原來不信主的

親人歸向主，把一個困難的時期變為生命更新的良

機。所有這些也更激勵我們更迫切地為那些還沒有信

主的家人禱告，巴不得有一天他/她們也能和我們一起

經歷神的同在，成為祂的兒女。 

在這一年中，神也感動弟兄姐妹為教會的事工擺

上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雖然我們團契只有十來家弟兄

姐妹，大部分家庭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都參與事奉。

從教會的執事，成人及兒童主日學老師，到 AWANA

和傳福音訓練，都能見到團契弟兄姐妹服事的身影。

從服事中學到的功課反過來又幫助了團契弟兄姐妹

的成長。在每次的團契時間裡，我自己就經常從弟兄

姐妹的分享中，尤

其是那些服事多、

屬靈上較成熟的弟

兄姐妹的分享中，

得著亮光，受益非

淺。他/她們的分

享，也常常幫助我

們把目光定睛在神

的身上，而不至於

失落在這個世界當

中。 

在這一年中，

團契也有幾次的聚

餐 。 在 感 恩 節 當

晚，有將近六十人在一家弟兄姐妹家聚餐；其中大部

分是團契的弟兄姐妹，孩子們，還有我們尚未信主的

親人和慕道朋友。去德州的凌峰弟兄/許雁姐妹和孩子

們也回到我們當中。之後有感恩詩歌及分享來讚美感

謝神，述說主恩。聚會中一對姐妹和弟兄還帶著大夥

兒玩猜詩歌名和猜人物的趣味遊戲，讓我們在歡笑聲

中享受這個主內的大家庭。看著這沸沸揚揚的場面，

我們心中有說不出對神的感謝和讚美。誰能想到，在

短短一年半的時間裡，神豐豐富富地供應恩園團契，

聆聽我們的禱告，從當時只剩五家弟兄姐妹聚會到現

在幾乎增加兩倍數目的家庭。神是信實的。求神繼續

供應、帶領恩園團契走天路。 

回顧二零零七年，對恩園團契來說又是充滿神恩

典的一年。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朋友，每一

家神所賜的小孩子都沐浴在神的恩典與看顧當中。天

父，我們感謝讚美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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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主主    内内内内    同同同同    工工工工                服服服服    事事事事    迦迦迦迦    南南南南    

----------------給給給給迦南弟兄姐妹們迦南弟兄姐妹們迦南弟兄姐妹們迦南弟兄姐妹們的一封信的一封信的一封信的一封信    

劉  藝 

 

親愛的迦南弟兄姐妹們： 

主内平安！請原諒我再次去信打擾你們。 

在 08 年剛剛開始之際，我希望可以花些時間和大

家分享我的異象。感謝神，在這過去的幾個月裏我們

大家相處都很融洽。我真的很感恩看到大家對彼此的

信任，彼此分享，看到神的愛就在我們中間。現在的

迦南是一組年輕有活力的弟兄姐妹，我們有著不同的

背景，但神卻把我們放在同一個迦南。我感恩因我可

以見證到有些人從不信到初信，從初信到學習事奉。

感謝神，我們能彼此相愛是因爲衪先愛了我們。 

最近幾個月，我自己也有很多反省；求神省察我

心意，潔淨我做衪合用的器皿。 

在這裡我要向大家道歉，因爲有很長的時間我都

被自己心中的苦毒蒙蔽了眼睛。我一心逃避，逃避神

在我心中的感動；直到去年 11 月，當我回顧即將過去

一年，我發現我的罪。我再次回到神面前認罪，求神

再次復興我，讓我在衪和在人面前學習謙卑以及信心

的功課。我感謝神曾把宛曄帶來迦南。在他身上我學

到了很多，同時，在事奉上他還是我的夥伴。當宛曄

要走的時候我便害怕了，我覺得我將失去唯一的同

工。我再次覺得孤立無助，覺得在事奉上又只剩自己

一個人了。 

當我來到神面前禱告的時候，衪親自對我說話，

安慰我，衪讓我看見我身邊有你們----你們都是我的同

工！讓我們一起學習事奉神，事奉迦南，並彼此事奉。 

我知道有些人會覺得自己只是初信，對神的話不

夠了解；但是不要怕，要知道我們的神是無所不能

的，我們這樣有限的人能爲那無限的神做什麽?神要我

們一心愛衪，愛他人。當我們接受耶穌作我們個人救

主的時候，我們就把一生都交托了！信靠順服，只要

我們願意將自己獻上為神所用，還有什麽事不能成就

的呢？所以，我在此邀請你們，和我一起同工，服事

迦南；一起在主内成長，一起為神事奉。 

我知道我不常對你們說這些話，但我學習到如果

被聖靈感動就要及時作出回應。我不能再拖延了，因

我不曉得明天會怎樣。我珍惜迦南的每一個人，因爲

我們相聚不是出於偶然，而是出於神；我們彼此相愛

也是出於神。願神大大祝福你們，為神活出一個豐盛

的人生！！ 

藝 

主内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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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愛愛愛    家家家家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張君華 

    

我們感到彼此關愛及在團契中建立親密的關係對團契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團契常常通過家庭

聚會，出外野餐等活動，讓更多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加入到我們當中。同時我們注重在聖經查

考的同時,更注重聖經話語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 

    

最初，愛家團契的成立是基於在教會當中有家且

有類似年齡的小孩，希望藉著在家裡的聚會、查經分

享、彼此關懷、學習愛自己的家、建立一個基督化的

家庭、並邀請慕道的家庭來一起分享主愛。團契剛開

始時，有五家輪流在家裡聚會。後來家庭多了，就改

在教會聚會。 

過去幾年，愛家團契經歷了許多變化。因為工作

的緣故，一些家庭搬到了外地。在此我們感謝神的帶

領，很快地,神就把另外一些主內兄弟姐妹從其它州帶

到我們中間。我們也同樣感謝神把更多的來自我們教

會及當地其它地方的兄弟姐妹加添給我們。通過這些

變化以及這個過程中兄弟姐妹在團契中的彼此相

交，讓我們更進一步經歷神的愛及神的信實。現在，

我們團契在數目上較以前有所成長，而且，在人員組

成上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也有數量可觀的不同年

齡段的孩子們，從只有幾個月的嬰兒到十幾歲的青少

年。現在團契中的成員大部分是近二、三年加入的。

由於這些新加入的兄弟姐妹在過去就有很好的團契

及教會服事，他們的加入帶給我們團契許多新的能量

及許多新的在團契中服事的方法思想。 

最近一年來，愛家團契更多的注重於彼此之間親

密關係的增進以及在神話語中的長進。通過團契活動

借助神的話語建立起來的這種親密關係是我們團契

進一步向前發展的基礎和動力。同時我們注重在聖經

查考的同時,更注重聖經話語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 

團契在神的引領下，通過對神的話語的學習，更

加感到彼此關愛及在團契中建立親密的關係對團契

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每週對神話語的查考，團

契常常通過家庭聚會，出外野餐等活動從而讓更多的

弟兄姐妹和慕道友加入到我們當中。 

展望我們前面的路，首先求主幫助我們愛家團契

的每一個成員能夠更加愛主。更加樂於禱告，與主交

通，越來越多地體貼主的心意。讓我們更加渴慕神的

話語，更加認真地學習聖經，也願意教導聖經，從而

裝備自己，為主所用。同樣，我們也求主幫助我們能

愛人如己。在團契中彼此關愛，共同長進。求主加添

力量，使我們能更多地服侍他人，在教會中有更多的

事奉，在服侍事奉中長大成熟。我們也更求主給我們

傳福音的負擔，接待福音朋友，引人歸主。與整個教

會一道，同心合意，擴大帳幕。 

耶穌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

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

總綱。」(太22:37-40)。我們愛家團契願意繼續仰望神

的帶領，成為彰顯神愛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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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為為    種種種種    籽籽籽籽    團團團團    契契契契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老  姚 

 

我們在神的話中能有好的學習，我們不但彼此代禱，也常為教會裏外的個人或事工代禱。

也學習彼此關懷,享受喜樂的團契生活。 

 

種籽團契的前身是家庭團契,算起來應該是本教

會最原始的團契之一，與信望愛團契不分上下。因為

當時教會的成員不是家庭,就是學生。有家庭的參加家

庭團契,學生參加學生團契，順理成章,簡單明嘹。開始

時一直都是每雙週五聚會，每月兩次,或查經或研讀討

論一本屬靈書籍，遇到有五個週五時，就安排一些特

別活動，人數相當固定。後來因為有雙語的需要，聚

會時就分成中英兩組。在老姚心目中團契就應該是這

種模式，週五時家庭生活與團契生活可以輪流兼顧，

豈不美哉！ 

隨著教會的增長，成員也開始了多元化的改變，

新團契的成立有如雨後春筍。此時為了顧及一些可能

因名為「家庭團契」而裹足不前的單身弟兄姊妹，將

團契改名為種籽團契。於是家庭團契有了新的包裝，

以一個蠻屬靈的種籽團契之名問諸於世。原先的中文

组也加添聚會次數，每單週時在幾位同工家中輪流聚

會，為能邀請一些不願來教會的非信徒朋友。不久中

文组改頭換面以好土團契為名成為教會眾多團契中

的另一支生力軍。種籽團契因而有蕭條之相，但仍然

每雙週在教會聚會。由於 Cross Link 團契的成立,種籽

團契已不再需要咬舌討論發言，全程使用中文，暢所

欲言，也是一大樂事！ 

去年感恩節前種籽團契同工在劉弟兄寶店開了

一次同工會，會中做了許多決定，其中一項是決定次

年開始改為每週聚會。老姚心中雖然着實為難，但仍

願以順服之心與同工們同說阿們。記得劉弟兄還鄭重

其事地要與會同工在會議記錄上畫押以示決心，不是

只說空話。 

一年來種籽團契已查了三本保羅書信，目前正在

研讀約翰福音。聚會人數不但未減反見增加。神供應

我們好的老師，（我們中間有神學院的畢業生及在校

生多位），使我们在神的話中能有好的學習，我們不

但彼此代禱，也常為教會裏外的個人或事工代禱。除

此之外，我們也學習彼此關懷，享受喜樂的團契生

活。神是信實的，當我們看重衪的話，願以衪的話為

念，衪必祝福。為此願將一切感恩頌贊歸於衪，求神

繼續祝福種籽團契並其他各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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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喜喜    樂樂樂樂    人人人人    生生生生    

 

探探探探    親親親親    散散散散    記記記記 

鄧明奇 

 

負笈西行十三載，躑躅幾番尋夢。恩門大啟愛難明。昨日惹神怒，今朝沐主恩。 

屬世愁煩轉眼逝，天上福樂無窮。浪子歸家慰父心。有主萬事足，無罪一身輕。 

               ---- 調寄臨江仙 

 

1994年6月我到美國求學，「光陰似箭」轉眼過了

十幾年。這麼多年里」個人的學習、工作和家庭生活

等都有許多變化，特別是在7年前，成為神的兒女更是

我們一家人生的轉折。少年子弟江湖老，難忘風雨故

園情。這些年中並非沒有回國的念頭，然而，「人的

腳步為耶和華所定，人豈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感謝

神，在去年7月的探親旅程中我們不斷體驗到衪的恩

典。塵埃落定鄉思盡，回首皆是主恩深。無奈禿筆不

能生花，只好以流水賬的方式來分享其中的一些經歷

與感受，願榮耀都歸給神！ 

 

((((一一一一) ) ) ) 抵北京抵北京抵北京抵北京，，，，喜诸般需喜诸般需喜诸般需喜诸般需要神要神要神要神全備全備全備全備；；；；登長城登長城登長城登長城，，，，思萬人思萬人思萬人思萬人

揀選主厚恩揀選主厚恩揀選主厚恩揀選主厚恩    

7777月月月月4444日日日日：：：：5點早起趕乘去DC的班機再轉飛北京。早就

知道在DC機場換班機、出海關等時間不到一個小時，

我們全家不敢怠慢，在行程前幾周就時常為此祈求，

盼望到DC的飛機不要晚點，使我們不致錯過往北京的

班機。神所賜的真是超乎我們所求所想，飛機比預期

的早到了約15分鐘，我們不但毋需慌亂，倒可以施施

然信步而行，建文還有暇與幾位老朋友電話上聊了聊

家常，也請她們為我們的行程禱告。 

 

7777月月月月5555日日日日：：：： 飛機到北京是下午四點，從機場出來馬上就

感受到祖國的「熱」情。在接機等候的人群中稍作打

量，就看到肖萱姐妹正笑逐顏開地向我們招手，旁邊

就是她那花朵一樣的女兒，頓時倍感親切。肖萱姐妹

2006年來聖路易短期探親，剛到的第2天陪她的姐姐去

看牙醫，正好我家中那位蒙愛的女子也去同一個地

方。兩人互相打量了幾眼（有人說她們長得頗像姐

妹），一位有心尋找一個中國教會，一位有心向週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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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人分享福音，所以很自然地聊起來。接下來的主

日，去教會參加崇拜時她們又剛好在停車場遇見。這

以後她積極參與教會主日和團契活動，且在教會接受

了洗禮，在年初回國後也一直與我們保持聯繫。當我

們回國行程確定後，她提出負責我們在北京的飲食起

居。雖認識她的時間不長，我們還是懷着感恩的心欣

然接受了。以後才發現若沒有她的細微體貼的安排我

們還真會步履艱難，因為這麼多年來國內的變化實在

太大。感謝神，衪知道我們的軟弱，也知道我們的需

要，為我們早有預備。 

 

7777月月月月6666日日日日：：：：上午與肖萱母女乘車去長城。原以為Alice 和

Allen 會很興奮，不料遠遠打量了一眼之後，他們似

乎覺得目的已經達到，那如潮的人流又使他們失去了

不少興致。但既來之，則安之，還是隨同我們登上了

長城。從烽火臺往下走的時候，人流不息，摩肩接踵。

驀然間我想到常唱的一首歌：「主啊我讚美你，因為

你揀選了我。在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尋」。

在美國的時候沒有見過這麼多中國人，但此時看到如

此多的同胞，其中絕大多數還不認識主，天父竟然揀

選了我們成為衪的兒女，不再作罪的奴僕，是何等大

的恩典！我們是何等蒙福的人！想到此處，眼角不由

濕潤了起來。後來與建文分享，她深有同感。以後在

國內的那段時間，這樣的感覺常在我們的心中，激勵

我們熱心地與週圍的人分享福音。這正是：不到長城

非好漢，好漢將來又怎樣？熙來攘往虛空事，勞苦愁

煩一聲嘆。莫若信主享天恩，永生福樂今生望。 

回城的路上建文與肖萱繼續向司機分享福音 

（來的路上就已經開始）。這位先生以前對福音接觸

不多，對我們所講的不容易一下完全接受，但他反復

說到我們很單純，與國內的人不一樣，他與我們交往

很輕鬆，不需有任何防備等等。分手時我們送給他「遊

子吟」及福音小冊子，他很高興接受了。晚上我們與

一位在加州大學認識的老朋友晚餐。當時他從北大去

做訪問學者，聽說周末常去教會，聊起來才知道他那

時是太過寂寞才去的，對福音並不了解（難怪他從未

邀請過我）。我們向他們一家三口分享了我們信主的

經歷，並將福音資料給了他們一份。 

 

((((二二二二) ) ) ) 逢主日聖徒齊聚享安息逢主日聖徒齊聚享安息逢主日聖徒齊聚享安息逢主日聖徒齊聚享安息，，，，歸故里夫妻大戰法輪歸故里夫妻大戰法輪歸故里夫妻大戰法輪歸故里夫妻大戰法輪

功功功功    

7777月月月月8888日日日日：：：：    上午肖萱姐妹原計劃帶我們去天安門廣場看

看，但我與建文覺得既然是主日還是該在當地教會參

與敬拜。與肖萱一談，她很高興，因為她正想帶我們

去海澱圖書城附近的一個教會聚會，只是沒有主動提

出。這個教會開始有主日崇拜時間不久，參與聚會的

有許多附近高校的學生，肖萱因往常所參加的家庭教

會被政府禁止，近期也在那聚會。她提議我們參加英

文堂聚會，但不知道那兒是否已經有英文聚會，也不

清楚什麼時候開始 。神真是奇妙，在我們去後10來分

鐘第一次正式的英文聚會就開始了。感謝神，這是我

們第一次參與國內教會，看到那麼多人聚集一起敬拜

神，心中很受鼓舞。在繁忙的旅程中有這樣一段時間

到教會親近神，也享受到主為我們所賜的安息。 

下午肖萱的先生派幾位學生幫助我們到火車站

乘往長沙的特快。因為我們四人的車票不在一起，為

安全和方便起見費了一番周折換至同一間。換票過程

中我們見到一位伯母甚是謙和，我與建文認為她可能

是有信仰的人，因此邀請她到房間聊聊。開始以為她

是基督徒，但漸漸地我們發現她是信法輪功的。以後

的2個多小時我們有許多的辯論，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正

面接觸法輪功。感謝神，讓我們在教會中接受裝備，

對神給我們的救恩和永生的確據等有足夠的了解，使

我們在這樣的辯論中，沒有受到迷惑，反而因着我們

所信的是亙古不變的真理而更感恩。這位伯母對於自

己所接受的雖也篤信不疑，當我們問到她對未來、永

生等時卻有些語焉不詳。後來她頗為神秘地告訴我們

在某些年以後會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對此我們的回

復是： 雖然我們對的主再來的時候並不知道，但我

們對未來沒有害怕；因為知道將去什麼地方，也知道

我們所愛的人將去何處。即使今天晚上我們就要離開

這個世界，心中也會有平安和盼望。我們並挑戰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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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她：「如果今晚您就要離開這個世界，是否也會因

所信的而有平安？」 

 

7777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早上又見到那位伯母，與她有短暫交流，得

知她昨晚睡得很不好。或許是人在旅途的緣故？又或

許是我們的話已在她心中有些作用，她因着對未來的

思考而失去了平安？我們不知是哪種情況，但我們深

深盼望她能更多思考，更多尋求，盼望神的救恩有一

天臨到她。從人的角度來看，她確是一位好人，但她

所信仰的不是真理，甚為可嘆。有分教：法輪空轉平

安渺，福音真道喜樂源。 

 

((((三三三三) ) ) ) 親友喜重逢親友喜重逢親友喜重逢親友喜重逢，，，，靠神恩典真奇妙靠神恩典真奇妙靠神恩典真奇妙靠神恩典真奇妙；；；；真假殊可辨真假殊可辨真假殊可辨真假殊可辨，，，，

惟主話語是根基惟主話語是根基惟主話語是根基惟主話語是根基    

7777月月月月9999日日日日：：：：火車在早上7點多到長沙，兩位高中同學 GGGG 

與 L L L L 已在翹首等待。我出國後前幾年與 G G G G 稍有聯

繫，與 LLLL 則在出國前已沒有交往。在2006年10月的某

天 L L L L 心血來潮，試着在互聯網上尋找我，結果在團

契的介紹中發現了我的名字，於是發電子郵件給周牧

師求證，我們才因此聯繫上。2006年下半年我們決定

回國探親後曾禱告求神為我們開回國傳福音的門，10

月初在我們家的一次聚會中弟兄姊妹分享對國內的

福音負擔，也特別為我們代禱，記憶猶新的是10天後

我就收到了周牧師轉給我的電郵。神就是這樣奇

妙——在衪沒有難成的事。在國內幾次與高中同學聚

會時 L L L L 都會講到「是上帝讓我們重新取得聯繫」，

因此我們可以很自然地分享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恩

典。在長沙的2個多星期里，GGGG 和 LLLL 給予我們很多幫

助，對於他們的這份情意，我與建文最希望的就是能

夠將他們帶到神的面前，使他們也成為蒙福的人。 

回家見到父母、姐姐、姐夫，和建文媽媽。十來

年後雖然流逝的歲月已不可避免地在每個人身上留

下了痕跡，但他們的身體仍然康健，使我們心中很是

感恩。建文的父母親在1998年申請赴美探親被拒，父

親於1999年因肺癌去世，母親在幾年前由建文帶領做

了決志。記得在2005年一段時間，建文特別為媽媽身

體擔心，有一天我為此禱告了許久後，神賜給詩篇91﹕

14-16「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

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若求告我，我就應

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

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我們心中很得安慰，相信神應允了我們的禱告：雖然

她一生辛勞，多受苦楚，神要賜給她一個健康喜樂的

晚年。這以後她母親的身體和各方面狀況果然開始好

轉，這次親眼看見她精神矍鑠，哈利路亞，讚美主！ 

 

7777月月月月10101010日日日日：：：：下午探訪親友回家時發現兩位婦女正與媽媽

和姐姐在聊天。剛開始因與一位同學在電話上，並沒

有留意；後來想起爸爸媽媽曾說到附近有信教的人到

過我們家，心想也許他們就是傳福音的，但她們的言

談舉止卻透出一股說不出來的怪異，所以在她們告辭

出門那一刻我匆匆掛了電話，請她們回來再分享。我

默默地禱告，也特別留意她們所說的與聖經是否相符

合，很快發現她們常引用聖經上的話，卻是將一節節

經文割裂理解，又反復說她們信的是「真道真理」。

我們猜想也許是遇上了異端，所以直接詢問她們信的

究竟是什麼。她們從神的創造開始講起，其中充滿許

多似是而非的觀點，所以我們隨時指出她們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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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她們意識到我們對聖經比她們還熟悉，開始有些

緊張並非常「謙卑」地承認她們對神的話語了解不

夠，求神饒恕她們的虧欠。當她們說到她們相信耶穌

基督已經第二次道成肉身（女基督）來到中國，又引

用馬太福音24章27節「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我與建文確知她們是邪教「東

方閃電」的成員。隨後我們以聖經來駁斥她們對聖經

經文的割裂和曲解，又以馬太福音24章36節 「但那日

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 告訴她們主來的日子沒

有人能知道，若有人說知道主來了，或說他是基督，

一定是假冒的。我越說越激動，想到了加拉太書1章9

節保羅所說的 「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

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警告她們這樣妄傳福

音是逃脫不了神的憤怒的，並在激憤之下猛力手拍桌

子。她們隨即告辭，還不住地說求神饒恕她們對主話

語的不熟悉。我們告訴她們要及早明白過來悔改認

罪，真正接受主的救恩。她們離開後我們與父母和姐

姐繼續交流，他們認為那兩位所講的似乎與我們所講

的差別不大，但我與建文卻說她們是錯的，他們就感

覺糊塗了，只好暫時都不信。可見魔鬼就是用這樣的

伎倆來阻止人歸向耶穌。 

這次與「東方閃電」的交鋒讓我感受到他們的兩

個明顯特點：一是頻繁引用圣經但對經文解釋常常斷

章取義；二是宣稱「神已經第二次道成肉身」。基於

此，只要我們多學主的話語，在真道上站立得穩，對

神給我們成就的救恩和主耶穌基督的再來有正確的

認識，要分辨並不難。事實上，當我知道她們是「東

方閃電」時，一方面沒想到他們活動如此猖獗（在我

與建文一門心思要向人傳福音時，竟然來到了我的

家）；另一方面有點害怕，擔心自己是不是對付得了

（以往所了解到的是他們十分狡猾很具迷惑性）。感

謝神，靠着主我們可以得勝有余。事後我也反思當時

的激憤是否得當，想到主勸誡我們「要為從前一次交

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猶3），心中倒是坦然，

只是手掌有些隱隱作痛。 

晚餐後我們去楊老師（楊曉鋒弟兄的父親）家，

在那兒很高興見到了齊雲姐妹。我們認識楊老師夫婦

是在1995年，那時我在加州大學念書，建文與Alice 剛

從國內過來。楊老師他們則是在探望曉峰與劉孜，第

一 次 遇 到 建 文 就 向 她 傳 過 福 音 。 2001 年 我 們 到

Columbia 參加中西部冬令會，又巧遇他們，還一起開

車出去向他們的一位朋友傳福音。因為她太太去山西

短宣，這次我們只見到了楊老師一人，不過他們在主

里的忠心服事和喜樂生命是週圍弟兄姐妹們的美好

見證，也深深感染了我們。那天晚上弟兄姐妹一起唱

詩、查經、分享，真是十分美好。聚會結束後，楊老

師正式確定在主日由我與大家分享一段信息。有位姐

妹提到聚會的多數是年輕人，希望我能分享有關交友

與婚姻方面的內容，倒給我出了一道難題。 

 

((((四四四四) ) ) ) 常傳福音常傳愛常傳福音常傳愛常傳福音常傳愛常傳福音常傳愛，，，，主賜平安主賜恩主賜平安主賜恩主賜平安主賜恩主賜平安主賜恩    

7777月月月月13131313日日日日：：：：上午離開長沙到湘潭，中途在建文舅舅家午

餐，期間對他們談了福音。除了一位表弟表示對聖經

這本書的興趣外，沒有什麼正面回應。雖然結果不出

乎意料，我們還是有些失望。晚飯後建文又開始召聚

家人，向他們傳福音。其中有不少幹擾，有些人不感

興趣，有些人極力想把話題引開。我並不認為這樣的

場合適合傳，心中雖為建文禱告，其實沒有太關心。

後來看到建文嗓子都講啞了，他們的反應卻象她是在

對牛彈琴一樣，我忍不住殺出助陣。我從在美國這麼

多年來建文對家人朋友的思念（聽眾中有她的一位高

中同學和她的女兒及母親）談起，講到她對她們的愛

和心中最大的盼望 （金和銀都沒有，但願意將她所

信的耶穌基督介紹給你們），請大家好好思考她所說

的，因為她所說的全是出於對大家的愛。我說的時候

很動感情，我看到建文在流淚，那位高中同學也拉着

她的手一起流淚，我相信我們所能做的也就如此了，

結果完全在乎神。隨後我們與建文的大姐和姪女有更

深的交流，姪女當晚作了決志禱告，令我們很開心。

大姐以前由建文帶領決志，這次使她對福音有更多的

了解，以後她的禱告生活和教會生活都有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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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月月月月14141414日日日日：：：：建文的高中同學邀請我們去茶樓聊天，我想

這是建文單獨向她繼續分享福音的好機會，所以托辭

沒去，由建文單刀赴會。這位同學有段不幸的婚姻，

現在是單親媽媽，建文與她談了兩個多小時，感覺她

還不會相信。沒想到走出茶樓時，她主動地說，「建

文，我相信！」真是出乎意料。當天她與女兒都接受

了耶穌，特別是她15歲的女兒十分清楚自己的決定，

實在是主的恩典。因着這次建文傳福音的經歷，我為

在傳福音中常太多依靠自己的判斷向神認罪。另一方

面認識到我們要多體察神「願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

淪」的心意，擁有保羅那樣為自己的「弟兄」和「骨

肉之親」大有憂愁時常傷痛的心，完全因着愛去傳揚

福音。當我們願意順從聖靈感動而行就會有奇妙的事

情發生，神會親自將救恩賜給衪所揀選的人。 

 

((((五五五五) ) ) ) 不堪瓦器為主用不堪瓦器為主用不堪瓦器為主用不堪瓦器為主用，，，，淺酌清茶勸良朋淺酌清茶勸良朋淺酌清茶勸良朋淺酌清茶勸良朋    

7777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一早由高中同學 LLLL 開車帶我們去楊老師所

在教會參與敬拜並分享信息。不料前兩天準備的簡單

提綱卻怎麼也找不着了，所幸前天晚上我曾將信息大

體內容向建文講過一遍，還不至於太過窘迫。然而本

來只準備了30多分鐘的分享，開始後才發覺將有一個

半小時，因此在原來準備的基礎上又臨時加了不少內

容。很奇妙，就在這樣的恐懼戰兢中，我卻感受到那

份平安，一個半小時的分享使我能與大家有很多交

流，在其中也享受到神賜的喜樂。建文感覺我的分享

還不錯，弟兄姐妹們對信息的反應也挺好。我知道这

一切都是神自己在做工，特別是失去準備的提綱使我

更多地順從聖靈的帶領，而不是靠自己的智慧。自己

本是完全不配的人，能被神以這樣的方式使用，在自

己的软弱上显出神恩典的大能来，也是件很感恩的

事。 

前面說到參與聚會的年輕人多，他們希望我分享

有關交友與婚姻方面的內容。對我來說，這是一大難

題，因為本人這方面經歷非常簡單(不過成功率倒是

100%)。同樣神為這一切也早有預備：在我們原來所

服事的教會中有位很愛主的姊妹，她的婚姻過程我與

建文都非常熟悉，也看到「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

路，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所以我向大家分享

了她的見證。後來有位姊妹告訴建文分享之中的許多

信息好像是專門對她說的，也正是她需要的。我們再

次感受到「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下午我們與一位大學時的好朋友 Z Z Z Z 在茶廳談了

幾個小時。他信奉佛教，在氣功等方面有些特別的經

歷，這些是我信主前就知道的，信主後與他有過信仰

方面的交流，但彼此不能說服，所以早就約好趁我回

國時好好談談。我們希望他能了解福音從而放棄他的

信仰而跟從耶穌。其實我對佛教了解很少，但有了與

「法輪功」和「東方閃電」交鋒的經歷，我相信那不

重要，最重要的是對我所信仰的真理有足夠認識。在

我們的廣泛交流中，我高興地發現他其實不是篤信佛

教，只是因為一些經歷在感覺上更貼近佛教而已。另

外，他對我們所分享的基督信仰如何幫助我們過合神

心意的，有喜樂平安的生活比如增進夫妻感情和改善

人際關係等，更感興趣，認為是與我們交談的一大收

獲。相反，我們從他的分享中看不出信仰佛教能給人

的生命帶來確實的盼望。這真是：信恩主一無所懼，

離真神萬事皆空。求神幫助他，在以後的生活中進一

步尋求，以便能早日得到神賜的救贖宏恩。 

 

((((六六六六) ) ) ) 但願有心尋真愛但願有心尋真愛但願有心尋真愛但願有心尋真愛，，，，不嗟無處覓永生不嗟無處覓永生不嗟無處覓永生不嗟無處覓永生    

7777月月月月22222222日日日日：：：：這是在國內的第3個主日，我們帶建文媽媽

去楊老師教會在我家附近的一個聚會點，順便邀請了

一位大學同學 XXXX。這位同學似乎接受了基督信仰，但

不常參加聚會，這個聚會點離他的家較近，邀請他的

目的是希望他以後能固定參加。楊老師原計劃要我分

享上主日的同樣信息，我覺得前面幾天行程比較匆

忙，不能有足夠時間準備因而婉言回絕了，但我和建

文作了簡單的見證。我們盼望父母親和家人也能盡早

參加這樣的聚會，從這方面說，這次回國傳福音的一

個主要目標還沒達到，但我們相信神有自己的時刻

表，衪的帶領好過我們的計劃。 

 

7777月月月月23232323日日日日：：：：在長沙的一段時間，參加了幾次與高中和大

學同學的聚會，剛開始我們還向他們解釋基督徒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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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要禱告感恩，他們漸漸習慣了後常會邀請我們禱

告，這也成為我們分享福音的切入點。回想自己剛信

主的一段時間，在家里雖有謝飯禱告的習慣，到外面

或與朋友一起就感覺不自然，擔心他們會另眼相看。

其實我們在生活上堅持我們的信仰，會得到別人更多

的尊重，正如許多弟兄姊妹們分享的，我們生活上的

見證會使我們傳福音更有力量。 

 

7777月月月月24242424日日日日：：：：今早離開長沙去北京，幾位同學去機場相

送，他們希望我們能常回國看看。其實這也是我們的

心願，特別是這次有機會分享福音，他們雖沒接受，

卻表現出相當的理解，也很高興地接受了我們送的福

音小冊子。和我們一起有過第一次教會經歷的 L 在

送我們去機場的路上完整地聽了福音，只是他對自己

是罪人這點不能完全接受。但是他覺得基督信仰很

好，也認為人應該常去教會淨化自己的心靈。有好幾

位同學表示以後要與楊老師聯繫，爭取去教會，並希

望我下次回去能給他們再多講講，這番話說得我與建

文心花怒放。在長沙的幾次聚會，看到一些高中與大

學同學風采依然，但有些人的變化使人不免生出「如

花美眷成追憶，似水流年枉自嗟」的感嘆。雖然沒時

間有太多深入的交談，我們看到不少人的生活中有許

多無奈、許多惆悵、許多沉重。有一位同學很坦白地

說她現在很害怕死亡。我們曾多次與人分享過詩篇90

中所說的「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

八十歲；但其中說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

空我們便如飛而去」。盼望更多的人謙卑下來，悔改

接受耶穌基督，過一個脫離罪的生活，在今生開始享

受在基督里的永生。 

我們回美後GGGG有機會10月份來美開會，在我家住

了一個多星期，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交流信仰，回國前

他在教會安排的福音探訪中接受了耶穌基督。L L L L 的太

太11月份由建文帶領做了決志禱告。這是後話，但回

頭來看，一步一步都是神在帶領，神自己的手在做

工。盼望神的救恩早日臨到其他人，並借着他們能使

更多的人來認識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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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巧巧巧        合合合合」」」」    

吳姐妹 

 

當我正把行李袋拉鍊拉到一半時，他的手又很快的擋住拉鍊，嚇了我一跳……突然，他語氣一

轉，以一個大男人正執行職務的海關公職人員，居然對一個陌生女過路客說出一番料想不到不

到的話來…… 

 

去年( 2006 年 )十月底，在香港獲老友家新協會

會長邱清泰、竹君夫婦贈送兩份 DVD，是他們在台北

接受好消息電視台專訪“婚姻――神的祝福”所錄

製的 DVD，要我送給有需要的人。十一月二日打包行

李返台，原將兩份 DVD 從大行李箱拿出來放在書架

上，因我早有一份了，想下次來再送人。 

次日一早臨出門想香港的親友似乎沒有可送的

對象，就順手放進手提行李袋內。到台灣過關時，我

突然被一海關人員叫了過去，要我打開那放有 DVD

的袋子，他先拿出一包白果詢問一番就放了回去。當

我正把拉鍊拉到一半時，他的手又很快的擋住拉鍊----

嚇了我一跳，他從行李袋中抽出了一張 DVD，問我：

「是原版的嗎?」我告訴他這是家庭婚姻協談的朋友受

訪時的錄影 DVD，是贈送品。他接著又問我：「妳是

受洗的基督徒嗎?」我肯定的回答他後也反問他，他答

「是」。突然，他語氣一轉，以一個大男人正執行職

務的海關公職人員，居然對一個陌生的女過路客說出

一番料想不到的話來：“這 DVD 正是我所需要的! ”

他告訴我他本人正處於婚姻危機中，自己無法走出

來，需要幫助。“感謝主!”----驚訝之餘，我猛然間

想起竹君贈送 DVD 時所講的話來，我脫口而出「哇!

朋友要我送給有需要的人，那人就是你啊!」我們彼此

相視而笑，他非常珍惜地收下了這張 DVD。因後面排

著長隊伍，我們匆匆彼此祝福，互道珍重告別。 

離開了排隊長龍，我和同行的小女兒頓覺事情的

經過太奇妙了。方才想起當時事情發生的太突然，匆

忙中忘了問尊姓大名----沒關係，神知道就好!立刻為

這位弟兄禱告，希望這 DVD 使他得幫助，求神領他

走出婚姻的困境，再次享受神所賜的宏恩，祝福他們

夫妻。 

今年三度入關，卻已無法確認那位弟兄的面孔，

但我心裡一直在默默祝禱，祝福他們夫婦恩愛圓滿。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巧合吧!但絕不可能的。為何

臨行前我會改變主意帶走 DVD?況且自從海關設有快

速通關以來，我每年兩三次從香港返台，從未被海關

人員攔下查行李，而當天放在行李車最上面的兩件行

李袋是同款同色放在一起，然而，為何他卻只查那放

有 DVD 的袋子?當時已近中午人多，開了四條通道有

八位海關人員，為什麼我正好排在那位弟兄所屬的通

道？前面的旅客都一一快步出關，也沒看他攔下任何

人，而我卻偏偏被叫住查行李? 

這件突如其來發生的事，若非神的安排，絕不可

能有如此多的巧合，祂是掌管一切的主――神的工作

是沒有巧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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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意意意    外外外外    的的的的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老  姚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

的道，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以賽亞書 55:8-9）。老姚的東京之

旅正是如此。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話說老姚在亞城的工作告一段落時，因成果頗

佳，老闆特意南下買單請客，犒賞眾人。老姚被安排

坐在老闆旁，幾經寒喧得知老闆將有日本立川一行。

老姚好奇，又因對日本立川略知一二（(立川在東京市

郊，有美空軍基地），於是打趣說：放着花花世界不

去，卻去個郊外小鎮？老闆答曰此去乃為公幹。老姚

繼續打趣說若公幹有成，何不將我們原班人馬一起帶

去東京？飯局在談笑聲中結束，大家分手後，老姚早

已將此事忘得一乾二淨。 

 

「「「「驛馬星驛馬星驛馬星驛馬星」」」」動動動動        戲言成真戲言成真戲言成真戲言成真    

老姚多年來一直是空中飛人，住旅館的日子比住

家裏的日子多。在此搬用「驛馬星」一詞，是用來形

容出國遠行。 

話說回到家中開始埋頭苦找下一個「頭家」（台

灣話老闆之意）。尋尋覓覓不見有什麼情投意合之事

出現，正在苦惱之際，一日忽然收到一封電子郵件，

打開一瞧，原來是那位老闆在東京為挽救一個已在賠

錢的 project 招兵買馬，問有誰願去投效？老姚毫不

猶豫地接受挑戰回了個「同意」，事就這樣成了，開

始了老姚以後四個月美國、東京間的空中飛人生涯。 

 

東京東京東京東京--------久別重逢久別重逢久別重逢久別重逢        華燈華燈華燈華燈初上初上初上初上    

60 年代曾去了趟東京，但只住了一晚，印象不

佳。此次舊地重遊，還得在此上班，所以一路行來盡

量作心理建設，希望四十年後能有改觀。 

老闆事先留了錦囊妙計，頗是管用，在機場裏通

關驗證無往不利。可是出得機場大門，景色大變，來

往行人人手一煙，男女無別。那些在機上憋久了的旅

客，更是迫不及待的擠在門口旁若無人的吞雲吐霧，

更多的是一面叼着煙，一面講手機，真可謂「嘴」盡

其用。幸好巴士上禁煙、禁手機、禁高談闊論、總算

奪回一點人間淨土。 

抵達旅館已是華燈初上。房間被安排在 35 樓,雖

不算頂高但也高過一般建築。打開紙窗，東京夜景盡

收眼底，腳下幾條高速公路，來往穿梭，車水馬龍日

夜不休。 

 

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不堪擁擠不堪擁擠不堪擁擠不堪擁擠        另辟蹊徑另辟蹊徑另辟蹊徑另辟蹊徑    

辦公室離旅館不遠，步行只需十五分鐘。行前老

婆特為老姚添置了一個新的有輪電腦包免得每日負

重行軍，老姚也以為有此利器上下班時必能行雲流水

般通行無阻。那知第一天出門上班便發現這玩意兒全

無用武之處，因為人行道上崎嶇不平，人來人往擁擠

不堪，還不時有騎車勇士穿梭其間與人爭道，加上人

手一機，走在路上或聽、或看、或講、跌跌撞撞。老

姚看在眼裡着實膽戰心驚。兩週後決定還是換個旅

館，雖然遠些要坐地鐵，但至少心臟可以少受這般折

磨。 

以前就聽說東京地鐵十分擁擠，為使車門能關、

車能準時出站，路局常僱孔武有力之輩將乘客往裏

推，以致車離站後月臺上常有擠掉的拖鞋。當時老姚

只當是趣聞笑笑罷了，直至一日下班，上了一列擠得

有如沙丁魚罐頭的班車，才知所言不假。當時老姚拼

命抓住扶手與倒往身上的老日抗衡，等下得車來已是



崇聲 2007-2008                 Voice of Adoration 2007-2008 

 

69 

全身濕透，手臂好似做了數百個伏地挺身般的酸痛。

事後想想，老姚真是驢，這麼擠的車廂，大可輕輕鬆

鬆的放開雙手隨車搖擺，反正一定會有人托住。 

對策有了，只是也未能派上用場，因老姚也變得

聰明，懂得錯開最擠的時辰搭車。老姚坐了四個月的

地鐵上上下下，從無心情去算算到底要走多少階級才

能搭到車？只知地鐵在很深的地下運行。直到老婆來

了東京，一日她有心有腸的一級一級的數，沒想到竟

然在老姚每日進出的地鐵口，就約有六、七層樓之

深，而且四通八達，換句話說，東京地下有如一個大

螞蟻窩。 

 

感恩節前感恩節前感恩節前感恩節前        太座造太座造太座造太座造訪訪訪訪    

感恩節前夕老婆来訪。老日沒有感恩節，但是年

節的氣氛已經很濃，處處張貼着「忘年會」 的海報，

老姚看得懂這幾個字，就以為是什麼老人會之類。後

來打聽之後才知老日的忘年會指的就是我們的新年

晚會。因為年節將近，各個商店都是門庭若市，東京

物價高昂，老姚兄嫂多年在美習慣等大減價時採購，

擠於人堆中一睹老日不要命搶購的盛況，不禁感嘆有

點對不起自己。老婆相機不離手，頻頻攝取新鲜景

象，新宿、淺草、銀座都留下咱倆的足跡。所見之處

最離譜的是幾枚裝於木盒中之黃金香瓜(cantaloup)，每

個標價折合美金約 150 元。老婆對著這幾個瓜左照右

照，百思不得其解，始終無法相信所見為實，真夠嗆

的呢！（(看官若以為老姚吹牛，有照片為憑） 

日本人以富士山為傲，既然來了理當到此一遊。

從旅館隔窗遠眺，天空晴朗時遠遠可見富士山頭。初

見時也曾大驚小怪，每天看也就不再新鮮。老姚兄嫂

決定還是就近去看個真面目。於是安排了週末的旅遊

團，早起坐了三小時的巴士來到富士山半山，來得近

了反而失去遠眺時的朦朧秀美。半山上有禮品店與郵

政服務，以蓋上有富士山的郵戳為招攬，使顧客心甘

情願加價買其明信片及郵資，生意興隆。回程時被安

排坐了一程著名的子彈飛車(bullet train)，說實話二老

毫不覺異樣，絕不是在裝「酷」！ 

 

 

走馬觀花走馬觀花走馬觀花走馬觀花        意猶未盡意猶未盡意猶未盡意猶未盡    

隔個週末老婆建議去看菊花展。照着指示按站下

車卻不得其門，左問右訪無人知道，指點迷津的人也

是亂指杏花村，使我二老走了許多冤枉路，最後終於

放棄。花沒賞成倒是誤闖誤撞來到明治神宮，是當年

明治天皇的一個宮殿，如今明治已被日本人當神膜

拜。大概是年近了，許多家庭大大小小均穿着和服盛

裝在殿內許願,並在殿門口記錄簿上留言。老姚瞄了一

眼，上面寫著無非是些什麼聽話，守規矩之語。這些

人虔誠的心令人敬佩，只可惜他們沒有拜到真神，不

知所拜的竟是枉然。 

在那兒走馬觀花之際巧遇兩場日式傳統婚禮。剛

遇到時还一一一一時不能確定是婚禮還是喪事，因為領頭走

的一個年青女子像是新娘，穿着一件白色斗蓬，戴着

那個連着的大白帽，與中國人披麻帶孝的裝飾相去不

遠。尋問之下原來也是代表純潔，但和西洋的婚纱真

是大大不同，也算是開了眼界。聽說選擇這種地方舉

行婚禮所費不貲，且毫無隱私，因為是公共場所，許

多好奇的遊客，像狗仔隊蜂擁着追拍明星一般，老姚

奉命也擠在人堆中追殺，猛對著不知是誰家的新娘拍

個夠。 

姚嫂在東京玩了兩個星期，盡興而歸，二老相約

四月櫻花季時再舊地重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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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峰峰回路轉回路轉回路轉回路轉        斗轉斗轉斗轉斗轉「「「「星星星星」」」」移移移移    

在東京凡事皆好唯獨上班不好，日本同事心裡障

礙重重，處處防範，又因為語言隔閡常遭他們擺弄。

老闆和我們這些由美國遠道而來的同事在年底回美

前幾經商議對策，決定在開春後好好整頓一番。老姚

回美渡假一週後回到日本，在旅館中照例等同事來到

一起用餐，久等不見人影，於是獨自下樓用餐，心想

明日見面也不晚。回房後查看電郵，看看次日有無會

議可以稍作準備。沒想到却有封老闆週末發的急郵說

事情起了變化，要我們不用返回東京了，就這樣老姚

結束了四個月的東瀛之旅。 

回想這四個月的越洋差事，就像中獎一般得來全

不費工夫，即使後來是出乎意料的全軍覆没，草草提

早結束，和老姚當初來時向神禱告祈求，期望有番起

死回生的作為、風風光光達成任務的計劃大相徑庭，

當然和老婆的櫻花之约也泡了湯無法如期履行…… 

 

回首往昔回首往昔回首往昔回首往昔        倍感主恩倍感主恩倍感主恩倍感主恩    

老姚知道神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非

同我們的道路，祂是掌權的，祂說有、就有，說沒、

就沒。當初，老姚兄嫂壓根都沒想過去東京，連計劃

渡假時都不曾有此念頭。神按己意安排，白白賜給老

姚兄嫂一場值得回憶的經歷，一個意外的祝福。想到

老姚是個罪人，乏善可陳，但恩主仍然賜福，祂的主

權，老姚無法過問，也無權過問,只知道愛我們的神樂

於白白的賜下祂的恩典。 

回頭看看，正如詩人所說的「你以恩典為年歲的

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六十五：11），

祂連性命都願為我們捨，還有什麼會不願給祂的兒

女？ 我們只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

惠」（詩篇一零三三三三：：：：2），帶著一顆感恩的心領受祂的

恩典，便是何等有福的人！神给每人的永生不正是這

樣麼？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

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

誇」。（以弗所書 2：8—9）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 神」（詩篇五十：14a）； 

「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詩篇五

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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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聖聖 誕誕誕誕 之之之之 星星星星 

小  四 (Jossie) 

 

「……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裏？我們在東方看見祂的星，特來拜祂｡……在東方所看

見的那星，忽然在他們前頭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他們看見那星就大

大的歡喜……。」(馬太福音 2:2，9，10) 

 

感恩節一過，我就迫不及待的跑到家中儲藏室把

聖誕樹及裝飾的燈拿出來，在老公及大兒子的幫助下

終於把聖誕樹及燈都拼裝掛好了。因老大及老二的出

生，整整有二年的時間因安全的考量家中沒擺設聖誕

樹了。在這二年過節中心裏老覺得怪怪的，像似缺少

了些什麼。於是今年就和老公商量，趁老大現在較大

較懂事了，老二還不會走路不太能怎麼搗亂的時候，

聖誕樹可以擺出來，但是仍要以

安全為主，故除了燈之外就不在

樹上擺設其它的小裝飾品。後來

我還是忍不住的在樹頂上放了一

顆大金星。因為樹頂高，小朋友

們根本碰不到，老公也就沒阻止

我了。等樹都佈置好了，我的心

是喜樂並滿足的，大兒子的反應

則是驚喜與好奇，連剛睡醒覺才

滿一歲的老二也用手指著樹直喊

「燈」。老公說出他的評論﹕「綠

色的樹配上金色的燈並一顆大金

星，雖然只有兩種顏色，但卻另

有一番風味」｡我回答他說﹕「是

啊」｡但我的思緒卻早已飄到好遠

好遠的記憶中｡ 

記得小時候因父親工作的便利（在苗圃工作），

每年一到聖誕節的期間家中一定會有一棵聖誕樹。而

佈置聖誕樹是我們四個姊妹最愉快的時候了。亮晶晶

的裝飾掛滿了一樹，直到看不見樹的綠色為止。最

後，我們一定會把一個由不同顏色小燈所組成的一顆

大星星掛在樹頂上，佈置才告結束。因此，佈置聖誕

樹不但成了我們四姊妹不可抹滅的美好記憶，也成了

我們的傳統。雖然現在我們都各自成家了，但是一到

聖誕節，每一個姊妹的家中一定會有一顆聖誕樹。 

我曾經為自己家中聖誕節上的那顆金星而大傷

腦筋。每當我想到聖經中有關那顆星的經文，我就非

常的確定記憶中家裏樹頂上那個由不同顏色小燈所

組成的星，絕不能代表我心中的那顆金星。尋尋覓覓

了許久，有四年的時間我家的聖誕

樹頂上沒放任何的東西，因為我所

看到的沒有一個能代表我心中的

那顆星。 

2004 年底，和老公帶著當時才

剛滿半歲大的老大到 Houston 拜訪

二姊一家人。一次和老姊出去逛

街，想要買一些聖誕節後減價物品

好明年使用。就在一家店中，我遠

遠看到了我心目中的那顆金星。它

是由金色薄鐵片所做成的一顆立

體星，在鐵片上雕刻了一些小花。

它非常的明亮，在大小及價格上也

非常的合適。於是，我不加思索的

就將它買下了，我心中覺得好滿

足，四年的尋找終於結束了。卻沒

想到回到家後，為了安全起見二年沒佈置聖誕樹，這

顆星也整整二年的被放在箱中。 

我的思緒又飄向了未來。我想像著每一年我和老

公帶著兩個兒子一起享受佈置聖誕節的樂趣。之後，

我們有一起的家庭感恩崇拜聚會，將聖誕節的由來、

基督降生真正的意義及福音真理，再完完全全的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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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兒子們。接著，我會抱著兒子們和他們講述這顆

金星的故事及意義。不只是二千多年前聖經中的記載

｡我還會告訴他們，在多年前，那顆金星也帶領著他

們遠在東方臺灣及香港的父母，隻身來到美國、相

遇、相知、相戀、相結合，最後他們願意一起為基督

放棄一切的來一身追隨並事奉祂。我希望這顆金星不

是只有每年一次的聖誕節才拿出來放在樹頂上。而是

每天都能放在他們的心中，使他們每天生活中都能遇

見基督，一生都能以基督為首，以基督的心為心。我

更希望這顆星能夠成為我們家的傳統，能一代一代的

流傳下去，流傳在他們的心中……。 

 

 

    

神神神神    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愛愛愛愛    

田玉泓 

 

原來神造人時在我們心裡留下這個空缺，為的就是讓我們來尋找祂。……耶穌基督，祂是我

們一切問題的答案。 

 

這麼多年過去了，除了那不變的纏綿的親情，和

久違的溫馨的友情。中國，家鄉，真的是讓我越來越

認不出來了。踏進國門的最初一剎那的心頭一熱，七

年前長安街上最後的回頭一瞥，紅塵滾滾，彈指就是

七年。我問自己，是我變了，還是中國變了。 

突然想到一個很有趣的「悖論」。為什麼那時的

我總是像一粒沙子，淹沒在黑漆漆冰涼冷漠的荒原，

沒有家，沒有根，雖不是遊子，感覺卻似遊子，而今

天的的我，在眾人的眼裡漂泊海外的無根浮萍，卻時

時感到心裡面有愛，腳底下有根。委屈時有地方哭

訴，憂愁時有人來分擔。為什麼？答案只有一個，藉

著耶穌的寶血，迷失的女兒，回到了天父的懷抱。 

有人說神造我們的時候，就把祂自己的位置留在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位置空著，我們就天天像個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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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遊子。「我是空谷的回音，四處尋找我的家」……

找來找去，有一天終於明白，這個空缺除了祂，沒有

任何人，任何東西能夠填滿。原來神造人時在我們心

裡留下這個空缺，為的就是讓我們來尋找祂。 

北京，那還是八年前，先生就要出國走了，我們

為他新買的一件皮衣有一點質量問題，商店說廠家可

以保修，因為時間緊，我決定當天親自去位於京郊的

廠家跑一趟。沒有打車，而是背著先生偷偷做了個大

膽的選擇 -- 坐京郊的長途汽車。我的骨子裡總是有

一種小女子的英雄主義的念頭，總是想要偷偷完成些

稍具挑戰性的事情，好在眾人（當然，主要是先生）

面前顯擺。可一上車，我就隱隱的有些後悔，覺得似

乎有些什麼不對。卻又不知是什麼。車上擠滿了人。

怕坐過了站，我特意挑了一個靠窗的位置。汽車風馳

電掣的在郊區的公路上行駛，心底裡慢慢的冒出一絲

得意，彷彿高中時第一次離開家的感覺。半小時以

後，我看到了目的地的標識，就叫司機停車。因為汽

車破舊，行駛的噪音非常大，車上人又多，不論我怎

麼喊，司機就是聽不到，眼看著窗外一棵棵白楊樹飛

速的劃過窗外昏暗的天空，恐懼和絕望一下子攫住了

我，我顧不上矜持，一邊使出了平生最大的力氣叫

喊，一邊把求助的眼光投向站在司機周圍的人。突然

發現，除了正在專心開車的司機，幾乎我所能看到的

所有的人，都在看著我，然而卻沒有一個人伸出援助

的手，拍一拍身邊的司機。無數雙冷漠的，甚至是敵

意的眼光無情的落在我的身上，我突然意識到了為什

麼我一上車就覺察到的那一絲奇怪的感覺：我一身白

領的西裝革履，手提一個巨大的華麗的皮衣袋子，和

這一輛傍晚開往京郊的破舊的公共汽車上的所有一

切，豈止是格格不入，簡直就是天壤之別。我忽然明

白了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幫我，我和他們根本就不是一

個世界的人啊。心裡面除了絕望，恐懼，又增加了許

多的無助和悲涼，這一刻，雖置身於挨肩接背的人群

之中，卻如同孑然一身被拋在漆黑無人的荒原。我的

祖國，我的父老鄉親，幾時開始，你們變得離我如此

的遙遠？    

好多年過去了，當時的感受如同在昨天，這種感

覺讓我幾次想要把它記下來。為什麼，人心會冷漠到

如同深夜的荒原？為什麼？我久久的思考，卻始終找

不到答案。    

我工作的地方，屬於權力的中心，每天的業餘時

間總是要被觥籌交錯，夜夜笙歌佔滿。有一天當我又

一次這樣身不由己的例行公事，散去時偶爾聽到那夜

開銷的數字，震驚之間，突然覺得已經解開了那個困

擾我已久的問題的答案，明白了那一雙雙充滿敵意的

目光從何而來。而自己彷彿正置身於一個巨大無比

的，發出腐爛的臭味的機器之中，想要掙扎卻是無

力，感到身體的每一部分，也正在慢慢的變成那機器

上的一個個部件。那時我明白，該是離去的時候了。    

今天的我回頭再看，其實當時找到的並非真正的

最根本的答案。當人們離棄了神，各行己意，最終的

結果就必然是貪婪，自私，和相互仇視。    

如果世上萬事的發生都有原因，我不知道神藉著

這些事情要讓我明白什麼：在我離開的幾年裡，我原

來工作的那個小小的二十幾人的司局，竟然有兩人因

意外去世，一人罹患重病，一人喪偶，多人離婚。都

是我昔日朝夕相處的同事，唏噓之間，也心生許多的

感慨。忙忙碌碌一世間，我們到底要的是什麼，金錢

和地位能否帶給我們內心真正所要的？    

在我的老家河南，國內福音最興旺的地方之一，

我又一次為自己的問題找到了答案。年邁的退休女教

師，一無所有的村婦，他們臉上洋溢著的從神而來的

無以復加的喜樂，是萬貫金銀也買不到的。弟兄姐妹

彼此相見，一聲「感謝主」，就能讓我們從萬人中認

出彼此，頃刻間從陌生人變得親如一家。愛，在這裡

是如此的豐豐滿滿，充充足足；人和人，縱使相隔萬

里，卻仍能如此的相愛，不分彼此。    

耶穌基督，祂是我們一切問題的答案。唯有祂，

能改變人心，改變世界。「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

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詩篇 36：9）；

因為「神就是愛」（約翰一書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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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磨磨磨 練練練練 塑塑塑塑 造造造造 我我我我！！！！    主主主主 

黃學文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我是在 1995 年冬天參加一個布道會時開始認識

基督教信仰的。當時我在紐約州康奈爾大學作短期訪

問學者。在這個布道會上，第一次聽到每個人都是罪

人，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衪的寶血洗

淨了我們的罪，讓信靠衪的有永生的盼望。心中很有

感動，想去更多的瞭解。約 1 個月後，我的訪問時間

就快到期了，面臨著是結束訪問回國還是繼續在美國

尋找機會攻讀研究生學位。記得在布道會上講員講到

通過禱告可以向神祈求自己的需要。我就默默地向上

帝祈求，給我一個在美國學習的機會；以後就寫信發

電子郵件聯繫學校。96 年二月底，堪薩斯州立大學的

一位教授打來電話說願意提供我半時制的工作，當時

心中十分高興，隱隱約約覺得有神在幫助我。96 年 4

月到堪薩斯後就由室友帶去參加美國教會的國際學

生查經班。連續參加查經班約有 2 年時間，但還沒有

全信。 

1998 年 5 月，收到學校國際學生中心的一封信，

拒絕我簽證延期半年的申請，要我 1 個月內打包離開

美國。我本想再用半年時間就可完成碩士學位，當時

感覺前功盡棄了。那時我就向神提了要求，只要能讓

我完成學位就信。接下來就開始準備轉換簽證的材

料。終於，所有申請材料在合法居留到期的前三天寄

到了移民局。接下來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約兩個月

就拿到了批准件，按我當時的條件，很難申請到這種

工作簽證。能拿到這種簽證，讓我很震驚，我這小信

的人不能再試探神了，當下就決志接受主。我在 1998

年聖誕節前夕，在美中華人冬令會上受洗歸主。 

我過去是一個內心自卑孤獨的人，身上有許多不

討神喜歡的個性、行為，如不憐憫人、對家人朋友無

親情、嫉妒人。聖經告訴我這都是罪，罪會抵擋我與

神建立親密的關係。約翰 1 書 1 章 9 節說「我們若認

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信主後，對過去曾打罵弟弟

妹妹、頂撞不孝敬父母內心一直不安。2003 年回家時

特別為自己過去對家人這樣的行為向他們道歉，求得

諒解，心中的不安才得以釋放。當我知道神造的每個

人都是獨特的。神揀選軟弱的，賜恩給謙卑的人。我

開始不再為自己的性格缺陷，能力不足煩惱。在聖靈

的感動與激勵下，也開始願意幫助別人，對有困難的

新學生學者也樂於伸出援助之手。儘管自己不善言

談，但心裡有服事主傳福音的負擔。對周邊還不認識

神的同事鄰居，內心有願望將福音告訴他們，並敢於

傳講福音。感謝神，是神的大能在改變著我，磨練塑

造我，為讓衪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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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聖聖聖    誕誕誕誕    群群群群    遊遊遊遊    記記記記    

何  西 

當我們一同舉起香檳酒杯為節日干杯的時候﹐感恩之情油然而生﹕若不是主耶穌兩千年前的誕

生﹐東西南北還有這些素昧平生的人怎麼可能聚在一起﹖若不是因為對天父永恆恩召的真實盼

望﹐面對著天底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我們怎能夠如此盡情﹖ 

 

數月前一姐妹用Time Share為我們四家十六口在

奧蘭多訂好度假公寓後﹐我們就朝思暮想行程的到

來。一周的群遊一晃而過﹐留給大家的卻是一段美好

的記憶﹐遂屬予作文以記之。為故弄玄虛﹐我們四家

的代號分別是東邪﹑西毒﹑南帝﹑北丐。您若真想知

道咱們姓甚名誰﹐給您一點暗示﹕東邪人稱黃藥師﹐

推拿按摩都會幾下子﹐一出門準會背上兩箱 First 

Aid﹔西毒除了會蛤蟆功外﹐最著名的就是他那“我是

誰﹖”的呼喊﹐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是何許人也﹔南帝

自然是來自南國啦﹐且有一位聰慧的宰相打理朝政﹔

北丐除了降龍十八掌﹐還記憶力超群﹐丐幫幾十萬弟

子的名字電話都記得。 

挺進奧城挺進奧城挺進奧城挺進奧城    

雖是東西南北﹐但我們目標一致﹐恩賜互補。經

過民主選舉﹐東弟兄協調活動安排﹐南弟兄掌控活動

時間﹐北弟兄負責財政預算。我們決定開車前行﹐不

僅可以節省開支﹐也相信旅途會成為美好的團契時

間。我們租了兩輛客車﹐一輛是Mini-Van﹐另一輛是

Full-size Van。弟兄負責開車﹐姐妹負責打瞌睡和聊

天。行前東西南北弟兄都信誓旦旦要讓姐妹徹底放

松﹑完全愉快﹐想操心都沒有操心的理由。後來才發

現她們想不操心都不行。雖然她們出門不太分得清楚

東西南北﹐但東西南北離了她們也一定會暈頭轉向，

足見上帝造男又造女的奇妙。孩子們也信誓旦旦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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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操心－－當然常常是另有企圖。行前西公子

跟爸爸商量說，“东公子有driving permit﹐所以可不可

以讓咱們孩子一車﹑你等大人一車﹖” “Good 

thinking。”爸爸半真半假地回答。“Bad idea﹖”西公

子放棄式地問道。 

上午九點到教會聚集﹐十點多鐘悠哉悠哉準時出

發。我們迷信般地聽從ＧＰＳ的號令﹐它說東﹐我們

絕不向西。十多小時開車腰不酸背不疼，弟兄們還爭

著開。特別是大Van﹐居高臨下的感覺非常好。後一

排太太們遞食遞水﹐讓我們在車上永遠不渴。姐妹们

除了正常聊天外﹐還時不時說說悄悄話﹐讓前面弟兄

豎著耳朵都聽不清楚。再後面六個孩子看電影﹑聽音

樂﹑玩游戲﹐完全忘記了去問“How far away……”之

類本來一定會問的問題﹗ 

唯一麻煩一點的是上廁所。什麼事情我們都能同

心合意﹑步調一致﹐但就這件事情例外。結果一行十

六人﹐一到Rest Area 準有人往廁所跑。下車容易上車

難。孩子們放松以後便開始玩球﹐仿彿每一個Rest Area

都是迪斯尼世界一般。大人們也跟著玩兒﹐就象是唐

老鴨和白雪公主的混合表演。有一次西弟兄正玩得起

勁﹐覺得衣服被輕輕地扯了一下﹐低頭一看﹐見一個

三﹑四歲的小男孩﹐仰著臉﹐怯生生地問到﹕“Can I 

throw the ball﹖”“當然可以”。西弟兄摸著他的頭﹐

把橄欖球遞到他手裡。只見他雙手抱著球﹐用力向前

方拋出去﹐足足有一尺多遠﹐然後小孩心滿意足地跑

回到爸爸媽媽那裡。爸爸像迎接凱旋的超級巨星一樣

把他抱在懷裡﹐上了車﹐不一會兒他們就消失在南去

的車流中……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在亞特蘭大休息了一個晚上﹐一早起來﹐大家在

旅館自助早餐飽吃一頓後﹐便著手準備主日敬拜。本

來計劃租用旅館的會議室﹐還打算邀請一同住店的房

客來參加我們的敬拜﹐但預定時才知道會議室已被他

人佔用。還好我們住的是挺大的套間﹐略加佈置便成

了我們的禮拜堂。定好八點半開始聚會﹐除了司職招

待的東弟兄夫婦姗珊来迟了約半分鐘﹐所有該來的都

已提前來到會堂﹐這是在ＳＬＣＣＣ從來沒有見到過

的現象。任職司會的南弟兄宣召後﹐我們便肅然開始

崇拜。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客房隨著司會的

禱告變成了聖殿。西弟兄抱著吉他帶領會眾用詩歌敬

拜神﹐一首首聖誕詩歌﹐把我們帶進了兩千年前那個

空前絕后的偉大故事中。接下來由北弟兄分享信息﹐

他用福音書中記載的耶穌誕生的故事﹐結合腓立比書

二章六至十一節﹐讓我們思想聖誕節的真義﹐勉勵大

家要學習主耶穌﹐誠心順服。大夥兒倍受感動﹐紛紛

表示要活學活用﹐尤其是姐妹們﹐整個旅程中都特別

順服﹐讓弟兄們不需努力就把她們愛得一塌糊涂。 

一個多小時的敬拜在“主禱文”的朗誦聲中結

束。我們隨即收拾行囊﹐啟程上路﹐向奧蘭多進發。

敬拜讓我們的心歡喜﹐讓我們的靈快樂﹐所以我們精

神煥發﹐一路順風。天氣越來越暖和﹐我們離奧蘭多

也越來越近了。當落日的余暉溢滿天空﹑一輪圓月冉

冉昇起的時候﹐我們到了目的地。面對著眼前布滿南

國風情的度假村﹐大家歡呼雀躍。 

    

快樂的大家庭快樂的大家庭快樂的大家庭快樂的大家庭    

我們四家十六口住進了度假村的兩大套相邻的

公寓。效仿當年彼得等人在耶路撒冷﹐大家凡物公用﹐

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到達後的第一天晚上﹐我

們浩浩蕩蕩地出去吃晚餐。到了几家餐馆都不能达成

一致意见，因为孩子们嚷着去吃 Pizza，或炸薯條之

類的。大人們決定將計就計﹐問曰﹕給你們買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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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送你們回公寓去吃如何﹖孩子們異口同聲說

“爺！”。於是給他們買了Ｎ個Pizza和水牛雞翅﹐讓

他們感激涕零地回了公寓。大人們見不費吹灰之力就

陰謀得逞﹐把孩子們甩掉了﹐那種成就感﹐讓我們都

覺得自己特有本事。我们開始無所顧忌地找自己喜歡

的地方。走不多远，见有一中餐館﹐名叫“１６８”﹐

一看便知是廣東人開的。店名不咋的﹐但一進門就能

看見牆上貼著一張證書﹕全美中餐一百強。大伙一

見：就這儿了。餐館裡客人不多﹐我們在一處幽靜的

地方坐下﹐開始了難得的Quadruple Dating。美味佳餚

和著暖暖的清酒﹐引發出我們對喜樂生命更豐盛的品

味。 

晚餐後﹐南姐妹打電話去看孩子們的情況﹐被告

知說﹐他們吃完了所有的 Pizza和水牛雞翅﹐還在南

公子的帶領下洗了碗。我們感動得差點掉下眼淚。見

他們如此乖﹐我們就放心大膽地去超級沃爾馬﹐買接

下來幾天要吃的食物。弟兄們一改常態﹐爭著要推購

物車﹐姐妹們則胸有成竹地往車裡扔東西﹐麵包牛奶﹑

油鹽醬醋﹐一會兒就堆滿了兩大車。我們滿載而歸。

獎賞孩子們冰淇淋夜宵後﹐已到了睡覺的時間。 

安排孩子們睡下後﹐西弟兄和太太毫無倦意。於

是悄悄走出公寓﹐信步來到大街上。路上已少有行人﹐

絢麗奪目的聖誕彩燈﹐裝扮著夜的寧靜和節日的祥

和。南國和煦的微風﹐輕輕吹拂著路旁婆娑的棕櫚樹

葉﹐也輕輕吹拂著太太的長髮。他們依偎著慢慢地向

前走﹐任憑晚風帶著他們跨越時空﹐仿彿又回到了從

前那永遠也走不完的園中小徑…… 

回到公寓時﹐大家都已進入夢鄉。东、西小公子

同睡一屋﹐只見二人各睡一頭﹐东小爷一手抱著布海

豚﹐一手抓著西小爷的一只腳﹐而西小爷則把枕頭蓋

在臉上酣睡。西弟兄欣賞良久﹐後悔當初沒想到讓太

太生一對雙胞胎。 

一覺醒來﹐廚房裡已奏開了鍋碗瓢盆交響曲。待

洗刷完畢出去一看﹐桌上已擺滿了豐盛的早餐。謝過

飯後開始用餐﹐這十六口的“民生問題”就這樣被姐

妹們輕描淡寫地解決了。不過最豐盛的要數聖誕節那

天的晚宴。當大家手舉香檳為耶穌的生日干杯的時

候﹐我們突然覺得﹐這豈不勝似世人常常翹首以待的

天倫之樂﹖ 

難怪詩人說﹕弟兄和睦同居﹐是和等的善﹑何等

的美﹗ 

漫游迪斯尼漫游迪斯尼漫游迪斯尼漫游迪斯尼    

到達后的第二天﹐我們就去了迪斯尼樂園。人那

個多啊﹐好像全世界各族人民都來了。空中飛的﹑水

上游的﹑地面跑的﹑土裡竄的﹐全都是人。難怪“迪

斯尼”又叫“擠死你”。若不是需要把大部份時間花

在排隊上﹐那真是一個流連忘返的夢幻世界。最刺激

的可能要數太空山了。歇斯底裡的尖叫聲此起彼伏﹐

連平常溫文爾雅的姐妹們也情不自禁。從裡面出來﹐

大家都有點瘋瘋癲癲的﹐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最

經典的應該是灰姑娘城堡前的“夢想成真”秀。從公

主王子到老鼠鴨子﹐個個粉墨登場。他们日復一日﹑

認認真真地向遊客們表演著那些經典得有些蒼老的

故事。最精彩的當推海洋公園的海豚秀。剽悍馴順的

海豚﹑矯健颯爽的小伙﹑美麗青春的姑娘﹐在強烈而

又浪漫的音樂中﹐他們遨戈水底﹑游戲空中﹐其配合

之默契﹐力量與美感﹐嘆為觀止﹐在惊險和熱鬧中卻

又充滿著祥和的氣氛。最驚險的是八個孩子失而復

得。在神奇王國那天﹐天黑後煙火秀之前﹐大家吃完

晚餐在餐館聊天﹐孩子們說要去城堡的另一邊玩兒。

東弟兄自告奮勇帶著他們去了。過了一會兒﹐弟兄來

電告急﹕孩子們全丟了。此時的園子裡人山人海﹐孩

子若跑散了幾個要再找回來就不容易了。我們想要沖

過去﹐但各路都是水泄不通。終於在煙火秀結束的時

候我們越過了城堡。當我們正在摩拳擦掌﹑準備大海

撈針的時候﹐我們舉目一看﹐但見橋的另一頭﹐八個

孩子在兩位大哥哥的帶領下﹐神情自若地向我們走

來﹗最不意外的是幾次意外的事故。有一次我們正在

排長隊﹐年齡最小的东小爺在平地上四腳朝天一頭摔

在石板上﹐額上頓時腫起了一個大青庖。爸爸沖過去

抱起兒子來﹐只見他雙目緊閉﹐許久才從嘴裡吐出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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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來﹕“Is it bleeding﹖”父一聽大喜﹕頭破了﹐但

腦子沒壞﹗又有一次在海洋世界﹐西弟兄把一群孩子

打發到湖面上去划船後﹐跟太太去看什麼魚或蝦的

秀。還沒坐穩﹐西大公子來電疾呼﹕爸爸﹐我的手指

斷了﹗爸爸媽媽奔過去﹐孩子們個個搭拉著腦袋﹐兒

子的一個手指頭也搭拉著﹕真斷了。樂園的救護車把

他們送去了附近的急救中心。顯然在這人間“樂園”

遭殃的大有人在﹐急救中心坐滿了鼻青臉腫的人﹐他

們一直等到天黑才有人過來匆匆為兒子照了幾張Ｘ

光﹐然後胡亂地包了一陣﹐就打發我們回去了。晚上

禱告的時候﹐他們為此事感恩﹕第一﹐一直到最後一

天才弄斷手指﹐讓他前幾天可以拼命地玩兒﹔第二﹐

是左手而不是右手﹐否則會更不方便。還有一次﹐弟

兄們在後院打球﹐姐妹們在屋內隔著玻璃門觀看。可

能是南弟兄突然有精彩表現﹐南姐妹喜不自禁﹐欲到

陽臺上喝彩﹐不料一頭撞到玻璃門上﹗接下來的幾天

她清秀的鼻粱上就加了一條古劇裡知縣大人常常有

的白色膠布…… 

常言道﹐人生在世﹐處處有險。若不是神的眷顧﹐

誰敢拍著胸脯說我今天要活著回來﹗ 

    

聖誕節聚會聖誕節聚會聖誕節聚會聖誕節聚會    

聖誕節晚上的聚會是我們此次群遊的重要活

動。我們老早就發現了一個道理﹕每次度假儘管大家

都是沖著白天去的﹐但往往是晚上一起聚會的時間最

得满足。就像這次﹐迪斯尼夠流連忘返了吧﹖但您得

不怕“擠死你”才行﹗大人們涵養高一點﹐還可以耐

著性子瞎開心﹐但孩子們可就純潔多了﹕排長隊不好

玩兒﹗於是大人孩子整天沒有共同理想﹐滿樂園都是

代溝和摩擦。可一回到度假村就不一樣了﹕孩子們去

一屋﹐大人們去一屋﹐只要我們不去煩孩子﹐他們決

不會來興風作浪。這回兒就更妙了﹕公寓的旁邊就是

一個遊玩場﹐開到零晨十二點。聖誕節那天﹐我們給

每個孩子買了全天的Band﹐他們玩餓了回來吃﹐吃飽

了再去玩﹐那個瘋啊。 

回過來說我們的聚會。先說晚宴。聖誕節是合家

團聚盡享天倫的日子﹐商店餐館都不開門。所以那天

出門在外的旅客﹐望著萬家燈火﹐摸著轆轆飢腸﹐一

定會有一種“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感嘆﹐覺得人家的

歡樂都是建立在咱們的痛苦之上。十八年前聖誕節那

天西弟兄也曾到迪斯尼一遊﹐那時他還是單身一人﹐

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他沒想到的是﹐在迪斯尼瞎逛了

一天後﹐才發現要吃沒吃﹐要住沒住﹐他開著車到處

亂找﹐兩個多小時後才找到一個遠離奧蘭多的荒村野

店住了一夜。 

但今非昔比。西弟兄搖身一變﹐已有四口之家。

不僅如此﹐這次咱們有十六人之眾﹐而且有備而來﹐

餐館不開門賺不到我們的錢活該﹐而我們照樣可以吃

大餐。四位姐妹一陣煎燒炸烤炒煮蒸燉﹐餐桌上便擺

上了聖誕節的盛宴。趕來赴宴的還有一對從亞特蘭大

來的弟兄和姐妹﹐他們是北弟兄的朋友﹔還有一家是

以前我們圣路易华人基督教會的會友﹐他們從波士頓

來度假﹐在迪斯尼邂逅相遇的﹔還有一對年輕的學

生﹐在奧蘭多的一所大學念書﹔還有一位是度假村的

保安﹐開飯前一弟兄見他在外面孤獨地巡悠﹐就把他

請了進來。當我們一同舉起香檳酒杯為節日干杯的時

候﹐感恩之情油然而生﹕若不是主耶穌兩千年前的誕

生﹐東西南北還有這些素昧平生的人怎麼可能聚在一

起﹖若不是因為對天父永恆恩召的真實盼望﹐面對著

天底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我們怎能夠如此盡情﹖ 

酒足飯飽之後我們開始唱詩。這聖誕的宴席沒有

讓我們樂不思蜀﹐而是為我們積儲了歌唱讚美的靈感

和能量。我們準備了近百首詩歌﹐大家隨意挑選﹑有

感而唱﹐很有卡拉ＯＫ的味道。所不同的是﹐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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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ＯＫ多半是以我為中心的無病呻呤﹐而我們的詩

歌卻是能激發人心的讚美之泉。接下來北弟兄帶領我

們以生日為題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在座的每個人起

碼都過了Ｎ個生日﹐自然有許多刻骨銘心的故事﹐所

以不知不覺就到了午夜。雖然我們的人生軌跡各不相

同﹐但我們發現有兩點是一樣的﹕第一﹐我們都沒有

生在馬槽裡面﹔第二﹐我們都是以同樣的方法獲得重

生。屬世的生日儘管千姿百態﹐甚至可歌可泣﹐但比

起這兩點﹐可以說是微不足道。難怪聖經裡只有兩處

提到世人過生日﹐一處是法老王﹐另一處是希律王。

兩人雖貴為君王﹐到頭來卻也免不了黃土一抔。相比

之下﹐那馬槽裡的誕生雖然卑微之極﹐卻有天使天軍

為之慶祝﹔而當尼哥哥對重生莫名其妙﹐傻裡巴幾地

認為他不可能鑽進母腹再生一次的時候﹐那位生命的

主就向世人宣告了永生的奧秘…… 

原本計劃有聖誕節的禮物交換﹐因嫌麻煩而被取

消。但聖誕節的團契分享卻讓我們重溫舊夢﹐感受那

人生最美好的禮物。 

    

探望黃弟兄一家探望黃弟兄一家探望黃弟兄一家探望黃弟兄一家    

打道回府的時候﹐按计划我們繞道傑克遜城﹐去

看望在那裡的黃弟兄和王姐妹一家。黃弟兄三年半前

辭去了在聖路易市的電腦工作﹐舉家搬到傑克遜城去

讀神學院﹐從此一家四口開始了完全仰望神的信心生

活。幾年不見﹐弟兄和姐妹神態依舊﹐只是黃弟兄已

頭髮半白。我們一行十六人被迎進了他們的公寓﹐把

來前團契弟兄姐妹準備的禮物和愛心奉獻轉給了他

們。孩子們也把他們的專門奉獻給了叔叔阿姨﹐說是

給兩個小妹妹的節日禮物。隨後我們一起去了一家中

餐館吃午餐﹐邊吃邊暢談。席間王姐妹說到這是三年

半來第一次有人去看望他們﹐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但

我們聽到後卻感到有些慚愧。兩個小時不知不覺就過

去了﹐我們道別了他們一家﹐繼續趕路。兩天後黃弟

兄打電話來﹐才知道那天我們在餐館分手後﹐王姐妹

因為弟兄姐妹的愛心﹐一路哭著回家。也因為太激動﹐

好久沒有的失眠症又復發﹐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主耶穌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相信那等候耶和華的﹐必不至於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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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心心    路路路路    歷歷歷歷    程程程程    

關關關關    於於於於    災災災災    難難難難    和和和和    恩恩恩恩    典典典典    的的的的    思思思思    考考考考    

田玉泓 

    

（（（（一一一一）））） 

『三過幽谷』這本書，我是一口氣讀完的。週四

的 E-training 時，從牧師手裡借到的書，為的是趕在

週五教會邀請該書的作者來講道之前讀完。合上手裡

的書時，內心的震動無以言表。無論是自己的前半生

自認為的所謂風浪，還是周圍所聽到的別人的不幸，

比起該書作者施芬德女士的一生所經歷的，都只能算

是毛毛細雨相對於驚濤駭浪。先後痛失幼子，丈夫，

然後又在瞬間失去花樣年華的一對兒女。從地獄般的

幽谷中走過來，誰能相信，如今站在台前年過八旬的

施女士竟能笑意盈盈的大聲讚美主。她用自己的一

生，對基督徒面對苦難的態度做了最好的詮釋。 

我試圖從字裡行間找到她與眾人不同的地方，結

果竟是徒勞。她是這樣普通又普通的一位女士，軟

弱，害羞，甚至自卑，總是躲在多才而能幹的丈夫的

身後，一心只想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就是這樣的

一個人，神卻定意要使用她。若非有神，施女士一生

身受的苦難，在這個世間，沒有一個人，也包括她自

己，能夠承受下來而不倒下。看著白髮蒼蒼的施女士

站在講台上，把她一生的故事連同神在她身上的恩典

娓娓道來，我深深的感到自己是何等的有幸能夠在此

時坐在台下，從她身上得到激勵，看到神的恩典和信

實。知道曾經有許多許多的人，像我一樣，從施女士

的故事中經歷神，心中再一次對神允許這世間的苦難

的存在有了更深的思考。而看到施女士和她現在的丈

夫相親相愛共度餘生的樣子，真是為此滿心的感謝

神。我想，施女士的前任丈夫和孩子們如今在天堂裡

看到她現在的生活，看到她藉著經歷的苦難所帶給許

多許多人的祝福，他們一定會非常的高興。 

神要我們明白地上的生活是暫時的，天上的才是

永恆。神也要我們明白，在這個世間，生命是何等的

的短暫和寶貴。衪要我們活在世間的時候，就知道珍

惜和周圍所有人相處的時間，讓一分一秒裡面，充滿

的都是愛。衪要我們在地上，也能活出天國的榮耀來。 

♥♥♥♥        ♥♥♥♥        ♥♥♥♥        ♥♥♥♥        ♥♥♥♥        ♥♥♥♥        ♥♥♥♥        ♥♥♥♥        ♥♥♥♥        ♥♥♥♥        ♥♥♥♥        ♥♥♥♥        ♥♥♥♥        ♥♥♥♥    

    

（（（（二二二二）））） 

感恩節之夜，教會的停車場，一個人坐在車裡陪

著女兒。實在是不忍心叫醒她。昨天整整一晚被哮喘

折磨，現在終於安安靜靜的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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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好像突然靜止下來。車窗外是一輪明亮的月

點綴在深藍的夜空，耳邊是女兒細細的呼吸聲，內心

裡不禁湧出無盡的感恩。想一想昨天那漫長的一夜，

女兒那一聲比一聲揪心的喘息聲，彷彿突然的意識到

能夠這樣的安安靜靜的呼吸，是多麼的好。聖經上

說，神造了亞當之後，「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裡，他

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創 2：7）。真是奇怪，這一呼

一吸之間，豈不正是生命的關鍵所在，怎麼直到幾乎

要失去的時候，才突然明白它於生命之重要，才想到

要為此感謝神。 

捫心自問，我們對於神的各樣賜予，是不是都是

感到這樣的理所當然無動於衷? 我們考上大學，找到

工作，買了房子，生了孩子，想到要感謝神，可是有

多少時候，我們會為陽光，空氣，四季，花草，乃至

這從神而來的生命氣息，來感謝神？幾時我們會意識

到，神為我們預備的各樣賜予中間，有哪些是最根本

的，最值得我們感謝的？往往只是當已有的東西被神

拿去時，我們才意識到我們曾經擁有過。回味那曾經

擁有的美好，我們的反應卻仍然不是感恩，而往往是

抱怨。 

是啊，所有的人，一遇到災難，第一個反應就是

「為什麼？」和「為什麼是我（她/他）？」。 

教會的一個姐妹向我分享，說她原來看到周圍的

災難，也總是會問同樣的問題。後來遇到一個美國傳

道人，一句話竟使她茅塞頓開，從此永遠不再問這個

問題。 

他 說 ， 「 According to what we’ve done ， we 

deserve the worst」. . . . . .  

對於罪人來說，除了災難以外的任何東西，都

是神賜的恩典，藉著耶穌的寶血，而額外加給我們

的。神何時給予，何時拿去，主權在祂。而我們，只

配得感恩。 

是啊，得意失意，順境逆境，潮漲潮落，每一天，

每一刻，都是恩典. . . . . . 

 

 

 

秋秋秋秋 的的的的 省省省省 思思思思 

吳姐妹 

 

願神親自塑造我，熬煉我，使我的靈命得以日漸茁壯，像那花草、樹木靠著祂的大能得以勝過

那冰雪的挑戰，享受春天帶來盼望的喜悅，熬過炎夏烈日熱浪的考驗，不再畏懼秋的淒涼。 

 

住在四季分明的中西部多年了，每逢秋天來臨，

我就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可以欣賞神的創

造，到處都有色彩鮮艷的楓紅景色；憂的是很怕看那

片片落葉飄揚，心如跌到谷底般的沉重。 

近日里，踩著枯葉，看著眼前紛飛的落葉，又是

感傷的季節來臨了！然而，奇妙的主卻開啟我以另一

種心境去思考。看著那些樹木、花草，有的早已枯乾，

有的仍青綠，楓樹披著豔麗的彩衣，不知吸引多少人

的眼光和讚美，但短短幾天內也將褪色葉子落盡，像

其它不知名的樹一樣光禿禿了。唯有松柏仍常青如

故。這些受造的植物在神的安排下順服環境隨著四季

的變化而改變。如今葉子落盡，整棵樹乍看宛然死般

的慘澹灰暗，卻仍可以挺直骨幹準備迎接嚴冬冰雪無

情的摧殘，堅忍熬過了冬，當春天一來，神又恢復了

它們的生氣，發出新芽長出翠綠的嫩葉，隨風曼舞展

現美姿供人欣賞，及至夏天已是茂盛成蔭的大樹，足

能經得起酷日曝曬；隨之而來的秋天，又是今日的景

致，年復一年……讚美神，祂適時更新澆灌，使它滿

根深蒂固，藉著四季的風吹雨打日曬更顯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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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我是蒙恩的罪人，自被揀選後，祂開導

我的心，讓我一直領受祂賜的恩惠及享受那無限的愛

和能力的覆庇。雖然人生苦短亦無常，猶如乘坐雲霄

飛車般，也有諸多的不如意，需要面對無數的困難和

適應環境的變遷等，但感恩的是祂深知我軟弱，不會

將那超乎我所能背負的重擔加給我。縱然祂未曾應許

天色常藍，花香滿徑，卻應許在祂裡面有平安、喜樂。

（約十六：３３）祂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力量，是

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四十六：１）祂領我走過

順境，扶我渡過逆境。在患難中學習更親近祂。創傷

祂醫治，遇挫折，灰心時祂用話語鼓勵並堅固我的信

心；缺乏時祂充充足足的供應；悖逆時祂管教。多少

次軟弱跌倒時，祂用慈愛的雙手來攙扶到祂懷中享安

息，且靠夠用的恩典得安慰，把我從絕望裡帶入盼望

中。衪供應我靈裡的貧乏，讓我在祂裡面有根有基，

站穩在祂的真道上，重新得力；不灰心不氣餒，藉著

不同的苦難和環境學習順服依靠的功課，能效法耶穌

對上帝旨意與安排的環境都願謙卑的順服。 

認識主是我的至寶，我是祂捨身流血在十字架上

為我的罪付上重價贖回的子民，甚至我的頭髮都被衪

數過了！（路十二：７ａ）我豈不比其他的那些受造

物更珍貴嗎？雖不知明天如何，（雅四：１４）但我

知祂掌管明天；也不知前面的道路平坦或崎嶇難行，

但我深知只要肯效法耶穌的榜樣，也必然能站立得

穩，像過去一樣從困境中得釋放。無論環境如何炎

熱、荒蕪、艱難、平庸和寂寞，處順境或逆境都能感

恩。 

過去一年，因兄弟生病住院，更讓我體會人生的

短暫，轉瞬即逝，也看到神是公平的，不管達官顯要

或市井小民，甚至醫生，年老或年輕都難逃病痛的折

磨和死亡的威脅，只有在主裡方能找到那永生的生

命，靠著祂的恩典我總能得到平安和祝福。祂已賜下

各樣屬靈的福氣，我有權去支取一切所需的。環顧周

圍那些無奈的病人和家屬絕望的眼神，我是何等有

福！不只有神的愛內住賜我無人可奪的平安和力

量，更有好多主內的弟兄姐妹用禱告及通過越洋電話

轉達的關懷托住我，使我能完全信靠和仰望。 

祂的話是我取不盡用不竭的安慰之泉，也是我力

量的泉源，願神親自塑造我，熬煉我，使我的靈命得

以日漸茁壯，對祂的認識日益增進，與祂的關係日益

親密，忍耐等候每次苦難背後的祝福。祂的愛是長闊

高深永不改變的；哪怕我只是脆弱的花草，或是多姿

多采的楓樹，還是平淡而常青的松柏，祂都依然呵護

著。只問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是否盡職扮演好神所為

我安排的角色。抓住祂的應許，緊緊跟隨祂，享受祂

同在的福樂。求神保守我的心懷意念，幫助我在餘生

能榮耀祂。像那花草、樹木靠著祂的大能得以勝過那

冰雪的挑戰，像那松柏雖然無耀眼的色彩，但四季常

青；享受春天帶來盼望的喜悅，熬過炎夏烈日熱浪的

考驗，不再畏懼秋的淒涼，直到祂召我回天家的那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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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暢暢暢    想想想想    三三三三    部部部部    曲曲曲曲    

田  玉 

 

光光光光        芒芒芒芒 

有一種光芒是最讓人心儀的，這種光芒無論男人

女人都為之心醉！這種光芒就是愛心。 

許多年前去一個偏僻地方進修。進修同學中有一

個人的孩子突然得了重病，須馬上趕回城裡。得到這

個消息時已是傍晚，所有的公交車已停開，那個偏僻

的地方也是沒有出租車的！那個同學急得直哭。她 40

歲才做媽媽，唯一的寶貝生病了，她卻沒法回去。同

寢室的同學見狀，就說我們去大

街上攔貨車，也許還有希望！於

是我們同寢室的 5 個同學全部出

動，說走就走，衣服鞋子沒換就

趕緊往大街上衝，見到一個車，

我們這些女生就沒命的去攔，問

人家是不是回城裡的，沒有了羞

怯和恐懼；為了去追一輛車，我

把來不及換的拖鞋都跑掉了。那

是一個什麼情景啊！我們恨不得

不放過每一輛車，追呀，跑呀，

問呀……終於給找到一輛回城的

貨車，師傅很爽快答應了。我們

千謝萬謝，那個同學感動得一個

勁兒的哭。送走那個同學，我們

那幾個人，快樂得意的不行……

我們的同學今晚可以照顧她兒子

了！回進修營地的路上，我們唱

啊，叫啊，笑啊。在夜色裡，每

一個人臉上都有一種好可愛的光

芒，非常美麗和自然！ 

開車爆胎不是經常遇到，但對於開車的人來說，

也不是什麼稀罕事；可對於開車的女生來說，就是一

個超頭痛的事。記得 98 年我在美國聖路易斯上學回家

的路上，車突然爆胎。我好不容易把車開到路邊，下

車一看癟了的輪胎，就犯傻，怎麼辦？又沒有電話可

以打給可以幫忙的人。正在犯愣，一個美國小伙子走

過來，問我需不需要幫忙，我當然說需要。見我很緊

張，他趕緊說，他父母就住在旁邊，他今天是來看父

母的，不用害怕！然後飛快的到他父母的房子拿來工

具，麻利的卸輪胎，換上備用輪胎，很快就把我的問

題解決。我連聲感謝他，問他的名字，他說名字不重

要，重要的是今天他幫了別人的忙，他感覺很快樂！

他在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淡，可我覺得在那一霎

那，他是好美的一個男子，因為他

身上自然的散發著一種愛的光

芒！事過多年，每次我開車經過那

個地方的時候，我就會想起他，想

起一個連名字都不曉得的卻讓我

記念的人！ 

前幾天我看了一部剛上映的

電影「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在觀看的 2 個多小時裡，我流了三

次淚。從電影院出來，我也看到許

多人還熱淚未乾。故事講的是耶穌

受難前的 16 小時，聖經故事我並

不陌生，可當電影這種形式把聖經

裡的描述活生生展現在我眼前

時，我受到巨大震撼！當耶穌遭到

羅馬士兵的殘酷鞭打時，我看到他

的母親瑪麗亞極度哀痛的眼神，淚

水順著她的臉龐無聲的流淌。因為

我也感受到一個母親眼看著自己

的親骨肉受到那樣殘忍對待時，卻無能為力的哀痛；

我也感受到這種深沉的母愛光芒。我為之流淚！當追

捕耶穌的羅馬士兵被彼得砍掉一隻耳朵時，耶穌用憐

憫的眼光為他把耳朵安上，那個憐憫的眼神讓我感

動，對於追捕自己的人尚有這種憐憫，這種愛讓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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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那些士兵仍不住鞭韃

衪，渾身血跡，痛至心肺，但衪卻喊出：我的父啊！

請你不要加罪於他們，請你饒恕他們！因為他們不知

他們在做什麼！這是一種何等偉大的愛啊！愛親

人，愛朋友，並不難，可愛自己的敵人，愛正在折磨

自己的劊子手是何等難啊！我感受到神愛世人的偉

大光芒，我為之震撼！ 

我們每個人生活的周圍都有這種醉人的光芒，只

要我們我們用心去感受！ 

≈  ≈  ≈  ≈  ≈  ≈  ≈  ≈  ≈  ≈  ≈  ≈  ≈  ≈  ≈  

 

羨羨羨羨        慕慕慕慕 

我好像一直在羨慕別人。小時候，因為父親長期

的不在身邊，很羨慕那些天天可以喊爸爸的人，那時

我就希望什麼時候我也可以天天喊爸爸。再大一點，

因為轉學，到了陌生的地方，因為口音，很害怕發言，

也很害怕同人說話，每天都是在上課鈴響了，我才最

後一個進教室，下課了，我也會轉到學校的後邊，離

開人群在那裡自己發呆。我特羨慕那些可以講一口道

地的地方話的同學；對陌生的環境我很恐懼。再長大

一些，發現自己總被別人說皮膚白，眼睛大，我就特

別想找個地方躲起來，最羨慕的是班上眼睛小，皮膚

黑的同學，每天早上照鏡子的時候，我就希望自己可

以變得眼睛小，皮膚黑，然後就可以悄悄的生活，不

被別人注意。 

當我長大後，我發現我其實不用羨慕那些我曾經

羨慕的事情。因為父親的不在身邊，我學會了象男孩

兒一樣的堅強，10 歲就可以抱著樹幹，從學會上車開

始，學會了站著騎大人的 28 型自行車；因為父親的不

在身邊，我 10 歲就可以幫媽媽到菜場買菜，很快學會

了心算數學。因為轉學的不適應，從一個每天都躲著

同學的女孩兒到成為一個班幹部。這期間的鍛煉，讓

我學會了適應環境，無論我在哪裡，任何一個陌生的

地方，我都不再像小時候那樣恐懼；我對自己有滿滿

的信心；我知道我自己會度過難關。小時候自己對自

己外貌嫌棄，如今發現竟然是一個諷刺：愈來愈多的

人要花很多錢去美白，割雙眼皮，受痛受苦，而我不

用去受那份罪。 

生活原來如此，你不用羨慕任何人，上帝給你的

一定是最好的！你就是你自己。任何一個缺憾都是有

著上帝的美意。我們在這樣的缺憾和美意中成長，享

受這中間的快樂！而我們卻往往身在其間而不知道

這樣的恩賜。 

所以我現在每天羨慕自己。在美麗的清晨，我會

對自己說，我還活著，而活著多麼美好！我還擁有健

康，上帝讓我可以更快樂的享受我的新的一天！我還

擁有我的家人，我在一種親情的氛圍裡生活！在美麗

的清晨，我發現我自己擁有太多可以讓自己羨慕的東

西。朋友，你找到了可以羨慕自己的東西嗎？ 

≈  ≈  ≈  ≈  ≈  ≈  ≈  ≈  ≈  ≈  ≈  ≈  ≈  ≈  ≈  

 

我我我我        相相相相        信信信信 

我相信我的眼睛，因為它能分辨，我知道我可以

看到美麗的鮮花，絢爛的煙花，浩然的彩虹，還有迷

人的微笑；我知道因著它的分辨力。當我看到醜陋的

東西時，我可以合上睫毛，讓它們來擋住那些我不想

看到的東西。因為有睫毛的遮擋，我可以隔開一些東

西，讓自己眼睛的瞳仁清亮！ 

我相信我的耳朵，它們可以讓我聽到最美妙的歌

唱，可以讓我聽到山間的林濤，河流的歡暢，大海的

咆哮，還有小鳥的嘰喳以及人們喜怒哀樂的話語…… 

我相信我的手，因為它們讓我可以自由創造，可

以做很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可以用手寫字，可以敲

鍵盤去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可以用手同許多人說話，

我還可以用我的手去烹飪好吃的食物，還可以在朋友

傷心的時候給一個安撫！ 

我相信我的腳，它們讓我可以自由的行走流浪，

自由的呼吸異域的風！我高興走就走，高興停就停，

它們可以帶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我還用它跳，用

它舞，用自己的腳步去量度心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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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你，我的神，象相信我自己的心，雖然你

本無形，來去如風，可我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聽，

仍然可以用心去感受你的來去，感受你在我靈魂四圍

的巡邏。我相信你，象相信太陽會從東邊升起，會從

西邊落下。因為你的存在，就是我靈魂的傍依！我的

生命因有你而有光彩。你來了，我歡欣，因為你把你

的光傳遞給了我，用你的溫暖把我的靈魂擁抱，撫

慰，因有你，我每天都歡暢！你走了，我還是歡欣，

因為你的溫暖存在我靈魂的懷裡，你靈的香味已留在

了我的髮際，你的光澤是我在黑夜裡的光亮！你不是

煙花，也不是流星，你一直是我路上的一盞燈，讓我

在路上不恐懼，不孤寂！ 

我相信，我相信…… 

 

 

談談談談    生生生生    氣氣氣氣    

張  寧 

 

聖經上有幾處關於基督徒當如何「生氣」的教導：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最重要的，聖經教導說，生氣對於我們屬

靈的成長、與神的關係上，沒有任何益處，特別在神

那裡沒有任何的價值： 

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 1111：：：：20202020））））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聖經教導說，怎麼才能有效的避免生氣呢？

其實，人生氣，往往都是在彼此交流過程中，出現了

問題。表現就是說話說得太快，往往還沒有明白對方

的意思，就被對方言語中的某一點「激怒」而攻其一

點不計其餘。因此，聖經教導說： 

要快快的聽要快快的聽要快快的聽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說慢慢的說慢慢的說，，，，慢慢的動怒慢慢的動怒慢慢的動怒慢慢的動怒。（。（。（。（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

1111：：：：19191919）。）。）。）。    

看來，避免生氣的秘訣就是：會聽，會說。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要是生氣了，怎麼辦？有兩個「不可」，

記在以弗所書 4 章 26 節：    

    

1111，，，，生氣卻不要犯罪生氣卻不要犯罪生氣卻不要犯罪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要因為一時的怒氣，放縱自己的情緒作更不好

的事情。    

2222，，，，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 

 

對於夫妻呢，古話說得好，「夫妻沒有隔夜仇」。

對於弟兄姐妹，就是別「找碴兒」，而在主裡互相寬

容、忍讓。 

 

願我們靠著我們的主，學會「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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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受受    洗洗洗洗    見見見見    證證證證    

春季洗禮春季洗禮春季洗禮春季洗禮    

 

    

衪衪衪衪    是是是是    唯唯唯唯    一一一一    真真真真    神神神神    

王俊雄 

 

神給我更大的勇氣與信心，突破心理的障礙，心裡相信口裡承認主耶穌是我的救主， 將我自己

獻給了祂，並聽從主的安排要把這福音傳給我的家人。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的名字叫王俊雄。感

謝主，帶我到美國來信靠祂成為祂的兒女。 

從小，我在台灣的道教與佛教家庭中長大，對宗

教的信仰就隨著家裡信什麼就拜什麼，並沒有什麼很

深刻的了解與認知。家裡有一個供桌，上有祖先牌位

和神明，每天早晚和中國民俗節慶都要燒香拜拜，因

為我父親和我是家族中的長子，長孫，所以要燒香拜

拜祈求平安。可想而知我們家的宗教信仰是多麼傳

統。 

來到美國求完學業之後，由神的安排讓我找到工

作，而且同事及朋友都是基督徒。感謝主藉由他們的

口來向我這個罪人傳福音，並邀請我來參加教會的活

動，讓我慢慢的認識到基督教和我以前所認識的宗教

有很大的不同；認識到耶穌基督是唯一的真神，是公

義，慈愛，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宇宙萬物的主宰。 

感謝主，讓我脫離罪惡的綑綁。我信主之前經常

在犯罪，因為不知道什麼是罪，以致於犯了那麼多罪

而得不到神的喜悅。我經常犯的罪是“驕傲”。我常

自以為是，都覺得自己是對的，而常常否定別人，別

人都不會，而唯我最會，因而與別人起爭執。馬太福

音 7 章：3~4 節說，「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

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主讓我

看到自己的罪，常指他人的錯，反而沒看到自己的大

錯。 

主耶穌是我的光，約翰福音 1 章 4 節說，「生命

在衪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 3 章 19~21

節，「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

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恨

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行真理的，

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行」。主耶穌照亮

我的道路，引導我走神的道，不在黑暗中跌倒。主耶

穌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捨身。祂是我的救主，生

命的主宰。 

信靠主之前，有一件事在我的心中一直很憂慮與

掙扎，就是我家裡的宗教信仰；害怕家人因我成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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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而責罵我或是有負面的反應。這件事情一直困擾

了我好久；同時我也為這件事向主禱告。感謝主給我

信心，在有一天與家人联絡問安時，聊到他們最近要

去掃墓，要按照時辰來祭拜，不能提早也不能太晚，

還要按照輩分來祭拜，而且有不同的地點要去祭拜，

聊著聊著家人說無論怎樣，「人死後都不知道去哪

裡」。我當時聽到這句話後，神給我更大的勇氣與信

心，突破心理的障礙，心裡相信口裡承認主耶穌是我

的救主，將我自己獻給了祂，並聽從主的安排要把這

福音傳給我的家人，子子孫孫和周圍的朋友，以賽亞

書 45 章 5 節說，「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

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以賽亞書 45 章 7 節又說：「我

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

是我耶和華」。我要讓他們知道耶和華是唯一的真

神，知道唯有相信耶穌，借著衪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

血的潔淨，才能使我們成為聖潔與神重新和好，成為

衪神國的子民，得到永生的生命。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說，「神愛世人，甚至將衪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一切信衪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主耶穌基督是

我們生命的主宰，我們信靠神，聽從神的話，神的帶

領，跟隨祂直到永永遠遠。感謝主，阿們。 

 

 

我我我我 是是是是 衪衪衪衪 的的的的 女女女女 兒兒兒兒 

夏祖懷 

 

當時心中只有一個聲音，主告訴我： 我沒有理由再等待，這麼好的禮物，只要我願意，現在就

可以成為祂的兒女，擁有永生的盼望和屬天的福份。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叫夏祖懷，很興奮終於等

到受洗的今天。 

主帶領我成為祂的兒女，是個奇妙的過程，其實

主將福音的種子在我高中時代就向我撒下了，因為讀

的是教會學校的關係，學校集會時最常唱的一首詩歌

是「愛的真諦」，歌詞是這樣寫的：「愛是恆久忍耐，

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

害羞的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

忍耐……」，歌詞的最後一句常讓我想到，主耶穌對

我們的愛，真是永不止息的。我高中時的班導師是個

基督徒，她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我一直到現在還記得，

她說，我會成為基督徒是遲早的事。感謝主，回想起

來那時候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得知我被祂揀選的。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主，讓我先生王俊雄也在最近

蒙受主感召，成為基督徒; 能和我在今天一起接受洗

禮。信主之後夫妻倆對永生有共同的盼望，是一件多

美好，多有福氣的事。感謝主，從此我可以和先生一

起建立一個有主同在的家庭，一起事奉主，是何等大

的幸運和福氣。 

大約在兩年前，我和先生因為受到教會弟兄姊妹

的邀請，開始參加教會的聚會，在這兩年間，有多次

聽見神對我的感召，淚水都會奪眶而出，終於在去年

聖誕節前夕，當牧師在主日崇拜釋放主的信息時，舉

手決志，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人生的救主，當時心中

只有一個聲音，主告訴我：我沒有理由再等待，這麼

好的禮物，只要我願意，現在就可以成為祂的兒女，

擁有永生的盼望和屬天的福份，感謝主，賜我信心與

力量，讓我從那一刻起，能在眾人面前心里相信，口

里承認：祂就是我一生的主宰，生命的救主。 

信主之前，我常犯論斷人的毛病，在這當中我一

直不知不覺地在得罪神而不自知，信主之後感謝神一

路的帶領，並常用祂的話來提醒我：（馬太 7：1.2）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

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 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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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馬太 7：12）「所以，

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

人。」（馬可 7：15）「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

惟有從裡面出來的，乃能污穢人。」 

感謝主，讓我知道祂是這樣愛我，賜祂的話給

我，替我預備生命的路，我要做的，只是相信祂，時

常禱告，把重擔交給祂，信靠祂的帶領，並且我要把

這好消息，也傳講給我的朋友及家人，讓他們也能聽

見福音，在上週打電話給在台灣的母親聊天時，意外

發現台灣的教友近來也在邀請我母親去參加教會聚

會，感謝主，已安排使者向我家人做撒種的工作，我

也會在以後的日子，繼續不斷地把福音的好消息告訴

家人，向主禱告，在祂的時間裡來成就家人信主的這

件事，感謝主。 

感謝神，像我這樣不配之人，祂也照樣看顧，在

我還做罪人的時後，神便賜下祂的愛子耶穌基督，因

著我們的罪被釘死十字架，用祂的寶血洗淨我們的

罪，藉著相信主耶穌，與祂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而能夠不再受罪的綑綁，而得真自由，這是何等的福

份。 

我願意帶著認罪，悔改的心，接受主耶穌基督成

為我一生的救主，生命的主宰，也願意一生跟隨祂，

傳講祂的福音，聽祂的話，感謝主，阿們！ 

 

 

 

永永永永    遠遠遠遠    的的的的    慈慈慈慈    愛愛愛愛    

馬河鐘 

 

我在困難的時候就向衪求告，衪給我安慰与指引。我呼求耶穌基督的名時，衪就給我心中的平

安。因此我知道衪是与我活在一起的。衪一直以不變的愛來愛著我，看顧著我。 

 

我在國內的時候，就有同學對我傳福音，但當時

并沒有非常留心，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對信仰的需要。

也曾經禱告過，但不過是病重亂投醫，臨急抱佛腳而

已。 

來到美國結識了一些非常熱忱的基督徒，他們給

与我很多的幫助与關心。我當時相信人都是自私的，

理想的社會也應該是由自私的人來組成的。然而正是

他們的熱忱啟發了我的思考，當然神自己的引領是使

我從興趣上升為信仰的關鍵。我所交托的，衪都為我

信實地保守。我疑惑，麻木或悖逆神的時候，神卻一

直以不變的愛來愛著我，看顧著我。所以我知道衪是

真實存在的，衪對我有衪的計划。 

大家受洗做見證時都會提到是什么時候得救

的，或者是在布道會上，或者是牧師家訪，基督徒朋

友電話傳道，等等。我曾三次在會眾中舉手。第一次

是2000在唐崇榮的布道會上，第二次是在一個靈恩派

的布道會上，第三次是在王峙軍的布道會上。我的舊

觀念根深蒂固，即使一時感動，冷靜之后又有反复。

所以我并不像許多基督徒一樣有一個明确的時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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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救贖。我對神的信心是在過去几年之中逐步積累

起來的。 

我的問題之一在于我不肯舍己。其實這個問題別

的宗教思想也提到過，「勿意、勿必、勿我」，「滅

法執、我執」。羅馬書12章3節說，「不要看自己過于

所當看的」。可我過去總覺得自己是個人世界的主

人。我的欲望就是我的目標，我的思想就是我的法

則。習慣上總是把上帝當作城隍土地，敬而遠之。所

以當神的教誨与自己的生活習慣沖突時，就覺得很不

自由。一度我最喜愛的經文是約翰福音21章18節，「你

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

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愿意

去的地方」。我的理想就是做自己的主人，既不是罪

的奴仆，也不作義的奴仆。其實在我成長的過程中，

神留下許多引領我的痕跡，只是當時個人的驕傲使我

遮目不看神的工作。神借著衪的一些仆人來向我傳福

音，我在困難的時候就向衪求告，當衪應許的時候，

我就擺上更多。我所求的不合衪心意時，衪也給我安

慰与指引。我呼求耶穌基督的名時，衪就給我心中的

平安。因此我知道衪是与我活在一起的。 

我信了耶穌之后，另一個感受就是道德觀的甦

醒。過去我認為道德是一种類似于經濟成本的東西，

只要收益足夠大，風險足夠低，就可以犧牲掉道德。

此外，我認為道德是壓迫人的工具，敢于打破這种約

束的人，就有了格外的競爭优勢。但是神甦醒了我的

道德觀，就像衪賜給以色列人律法一樣，衪使我知

罪，並降服在衪腳下。 

我今日受洗歸在主耶穌基督的名下，認耶穌基督

為我的主我的神，我愿神能因此得著衪當得的榮耀。

衪的道高于我的道，衪必興旺，我必衰微。 

 

 

 

 

衪衪衪衪    的的的的    道道道道    和和和和    衪衪衪衪    的的的的    義義義義    

雷世玲 

 

聽了神的話語，才突然醒悟到自己是多麼的無知，幼稚。殊不知在形體上没有犯罪。但在心懷意念

上。已經遠遠背棄了神的道和神的義！ 

 

大家好，我是雷世玲。很高興今天能站在這裡，

為主作見證。可是當初，我知道受洗須上台講話時，

却是猶疑了很久，非常的不願，因為我是一個很被動

的人，而且最怕上台講話。我從小在一個基督教的家

庭長大，進進出出教會近四、五十年，好像從來也没

有思考過這個問題。我一路走來，在父母的愛護，和

師長的教誨下，好像也很平順。因之回想到，我未到

教堂之前是怎樣的一個人。我記得頭二次到教會，聽

到牧師宣道說「眾人都有罪」。我心想我不偷，也不

搶，更没有犯法，「有什麼罪？」可是在以後幾次参

加了崇拜後，我看到了教會裡的牧師，執事和兄弟姐

妹們，無私的關懷，幫助，不求報賞；再加上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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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班，聽了神的話語，才突然醒悟到自己是多麼的

無知，幼稚。殊不知在形體上没有犯罪，但在心懷意

念上，已經遠遠背離了神的道和神的義！ 

提摩太前書六章 10 節說，「貪財是萬惡的根；有

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

刺透了。」因之信主之後，我看見了自己的貪婪，虛

榮，怨恨，凡事猜疑；有錯誤發生，第一個想到的總

是別人有錯，自己是對的，箭頭從來都是指向別人。

然而像我這樣的罪人，却蒙神的憐憫,讓衪的兒子耶穌

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以性命，寶血來替我償還我

應該為自己的罪所付的代價，願神帶領，賜我信心，

能合乎主用！ 

提摩太前書六章 6―9 節又說，「然而，敬虔加上

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為我們没有带什麼到世上

來 ，也不能带什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

多無知有害的私欲裡，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路

加福音六章 28-38 節：「咒 詛你們 ，要為他祝福；

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有人打你這邊的臉 ，連

那邊的臉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裡衣也由他

拿去。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奪你的東西去，不用

再要回來。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

人。」 

這是何等高深的情操！所以我信主後，我總在禱

告，自我檢討，反省。記著神的話語，學習不貪心，

要知足。願意為傷害我的人祝福。神先寬恕了我，我

也願寬恕別人，時時記著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

是憑着眼見。同時我也願再一次在這裡見証神的寬

容！在我到了美國後，將近有二十年的時間，我没有

唸聖經，也没有到教堂，但神並没有放棄我，仍然饒

恕我，接納我，一次次的帶領，一次次的派人傳福音，

讓我這迷途的羔羊，終於又能重回主的懷抱。所以，

今天我願意在眾人、在牧師、在神的面前說「Yes，I am 

ready」我願意接受耶穌為我的救主，願意接受耶穌基

督作我生命的主宰！「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

的。」（羅馬書十二章 1 節）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翰

福音十一章 25―26 節）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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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Cares for Me 

Danny Poon 

 

I’m Danny Poon. I was born in Staten Island, 

New York. I was raised there until I was about 8. 

Today my mom is here and I’m glad to have her here. 

But unlike most families, I do not have a father here. 

But as a friend told me in a time of despair, God will 

always be my father in heaven. And I’m still believing 

in Him to always be there.  

One summer an uncle from St. Louis called for 

my father to help with the restaurant. We ended up 

moving to St. Louis. My uncle offered us a house on 

Olivette Dr. And many of my new friends lived in that 

area. And that’s when we started our life in St. Louis. 

During all of the time my father lived with 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weakened 

including the one with my father. Things were a little 

hard and my father needed space from the family and 

moved to his friends. We started our lives without our 

father. Life started getting tougher. But at the same 

ti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ch other in the family 

started to gradually bond. B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my 

father never healed. Although, I thought that my dad’s 

leaving wouldn’t leave such a big impact on me, but I  

was wrong. Things have seemed to revolve around 

him leaving. Our life style, the way we act towards 

each other, the way we think about others, and even 

the smallest things. I am the most spoiled. I know this, 

yet I don’t do much about it. 7
th
 grade was when 

things started to change and I started to go to church. 

8
th
 grade year, things became the roughest of my years. 

For months we lived without gas and hot water. This 

is when I thought that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its 

roughest. Winter grew near and worries about 

catching a cold or freezing in a house without heat 

scared me. During these troubles, I started praying 

continuously. I never really looked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ings. I thought that things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which is partially true. But then finally, 

just before the great cold winter came, we got our heat 

back and our hot water. This wasn’t the only time I 

thought God wasn’t on my side. Back then, my 

self-esteem was quite low. I didn’t bother trying to 

stop the kids at school teasing me. I just agreed with 

them as they insulted me even if it was jokingly. I 

didn’t know how to respond to them. I start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my weight during middle school 

year. I though I might feel better if I lost a couple of 

pounds. I stopped eating breakfast and lunch. I had 

two reasons to stop eating lunch. One was to try to 

cheer myself up. The second was because of financial 

issues in my family. My counselor noticed this and 

‘forced’ me to eat. I started eating some lunch. I 

continued not eating lunch because it was hard. Unless 

I am home where my mom is watching me eat. My 

sleeping habits back then was extremely bad. I would 

not fall asleep until 2-3 hours from when I tried 

sleeping. I lost a lot of weight. I became more 

sensitive. I locked myself up in my room in the dark, 

thinking about all sorts of things. I started crying 

randomly about the smallest things. I found out about 

cutting and how it makes you feel better at the 

moment. I became depressed due to some family 

issues. I started cutting. Soon after that, the summer 

of ’06 my mom heard me crying. I had just cut myself 

because I was overwhelmed with school work. That is 

when I started getting my help. My mom took me to 

the doctor and I found out I had depression. I missed a 

week of school to try to go to group therapy. We had 

no money to pay for insurance. My teachers ar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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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 of my situation now and things started turning. 

Thanks to Pastor Manning, I got help from a counselor 

at a church and now I am going to him once a week. 

After all of this has happened, I finally realized God 

has been watching me and have accepted me as his 

son. And that is why I am up here today. 

Thanks to Uncle Raymond, my mom found out 

about SLCCC and decided to take me and my little 

siblings with me.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me 

coming to church. I especially want to thank Dannie 

for everything she has done. Without her, I’m not sure 

what I would be like right now. At night I get 

depression attacks randomly. And thanks to Dannie, 

she is there to talk on the phone with. She just keeps 

my minds off the bad things I think of. I had got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to Pastor Manning and Mrs. 

Manning about issues that were going on in my life. 

Pastor Manning was willing to pick me up and just 

take me to his office at church to just talk. Also, along 

with church came a youth group. Flame was a great 

program for the youth. Thanks Pat, Gloria, Roger, and 

Karen, Ben and his brother and sister. I started coming 

to this church about 4 years ago. My faith in Christ 

gradually grew. I now come for the thirst to learn 

more about God. After I stopped coming for just the 

friends, I starte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ermon. I 

learned something I never knew before. I had question 

about Christ for the first 3 years of coming here and 

some were answered due to the sermons. I know for 

sure now that Christ is my Savior and Lord. “You said 

you would die for me. You must live for me too.” If I 

was to die, I would die for Christ. I used to have 

suicidal thoughts but now I have something to live for. 

And now I just want to follow Him all my life. My 

body is a temple for God. I shouldn’t try to destroy it. 

God also gave me some answers to many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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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 had through the tough times. I prayed 

about everything that went through my life. Luke 

Calvin, a counselor from a church always ends our 

sessions with a prayer. And every time he will refer to 

God as the greatest counselor of all times. I never 

thought of God as a counselor. But now I notice it and 

He truly is the best counselor anyone could ask for. I 

pray for help with my depression and got the help I 

was seeking for. Although, I was, and actually am still 

wondering, why God chose to help me through that 

way. Why couldn’t God get me help before I hurt 

myself? There were some examples of prayers that 

God had answered while I was unsure if I was a 

Christian. 

“Cast all your anxiety on him because he cares 

for you.” 1 Peter 5:7. This verse was given to me by 

Louisa. And ever since she gave it to me I remember 

still. This verse means a lot to me. There is always one 

person who I should actually turn to first. God is 

always there watching over me. God is there to take 

burdens off my shoulder. He leads me through the 

steps and walks me through. When I was in need of 

Him, God was there lifting me off my feet and taking 

me away from anxiety and fear. Sometimes I don’t 

even know that, but He still does it. I learned how 

much God cares for me. Every single person is being 

watched by Him. He responds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And also God cares for all of us, even the ones 

who don’t know Him. And that shows how great our 

God is. So when my life seems like it’s come to an 

end, when I can’t take anymore of this world, God is 

there to open the way to hope and grace. 

(Editor’s note: This is an excerpt from the original 

testimony. To view the full article please go to 

www.SLCCC.org.《崇聲雜誌》)

 

 

衪衪衪衪    看看看看    顧顧顧顧    我我我我 

Danny Poon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衪顧念你們。(彼前 5:7)」這段路易莎阿姨送我的經節，我將

銘記在心---神永遠看顧我---甚至在最孤獨最無奈的時候，衪卸下我一切的懮慮和重擔；帶領我每

一步路。衪愛我，讓我絕處逢生，給我希望和祝福。 

 

我叫Danny Poon。我出生在紐約Staten Island，並

在那里長大。我家弟兄姐妹眾多。今天我母親和他們

都在場---除了父親之外。雖然我有點失望，但正如一

位朋友說的，我們的天父現在必定在天上關注著我，

與我們同慶這喜樂的日子。 

 我八歲那年，因為一位在聖路易斯的叔叔的餐

館需要幫忙，我們舉家搬遷來了這裡。當時我們住在

叔叔提供的在Olivette Dr 上的一幢房子裡。最初，父

親還與我們生活在一起，可後來慢慢的與家里的關係

日益疏遠，最後他終於離開了家去與朋友住在一起。 

沒有父親的日子變得艱難，可我們全家卻能同舟

共濟度日。開始，我以為父親對我並沒有很多影響，

但我想錯了，我逐漸感覺到父親在我生命裡已深深的

烙下了印子。包括我的生活方式，與人相處的方式，

直到細細的習俗。在弟兄姐妹中，就數我是最嬌慣

的。我心裡雖然明白，然卻也自得其樂；一直到7年

級時，才開始有了點轉變，我開始去教會了。 



崇聲 2007-2008                 Voice of Adoration 2007-2008 

 

94 

八年級時，家裡日子變得更艱難。記得那時曾經

有幾個月內我們沒有煤氣和熱水，眼看著嚴冬將到，

我們擔心著那即將臨到的可怕的寒冷和疾病；我開始

持續向神禱告。當時，我看不到一線光明，想象著世

界末日的來臨。奇妙的是，就在嚴冬將臨之際，家里

竟然有了煤氣，也開始有熱水供應。 

回想那時，因為我的自卑，對學校同學對我的可

能是善意的玩笑反應特別強烈。我將它們當作對我的

戲弄和侮辱，結果弄得自己很孤立。為此我很苦惱，

我開始將我的注意力轉移到自己的體重上。為了控制

體重更也是為了節約錢，我便慢慢開始不吃午餐，早

餐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學校的顧問知道了便強制我

吃。但這真的不是長久之計，只有當媽媽在一旁看

著，我才會吃一點；我的睡眠也開始糟糕起來。大量

失重，感情變得非常脆弱，常將自己關在小房間裡胡

思亂想，為一點小事而飲泣；多年家庭的離散和生活

的艱難讓我得了嚴重的憂鬱症，我甚至曾經用小刀傷

害自己來取得一時的快感。06年夏天，我因被大量功

課壓得喘不過氣來而自殘被母親送到醫院，可是家裡

沒有經濟能力讓我去醫生要我去的Group Therapy。後

來老師和教會了解我的處境，事情才開始有了轉機。

就在3個星期之前，在明牧師的介紹下，我在某個教

會得到了一位顧問的輔導幫助，並開始每周一次去他

那裡就醫。 

我知道神一直在看顧我，接受我成為衪的孩子；

且今天在此受洗，向大家為衪作見證。是衪的看顧，

讓我家的生活有了轉機；也是衪幫肋我恢復了自信

心。我來教會的這四年來，我的信心在不斷成長；我

來教會更是為了學習衪的話語，更多的認識衪；神多

次向我顯現，衪帶領我走過的道路之奇妙不可測度。

我曾經有過自殺的念頭消失了，我對生命的意義有了

重新的認識。我清楚的知道我的身體已成為神的殿，

聖洁不可摧毀。主基督已成為我生命的基石，我要一

生追隨衪。 

在此，我也要感謝Raymond叔叔和我的母親為我

找到了SLCCC，也要謝謝Dannie，沒有她也許我的情

況不會象現在這樣，她幫助我戰勝了憂鬱症對我一次

次的襲擊。同時，與明師母的交談中，我得到很多鼓

勵。我的團契Flame是我溫馨的家，謝謝 Pat，Gloria，

Roger 和 Karen。從神那裡來的愛數不勝數。 

““““Cast all your anxiety on him because he cares for 

you”(1Peter 5:7) 這段路易莎阿姨送我的經節，我將銘

記在心---神永遠看顧我---甚至在最孤獨最無奈的時

候，衪卸下我一切的憂慮和重擔；帶領我每一步路。

衪愛我，讓我絕處逢生，給我希望和祝福。 

(陳晶瑩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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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洗禮夏季洗禮夏季洗禮夏季洗禮    

不不不不    再再再再    疑疑疑疑    惑惑惑惑  

陳  斌            

 

......卻仍是被困於自己的所謂「理性」思考，惑於更多的為什麼。然而，當我心存一個謙卑

的心態時，我卻從神的話語中找到許多問題的答案。 

  

在作了八年幕道友之後，我和我太太都紅，終於

走到這裡向世人宣佈，我們要認罪歸主，和在座的弟

兄姐妹們一起走上追隨，事奉和榮耀主的道路。 

我們和許多從大陸來美學習和工作的朋友們一

樣，經歷了相似的認識，接受神的過程。從不相信神

的存在，到相信有一個造物主創造了宇宙萬物以及

人；從不認為神還關注著我們每個人，到感恩上帝派

衪的獨生愛子道成肉身來完成對我們的拯救計劃。回

顧一下走過來的路，我感到自己面對的最大障礙是自

己的驕傲和自負。我只相信自己所親眼見到的，或是

憑自己有限的想像力或邏輯推理就可以理解的。如果

我看不見，想不通，就無法接收。其實，我也曾被基

督徒的見證感動過，自己的生活經歷中也得到過神的

特別恩賜，也曾看過一些很有說服力的宣教書籍；但

每每在短暫的感動之餘，卻仍是被困於自己的所謂

「理性」思考，惑於更多的為什麼。我沒有一顆謙卑

的心，一直以懷疑，抗拒的態度來面對主的召喚。在

這樣的掙扎，徘徊中過了多年。 

兩個月前，國內我姐姐的孩子，在一場車禍中不

幸遇難。這突然降臨的哀痛使我真切地體會到生命的

脆弱與短暫，也更多地思想到我們靈魂的歸宿。而那

些曾經阻礙我認識神的問題和困惑都顯得那麼微不

足道。奇妙的是，當我存有一個謙卑的心態時，我卻

從神的話語中找到許多問題的答案。比如我曾經懷疑

神是否還關注著我們每一個人，使徒行傳１７章２７

－２８節明明白白地告訴我 「其實衪離我們各人不

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衪」。心存謙卑去

認識神，我也體會到自己身上與身俱來的罪性，深深

感恩上帝的獨生子耶穌以衪在十字架上流的寶血，替

包括我在內的每一個人洗去罪名，使凡信靠衪的人，

不被定罪，反得永生。俯伏在主耶穌面前，我承認自

己是一個罪人，願意接受耶穌作為我個人的救主和生

命的主宰。 

投靠主耶穌，獲得新生命。我要感謝神對我的救

恩。幾番風雨，神始終沒有放棄我們。我也要感謝曾

經給我們帶來福音，在我們認主道路上給予我們許多

鼓勵，為我們耐心解惑，替我們真誠禱告的基督徒朋

友們。沒有他們在聖靈帶領下對我們的幫助和引導，

我們也不會走到這裡。 

最後我願大家，特別是還在認主道路上猶豫，徘

徊的朋友們，與我一起以謙卑的心來分享一段主耶穌

的話語。約翰福音１４章６節「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籍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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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信信信    靠靠靠靠    順順順順    服服服服                凡凡凡凡    事事事事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都  紅                

 

信主以後，我學會了凡事多感恩，多禱告，凡事靠上帝﹔不是只靠自己的聰明，而是跟隨神的

引導。我的內心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平安快樂。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我叫都紅。感謝主，讓我

今天能夠站在這裡，同大家分享和見證我接受基督耶

穌為我的救主的經歷。 

我於１９９６年來到美國芝加哥，兩年後，認識

了基督徒的鄰居，他們帶領我們開始接觸教會，參加

一些教會的活動，也有人來到家裡傳福音。但是，在

我心裡有些事情就是搞不清楚，總是問：why，why，

why。 比如說，我就是接受不了我有罪，我認為我是

很好的人，怎麼會有罪﹖還有就是在教會裡只是盯著

個別不好的人，認為基督徒也不怎麼樣﹔再有就是每

天都在質問主為什麼我要的都不給，卻讓我經歷很多

苦難……﹔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當時我剛生了

小兒子，又在找工作，各方面都比較艱難。教會的人

來勸我信主，我告訴他們，我堅決不會在我困難的時

候求主，如果在我幸福高興的時候信主，那才是真的

信。現在想想，我是多麼的自以為是，自高自大，認

為自己才是救世主。但是主衪是那麼的愛我從來也沒

有丟棄我，而是不斷的讓我靠近衪，認識衪。 

兩年前搬到 St. Louis 後，主還是在召喚我們，通

過我們的朋友和同事，介紹我們到教會和團契﹔還讓

我們在離教會很近的地方買到了房子，不會以太遠為

借口，不去教會。通過團契的活動和牧師的講道，我

明白了自己以前的無知和自高自大都是罪，我的罪使

我和神分開了。我們應該以謙卑的心來認識神，依靠

神。正如聖經上羅馬書３章２３節所說的，「因為世

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人正因為犯了罪而

與神隔絕﹔而且我也明白了我們信是我們和神之間

的關係，而不是和人的關係。教會裡的人都和我一樣

是罪人﹔更何況個別人並不代表教會。 

真正讓我轉變的，是神通過一件事讓先生在我之

前確定信主，當時，我也想信了算了，內心一直在矛

盾和掙扎，真的很不平安。所以也決定決志信主。這

件事也讓我看到了主真的是大能，可以預見一切，這

是我們根本沒有想到的。正如以弗所書 5 章 22 節所說

的「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

主」。當我放下了一顆頑固的心，以完全謙卑順服的

心來重讀聖經的時候，感覺到了從未有過的撞擊和感

動。回顧以前，主多少次幫助我，引導我，愛護我，

我總是在得到了主的恩典後就不再理會主，也從不知

道感恩﹔但是天父的愛是何等的仁慈和偉大啊，衪創

造了宇宙萬物，還讓衪的獨生子耶穌為我們的罪死在

十字架上，用衪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並使我們因信

得永生。約翰福音３章１６節說，「神愛世人，甚至

將衪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衪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感謝神對我的不離不棄，揀選了我成為

衪的兒女，讓我有了新的生命。我願意接受耶穌作為

我永生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一生跟隨衪。 

 信主以後，我學會了凡事多感恩，多禱告，凡事

靠上帝﹔不是只靠自己的聰明，而是跟隨神的引導。

我的內心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平安快樂﹔不論和家人

和同事，我都盡量以寬容和愛來對待。我想以後我會

多多的傳福音，讓更多的人能得到主的恩典。 

這裡我想感謝主通過芝北華人教會的曾媽媽，艷

艷夫婦，聖路易華人教會的周牧師和更新團契的兄弟

姐妹們對我和我家的愛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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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逾逾逾    越越越越    信信信信    主主主主    道道道道    路路路路    上上上上    的的的的    障障障障    礙礙礙礙    

吳  畏 

 

真正讓我和神隔絕的罪，就是我的驕傲。驕傲讓我以為我能憑著自己的能力去理解判斷神，而

不是去相信依靠衪。以我有限的能力，怎能去完全理解創造萬物的無限的真神呢﹖ 

 

親愛的弟兄姊妹，朋友好！感謝神，今天能在這

裡見證神的榮耀與恩典，分享對耶穌基督的信仰。 

回想信主的經歷，我深深感受到神的帶領，啟

示，和神對我的耐心等待。十八年前我來美國後一個

多月，收到一位美國朋友的生日禮物，是一本中文聖

經。那以後十幾年來，我一直想以自己的能力去理解

聖經上的記載和道理，再來決定是否應該信耶穌﹔結

果是十多年下來，太太早已信主，而我在聖經裡所不

明白的還是比明白的多得多。在這個過程中，通過讀

經，來教會去退修會聽講道，和主內朋友交通，我還

是學到了，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一個很重要的是對罪

的認識。看看我個人的生活和行為，可以說處處都能

看到令神不喜悅的。其中最重的過愆，真正讓我和神

隔絕的罪，就是我的驕傲。驕傲讓我以為我能憑著自

己的能力去理解判斷神，而不是去相信依靠衪。以我

有限的能力，怎能去完全理解創造萬物的無限的真神

呢﹖感謝神，衪沒有因我的有限，我的驕傲，我的罪

而離棄我，而是借衪的愛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讓

我能夠去認衪，理衪的愛心和旨意﹔神又藉著耶穌在

十字架上受難和復活，洗去我的罪，給我一個重生的

機會，與神和好。我所要做的，就是去信靠三位一體

的真神，接受衪作我生命的救主和生活的主宰。 

在慕道的過程中，特別是今年來，神藉著生活和

工作上很多事給我啟示，幫助我跨越信心的障礙。回

想我個人的經歷和平日的生活，特別是在家庭關係和

對孩子的愛心教導上，我深感神對我的恩典，耐心和

寬恕。在今年五月的退休會中，我已決志信主。因愛

心和神的感動，明奇夫婦和世川夫婦送給我一本精美

的中英文聖經。算是給我十八年慕道到信主的歷程畫

上了一個句號。 

聖經通篇都閃爍著神的智慧和神對我們生活，信

仰的教導和引領。有兩段經文對我堅定對神的信心幫

助很大，我願在此與大家特別是慕道的朋友分享共

勉。一是希伯來書 11 章 1 節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

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英文譯本可能更明瞭「Now 

faith is being sure of what we hope for，and certain of what 

we do not see.」另一段是馬太福音 7 章 7 至 8 節「你們

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

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

的，就給他開門」。神既揀選了我，打開我的心門給

我機會認衪，神也必將繼續帶領我，堅固我的信心，

讓我真正活衪的榮耀來。 

衷心感謝主，願一切歌頌讚美和榮耀都歸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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衪衪衪衪    曾曾曾曾    在在在在    我我我我    心心心心    中中中中    播播播播    下下下下    種種種種    子子子子    

顧  新 

 

在這四年當中，我一直有許多的徘徊和軟弱。感謝主，今天我終於在這裡接受洗禮，接受神作我

的主宰。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在這裡與大家一起分享我

信主的歷程。 

我與在座的許多人一樣，生長在一個無神論的環

境中。第一次瞭解到耶穌基督是我在上海中科院讀書

的時候。當時只是出於好奇，與幾個同學去了上海國

際禮拜堂，觀看那裡的聖誕節崇拜。在那裡，詩班的

讚美詩及聖誕頌歌，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歌聲

所表達的平安與快樂在我心中產生了很大的共鳴。我

想是神在我心中播下的種子。 

真正瞭解耶穌則是到了2002年，我到了聖地亞哥

開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經師弟邀請，去了那裡的教

會，參加那裡的崇拜及主日學。從而知道了我們生來

都是罪人，是神讓衪的愛子道成肉身，來到世上，為

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用衪的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與神和好。四年前，在葛培理布道會上，我決

志信主。可在這四年當中，我一直有許多的徘徊和軟

弱。感謝主，今天我終於在這裡接受洗禮，接受神作

我的主宰。 

信主前，我認為一切都靠自己。上大學，進中科

院讀書，自己努把力就可以了。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很自高自大。聖經中有這樣一段經文，「我憑著所賜

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羅

馬書12章3節）。世上的一切都要靠神，而不是我們自

己，與神的大能相比，我們是微不足道的。自從信主

後，我變得比較謙虛。過去與人有不同意見，總認為

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現在則更多的與人溝通，尊重

別人的意見。 

在這裡我要感謝主，感謝教會中許多關心我的弟

兄姐妹，同時也要感謝聖地亞哥主恩堂的弟兄姐妹，

讓我認識神，信靠神。 

最後用一段聖經作為結束：「基督是我們的生

命，衪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衪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歌羅西書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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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最最    大大大大    的的的的    福福福福    分分分分    

陳忙心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神

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親愛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陳忙心。我是從

大陸山西第一次來美國看兒子媳婦的。沒想到到這以

後得到了最大的福份，那就是認識了主耶穌，做了神

的兒女。 

回想起以前我的

罪，總是不信神，總認

為自己做什麼事都是

要靠自己努力，就拿一

件事來說吧，我們孩子

很小的時候，我們就下

決心一定要讓他們好

好讀書，以後有自己的

工作，從他們這一代就

不再受苦。我們的理想

達到了，我們的願望實

現了，我哪裡知道這是

父神對我們的幫助，正

如詩篇139篇16-17節所

說：「我未成形的體

質，你的眼早已看見

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

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感謝神，在我還沒有認識衪時衪就幫助了我。感

謝耶穌，在我還在作罪人的時候就為我的罪死，讓我

能靠著衪的寶血稱義，與衪和好。 

今年3月26日來這裡，第一個禮拜天兒子就帶我去

了教會。到了教會以後，見弟兄姐妹非常熱情、非常

的好。當時儘管我們不信神，我們還是願意和那些弟

兄姐妹接觸，所以我們每週五，每週日都去教會。去

了2個月後，6月初，有3位弟兄姐妹來到我們家，給我

們講了很多神的大能。講了以後他們問我信不信神，

我說我對聖經還不太瞭解，學的差不多了再說。我以

為就像考試一樣，這麼厚的一本聖經，我就沒學幾

句，那裡能說信呢？那個弟兄說這信不信不管聖經學

多學少，那是父親與兒

子的關係。你的兒子小

時 候 不 是 什 麼 都 不

會，他還不照樣是你的

兒子嗎？這句話深深

的打動了我的心。他們

走後，我翻來覆去的想

這很有道理。從那以

後，我就喜歡看有關神

的片子，例如《十字架

在中國》，《福音》等

等。再加上經文上的學

習對我也是很大的幫

助。 

路 加 福 音 11 章

11-13節耶穌說的：「你

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

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你

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

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還有路加福音15章

11-32節關於浪子的比喻，這不正是父神對我們關懷

嗎，我們還有什麼理由遠離父神呢？ 

6月14日那天，又有弟兄姐妹來到我們家傳福音，

我就很坦誠的接受了福音，願意相信主耶穌，因為衪

的寶血洗淨我的罪，讓我重新回到父神那裡，不再做

遊蕩的子民。感謝神，將這樣的平安賜給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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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d by Grace 

Shawn He 

 

Hello! My name is Shawn He. I live with my 

mom，my dad，and my brother Samuel. I came to 

SLCCC when I was four or five， and I don’t 

remember a time when I didn’t go to church. I used to 

question whether God was real or not and if the Bible 

was just a bunch of stories. Sometimes I would lay in 

bed and wonder that if I died and God wasn’t real，I 

would just lay there forever，and that would be a 

really long time，so I would get kind of scared. I 

wanted to believe that Jesus saved me from my sins 

and I could go to heaven if I believed in him，but I 

didn’t believe that when I died，I would rise up in the 

air and go to wherever heaven is.  

As I kept going to church， I decided that 

heaven and hell were real and when you died，you 

would go to either one. I also thought that if you were 

a Christian， you were really good and nice to 

everyone. I wasn’t like that，so I thought that I would 

go to hell if I died，which would be much worse than 

lying there forever. I still kept sinning，so I decided 

that I would just live my life however I wanted to，

and when I grew older，I would stop sinning. 

I kept going to Sunday Schools and classes 

where people told me that Jesus died for us and saved 

us from our sins and that we were forgiven. The 

teachers would also say that all we had to do to be 

able to go to heaven was to believe in him. 

Gradually， I started to believe that Jesus would 

actually die for me，but I still doubted that he could 

save us from our sins. I now thought that I had to 

believe in Jesus and not sin at the same time. I wanted 

to get baptized，but I kept thinking that I was still a 

sinner and that I would try to be better and that maybe 

next time I could get baptized. I prayed to God，and 

he helped me realize that no one could be perfect no 

matter how good they seemed. I believed that Jesus 

died for me and saved me from my sins. 

2 Timothy 1:9 helped me to know that you 

don’t go to heaven because of your works. It says，

“Who has saved us and called us to a holy life-not 

because of anything we have done but because of his 

own purpose and grace.” Now I know that Jesus saved 

me and died for me，and I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to 

go to he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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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本本    乎乎乎乎    恩恩恩恩    

何  翔    

 

大家好！我叫何翔。我家還有爸爸，媽媽和弟弟

Samuel。大約在我四歲時，我們一家搬來聖路易。在

我記憶中，我們家自那起就從未間斷地在聖路易華人

基督教會聚會。我曾經懷疑神是否真實地存在；懷疑

聖經或許僅是一組動人的故事而已。有時，我會躺在

床上，設想若有一天自己死了，若沒有神……那我將

會永遠地躺在那裡－－那可是很長很長，太長的時間

噢﹗想到這我就有點害怕起來。我雖有意要相信耶穌

可以把我從罪中救出來；相信只要信祂就可以進天

堂，然而我卻無法想象有一天自己若真死了，可以升

到空中，到一個所謂天堂的地方去。 

去多了教會，我慢慢認識到天堂和地獄都是真實

存在的，一個人死後，他的靈魂不是進天堂就是下地

獄。與此同時，我想象一個基督徒應該是非常的優秀

並對人友善。我可差得太遠了！所以，我想我若死了

就會去地獄。去地獄……那可是比永遠地躺在床上要

可怕的多！然而，我還是免不了常犯錯得罪神，我很

灰心，所以我決定我就暫且先過我自由自在的日子，

等長大一點，再變好也不遲！ 

在我繼續地去上主日學和團契的過程中，老師告

訴我們說﹕耶穌為我們而死，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

來，祂赦免我們一切的過犯。老師還說進天堂我們唯

一要做的就是信耶穌。慢慢地我開始相信耶穌確實為

我而死，但我仍然懷疑祂能將我們從罪惡過犯中拯救

出來。這時我想我必須相信耶穌，同時也不再犯罪做

不討神喜悅的事。我很願意受洗，可又認為自己不夠

好，我想等自己變得好些再去受洗。我向神禱告，是

祂幫助我認識到，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無論

他看起來有多麼優秀。神幫助我終于明白並相信主耶

穌為我而死，是衪，把我從罪中救拔出來。 

提摩太后書一章九節說﹕「神救了我們，以聖召

召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

典。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穌里賜給我們的。」

神藉著這節經文幫助我認識到，人不是靠自己的行為

進天堂。現在我知道主耶穌拯救了我，祂為我而死。

我因信祂而得以進天堂，並非自己的行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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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洗禮冬季洗禮冬季洗禮冬季洗禮    

用用用用    心心心心    靈靈靈靈    和和和和    誠誠誠誠    實實實實    來來來來    敬敬敬敬    拜拜拜拜    主主主主    

戴正祥    

 

 

大家好，我叫戴正祥。我們沒有文化，來自大

陸溫州農村。 

我這次 2005 年 10 月來探親。10 月 21 日第一次到

華人教會聆聽講道。以前，我從不認為自己有罪。我

一貫遵紀守法，一切靠自己勞動所得，哪裡有罪﹖現

在，我逐漸明白﹑懂得自己是罪人。我要用一顆悔罪

的心求主教導，求主幫助，求主來潔淨我。 

感謝主，通過教會弟兄姐妹向我們傳福音。 

感謝主指引我道路，給我力量。馬太福音 11 章

28 節：「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

使你們得安息。」 

感謝主，在我們軟弱的時候，教會的周牧師﹑蔡

傳道多次來看望我。 

感謝弟兄姐妹為我們家庭禱告。 

感謝常蘭芳大姐多次來看望我們。 

我不會多說話，我以後要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

主。願永遠跟隨衪。聽衪的話。 

 

 

神神神神    的的的的    旨旨旨旨    意意意意    和和和和    恩恩恩恩    典典典典    

王冠球 

    

我突然覺得主耶穌離我越來越近了，主在召喚我；更有周牧師一席話的開導，使我瞬間醒悟，豁然

開朗。它剖解了我多年的迷茫，融化了我心中的彷惶。我至此徹底相信主耶穌就是我生命的主宰，

是我的救主。 

 

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謝主賜福於

我，感謝華人基督教會給我這個機會；今天站在這裡

很榮幸地叫你們一聲弟兄姐妹，倍感親切；真的，有

一種歸家的感覺。 

我叫王冠球，祖籍湖南，從北京來 St. Louis 探親。

我的孩子們早已信奉耶穌，還有身邊的許多親朋好友

也都紛紛信主。唯我這個罪孽深重的罪人，卻頑愚不

化，遲遲感悟不到主的關愛；但這一天終於來了，雖

然遲了點。我今天要利用這一輩子難得的機會，再誠

摯的向各位弟兄姐妹問一聲好，祝各位幸福，願主帶

給我們平安、健康！ 

像我這種愚鈍粗卑之人，今天能接受主的恩典，

有機會事奉我主，要感謝我們華人基督教會周牧師、

蔡老師。他們受主的委託，孜孜不倦地啟發、幫助我；

我還要感謝我的孩子們，他們也多次對我勸進，是他

們將主的福音傳遞給我。 

多年以前就耳聞目睹，那些信主的基督教徒都很

善良，很誠信；且大部分是知識層。他們有教養，講

文明，懂禮貌，守道德，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他們

一樣，長大做個有愛心、有責任心、有同情心的人。

所以在他們只有幾歲的時候，我就送他們去教堂聽

課。當然，那個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這是主的恩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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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的結果。我們這一代人士沒有辦法的。整天生活

在那種爾虞我詐、乾坤顛倒的歲月裡，在極度自私、

無知的環境中掙扎，我們除了各人憑良心辦事以外，

又能怎樣呢？ 

孩子們信主以後，變化很大，和在座的年青人一

樣，有愛心，敢於承擔社會和家庭責任。讓我感觸很

深很深。主真的有這麼神靈嗎？我還沒有認識到自己

的罪惡，還在那狂妄自大，暗地裡以為自己有多能。

其實，在那表面正直的背後，卻隱藏著狹隘、自私、

嫉妒和仇恨！ 

弟兄姐妹們，我信主的路並不平坦。儘管孩子們

多次都告知我基督的真愛，但是，談何容易啊！別忘

了，我是在無神論的教育下長大的，唯物主義對我的

侵蝕的確很深。另外，還有一些社會的特殊原因，使

我一直無法贖罪洗身。但我對基督教的瞭解的慾望，

卻與日俱增。到任何地方。只要有教堂。我都會去禮

拜。不是古教堂的宏偉壯觀，你看咱們華人基督教會

非常的樸實無華，但這裡有一種氛圍，有一種力量，

在牽扯著我，使我身不由己。多年來，我總在思索著，

總想瞭解基督與西方文明發展的關係。簡言之，西方

何以有民主、自由？怎麼看西方的法制、文明？與我

中華幾千年的文明相比較，根本上的區別在哪裡？中

國曾經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現代史被當代人稱為「封建

法西斯」，這又是為什麼？我有太多的疑慮，大概這

就是過去我一直不能信主的原因吧？ 

這次探親，我收穫特大。在學習班裡，我逐漸地

認識到自己是一個罪人，而且自己是不能拯救自己

的。我也相信了耶穌是神的兒子，是神，衪為了替我

們這些罪人贖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衪用衪的鮮

血，在替我們洗贖罪惡…… 

我突然覺得主耶穌離我越來越近了。主在召喚

我，在指示我。最近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更有周牧

師一席話的開導，使我瞬間醒悟，豁然開朗。它剖解

了我多年的迷茫，融化了我心中的彷惶。我至此徹底

相信主耶穌就是我生命的主宰，是我的救主。周牧師

他說：「是什麼力量讓你力排眾議，不顧自己的前程

受到影響，下決心送孩子去教會學校學習。這是神的

旨意，……」 

是啊！是神的旨意和恩典，主再一次給我機會，

讓我們在 St. Louis 華人基督教會，在眾多的弟兄姐妹

的見證下，接受主的洗禮，向世界宣告我已在耶穌基

督裡獲得新生。 

我在此再次起誓：我決定事奉耶穌我主一輩子，

一生跟隨衪，聽主的話，希望和弟兄姐妹們一道亨受

主的惠顧，見証主的恩典。 

感謝主給我們帶來福音，願全能的神寬恕我們，

賜福於我們。一本聖經，將伴我度過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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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不    再再再再    彷彷彷彷    徨徨徨徨 

許  帥 

 

主說：「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我曾經想過，信仰是人生命的脊樑是讓人的生命

更加血肉豐滿的崇高力量；我曾經很羨慕有信仰的

人，因為在他們彷彿都很有主心骨，行走生命的長路

不會迷失。我曾經對信仰是那樣的渴慕，卻又久久彷

徨迷惘，尋找不到它。 

曾經讀過一些佛教的禪學，然而其中信則有不信

則無的中庸教條和長篇泛泛之論，讓我覺得他們最終

都流於單純的審美意義的說教，成為一本普通的人生

哲學教科書。讀後我又繼續彷徨。 

2005 年的聖誕節，我的朋友帶

我去上海國際禮拜堂。 

初到教會，教堂的神聖恢宏，管

風琴聲的悠揚悅耳，信徒們眼神的清

澈，所有的人們在十字架前表現的謙

卑和恭敬，讓我的內心一點一點被觸

動。我開始思考，是否有這樣的一個

神，可以讓人的生命如此的祥和，豐

富。我知道上帝的博愛，但當我知道

當衪為了救贖世人的罪,獻出了衪的

獨生子時，我還是忍不住衪產生巨大

的敬畏……我感到我的內心中打開

了一扇窗，讓聖靈柔和的光線照入。

我無法掩飾嘴角的微笑，因為我知道,

我找到屬於我的信仰，認識了屬於我

的神。 

在那天，我在那裡終於找到了能

讓我內心安定，忠誠的信仰。 

主說：「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

就可以得救。」（羅 10：10），不管你是否承認衪的

存在，你是否唾棄或者逃避衪的靠近，主都在一直孜

孜不倦的敲著我們的心門。 

神說：「看阿！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

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

一同坐席。」（啟 3：20）。 

我承認，我也曾經對自己豪言「自信人生一百

年，會當擊水三千里」。其實即使擊水三千里又如何

呢！我只需要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就可能終結生命，連

一聲歎息都沒有就歸於塵土，那種由自己掌握方向盤

的人生，是一種漫無目的的人生，是生命的空耗而

已。就像聖經中所說：「日光之下

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

風。」（傳 1：14）所幸的是我終

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真理，慈悲的

主耶穌，感謝你，你不但創造了這

豐富多采的世界，而且你用你的大

愛，不管我們是怎樣的悖逆，不管

我們是怎樣的放縱，不管我們怎樣

罪惡滿身，當我們願意在你面前順

服下來的時候，你依然用慈愛的心

來接納我們；依然讓我們經歷你的

同在；依然會給我們苦悶痛苦的心

加力，讓我們有盼望，有快樂，能

從容的面對明天的風雨。 

今天，我虔誠跪拜在您面前,

接受洗禮。在眾人面前見證您的又

一個神跡。 

今生，讓我這卑微的人如何回

報你！我們原本來自塵土，你卻把我們高舉，讓我們

成為神高貴的兒女，成為萬物之靈，成為世界的管理

者，上帝啊，你的愛，如山，比山更厚重；如海，比

海更壯闊！ 



崇聲 2007-2008                 Voice of Adoration 2007-2008 

 

105 

我我我我    是是是是    衪衪衪衪    的的的的    羔羔羔羔    羊羊羊羊    

王曉卓 

    

現在回想這一路走來在每個居住過的城市的經歷，忽然明白過來神其實一直陪伴在我們全家身

邊，關愛著我們，保護著我們。並從其他基督徒朋友的身上，我真實地看到了神的力量。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我的中文名字叫王曉卓。

今天我非常高興能同大家來分享我接受耶穌基督成

為我救主的經歷。雖然這是一段非常漫長曲折的過

程，但感謝主的力量，讓我終於認識衪和接受衪。 

回顧在美國的這十幾年，不說是顛沛流離吧，但

也像大多數朋友們一樣，經歷了求學，工作，然後又

是換工作，伴隨著就是搬家和換城市。St. Louis 已經

是我來美國生活的第四個城市了。現在回想這一路走

來在每個居住過的城市的經歷，忽然明白過來神其實

一直陪伴在我們全家身邊關愛著我們，保護著我們。

只是我好像一直自以為是，覺得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

努力得來的。 

剛來美國讀書的時候，經常會有教會的人來關心

我們，帶我們去參加教會的活動。但像大多數從中國

大陸來的同學一樣，我從小接受的是無神論的教育。

而且總認為凡事要靠自己計劃和努力。所謂「一份耕

耘，一份收穫」，就是這個道理。再加上自己學習上

一直很順利，養成過於自信的性格，所以一直沒有認

識神。我把一切成就和快樂歸功於自己的聰明才智。 

現在想來人在神面前犯得最大的罪就是驕傲自大。但

神是慈愛的神，衪不會丟棄任何一隻屬於衪的羔羊。

離開學校後，因為工作的原因，換了好幾個城市。現

在回想起來，其實每搬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最先接觸

和關心我們的都是教會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奇妙，

神一直在伸出衪的雙手，但我當時並不覺得，還是很

自以為是，並沒有認為這是神在做工，而都歸功於人

的力量。大約是 3 年前，我們搬來了 St. Louis，對我

們來說又是一個陌生的城市。上班沒多久，開始慢慢

地認識了一些單位裡的中國同事，我們經常利用午飯

的時間在一起聊聊天，相互增加瞭解。一段時間後，

我發現這些同事中，我最能談得來的，也最信得過得

是廖偉姊妹。起初我並不知道她是一位基督徒。當

時，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了很大挫折，一直是很自以

為是的我，也到了無能為力的處境。廖偉姊妹及時給

了我很多的幫助，用神的話語來開導我，帶我參加教

會的活動。那個時候再次聽到神的話語，對我真的是

開始有所感動。我體會到人的軟弱和無助。也真正體

會到了「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 

我還有位住在北京的十幾年的老朋友，也是虔誠

的基督徒。在這十幾年的聯繫中，她也一直堅持著給

我傳福音，但從沒給我過壓力。她跟我說，希望我有

一天能自己感受到神的力量，這才會信得心服口服。

人往往在很順的時候，都會把一切的功勞歸於自己的

努力加上運氣。只有在受挫折無奈的時候，才能真正

體會到人性的軟弱，神的能力的偉大。儘管我在今年

初決了志，但不時還會有動搖。是我這位朋友的例子

使我堅定了信神的決心。我這位姊妹在她 30 歲那年得

了類風濕關節炎，到現在已經 12 年了。由於中國大陸

沒有有效的藥物控制和治療，她的病一直在慢慢惡

化。她身上所有的關節都變形不靈活了，每時每刻還

要忍受著渾身的疼痛，偶爾靠打激素來暫時減輕疼

痛。我是她得病的那年見過她，這十幾年只是從電話

中跟她的交談瞭解她的病情。也許她是報喜不報憂，

我只能是憑對這個病的認識和從分析她的言語中，感

覺到她的情況並不好。但當我今年暑假回國探親，站

在她面前的時候，我當時只能用「震驚」（shock）一

詞來描述我當時的反應。她已經沒法行走了。看著她

坐在輪椅裡，站起來都要很費力地扶著枴杖加上旁人

的攙扶；吃飯的時候也是很費力，因為手指已經變形

了，手腕也不靈活了，我的眼淚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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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但是看著她，又更讓我震驚的是她的精神狀

態。相比她惡劣的身體狀況，她的心態是那麼的平靜

和安詳，她看上去是如此的喜悅；從她的臉上，根本

看不出她是一個病人，感受不到她肉體的痛苦。從那

一瞬間，我突然感悟到了神的力量是多麼的偉大和無

窮。她告訴我這麼多年來，她一直是靠神的話語來作

為自己的力量。她跟我說儘管她的身體狀況不如很多

健康的人，但是欣慰的是，她覺得她非常幸福，她有

主耶穌跟她在一起。當後來我的一些親戚朋友見到我

這位姊妹時，沒有一個人不為她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

態的如此強烈反差而深感不可思議的。更為令人佩服

的是，儘管她身體這樣，儘管她父母有足夠的經濟條

件，但是她一直靠做家教的收入來保持她的獨立。她

除了身體狀況不好外，其實她活得比很多人有意義。

從她的身上，我真地看到了神的力量，體會到了腓立

比書（Phil） 4 章 12、13 節的話：「我知道怎樣處卑

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

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我

力量的，凡事都能僕作」。 

其實現在回想這麼多年來，神所賜的恩典真是無

窮無盡。我感謝主耶穌，我驕傲自大得罪祂，祂卻那

麼愛我，為我流血捨身來救贖我。不但如此，衪是如

此信實，並沒有因為我長時間的疑惑和猶豫而捨棄

我；衪一直不離不捨都永遠陪伴在我身邊。信主後，

我現在知道凡事多禱告，多感恩，感謝神給我力量。

當我心裡充滿感恩的時候，我就有平安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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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是是    衪衪衪衪    揀揀揀揀    選選選選    了了了了    我我我我    

曹  江 

 

我在聽神的道的時候奇跡發生了，所以這一切一定是出於神。這正是神跡。感謝神揀選了我，讓

我無可推諉。 

 

弟兄姐妹們大家早安 

 

感謝神，讓我暫時放下對工作上的焦急憂慮，今

天站在衪的殿中，和大家分享衪對我的奇妙救恩。 

我的前室友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在她的影

響下，兩年內我認識了很多基督徒朋友，參加了不少

教會的活動。這些接觸使我解決了幾乎所有的問題和

顧慮，但是我一直覺得我如果並沒有真正的經歷過

神，我沒有辦法只是憑著理智接受衪。於是我在心裡

和神說，神啊，你如果要讓我相信你，就讓我看一個

奇跡。 

2005 年 9 月 1 日，我在網上聽馮秉誠布道。聽完

一個話題，我再要點下一個的時候，發現網線是斷開

的﹔我當時的手提不是無線的，於是，我點了下個話

題，在沒有網線的情況下講道持續了 1 個小時左右，

我把它關掉了。第二天，我準備再試一次。第一次試

的時候，可以﹔緊接第二次，卻不可以了，我的心裡

面跳出一句話：不可以試探神。我向神要奇跡，我在

聽神的道的時候奇跡發生了，所以這一切一定是出於

神。這正是神跡，而不是出於人的幻想，更不可能出

於魔鬼。感謝神揀選了我，讓我無可推諉。 

神的愛是奇妙的。真正的愛只有神才能做到，衪

對我們的愛是沒有條件的，當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衪

就寬恕了我們，讓衪的獨生子替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用衪的寶血來遮蓋我們的罪，讓我們這些罪人能得到

新的生命。 

接受神以後，體會最深的是經歷神的考驗，沒有

神的引領，不是基督裡新造的人，是無法承受這些考

驗的。在我經歷了他人的排擠，好友的冷落，學業的

壓力，孤苦伶仃一個人在瑞士就學之後，神讓我的論

文，Honor 學生資格和來美的簽證都出奇的順利。4﹑

5 月前在我工作上遇到挫折後，神又讓我認識了許多

熱心虔誠的兄弟姐妹，在生活上，靈修上給了我很大

的幫助和指引。現在我的工作又遇到問題，我相信神

一定會帶領，會賞賜。而我能擁有這些，不是因為我

是個好人﹔我是個罪人，完全不配擁有這些，這些完

全是神的恩典和憐憫。聖經上（雅 1：12）說：「忍

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之後，必得

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衪之人的」。 

認識神，是我最寶貴的得著，祝願我的親人，朋

友，在場的慕道朋友們，所有人都擁有這美好的福份。 

 

謝謝大家！ 

 

    

    



崇聲 2007-2008                 Voice of Adoration 2007-2008 

 

108 

    

活為基督活為基督活為基督活為基督    ����    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分享主愛    ����    廣傳福音廣傳福音廣傳福音廣傳福音    

To Live For Christ,To Live For Christ,To Live For Christ,To Live For Christ,    To Share His Love,To Share His Love,To Share His Love,To Share His Love,    To Reach The WorldTo Reach The WorldTo Reach The WorldTo Reach The World    

 

2007 2007 2007 2007 聖聖聖聖    路路路路    易易易易    華華華華    人人人人    基基基基    督督督督    教教教教    會會會會    年年年年    鑒鑒鑒鑒    

 

2007 年主題 -〝〝〝〝人人敬拜人人敬拜人人敬拜人人敬拜〞〞〞〞 

Theme of 2007 - “Let Everyone Worship God” 

 

邵錫圓 

1/13   -- 第一期八週個人傳福音訓練開始。 First session of personal evangelism training commenced。 

1/14   -- 九位中文堂弟兄姊妹完成去年十月中提出之背誦50-100節經文的挑戰。Nin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inese 

congregation fulfilled the challenge of last October to memorize 50-100 Bible verses。 

1/21   -- 聯合禱告會。All-church prayer meeting。 

2/9,10  -- 中文堂幸福家庭講座，主講關於夫妻關係與教養孩子的問題，講員為新澤西若歌教會欒大端長老。英文堂

培靈信息講員為本教會明牧師。All-church Revival meeting; Elder Daniel Luan from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in New Jersey spoke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of husband and wife as well as the questions of 

raising children。Pastor Manning was the speaker for English session with a topic of “Why My Spiritual Life 

Stinks:  6 Reasons People go Downhill.” 

2/28   -- 購買南邊鄰居土地,完成過戶手續。Purchased south side property。 

3/4    -- 獻地典禮。Land dedication ceremony。 

      -- 8-week “Friendship Class” to minister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 春季中文成人主日學開始，慕道班 (起初與結束) 老師吳宏為﹔基礎班(基要神學上) 老師劉鉞﹔新約班 

(馬太福音下) 老師楊欣宜﹔舊約班 (創世記下)老師何世川。Spring quarter of Chinese adult Sunday school 

commenced。 

3/10   -- 關懷講座 --〝成為一個關懷的人〞，陳安姊妹主領。Caring workshop with a theme of “Becoming a caring 

person” led by sister An Chen Wu 。 

4/1    -- 春季洗禮，八位弟兄姊妹接受洗禮﹔他們是雷世鈴，,夏祖懷，王俊雄，馬河鐘，楊佳琪，李天恩，張荷清

及 Danny Poon。Eight brothers and sisters baptized; They are Wendy Yu，Sky Shia，Chun-Hsiung Wang，

Hezhong Ma，Rebecca Yang，Tiffany Lee，Amy Zhang and Danny Poon。 

4/6    -- 受難日，以詩歌﹑信息和主餐記念主耶穌犧牲的愛。Good Friday service with a special musical，message and 

communion in memory of Jesus’ sacrificial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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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復活節，沒有第一堂中文聚會，第二堂英文及第三堂中文崇拜分別以兒童和成人詩班獻詩﹑及信息，慶祝

耶穌基督的復活。Easter Sunday，1
st
 session of Chinese service is cancelled.   English service and the 3

rd
 

Chinese service celebrated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respectively by having children and adult choir hymns 

presentation and pastor sermon.  

4/15   -- 聯合禱告會。All-Church Prayer Meeting。 

4/22   -- 春季會友大會新選董執事。Spring members’ meeting confirmed new Trustees and Deacons nomination。 

5/5    -- 春季大掃除。Spring Church Cleaning。 

5/12   -- 第二期(夏季)八週個人傳福音訓練開始。Summer session of personal evangelism training commenced。 

5/13   -- 差傳主日。Mission Sunday。 

5/18   -- AWANA 06/07 年度結業典禮。AWANA 06/07 school year closing ceremony。 

5/19   -- 英文堂在公園舉行針對成人之個人安息靈修訓練。Personal Sabbath Training at Babler State Park in the 

afternoon to the adult participan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inistry。 

5/25-27 -- 教會退修會在威廉森湖邊舉行，中文堂講員為蘇文峰牧師，主題為“靈命塑造”，英文堂講員為 Arthur 

Manning 弟兄，主題為 “The Worship of God as Creator”. 聖路易本堂仍有一堂中英文聯合崇拜,崔誼厚牧師

為講員。All-church retreat at Lake Williamson Retreat Center。Speakers are Rev. Edwin Su with a theme of 

“shaping spiritual life” for Chinese session and brother Arthur Manning with a theme of “The Worship of God as 

Creator” for English session。 One combined Chinese-English Sunday service is held at St Louis church with 

Pastor Iho Tree as the speaker。 

6/2-10 -- 拿瓦侯短宣。NAVAJO short-term mission，over 20 Navajo people accepted Jesus as Savior and Lord。 

6/3    -- 夏季中文成人主日學開始，慕道班老師廖偉﹑張寧﹔基礎班(研經樂)老師楊曉峰﹔新約班 (希伯來書) 老師

鄧明奇﹑梁才﹔舊約班 (約書亞記)老師何世川。 Summer quarter of Chinese adult Sunday school begins。  

7/15   -- 聯合禱告會。All-church prayer meeting。臨時會友大會，通過增設一名中文牧師職位及明牧師續聘案。

InterimMembers Meeting，proved a new Chinese Caring pastor position and a new 5 -year term for Pastor 

Manning。 

7/23-27  暑期聖經班,有將近65位小孩及10位成人參與學習認識神。Vacation Bible School with the theme of “The Wild 

West ”，around 65 children as well as an adult class of ten to learn about God in the class。 

7/29   -- 夏季洗禮, 十三位弟兄姊妹接受洗禮﹔他們是張野楓，王海芳，庫耕，庫天星，陳忙心，陳碧玉，陳斌，

都紅，顧新，吳畏，何翔，王舒藝及 Abbey Jin。Summer Baptism，thirteen brothers and sisters baptized; they 

are Yefeng Zhang，Haifang Wang，Geng Ku，Tianxin Ku，Mom-Xin Chen，Sumik Fnu，Bin Chen，Hong Du，

Xin Gu，Wei Wu，Shawn He，Susan Wang and Abbey Jin。 

8/1    -- 蔡炎康弟兄受聘中文關懷牧師，正式上任。Brother Vincent Choi officially started his service as a Care 

minister。 

      -- 六龜山地育幼兒院青少年合唱團應聯會邀請在本堂演唱。Taiwan Aborigines Choir was invited by the SLCCA 

to perform in St. Louis at our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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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 第二届聖路易基督徒青少年營，由本會年青人為 6 至 12 年級的亞裔美國青少年舉辦。2
nd
 annual Christian 

Youth Camp of St. Louis was sponsored by the young people of CCC for the area 6th-12th grade Asian-American 

youths。  

8/18   -- 信望愛團契在教會舉辦迎新會並供應午餐。FHL fellowship hosted a new student welcome luncheon party at 

church。 

8/19   -- 新任蔡炎康關懷傳道就職典禮。Installation ceremony of Vincent Choi as a new Care Minister 

    -- 聯合禱告會。All-Church Prayer Meeting。 

9/2    -- 秋季中文成人主日學開始，慕道班(如此我信)老師蔡炎康傳道﹔基礎班(系統神學)老師黃德牧﹑杜茵﹔新約

班(希伯來書)老師鄧明奇﹑梁才﹔舊約班(士師記)老師張寧﹔ Fall quarter Chinese Adult Sunday School 

commenced。 

     -- 四年級兒童開始參加成人英文崇拜,使父母能與他們一起敬拜神。4th graders (and above) starts attending 

worship in the main sanctuary in order to have their families worship together with them。 

9/7    -- AWANA 兒童事工秋季班開始。AWANA Fall session started，for children three years old through 5
th
 grade。 

9/8    -- 第三期八週個人傳福音訓練開始。The 3
rd
 session of Personal Evangelism Training commenced。 

9/9    -- 周孔道牧師追思禮拜，周孔道牧師為本教會第一任全職牧師，於八月二十七日安息主懷，享年 78。Memorial 

Service for former Pastor Kong-Tao Chiow who was the first full time pastor of this church had rested with the 

Lord on 8/27，he was 78。  

9/12   -- 恩言善導查經，查考“利未記 ”，杜茵姊妹帶領。“ Precept Upon Precept”  Bible study - “Leviticus” led by sister 

Eing Wong。 

9/15   -- 社區聯誼會(燒烤園遊會),包括交誼﹑户外遊戲活動﹑晚餐等。 Friendship Festival - BBQ，outdoor games，

ventriloquist show，fellowship etc。   

9/28-30  差傳年會，主題為〝福音為中華〞，講員為陳騮牧師。Mission annual Conference with the theme of “Gospel for 

Chinese”， Rev. David Chen was the speaker。 

10/1   -- 英文事工更名為「活水」。English Ministry has changed name to "Living Water"。   

10/14 -- 周牧師於第三堂中文崇拜中舉行嬰孩祝福禮。Pastor Chou administered an infant and children (ages 0 to 3) 

blessing ceremony in the 3
rd
 Chinese service。 

       -- 周牧師主持有關教會宣道事工之研討會。A discussion session lead by Pastor Chou to discuss visions and 

strategies in spreading gospel in St. Louis area。 

10/21  -- 聯合禱告會。All-church prayer meeting。 

      -- 秋季會友大會通過明年度預算﹑董執事提名委員會等事項。Fall members meeting confirmed the 2008 

church budget，the members of the trustee and deacon nomination committee etc。 

10/26-28 聯會佈道會於本堂舉行﹔主題〝天人之間〞，講員為“遊子吟”作者馮秉誠牧師 SLCCA Evangelistic Meeting 

was held at this church，the speaker was  the author of  "Song of a Wanderer"  Pastor Bincheng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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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 豐收節。Harvest Party for young children。 

11/10  -- 秋季大掃除。Fall Church Cleaning。 

11/23  -- 感恩節特別聚會，有讚美詩，感恩幻燈片播放及弟兄姐妹的見證回顧神在今年中的施恩。Thanksgiving 

program including congregational singing，slide show and testimonies from brothers and sisters。 

12/2   -- 冬季中文成人主日學開始，慕道班(如此我信)老師魏寶偉﹔基礎班(系統神學)老師黃德牧﹑杜茵﹔舊約班(衪

賜給我們先知)老師劉鉞﹔新約班(使徒行傳)老師王衛民。Fall quarter Chinese Adult Sunday School 

commenced。 

      -- 成人詩班參加  Sherwood 浸信教會聖誕歌曲之演唱。Adult choir took part in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Christmas Service at Sherwood Baptist Church in Crestwood。 

12/9   -- 冬季洗禮，7 位弟兄姊妹受洗見証主恩﹔他們是王曉卓，曹江，戴正祥，呂彩妹，王冠球，許帥，孫巍紅。

Winter baptism for seven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are Michelle Wang，Cao Jiang，Tai Zeng Shawn，Lu Tsai 

Mei，Wang Guan Qui,Matthew Xu，and Sun Wei Hong。 

12/16  -- 建堂委員會面試三家建築設計所。The Building Committee interviewed three architect firms for the future 

building expansion project。 

12/21  -- 聖誕節特別聚會，成人詩班獻詩“彌賽亞” 中的“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及信息，重溫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Christmas service with choir special presentation - 〝An Infant Was Born for Us〞from〝Messiah〞，and Pastor 

Manning’s message of Emmanuel “God With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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