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聲 2009-2010                                                                                                                          Voice of Adoration 2009-2010 
 

1 
 

目 錄 Table of Contents 
 

牧 者 心 聲 

 我的同工提多, 路加, 和提摩太 周 宇 定  牧師 3 

 A Decade of Compassion (十年情，憐憫心) Pastor   Mark   Manning 4 

 It’s All about Grace (全 是 恩 典) 蔡 炎 康  牧師 6 
 

成 人 主 日 學 分 享 

 成人主日學 “基督徒屬靈生活操練” 靈修默想分享 (上) 9 

 靈修讀經默想的特色(鄧明奇) 9 

 親近神的喜樂 (梅朗心) 11 

 不如意中的喜樂 (王藝) 12 

 如何面對各樣的挑戰? (閔嘉源) 14 

 被神管教的福氣 (王藝) 15 

 脫離論斷的試探 (閔嘉源) 16 

 人的天性與罪性 (許晶) 16 

 仇敵就是自家人? (李海濤) 18 

 神所揀選的禁食 (閔嘉源) 18 

 詩篇選讀匯思 (吳宏為), 詩篇的特色 (謝惠生), 20 

 詩篇的回映 (袁化冰), (顧新), (廖偉), (陳燕) 21 

 (陳玉卿), (葉隆吉), (謝惠生), (劉穎), (陳安) 22 

 (吳宏為) 23 
 

感 恩 見 證 

 你 相 信 神 蹟 嗎？ 李 玉 梅 23 

 2009  感 恩 見 證 劉 敬 霞 25 

 感 恩 見 證 黃    磊 27 

 我 的 信 主 經 歷 齊 立 程 41 

 回 圈 的 羊 湯 昌 潔 44 
 

春 季 受 洗 見 證 

 單 純 的 信 靠 李 佳 欣 45 

 美 好 的 新 生 命 翁 玉 霞 46 

 我 願 意 信 主 王 道 慧 48 

 受 洗 見 證 鄭    陽 51 
 

夏 季 受 洗 見 證 
  

 My Faith in Jesus Christina Yuan 53 

 神 的 恩 典 張 萬 斌 54 



崇聲 2009-2010                                                                                                                          Voice of Adoration 2009-2010 
 

2 
 

 全 心 信 靠 神 王 素 雁 54 

 跟 隨 耶 穌 劉 榮 碧 55 

 神 是 愛 的 源 頭 周 賢 智 56 

 Trust God with My Life Jeanne Yuan 57 

 認 識 真 神 餘 荷 仙 58 

 聽 禱 告 的 神 吳 增 鎖 59 

 認 識 罪 崔    瑩 60 
 

冬 季 受 洗 見 證 

  

  

 做 神 的 兒 女 張 方 翠 旂 61 

 神 是 愛 朱 麗 君 61 

 漫 長 的 信 主 之 路 莊 起 良 62 

 不 再 孤 單 段    靜 64 

 認 識 罪 李 水 清 65 

 平 安 喜 樂 的 心 謝    堯 65 

 愛 的 真 諦 竺 傳 美 66 

 神 所 預 備 的 道 路 齊 立 程 67 

 為 我 敞 開 的 那 道 門 徐 靈 豪 68 

 認 識 真 理 王 肖 潔 68 

 神 的 恩 典 朱 婉 珺 69 

 大 能 的 神 陳    川 70 

 神 愛 世 人 劉    楠 71 

 神 不 撇 棄 我 佟 志 偉 72 

 做 神 喜 悅 的 事 張    淼 73 
 

天 路 歷 程 

 為癌症而感謝神 -- 何世川弟兄專輯  74 

 寫給我愛的一對夫婦  田 玉 泓 92 

 贈世川，小萍 劉 建 文 93 

 贈世川 劉 建 文 93 

 贈世川，小萍 鄧 明 奇 93 

 囘贈 明奇、建文 何 世 川 94 

 贈世川, 小萍 劉 穎、 葛 書 94 

 贈世川：生 日 快 樂 鄧 明 奇 94 

 贈世川：生 日 快 樂 魏 寳 偉 95 

 贈夫君：生 日 快 樂 曾 小 萍 95 

 靠 主 得 平 安 田    玉 95 

 再 見 ,  聖 路 易 老    姚 99 

 寬 恕 別 人 , 寬 鬆 自 己 王 道 慧 107 



崇聲 2009-2010                                                                                                                          Voice of Adoration 2009-2010 
 

3 
 

牧 者 心 聲 

我的同工提多, 路加, 和提摩太 
 周宇定 牧師 

 

    提後 4:9-12  你要趕緊的到我這裡來。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往帖撒羅尼

迦去了，革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撻馬太去，獨有路加在我這裡。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

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我已經打發推基古往以弗所去。 

 

    這段經文是保羅在羅馬監獄中寫給他屬靈兒

子提摩太信中的一段內容。保羅雖因信仰身受拘

禁，但蒙神憐憫，在牢中，仍有一些基督徒願意

和他同住同工。在這幾節經文中，保羅提到一些

同工因不同原因已離他而去，有的是貪愛現今世

界，例如底馬，有的卻是因特別差遣而離開保

羅，例如提多和推基古。保羅信上也提到路加，

他一直忠心地在保羅身旁與他同工。保羅也指望

提摩太快快回來，不但提摩太自己，還有多年不

在一起同工的馬可都能早日回來。 

 

    保羅在這幾節經文對他身邊同工的進進出出

的描述，我感覺，如同過去十年中， 我們教會會

眾的一個縮影。如果我們拿起一份五年前的教會

電話通訊錄和現有的相比，我們會發現， 許多

“ 老人” 都離開了。即使不談五年之間的變

化，就拿去年的通訊錄，也有不少弟兄姊妹在過

去的半年一年中搬離了聖路易。我想到單單 2009

年左右就有好幾家在教會 30年的老同工因退休而

搬到遠方。在給一位老同工的臨別祝福中，我提

到神在他家及我家 30年來的祝福。 我也誠實地

向他們說到我心中的感慨， “如果彼此不努力，

刻意地去安排的話，下一次見面真是不知何

時。”但不論如何，我們

都感謝神，在人生短暫的

年歲中，神讓我們能在一

起同心服事這麽多年。即

使地上不再見面，天上的

相聚是一定的。 

神帶提多和推基古離開，但他也要帶提摩太及馬

可回來再和保羅同工。在去年一年， 我也看到有

好幾對弟兄姊妹在離開教會一陣子之後，又再次

回到了教會。他們像回到了家， 不但大人，還有

小孩，很快地就和其他的弟兄姊妹融成一片，不

分彼此， 他們也很快地找到服事的崗位。我為我

們能再度同工感謝神。 

 

    在同工們相繼離去，而提摩太還沒回來之

時，保羅說到，“獨有路加在我這裡。” 保羅的

心是孤單的。當然他知道在任何情況下，神都與

他同在，但一些老同工的離去，不可否認地紿保

羅帶來某種程度的傷感。然而，體會人心的神，

把路加留在保羅身邊來繼續服事保羅。這點也使

我想到，我何等有福，在過去這十年，在這麽多

弟兄姊妹的進出之下，神安排了更多的路加繼續

留在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與我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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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絕不配與當時的保羅相比。 唯一與他相仿

的是， 我現在的年紀和他寫這封提後的年紀相差

不多。保羅在寫完此信不久，相傳就為主殉道

了。神何時召我回家， 我不知道。但願我常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 和現在在教會的諸位路加和將來

要回來的諸位提摩太和馬可一起同心，忠心地服

事神所交託我要牧養的教會，來擴展他的國度。

 
A Decade of Compassion 

 Pastor Mark Manning 

    The summer of 2009 marke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our Church’s Navajo Mission – a one-

week ministry in a remote area among a tribe of native Americans.  We can give thanks to Go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compassion, and to help make disciples where “the harvest is 

abundant,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Matt 9:38) 

 

    It started in the year 2000 when in answer to 

prayer we found this small isolated Navajo 

Church which was looking for a team of 

helpers to come in the summer to lead a 

Vacation Bible School ministry.  Twenty of us 

travelled to this little “village” at a place called 

Hardrock, Arizona, where we had the privilege 

to teach the Word of God, conduct VBS, and 

help make disciples among a poor and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 
 

    We were thrilled that the Navajo Hardrock 

Community Church invited us back the next 

year, and then every year since!  The VBS 

ministry expande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as 

our ministry team grew in number, as more 

vans were used to transport children, and as 

more Navajo teens and adults participated.  

A very special event occurred in 2004 when 

Navajo Pastor Albert Nez and his family were 

able to visit our congregation here in St. Louis.  

Pastor Nez presented a special gift to our 

congregation:  a small rug, hand-woven by 

Pastor Nez’s mother, made of wool from their 

sheep.  You can view the rug as it now hangs 

in our Church foyer.  
 

    The Navajo Mission ministry has multiplied 

through the years so that 4 separate programs 

developed for Preschool, Children’s VBS, 

Youth, and Adult.  There is now a solid and 

affectionate bond between our ministry team 

members and the Navajo people at Hardrock.  

This is gracious work of God from start to finish. 
     

    Let us give thanks for what God has done, 

and let us pray for ongoing ministry and 

spiritual fruit among the Navajo.  Let us also 

pray that the 

Hardrock 

Community Church 

will grow steadily, 

both in numbers and 

spiritual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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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情，憐憫心 
 明麥克 牧師 

    2009年的夏天是我們教會『納瓦胡短宣』的整整十個年頭。這是每

年為期一週，到一個僻遠的地方﹐對美國本土的納瓦胡族印弟安人所展

開的宣教事工。 我們感謝神讓我們有機會表達我們的憐憫﹐同時在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太9:37】的地方幫忙造就主的門徒。 

 

    那是在十年前的2000年﹐神回應我們的禱

告﹐讓我們發現這個遠離人群而又規模很小的

納瓦胡教會正需要有一群同工﹐可以幫忙他們

帶領暑期聖經班。 那時我們就動員二十個成員

飛到亞裡桑那州一個名叫硬岩的小村落。 我們

有幸能在那裏教導神的話語﹐帶領暑期聖經

班﹐而且在這荒僻貧瘠的村落裏幫忙裝備神的

門徒。 

 

    在第二年裏，我們極其驚喜的得知納瓦胡

硬岩社區教會再度邀請我們回去幫忙。不僅如

此﹐第三年﹐第四年„接下去的每一年他們都

邀我們前去。 我們早期所開闢的暑期聖經班事

工成長得很快﹐我們去的人數增多了﹐有更多

的車子用來接送兒童們﹐也有更多的納瓦胡青

少年和成年人參與了聖經班。 

 

    在2004年﹐納瓦胡的牧師阿伯特‧尼茲和

他一家特地前來拜訪我們聖路易華人教會。尼

茲牧師送給我們一件很特別的禮物﹐那是一塊

由尼茲牧師的母親用他們所養的羊身上的毛所

親手織成的羊毛氈。 這塊小羊毛氈現在就掛在

我們教會的走廊裏﹐大家可以看到。 

 

 

    納瓦胡的短宣事工經過這許多年來的努力

拓展了很多﹐先後已成立四個不同的班級以針

對不同的需求﹕學前班﹐兒童暑期班﹐青少年

班和成人班。 如今硬岩社區的納瓦胡民眾和我

們的同工之間已建立起一種堅固親密的關系。 

這的確是神自己所做的奇妙工作，從開始到末

了。 

 

    讓我們爲此而感謝神所做的一切﹐讓我們

為納瓦胡的宣教事工能夠持續進行和聖靈果實

的成長來禱告﹐也讓我們為硬岩社區教會的人

數和靈命能夠穩定成長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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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ll about Grace 

 Vincent Choi 

    At that time when I was about to serve in the church as a minister I consulted a brother who has 

been a church pastors for some years. He gave me some good advices on how to do ministry and 

how to deal with people. At the end of our conversation I asked him: “If there is one last advice you 

would give to a rookie minister like me what would it be?” With a short pause he added: “Don’t forget 

to treat people with grace. Don’t ever forget that.” How practical and fundamental that advice is! 

 
 

    From then on I made up my mind that if 

there is 

anything I hope 

people with 

whom I 

encounter will 

remember 

about me it is 

the fact that I 

am a person 

who mirrors 

God’s grace. My constant morning prayer is 

somewhat like this: “Lord, make me a channel 

of your grace. Show me the people who need 

your grace today.” 

    That reminds me of Jesus’ parable on the 

workers in the vineyard as recorded in 

Matthew 20:1-16. In the story landowner took 

the trouble to recruit workmen from the 

marketplace at 6 a.m., 9 a.m., noon, 3 p.m. 

and even 5 p.m. He invited those who were 

standing around at 5 p.m. to work for him not 

because he was short of hands but simply out 

of a gracious heart. At that time many people 

worked “temp jobs” on a day-to-day basis. The 

landowner knew that if a person remained 

unemployed that day there would be no way 

for him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for his family. 

The parable comes to a shocking conclusion 

when the workers received the same pay 

whether they worked for one hour or the whole 

day. Those who worked long hours grumbled 

at the landowner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deserved a bigger paycheck than those who 

worked less. In his response the landowner 

stressed the salary depends not on the time or 

effort each workman contributed but on the fact 

that he was a man of grace. 

    Of course if you read the context of the 

parable you would understand that Jesus was 

trying to illustrate the truth that one enters the 

Kingdom of God not by his labor but rather 

solely on God’s grace. 

But as a personal 

application God uses 

the story to remind me 

that a child of God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his grace toward 

others. Recently I wr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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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ail to a new believer who did not show 

up on a particular Sunday. My whole intention 

was to understand if this person was sick or 

had some need. To my surprise this person 

replied me by confessing how wrong it was to 

stay up late on Saturday night and not to come 

to Sunday service and promising never to do it 

again. I felt bad for playing a stern father. 

Therefore I explained that we come to worship 

God not because we are obligated but it is an 

expression of our love to God who saved us in 

Christ and who deserves our adoration. 

    One may ask: if Christians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grace does it give others a free 

license to sin? The Apostle Paul’s answer to 

that in Romans 6:1 is an emphatic “no!” One 

who truly appreciates grace will dare not to 

abuse God’s grace. God shows us His grace 

by sending Jesus Christ to die on the cross to 

redeem u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But how 

can God be gracious and just at the same time? 

The answer is that one of God’s other virtue is 

patience. Pastor and author Max Lucado puts 

it this way: “God loves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but He refuses to leave you there.” Well put! 

To show grace is not to condone sin but rather 

encourages repentance and gives room for 

spiritual growth. In a performance-oriented 

culture we can wrongfully motivate people by 

guilt in the church by producing the “have-to” 

Christians – you have to do devotion, have to 

attend church meetings, have to offer one-

tenth of your income, hav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non-believers because you have not done 

enough, and the list goes on. Instead, if we 

motivate people by grace we help people see 

who God is, what He has done in Christ on our 

behalf and who we have become as a result of 

it by faith. As people of our gracious Lord let us 

demonstrate His grace to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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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是  恩  典 
 蔡炎康 牧師 

    在即將開始在教會事奉做傳道人時，我曾請教於一位在教會服事多年的弟兄，他給了我許多在待人

處事上的好建議。記得在我們談話接近尾聲時，我問他：「對我這個新手，還有什麼忠告沒有？」他停

頓了一會兒，說道：「別忘了以恩典待人，切記！」這是個多麼實際又中肯的忠告啊！ 

 

    從那時起，我決定給和我接觸過的人留下

一個印象：我是個反映出神的恩典的人。而我

每天晨禱的內容也經常是這樣求的：「主啊！

使我成為禰恩典的導管，求禰今天讓我看見需

要禰恩典的的人。」 

 

    我想到記載在馬太福音廿章 1-16節，主耶

穌所說葡萄園的比喻。比喻中葡萄園的園主不

厭其煩地分別在早上六點、九點、正午、下午

三點、甚至傍晚五點到市上雇工人。他在傍晚

請那些還在市上閒站的人進葡萄園工作，並不

是因為他還缺人手，實在是出於他仁慈的心

腸。在那時代，許多人每天都要找臨時的工作

來糊口。家主明白若有人那天不工作，他和家

人的晚餐就沒著落了。那比喻有個令人極為驚

訝的結尾，所有的工人不論工作時間長短，竟

都得到了相同的酬勞。那些工作最長時間的工

人就埋怨家主，認為他們應該得到較高的工

資。家主的

回應則是，

他是憑他的

恩典決定工

資多寡，而

非雇工工作

的時數。 

 

    神的國是按照主的恩典，

而不是以人的功過來衡量獎賞

的。對我個人的應用而言，神使用這段故事提

醒我，作為神的兒女，待人應帶著祂恩慈。最

近，我寫了封電郵給一位主日沒出現的初信

者，我的本意是想知道他是否病了或需要一些

幫忙。出乎我意料的，他竟向我認罪說到禮拜

六熬夜以致主日不能聚會是多麼不應該，又保

證自己下不為例。我很難過自己好像個嚴厲的

父親，於是我向他解釋我們敬拜神不是盡義

務，而是一個對神出自內心真誠的愛的表達，

因神在基督裡拯救了我們，祂配得我們的崇

拜。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基督徒太強調恩

典，是否給人隨意犯罪的許可證？」使徒保羅

對這質疑的回答記在羅馬書六章 1節是個斬釘

截鐵的「斷乎不可！」。一個真正體會恩典的

人是不會濫用神的恩典的。神藉祂的獨生愛子

耶穌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在十

字架上，向我們顯明祂的愛。但祂如何兼具慈

愛和公義呢？答案是──神屬性中還有「忍

耐」。作家 Max Lucado牧師銓釋得好：「神按

你的本相愛你，但祂不會讓你原地踏步。」恩

典不是姑息罪，而是鼓勵人悔改並給予屬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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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空間。在這個成就掛帥的文化裡，我們在

教會中可能會

不自覺地以罪

咎感來激發

人，製造了一

批「必須」的

基督徒──你

必須靈修﹑必須參加教會聚會﹑必須什一奉

獻﹑必須向人傳福音，因為你還做得不夠，還

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必須」。相反的，讓我們

以恩典來鼓勵人；幫助他們認識神、明白神藉

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工作，並見證我們的生命

因祂而產生的改變。既身為恩典之主的兒女，

讓我們彼此以恩慈相待。

 

成 人 主 日 學 分 享 

成人主日學 “基督徒屬靈生活操練” 靈修默想分享 (上) 

    編者按：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成長指從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漸次轉向以耶穌為中心的生活。

健康的屬靈生命成長需要三大支柱，其一是神的道，即正確教義的教導與領受；其二是個人經

歷；其三是屬靈生命的實踐，即在生活中順服真道的操練。許多信徒的靈命有失衡的現象，如

只注重教義或只講求個人經驗等。然而，要使信徒靈命長成滿有基督的身量，在跟隨主走天路

的歷程中站立得穩，這三大支柱是缺一不可的。從 2009年 9月開始的“基督徒屬靈生活操

練”主日學旨在鼓勵弟兄姐妹們將屬靈知識應用於每天的生活中，在個人的經驗中體會到神的

同在與帶領，並激發更大的屬靈渴慕。提摩太前書說“要棄

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

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

的應許。”以下文章為參與該主日學的弟兄姐妹們在屬靈生

活操練的一個重要方面-靈修默想上的分享。  

 

靈修讀經默想的特色 (鄧明奇) 

    靈修是指分別一段時間與神親近，目的是建立與神的親密關係。靈修中的讀經默想獨具特色。以下

為本人過去嘗試中所領受靈修讀經的特色，與大家分享共勉。 

 

    特色之一在“禱”：即以禱告的心，渴慕

領受的心來讀。如果心思飛越如平原走馬，不

易有領受。因此可借助禱告或讚美，來安靜自

己的靈，預備自己的心。可以這樣禱告:神啊，



崇聲 2009-2010                                                                                                                          Voice of Adoration 2009-2010 
 

10 
 

求你借今天經文開啟我，使我更多認識你，認

識自己的光景，也願照你話語去行。 

 

    特色之二在“慢”：即非常緩慢地，一字

一字地來讀，甚至是幾節經文反復來讀。我的

體會是，出聲讀會很有幫助，可以更容易控制

速度，也能避免心思遊蕩。 

 

    特色之三在“開”：即以完全開放的心來

讀。此時讀經目的不是為瞭解經，而是聆聽神

要說的話，因而毋需分析經文的章法結構，文

句特色等，而是留意自己的內心感受。 

特色之四在“想”：即讀到某一句經文內心有

特別共鳴感受時，停止閱讀，進入默想。思索

這句話或其中的一些字詞

(如 “凡”， “若„必”，“當„就”„)

對你的意義,使所讀經文與自己聯繫起來。默想

中若心思不能集中，可通過禱告或詩歌再次安

靜。 

 

    特色之五在“行”：即在明白神借這節經

文向你顯明心意後，思考如何將這節經文應用

在自己生活中，或正在/將要面臨的事情。這

樣，所讀的經文就活了。 

 

    下麵以雅各書 4:1-

10節為例說明。這一段

經文，不同的人來解經不

會，也不應該有多大差

別，但 不同的人靈修卻

會有炯然不同的領受。 

 

    經文：1 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裡來

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欲來的嗎？2

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

毆爭戰，也不能得。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

不求。3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

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4 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哪，

（淫亂的人原文作淫婦）豈不知與世俗為友，

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

就是與神為敵了。5 你們想經上所說是徒然的

嗎？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

妒嗎？6 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

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7 故此你們要順

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

了。8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

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

潔你們的心。9 你們要愁苦，悲哀，哭泣。將喜

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悶。10 務要在主面前

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 

 

    1) 對於正經歷服事上與同工不合一，或

是工作生活中與人利益衝突而內心沒有平安

的：4:1節很可能提醒生活中這些掙紮與衝突是

否緣於自己的私欲，從而願意為著榮耀主名而

克服自己的私欲，追求與人的和睦。 

 

    2) 對於正經歷屬靈低谷，感覺禱告沒有

力量，或認為神不回應禱告而懷疑禱告果效

的： 4:2-3可能提醒自己要更多尋求禱告，從

而願意在禱告上更加恒切，也反思禱告的動

機，學習按神的心意禱告，期盼禱告的事情按

神的心意，而不是自己的心意成就。 

 

    3) 對於正疑惑生活中某些決定，不清楚

某件事該做還是不該做的：4:5可能警誡，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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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邪恨惡的神，有些事情雖符合世界的潮流和

習俗，也能滿足人們的期望與愛好，卻不是神

所喜悅的，從而能在作出相關決定時更有確

據，更加堅定。 

    4) 對於正因一些成績而自喜，或是因某

些原因落入對人的論斷，或因人的評價/論斷而

沒有喜樂的：4:6可能提醒自己所成就的和所擁

有的都是神所賜，更該有感恩的心；自己所能

做的，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從而願意停止對

人的論斷，也願意接受別人評論中合理的部

分。 

 

    5)對於正感覺自己的基督徒生活相當失

敗，常常勝過不了罪惡試探，或感覺神與自己

沒有直接關係的： 4:7-8可能提醒與神親近是

過得勝生活的必要條件，與神親近是神對我們

的期望，也有神 美好的應許在裡面。從而願意

在以後生活中更多與主親近，從神得到智慧，

力量，信心，和勇氣，勝過生活中可能遇到的

試探和挑戰。 

 

    6) 對於正因為自己生活中的不聖潔而覺

得不配神的恩典，逐漸遠離神，或是在罪中而

不自知的：4:8-10可能提醒要看到自己的罪和

不義，並為此而憂傷痛悔，也相信當我們悔改

認罪時，神會在 基督裡赦免我們的罪與不義，

從而願意為自己顯現的和隱而未現的罪而悔

改，重修與神的關係，和與人的關係。 

 

    上面所述是靈修默想這段經文時可能帶給

我們的提醒，鼓勵，勸誡。即使同一個人，不

同的時候默想這段經文，也會因當時的屬靈情

形而有不一樣的得著與領受，給當天/以後生命

帶來不一樣的改變。希伯來書 4:12說“神的道

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

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

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如果

我們有固定的靈修生活，在“想”的基礎上有

領受，並願意在“行”的方面有操練，我們的

生命就能在主的裡面一點一點被改變，更有主

基督的樣式。 

 

09-21-2009: 彼得前書 1：3-9 親近神的喜樂 (梅朗心) 

    夜靜時分，耳邊飄蕩悠揚的聖樂，手上捧

讀神的話語，呀，好久以來所沒有的安詳，好

久不曾有過的憩息，好久沒有這樣與天父如此

親近了。天父，你一定很想念我，因為我是你

所珍愛的，你一定早在等候我來到你的面前，

因為你願意與我相親。 

 

    昨天一位姐妹對我說她在生活中感受不到

神的存在，也感受不到神對她的愛。我們一起

查考了詩篇 139篇和羅馬書 8章，我多麼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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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確信這樣一個亙古不變的事實：神就是

愛。只要我們接受了神的救恩，就沒有什麼能

夠再將我們與神的愛隔絕，即使我們自認壞到

了極處。 

     

    今天所讀的彼得前書第一章則讓我領受了

更多：我們在基督裡有盼望，而且這盼望是生

動的，活潑的，也就是能給人帶來生命的活力

的！好奇怪啊，為什麼我常常感受不到這一點

呢？是不是忘記神已經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

業呢？或者是沒有將這天上的基業當成至寶

呢？我真是個守著滿室珠寶向天哭窮的可伶蟲

啊！想一想，神不但應許我們將來要承受“末

世要顯現的救恩”，就是現今的每一天也以能

力覆庇我們，保守我們。既然知道“因信蒙神

能力保守”，為什麼我不去禱告祈求神的能力

呢？再說，還有什麼比“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

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更為重要呢？

還有什麼比得著“天上”的基業更令人歡暢喜

樂呢？作為基督徒，我們真是太蒙福了。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親愛的

天父，親愛的主，我願意更多地愛你。然而，

我自以為愛你，卻常常愛不出來，因為我甚至

都不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愛。求你指教我，讓

我知道如何地來愛你，也如何的去愛身邊的

人。 

 天父，謝謝你讓我今天晚上與你渡過一段美

好的時光。在你的裡面真的很享受。我渴望與

你交流。渴望與有高品質的時間，渴望與你同

在，渴望聽到你的聲音(天父，見不到你的面，

聽你的聲音真是好難啊！)我知道心中的這份渴

慕來自於你。求你繼續幫助我，指教我。我願

意有更多的靈修時間，我願意堅持每週寫至少

兩次靈修筆記。現在我要開始課程作業了，神

啊，求你幫助我，你的智慧與能力和我同在。 

 

    哦， 父神，期待與你的再次相會。

 

10-02-2009: 腓立比書 4：4-7 不如意中的喜樂 (王 藝) 

    最近我經歷了許多不如意的事情。我去參

加夏令會，結果車子被拖走，花了 300塊錢才

弄回來。我收到了兩張罰單，一張是因為不該

U/turn的時候轉了，另一張是因為紅燈時沒有

停住。這還沒完，我駕照路試又沒過，只剩下

一次機會了。 

 

    曾經有位姐妹向我分享過她身無分文的境

況。當我聽到她分享“身無分文”的時候，我

向神禱告不要讓我經歷同樣的試煉。我又問自

己，若那樣的事情真的發生在我身上，我會怎

麼反映呢？我會懷疑神對我的愛嗎？我會埋怨

神嗎？我會從此不愛神嗎？我都不敢繼續想下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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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我的銀行戶頭上只有一塊五毛四

分。我是不是很擔心害怕呢？令我驚訝的是，

沒有！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甚至覺得知

道原因並不重要)，神要給我這樣的艱難時刻

(對我來說，這真是人生中第一次)，但我的心

中滿有平安！我真的不計較那些損失的，因為

我只是一個接受託管的，賞賜的是他，收取的

也是他，我的心不會為世上那會朽壞的財富而

殫精竭慮。我沒有感到恐慌，因為我知道我的

保障在哪裡：不在於銀行戶頭上的數位，而在

於愛我的天父。我也不去抱怨神把這樣多煩心

的事情放在我的生活中，因為最近我越來越清

楚的感覺到，神看我不再是一個小孩了，他陶

造我，對我越來越嚴格。 

 

    想到這裡，我甚至高興起來，我們常說，

神給我們的難處不會超過我能承受的，那麼這

一次，神對我有信心，甚至在我自己都沒有信

心的時候。我知道要凡事謝恩，要喜樂。“應

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借著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人出人意料

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

念。”我感謝神，在經歷到生活中很不情願的

一些事情時，引導我的內心深處，開始切實的

體會到腓立比書 4：12“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

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饑餓、或有餘、

或缺乏，隨事都在，我都得了秘訣。” 

 

    在這樣的艱難時刻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是

我們的心態。我總是想起夏令會時馮秉誠牧師

分享的一個小故事。一個小女孩和媽媽在公園

裡散步，突然烏雲密佈，眼看就要下雨了，媽

媽拉著孩子就跑。當一道閃電劃過，小女孩突

然停下來，站著一動不動，仰起臉來，對著天

空的閃電，露出純純的笑容。媽媽問她，孩

子，你在做什麼呀，快跑啊，要下雨了。小女

孩指著天空對媽媽說，媽媽，上帝在給我們拍

照片呢！每次想到這個故事，我總是在問自

己，你的照片拍得怎麼樣？人生路上，在暴風

雨降至之時，神要看的就是我們的表情，我們

的心。我一直在問自己：上帝的底片上，你是

喜樂的，感恩的嗎？這一次，感謝主，我是。 

最近，教會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經歷一些人

生中的苦難。但是當我們知道“我們度盡的年

歲好像一聲歎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

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詩篇 90：9/10），不管是面臨重大的疾病，

還是失去工作等等，在永生的應許和屬天的喜

樂面前都是那樣的不值一提。在面臨人生當中

諸多試煉考驗面前，我們的表現對以後在神裡

面的永生會有永恆的影響，想到這一點，我們

就真是要“求你照

著你使我們受苦的

日子和我們遭難的

年歲，叫我們喜

樂”(詩篇 90：

15)。 

感謝主。他賜我們

出人意料的平安。 



崇聲 2009-2010                                                                                                                          Voice of Adoration 2009-2010 
 

14 
 

10-03-2009: 歷代志下 20：1-30 如何面對各樣的挑戰? (閔嘉源) 

    基督徒的屬靈生活和日常生活應該是密不

可分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們每天在遇到

各樣的挑戰的時候，應該如何面對呢，歷代志

下 20章的故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例子。 

 

    不可否認，當我遇到一些挑戰的時候，我

的第一反應是害怕。比如說學業上的論文，實

習做的項目，教會的翻譯服事等等，每次接到

新任務新挑戰時都會有一些猶豫，害怕的是自

己不能理想地完成任務。 

 

    在今天所讀的經文中，約沙法也有懼怕的

情緒，但值得借鑒的是他“定義尋求耶和

華”。作為猶大的屬靈領袖，約沙法也有正常

人的情緒，然而他明白如何去面對和處理這樣

的情緒，不是莽撞地依靠自己的聰明和血氣，

而是謙卑地帶領子民來到神面前禁食禱告，承

認自己的軟弱。他的禱告中先從讚美神的屬性

開始，回顧神之前的信實，抓住神的應許求神

開路。他說：“倘若禍患臨到我們，或刀兵災

殃，或瘟疫饑荒，我們在急難的時候，站在這

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聽而拯救，因為你的名

在這殿裡”。之後他向神說“我們的眼目單仰

望你”。這是向神承認人的有限，神的無限之

後，將挑戰向神交托，求神帶領的心志。神聽

禱告後的回應是“不要因為大軍恐懼驚惶，因

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不要恐懼，

也不要驚惶，明日當出去迎敵，因為耶和華與

你們同在。”當約沙法如此做，並將感謝和讚

美歸給神的時候，敵人被擊潰了。約沙法帶領

百姓再次用感謝讚美回應神的信實。 

 

    如果我要分析自己懼怕的心理，其中一部

分是不肯放下依靠自己的心。當想到的是依靠

自己，想榮耀自己的時候，就更害怕失敗之後

的沮喪。另一方面是對神的小信。神真的會與

我同在，為我爭戰嗎？也許神之前是這樣帶領

的，萬一這一次他不會呢？還有一方面是對自

己有恐懼心理的內疚。我信了主了，神所賜的

是剛強壯膽的心，那我為什麼還害怕呢？ 

 

 

    從歷代志之下的經文，可以看到其實恐懼

的心理是正常的，但是我們要正確地對待它。

要知道自己恐懼的是什麼：如果恐懼的是自己

失敗，我們向神承認自己的驕傲；如果恐懼是

因為小信，我們求神加添信心。然後用禱告來

到神面前，承認自己的軟弱，將自己的情緒交

給神，求神賜勇氣和信心面對前面的挑戰，為

我們爭戰。交托之後，盡

自己的本分去做，相信神同

在的力量。最後當神回應禱

告，成就我們所求的之後， 要

獻上感謝和讚美，要數算

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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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009: 箴言 3：1-12 被神管教的福氣 (王 藝) 

    這節經文讓我想到神應許給我們的祝福之

一，也就是被神管教的福氣。 記得小時候，

父母總是管我─在各樣的事上。我的態度呢？

正如 11節所說的，輕看並且厭煩。有時甚至與

他們的衝突會達到一種程度，我都不想同他們

說話。我父母常這樣對我說，“如果你是別人

家的孩子，我才不管呢。你看別人的父母也不

會來管你，因為你好不好跟他們沒有關係。因

為你是我們的孩子，我們才要管你，希望你

好。”我當然明白他們所說的這一切，但是卻

沒有那種和我心中的邪惡決裂的能力與自由，

我感覺是受到罪的捆綁。老實說，我的父母真

的都是很好的人，但我的性格偏偏像我的外公

─非常的倔強、驕傲、自我、愛論斷人、好像

全世界都欠我的。總的來說，心裡沒有平安。

我自己都絕望：親眼見到外公這一生每天跟自

己、跟別人過不去，在他身邊的人都被他傷害

得不輕，似乎我可以從他身上看到自己的未

來，也就是同樣痛苦不堪的一生。所以我很小

的時候就問父母，為什麼不在我出生之前徵詢

我的意見，看看我是否想來到這個世界。如果

有人這麼問，我一定說我不要來。 

所以想起我這樣一個自己都不喜歡的人，神卻

來愛我，他揀選我，改變我，救我脫離罪的捆

綁，我真的是不能不感謝主：若不是主改變

我，真不敢想像我活到現在外公的年齡，心靈

將要受多少折磨。我的父母也是看到我這麼大

的改變，感謝神替他們管教他們的孩子。這樣

的管教和我的改變讓他們相信，這一位神愛他

們的孩子，否則他怎麼會來扭轉我，徹徹底底

地改變我？  

 

    被神管教真是有福氣！因為“神管教我們

遠離惡事，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有聰

明”。感謝神管教我。雖然有時神的管教嚴

厲，但這讓我感到神是那麼的在乎我，花工夫

花心思來陶造我。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不要忘記我的法則。

（或作指教）你心要謹守我的誡命。”“不可

使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系在你頸項上，刻在你

心版上。”？詩篇 119：11說到“我將你的話

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是啊，主，我常常

就是對你說“聽我說，聽我說！”其實主也要

我們多聽他說。我常常在讀經的時候走神，三

心二意。我這樣對待神寶貴的話語，怎麼能做

到“不忘記”“刻在心版上”呢？真是虧欠了

我的主。 

 

    感謝主，透過這段經文，讓我知道要多多

讀經，與神交流，聽神的聲音，把神的話藏在

心裡。也是透過這段經文，我再次流淚感謝神

救我脫離罪的捆綁，讓我得享被神管教的福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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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2009: 馬太 7：1-6 脫離論斷的試探 (閔嘉源) 

    主耶穌的這一段教導非常嚴厲，在讀的時

候我很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混過去，因為不想

聯繫自己，因為知道自己很容易就犯這樣的毛

病。我們不應該論斷他人的原因有兩點：1)審

判人的是主，人沒有這樣的主權。2)神是公平

的，而人在論斷他人時會帶著自己的私心。這

樣的私心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驕傲。如同經

文中所講的，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卻看見他

人眼中的刺。其二是偽善：“容我去掉你眼中

的刺”，聽起來好像外表十分友好，是為著他

人的好處，內心卻未必純潔。 

 

    這一段嚴厲的話是主要針對對基督徒說

的。在團契，在教會的時候，因為與弟兄姊妹

們一起同工，在一起的時間會比較多。在這期

間自然會發現他人的優點，但也會發現他們的

缺點，會起摩擦，會有矛盾。所以關鍵在於用

怎樣的態度去面對這一切。當其他弟兄姊妹的

恩賜和優點被讚揚的時候，我會學習欣賞他

們？還是因為自己沒有這樣的恩賜而心懷嫉妒

呢？當產生矛盾的時候，我是思考自己在哪些

方面有虧欠，還是先將責任推給別人並挑他人

的毛病呢？當我知道用言語論斷是不合神心意

的時候，我是不是雖然沒有說出來，卻仍是在

內心論斷呢？出於人的罪性，我們可能常常會

作出後者的選擇，但是如果我任憑這樣下去，

就仍陷在罪的捆綁中不自由。若我因為這個緣

故無法去愛同為神兒女的弟兄姊妹，又怎樣去

愛未認識主的人，去愛不熟悉的陌生人呢？又

怎樣實踐出愛神愛人的誡命呢？ 

禱告：主耶穌基督，求你來潔淨我，赦免我在

驕傲，嫉妒，言語上的罪，求你來保守我的

心，讓我能被你改變，求我脫離論斷的試探，

能在你裡面有真正的自由。 

 

10-21-2009: 詩篇 73 人的天性與罪性 (許 晶) 

    讀到這一篇，心裡很多觸動。“我見惡人

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我思索怎

能明白這事，眼看實系為難”。人的天性裡有

一種罪，就是好與他人相比，尤其是誇大他人

的惡與不義，卻往往卻最小化，或者乾脆忽略

自己的不義。多少怨念因此而起，傷人傷己。

這一篇引起了我對自己學術研究和政治關懷雙

方面的聯想，並由此愈發渴慕神。 

 

    第一，人的“比較”天性在兒童甚至嬰兒

裡的顯現。我的研究興趣在於兒童的“文化習

得”，就是社會文化與人類認知機制的互動過

程。閱讀兒童發展的研究文獻，我就經常驚歎

于小孩子自然的自發的“比較”心理和行為。

一次和導師討論，講述我在今年暑假見到的讓

我驚歎的場景，只要提到一個同齡人的名字，

兩歲多的小孩就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和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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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要與之爭個高低；五歲的小孩在同齡人在

場的時候，為了贏得“面子”竟然可以克服自

己的恐懼心理爬上以前從不敢爬的高臺，即使

這個同齡小孩只是一個陌生人。人的“社會

性”那麼根深蒂固地刻在身體裡心靈裡的幽深

之處，多麼奇妙。與此相關的是對兒童“公

平”觀念的研究，小孩子生來就有尋求“公

平”的稟賦。所以這種“比較”的天性指向兩

個方向：向內，尋求依靠我們自己，無窮無盡

的“不平”和競爭；向外，尋求神依靠神，才

有真正的公義。就像這詩篇裡描述的一樣。首

先，人沒有權能來判斷他人的善惡，所以“心

懷不平”本身就是一種嫉妒心理，而嫉妒毫無

疑問根植於人的罪性。但是另一方面，大衛的

呼求讓我看到了人內在深處對“公義”的渴

慕，我想這種渴慕是神造人之初就刻在我們靈

裡的吧？“罪”與“公義”就是一個硬幣的兩

面：如何擺脫這種“罪性”以及它帶來的痛苦

憂愁？唯一可能就是仰望神，“以主耶和華為

我的避難所”，因為唯有神是公義的執掌者，

是神將對“公義”的渴慕放在我們靈裡。 

 

    與兒童發展相對照的，是社會政治的運

行。記得前些天我偶然讀到了一篇博客，《我

為何成為基督徒》，作者是一位 89以後定居美

國的華人律師。文章不是以作者的個人經歷為

主線，而是以摩西成長的故事。摩西的故事其

實就是人類全部歷史的縮影：人的罪性深入骨

血，不管是骨肉之間，同胞之間，還是族群之

間，都陷入了互相欺壓甚至殘殺的深淵，而且

只要人不低頭認罪，不仰望神，這種深淵就是

惡性循環，毫無出路。所以一切依靠“人世”

的社會改革，即所謂政治，都無法治本。我自

己也時常思考這些問題，但是未曾想到神苦心

的啟示，直到讀這篇文章，作者從希伯來原文

逐字論述，我突然認識到神的話語原來那麼深

刻和奇妙。 

 

此刻是晚上 10點多，外面在修房子，很

吵，但此時我心裡似乎有一種清晰潔淨的能

量。感謝主。我時常思考生命的意義，生命的

理想，求學這些年，峰迴路轉，隱隱感覺到冥

冥中一股力量的牽引，將我引向真理。讀慕安

德列的《內在生命》，有一句話讓我豁然開

朗：“什麼是人在地上所能看見，所能尋到最

重要，最偉大，最榮耀的東西呢？ 

只有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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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2009： 馬太福音 10：32-42 仇敵就是自家人? (李海濤) 

    初讀這段經文，有些疑惑。特別是讀到 35

和 36節：為什麼“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

人”呢？結合上下文，才明白其含義。第一，

第 10章是講述耶穌差遣十二門徒。對於門徒來

說，跟隨耶穌，廣傳福音的代價就意味著要與

父親，母親和家人生疏。第二，就像 37節所講

的，當愛父母，兒女過於愛主的，就不配作門

徒；這樣，自己家的人就成為仇敵，從而阻礙

跟隨耶穌的生命。 

 

    進一步思考，這段經文其實告訴我們怎樣

去經營一個家庭：一個家因該以耶穌為主。拿

夫妻關係來講，如果兩人都愛主，關係自然和

諧，穩固，因為耶穌成為他們的聯繫和紐帶。

相反，如果過分強調對方的追求，感受，這樣

的關係會常失去平衡，也會多很多計較和索

要。對子女的教育更是如此。父母的責任不是

鎖住自己兒女的一輩子在自己身邊，更不是盲

目的滿足兒女的要求；而是引導他們認識，接

受耶穌，讓主駐入他們的生命。

 

 

11-04-2009： 以賽亞 58：3-11 神所揀選的禁食 (閔嘉源) 

    每週二的早晨我都會去實習機構參加會

議，奇怪的是最近每週二都下雨。我還記起當

初向神禱告，非常想來這個機構實習，因為機

構很好，提供的諮詢輔導服務也有聲譽，而且

是主內的機構。但是參加一段時間下來，卻讓

我沒有動力想去。雨水不斷讓我情緒不高，會

議上討論的案例又讓我看見這個世界不完美的

一面。我這才發現自己曾經如此天真理想地看

待這個世界.當我看到

這個世界的痛苦，我卻

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不

知道我自己在其中的角

色到底又是什麼？重不

重要？比如說上周討論

的主人公在越戰中失去一條腿，現在另一條腿

也感染需要鋸掉，他的家人也孤立他，於是他

有很嚴重的抑鬱症。比如說兩周前討論的一對

夫妻，當初結婚前雙方愛得死去活來，結婚後

卻暴力相加。吸煙，酗酒，虐待等等，這些我

以前從來不考慮接近的人現在要成為我們的客

戶，我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也不知道我是否

能幫助到他們？ 

 

    來到機構一個月了，一直沒有到我手上的

案例，我也開始有些無聊了，想要勇敢地邁出

一步，卻萬事俱備，只欠客戶。令我矛盾的是

當我面對客戶，我又會不知所措。上周的禱告

會上弟兄姊妹的分享讓我思想到神是我們隨時

的力量和安慰。耶穌基督是策士，是全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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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士的英文是 wonderful counselor。我很感

激我有這樣一位神，我也覺得也許能做的是 先

為客戶禱告。 

    早上去機構前向神禱告，求神來供應客

戶，讓我有勇氣開始。禱告不長，甚至很短。

坐上公車後翻開聖經想打發坐車的時間，看到

以賽亞書 58：6-12。開頭講的是禁食。突然讓

我覺得很有 感觸。“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

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

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不是要把你的餅分給

饑餓的人，將漂流的窮人接到你的家中，見赤

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隱藏

嗎？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

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比在你前面

行；耶和華的榮光必做你的後盾。那時你求

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

裡。”神所喜悅的事不見得要驚天動地；體恤

他人的基本需要，並提供説明，可以是很有果

效的事工。有神的公義開路，神的榮光殿后，

難道還有比這更有能力的嗎？當我們所做的事

是合神心意，並禱告求他的幫助，他必應允和

引導。 

 

    “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

頭，併發惡言的事，你心若向饑餓的人發伶

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比在黑暗中

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耶和華也必時常

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

壯。你必像澆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

源。”在幫助他人的時候，神對我們也有要

求，就是將負擔卸給他，承認人能力的有限，

求神供應能力。不隨便論斷他人，態度謙卑，

言語有智慧。這樣神能使用我們成為所在環境

中的光。還記得在我準備社工申請的日子裡，

我靈修的也是以賽亞書，得到很多的鼓勵。在

寫申請材料的時候，我寫到“What I want to 

do is to bring sunshine to people who are 

submerged in darkness of their life.”(我

想做的就是給那些 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帶去光

明)。我現在才反應過來竟然與這段經文如此之

相似。我不否認我心嚮往這樣的良善，但是我

現在更體會到這句話背後所意味著的挑戰。然

而，神之後的應許是如此

的美麗。 

 

 

    我的臥房裡有一個畫

框，裡面裝著第 11節的經文。我之所以喜歡，

是因為這是一段寶貴的應許，也蘊含著我名字

的意義：神是我生命的美好泉源。要有“心滿

意足，骨頭強壯，水流不絕”的體驗，也許真

的需要經歷更多神，才能真正體會到這段應許

蘊含的恩典和祝福：神應許他的引導，他的供

應，他與子民生命的連結，並賜力量説明他們

成為世界上的光。默想後的禱告：天父，感謝

你今天給我的安慰和鼓勵，當我在面對這樣挑

戰的時候，求你讓我能禱告，從你那裡知道該

如何幫助人，如何將希望放在你的身上，而不

被這個世界的痛苦而絕望。求你幫助我在黑暗

中如何被你照亮，如何照亮他人。但願我能在

經歷中更明白神是我生命中美好泉源的意義。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而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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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選讀匯思 (吳宏為) 

    2009年秋季主日學，與主日學的弟兄姐妹

一起學習詩篇，教學相長，頗得激勵。期末許

多弟兄姐妹以“我的詩篇 23篇”或“讀詩篇的

心得”喜樂分享，同聲讃美神，結束一季的課

程。許多難忘的學習點滴，擇要與大家共用。   

 

詩篇的美麗 

    詩篇就如清澈的湖面，反映人心情緒變幻無窮的天空；它又像淙淙的溪流，匯集辛酸的眼淚，安慰

甦醒疲憊的心靈； 它又如和諧的樂團，奏出禱告和讃美的樂章。研讀詩篇幫助我們省察內心, 渴慕與神

的同在，以心靈去體會信仰的力量。 

當不知如何禱告時，詩篇教導我們合乎 神心意的禱告，經歷讚美的大能；  

當有困難作決定時，詩篇提醒我們 神知道我們的道路，祂以智慧能力引領我們；  

當心中沮喪，懷疑生命的意義時，詩篇教導我們如何從新得力；   

當心中滿了悲苦傷痛時，詩篇教導我們 神是我們的依靠和隨時的幫助；   

當心中充滿了憤怒,和痛苦時，詩篇幫助我們看到 神的顧念,祂擦乾我們的眼淚；   

當我們被罪惡感所擊倒，詩篇幫助我們經歷赦免，並有一顆饒恕的心。   

熟讀詩篇百五首，常聽神音心滿足，禱告讚美勤學習，重新得力樂陶陶。 

 

詩篇的研讀  

    詩篇第一篇 2，3節，“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

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告訴我們讀詩篇，讀神的話語要把握 3 H 

的要領:  思想 (Head),喜愛(Heart),遵行（Hand）。 

 

詩篇的特色 

    詩篇包含不同類型的詩體， 比如有律法詩，彌賽亞詩，禱告詩，讃美詩，哀歌，懺悔詩，咒詛詩，

上行之詩，智慧詩，哈利路亞詩，等等。詩篇第 1篇是詩篇的序言和基礎，它與詩篇 19，119篇合稱為

律法詩，都以神的話為主題，這三篇也顯明瞭詩篇文體一些主要的特色。“熟讀詩篇一一九，凡事不急

九一一。”同學們以詩篇同義平行的特色，藉“119”為詩，選其中數則如下： 

“詩篇主言語，篇篇動天地，一口口相傳，一朝悟主道，九州盡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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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似微言，篇篇旨意深，一語勸悔改，一章談救恩，久長天地心。” 

“詩篇如明鏡，篇篇鑒人心，一神天上看，一髪無所隱，久懷敬謹意。” 

“詩篇擅歌詠，篇篇頌揚主，一心求主道，一身為主用，九思主深恩。” （謝惠生） 

 

詩篇的回映  

期末同學們寫出“我的詩篇 23篇”回映所學所感，選錄如下： 

 

    耶和華是我的慈父，祂賜給我豐盛的慈愛和恩典。祂是我隨時的

幫助，智慧的源泉和一生的依靠。祂讓我得平安，喜樂和力量。祂教

導我，引導我，並為我指明前面道路的方向。在我得勝歡樂的時候，

祂是我的避難所，是我重新得力的山寨。在我面對試探的時候，祂的

慈愛四面環繞著我，使我靠著祂打美好的仗。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要一生一世跟隨祂，尋求祂，祂的翅膀永遠是我的保護。 

（袁化冰） 

 

    耶和華是我的指揮, 我的琴聲必悅耳悠揚。祂為我選擇精美的樂曲，使我的生命中處處是動聽的交

響；祂使我心靈復甦，引導我不斷向上。雖然我常聽到不和諧的音符，但我從不擔憂，因你與我同在；

你的指揮棒，總是引導我奏出完美的樂章。在充滿噪音的都市中，袮為我設置舞臺；袮讓我的心得平

靜，耳得愉悅，在袮的指揮棒下，我的演奏必輝煌燦爛。我的一生都有慈愛及優雅的音樂相伴，我要讃

美耶和華直到永遠。（顧 新） 

 

    耶和華是我的拯救，我必不至害怕。他將我環繞在他愛的懷抱，置我在平安喜樂中。祂使我靈時刻

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得勝路。我雖然行過群狼的居所，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話，

你的手都保護我。在我挑戰面前，你為我舉旗征戰，你用話語充實了我，使我的心懷滿溢。我一生一世

必有安樂恩慈隨著我，我且要覆蔽在耶和華的翅下，直到永遠。（廖 偉） 

 

    耶和華是我的依靠，因祂永不動搖。祂誰使我出母腹於荒年，卻將我安置到愛的

懷抱。祂將甘露滋潤我心田，又作我盾牌，有祂的愛環繞，我永不驚慌，煩惱。我要

像那谷中的百合，在春天綻放，聞那清心的芬芳，讃美造天地的主，因他的信實和美

意，使萬事互相效力，叫信他的受益。我且要定睛在主身上，全然交托，盡心守候，

因他的救恩，我才不被撇棄；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只因他與我同在。縱然世間

的一切都會改變，但主是不變；唯有祂才是我真正的依靠。（陳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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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是我心中的歌，我必不至失落。祂教我要常常喜樂，領我唱新生命的歌。祂的歌聲是涓涓溪

水，滋潤著我乾渴的心窩。我雖然行過荒原沙漠，也不怕寂寞，因袮與我同在；袮的杖袮的竿都鼓勵

我。在我困難面前，袮笑著對我說：“不要懼怕，要剛強壯膽，我們同唱一首天上的歌。”我今生來世

必有福分陪伴著我，依靠耶和華永遠快樂。（陳玉卿）   

 

    耶和華是我的守護者，我必不至害怕。祂將我帶到豐衣美食的地方，領我在自由法規的國度。祂使

我的仇敵遠離，賜給我的安全，引導我走向無恐懼的樂園。我雖然行過危險的路徑，也不怕遭受災禍，

因為袮與我同在；你的恩賜你的全能都安穩的守護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舉起盾牌，我用你的恩典

賜給我，使我享用無缺。我一生一世必有你的守護跟隨我，我要住在你的殿中永遠安全。（葉隆吉） 

 

耶和華是我的恩友，我必不至孤獨。他為我鋪設平坦的道路，帶我行走正確的人生他點燃我生命的亮

光，指引我天家的寶貴真道我曾有窮途末路的時候，也不會恐懼，因為旁邊有你同行；你的話，你的

笑，帶給我信心。當我被世人棄絕，你更與我親近。你豐富了我的生命，使我心頭充實。生生世世但得

你相伴，春去秋來的歲月裏必充滿歡笑，我願與你永不離。(謝惠生) 
 

    耶和華是我的引導者-  

在黑夜中，祂是我希望的光。在迷惘時，祂是我前進的方向。在苦難時，祂與我共同渡過。 

在喜樂時，祂在那裡為我歡呼。在安靜時，祂與我切切私語。在缺乏時，祂豐富的供應。 

在軟弱時，祂成為我的剛強。在跌倒時，祂讓我重新站立。 

耶和華是我的引導者，我必要跟隨祂的腳步，直到永遠。(劉 穎) 
 

    耶和華是我的指導教授, 我必不至缺乏智慧。  

祂使我徜徉在不同的神學理論界、領我進入人心深處複雜的感性

情緒中。 祂使我的思路清醒、為自己的信實引導我走學習的路

程。 我雖然走在艱難的求學深谷、也不怕被擊倒．因為袮與我同

在．袮的恩典、袮的力量、都支持我。 在百頁的書本面前、袮為

我預備耐心，堅忍，及領悟分析力．袮用靈感膏了我的文思、使

我的泉源湧流完成千字報告。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及教導追隨著

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慈愛中、直到永遠。（陳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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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是我的輔導，我必不至偏行己路。他使我躺臥在真理的海邊，領我到知識的寶庫。 祂使我的

心靈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一生的道路。 我雖然行過孤單的的低谷，也不怕寂寞，因為袮與我同

在；袮的警語、袮的引導、都安慰我。 在職業的戰場上、袮為我開創機會，袮用智慧打開了我的視野，

使我的眼界開闊。 我一生一世必有袮的恩典憐恤隨著我，我且要藏在你的蔭下，直到永遠。 

（吳宏為）

 

感 恩 見 證

你相信神蹟嗎？ 
 李玉梅 

    你相信神蹟嗎？你相信禱告的能力嗎？你相信神為每一個人都有計劃嗎？ 

首先，我向那些在過去一個月以來為我媽媽膽囊癌禱告的弟兄姊妹表達衷心感謝。言語無法形容我們的

感激。常常我們為別人禱告但卻不曉得其結果或影響力。在此我要分享你為我媽媽的祈求已蒙神奇妙地

應允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年初的時候媽媽經常覺得胸口和背

痛，痛楚越來越加強之餘，而且無原無

故的體重下降。 

 家庭醫生建議做胸口 X光照片和腹部掃

瞄。放射科醫生和家庭醫生都認為媽媽

有大量的膽結石和可疑的膽囊組織。她

馬上被轉到外科醫生。 

 外科醫生建議要做膽囊的超音波檢查以

進一步瞭解情況。放射科醫生和外科醫

生認同癌症的可能，建議做 PET/CT掃

瞄來確定。 

 PET/CT掃瞄是透過注射放射性葡萄糖進

入病人體內，不正常或癌細胞會在掃瞄

中亮起來。放射科醫生和外科醫生確定

膽囊很可能有癌。他們立刻把媽媽介紹

到 Barnes醫院和華盛頓大學創先醫學中

心的一位在肝臟﹑胰臟及膽囊癌症很有

心得的腸胃科醫生那裡。 

 這位專家與放射科醫生查看下腹的掃

瞄﹑膽囊的超音波及 PET/CT掃瞄的片

子，確定媽媽 99%是膽囊癌。他安排媽

媽做 MRI檢查，以瞭解癌症的等級。他

說預計要切除膽囊﹑部份的肝臟和可能

部份的腸子。 

 

    就在同一天我透過 Facebook送出通知給全

世界所有我認識的朋友，動員大家一同來禱

告。一共有十一間教會和小組來為媽媽禱告。 

當我知道患癌症的消息時，我心裡極其難過，

覺得好像身體的某部份被割裂。我很難想像生

命中沒有了她會怎麼樣。當然，我知道終歸也

要跟媽媽分離，然後我們在天家再見。僅次於

我先生，媽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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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態度﹑價值觀和原則各方面都很相似。

我知道她對事務的反應，我甚至可以完成她還

沒有講完的話。我知道神有祂的計劃，但只想

自私一點，儘量地把她留住。 

 

    若您不太瞭解膽囊癌的話，這是一種不常

見的癌症，但通常被發現時，病人都已經在晚

期。根據那位專家的形容，我懷疑媽媽的癌症

大概是第二期。一般在五年後的生存率為百分

之七，意思是在一百個同樣的病患者中，五年

後只有七個人仍然生存，其他 93人在這五年期

間都會病逝。 

    這個診斷結果是多麼的令人沮喪，我聽了

消息之後的第一天不停地哭，第二天還是在掉

淚。然後，我做了一件平常自己在痛苦時會做

的事 – 我轉向與神。我查看聖經和一些有關

治療的資料，有一段經文一直在我腦海中閃

過 –｢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

華的作為。｣(詩篇 118:17) 我越去思考，越覺

得有一份強烈且確實的感覺，神仍沒有要把媽

媽帶走。她還沒有完成她在世上的使命和目

的。她是十個兄弟姐妹 (全

部都再世) 中唯一信主的。

我可以想像神把她醫治好，

然後向家人傳福音，重燃她

拯救靈魂的熱誠。 

 

    我心裡有個感動，相信有那麼多人為媽媽

禱告，神必然會賜下醫治的神蹟，拿走一切她

體內的癌細胞。自此之後，我心裡有一種說不

出但又持久的平安和盼望。神準確無誤地瞭解

我及時的需要。神實在是美好！ 

 

    癌症專家宣佈百分之 99是癌症之後的二

天，媽媽做了一次 MRI。當我們與這位專家見

面，討論癌症的等級和治療方案時，他卻告訴

我們 MRI中找不到癌症腫瘤，顯示癌症的可能

性很低！感謝神聽禱告並顯神蹟。(我猜想醫生

肯定被這個出乎意料的轉機嚇壞了) 

 

    癌症專家決定按計劃進行手術，假設癌細

胞仍然存在，然後作斷定性的活檢。若確定沒

有癌，則手術便完成。但若發現癌細胞，那麼

他便會把部份的淋巴腺，甚至部份的腸子也會

切除。根據媽媽的年齡，她大概會在加護病房

過夜，然後住院五天。 

我們的神滿有慈悲和恩典，祂有拯救的大能。

您認識祂嗎？當祂施行神蹟，祂必然會負責到

底，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媽媽的活檢完全

沒有找到任何癌細胞，她更不需要留在加護病

房過夜觀察，而且在三天後便可以出院。 

 

    申命記 31:8 -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

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

懼怕，也不要驚惶。｣ 

    詩篇 50:15 - ｢並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 

    約翰福音 14:14 - ｢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

麼，我必成就。｣ 

    約翰壹書 5:14-15 -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

求什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

無懼的心。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

知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 

 



崇聲 2009-2010                                                                                                                          Voice of Adoration 2009-2010 
 

25 
 

    我知道那些已經相信的人，您會跟我一同

讚美神，看到祂施神蹟的手。我也明白一些抱

著懷疑態度的人，可能認為醫生診斷錯誤。如

果只是一個醫生，我或許同意您的看法。但在

這個事件中，就算您是個徹底的懷疑主義者，

如果要七個醫生都判斷錯誤，那可能性就非常

的低。 

 

    因此，我代表我們一家和我自己感謝弟兄

姐妹的關心與代禱。神永遠活著，祂隨時樂意

從困難中將你拯救出來，你只要接受祂所賜無

條件的禮物 – 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為你的罪死

在十字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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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3:16) 

 

    我相信神蹟，我相信禱告的大能，我相

信祂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計劃。您今天正在

面對什麼問題？請試著將它交托給神，因為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馬

太福音 19章 26節）感謝神！

 

2009感恩見證 
 劉敬霞 

 

    半個月前在下班回家的高速上， 忽然想到

3年前FRANK和我的光景。05， 06年對我們這個

小家而言，是起伏非常大的兩年。有很多的壓

力，來自FRANK的工作，我的學業，我們的經

濟，寶貝們的健康，和精神上的。FRANK經歷了

4個多月沒有工作之後 10月初拿到另外一個實

驗室的位置。而我的博士學業到了收尾階段。

經系裡批准，我回家寫畢業論文。當時一邊寫

論文一邊照顧兩個孩子，還要找工作。而3年轉

瞬即逝，期間也是起起伏伏，從威斯康辛搬到

北卡羅來納，如今我們全家經過將近1年半的兩

地，最終會師在聖路易斯， 開始新的生活。  

 

    主說：凡事謝恩。那基督徒的每一天都應

該是感恩節。要為大事小事獻上我們的感謝。

為每一天平安的腳步獻上感謝,為家人的健康獻

上感謝，為疾病得到醫治感謝，為找到或者換

到工作感謝，為順利拿到身份感謝。。。。感

恩，順境也許容易做到，逆境就未必。  

 

    來美8年，FRANK和我有很多大事可以感

謝： 不到4

年我們就拿

到綠卡；

FRANK 1年之

內考過BOARD

的STEP 1和

2；我5年半

拿到博士學位，期間生了2個寶寶；畢業後找到

第一份工作；今年下定決心到ST. LOUIS找工作

時，本來系裡沒有OPENING, 看到我的簡歷之

後，專門為我設立了一個；9月中決定接受

OFFER之後，我們想在這裡買個房子，FRANK在

ELAINE的幫助下，從開始看房到簽合同只有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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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10月21日是我在公司的最後一天，22

日我在家收拾東西，23日搬家公司裝車，晚上

FRANK飛到北卡，24日下午全家離開居住將近4

年的北卡，25日下午抵達聖路易斯，26日房子

順利CLOSE，晚上搬進去。 

 

    但我有一個更長的單子與大家分享：我父

親申請來美簽證，6，7次被拒簽；辦綠卡期

間，被錯誤分到另外一個類別，被移民中心挪

走，耽誤了至少一年；懷兒子19周，做B超。發

現頭部有一個小囊腫，醫生無法確定是不是基

因有問題；就在當時，不到3歲的女兒高燒引起

的胸腔積水，需要立刻動手術；FRANK要換工作

到NC， 女兒不到3歲，兒子沒出生，我學業還

沒有完成，要面臨兩地；我決定休學一個學

期，到NC待產。但兒子出生後，FRANK面臨又要

換工作，而我要按照系裡的規定，還要回到米

城繼續完成學業；再接下來，FRANK在06，07年

前後兩次沒有工

作。08年到SLU做

住院醫，而我要

一個人又要工作

又要帶2個小孩。 

 

    其實我還有一個更長的單子與大家分享，

那就是我每次經歷這些難處的時候，對神的抱

怨，懷疑，不解，苦毒，和在神面前的眼淚。

甚至當我聽到弟兄姐妹們在臺上或者人前為神

做見證的時候，我就在心裡懷疑或者質問神。

來美8年，信主8年。在教會裡的弟兄姐妹眼

中，我們是一對愛主認真追求不斷成長的年輕

弟兄姐妹。如果你問我，神的屬性，如果你問

我，得救的經歷，如果你讓我，分享感恩見

證，我會滔滔不絕地回答你。可是在我的心

裡，從未間斷過這些負面的思緒。  

 

    曾經和一個姐妹在網上聊起來信主後經歷

的種種。我們一起感歎：如果神事先告訴我們

以後要經歷什麼試驗，肯定不敢前行。如今回

頭再看，借著這些難處，神在磨練我們的信

心。讓我們在每一步知道自己屬靈的真實光

景，不知不覺中一直在成長。神通過這些試驗

給我的祝福超過所求所想。因為我們追求的常

常是次好的，而神要給我的是上好的。 

 

    所以我要感謝的是，在我身體疲憊的時

候，主的眼目從未離開過我；在我感到沮喪的

時候，主用祂的話語或者祂的僕人來安慰我；

在我靈裡軟弱的時候，主從未放棄牽拉我的

手；今天在這裡分享，相信這個教會裡，也有

和我一樣的弟兄姐妹，經歷這樣或者那樣的難

處，有這樣或者那樣的軟弱。不要因為別人正

面的感恩而懷疑神或者自己。不要眼睛盯著自

己，而是抬頭仰望神。因為我們的神是那位在

曠野中開道路，沙漠中開江河的神。如果他願

意，這些攔阻都可以挪去。但是，神既然把它

們放在我們的生命中，必有祂的美意。 

 

    半年前，半夜裡，主借著他僕人的詩歌來

激勵我，也希望在此能激勵軟弱中的弟兄姐

妹。讓我們經過陶匠的手的雕琢，把我們的棱

角磨去，把不為祂喜悅的品質打破，把不合祂

心意的體質煉淨，最終成為祂合用的器皿。讓

祂成為我們生命中真正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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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煉我愈精” 倪柝聲弟兄 

 

禰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禰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變成酒； 

禰若不煉哪噠成膏，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這人是否也要受禰許可的創傷？ 

禰是否要鼓我心絃，發出禰的音樂？ 

是否要使音樂甘甜，須有禰愛來苦虐？ 

是否當我下倒之時，纔能識愛的心？ 

我是不怕任何損失，若禰讓我來相親。 

 

主，我慚愧，因我感覺總是保留自己， 

雖我也曾受禰雕削，我卻感覺受強逼。 

主，禰能不照禰喜樂，沒有顧忌去行， 

不顧我的感覺如何，只是要求禰歡欣？ 

如果禰我所有苦樂，不能完全相同， 

要禰喜樂，須我負軛，我就願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求禰喜悅，不惜任何代價； 

禰若喜悅並得榮耀，我背任何十字架。 

我要讚美，再要讚美，讚美何等甘甜； 

雖我邊讚美邊流淚，甘甜比前更加添； 

能有甚麼比禰更好？比禰喜悅可寶？ 

主我只有一個禱告：禰能加增我減少。 

 

副 歌 

每次的打擊，都是真利益， 

如果禰收去的東西，禰以自己來代替。

 

感恩見證 
 黃 磊  

2009年 11月 23日 

親愛的弟兄姐妹： 

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就要來臨。現在我們雖然已經不在美國。不能再像在美國一樣烤火雞，吃南瓜派，和

弟兄姐妹們在教堂過感恩聚會, 但是，我們一家對神給我們的恩典卻更加感謝。我們也感謝弟兄姐妹們

對我們的代禱和支持。 我總結神對我們的祝福，可以概括為三個部分。 

一） 神借環境開道引領我們回中國傳福音 

二） 蒙神祝福建立家庭教會 

三） 感謝神使我們迅速適應在國內的生活 

在接下來寫到以上三個方面的感恩見證時，有四條線交織貫穿我們的生活，建造我們的人生；為此，我

們終身感謝讚美神直到永永遠遠。那就是感謝神的救恩（耶穌），感謝神的話語（聖經），感謝神的引

導（聖靈），和感謝神借著肢體相愛來彼此扶助（教會）。 

 

 
 

 

 



崇聲 2009-2010                                                                                                                          Voice of Adoration 2009-2010 
 

28 
 

(一)神借環境開道引領我們回中國傳福音: 

我有初衷回中國傳福音，也感受到神在這方面

的呼召和引導。但一家人在美國住了十多年，

習慣了，不情願動窩。感謝神，知道我們貪圖

方便，舒適的弱點就對症下藥一步步摧毀我們

身上不屬於他的地方，而建造屬基督的品格；

借環境最終引領我們自願回到中國傳福音。 

    我在一家美國神學院學習和工作了五年時

間。一直盼望有機會對中國人的傳道。雖然我

也曾經用英語講過道，帶領過查經班，和引領

人信主。但總沒有講國語來得自然。況且起初

蒙神全職呼召侍奉他時，我的心願是去中國傳

福音。 

我有此心願已久，但不知道主怎樣，何時來帶

領我們去中國傳福音。我們在美國已經住了十

二年，兩個女兒是在美國本土出生，本土成

長；從來沒有去過中國。我們已基本上融入美

國的文化之中。記得不久前，回國後，國內一

位僑務辦的官員對我說，看你的舉止，談吐等

等就象美國人一樣。他說這話並無任何負面意

義。之前，我沒有感到自己和出國前有任何大

的變化，聽他說後，我才開始留心起來。 

 

    我剛來美國時是去美國人教堂，美國人幫

助我們並帶領我們信主，我們和他們一起學習

聖經，崇拜上帝達三年多。研究院畢業後找到

工作在密蘇里州，我們就去聖路易斯市華人教

會，和華人一起學習聖經，敬拜神達三年半之

久。後蒙神呼召，在佛羅里達州傑城的一家神

學院工作，讀書，和敬拜神。又過了整整五

年，一下子完完全全和美國人打成一片。不

過，在週六和感恩節及耶誕節的日子，我們一

家人去傑城華人教堂參加聚會。也去中文學校

讓孩子學中文。我們也常常去中國人多的地方

傳福音。 

 

    在神學院我時常用英語寫論文，講課，帶

領查經，唱詩，甚至講道。說英語，我常常脫

口而出，並不用打草稿。在神學院的事奉，主

要是建立並維護神學院的網站，我花了大量的

時間在處理講道和教學音像的錄製上面。如

此，我在電腦方面的特長得到發揮。我的院長

兼牧師很願意我能永久性地在神學院事奉，他

積極地幫助我申請綠卡。我們也願意留下來；

我們想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們就應該如此。記

得五年前，我還在電腦公司工作時，我心裡突

然有一個意念，感覺到神要用到我在電腦方面

的技能；之後我果然

在神學院裡用電腦來

服事。另外我也在神

學院教科學和數學，

這樣我一生所學都能

為主所用。 

 

    但是，當我以宗教事務理由申請綠卡時，

將這些經歷如實寫下就成為移民局拒絕我的關

鍵理由；因為他們說我所從事的工作並不是一

個全時間的宗教工作者所作的。當我再次申請

時，我仍然如實填寫。在很多人看來，也許這

有點機械甚至愚蠢。但我是信神的，也願意按

神的道而生活。我寧願拿不到綠卡，也不願意

因欺騙移民局而得罪神。否則我怎麼能講神的

道，在神面前誠實呢？我以前撒過謊，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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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裡，我是新造的人，斷不能故意犯罪得

罪神。那時，我常常禱告也請弟兄姐妹們代

禱，願神感動移民官員們的心而通過我們的移

民申請。雖然移民局還是拒絕了我們第二次的

申請，我們並沒有因此沮喪，我們只要按神的

話行事為人，至於結果，就完全交在永生神的

手裡。神給我們的總是最適合我們的。願神的

旨意成就。 

 

    在作第二次移民申請時，我曾對我的導

師，也是神學院院長說，如果這次申請再遭拒

絕，就打算回

中國了。我告

訴過他我的初

衷是回中國傳

福音。如果神

借著環境顯明

他的旨意，我

欣然接受他的邀請。 

 

    在美國住習慣了，我們並不情願回中國。

國內發生的任何一次大的災難都能成為我們滯

留美國的藉口。“非典”，“汶川大地震”， 

“毒奶”，等等都使我們膽顫心驚。另一方

面，國內傳教困難重重，我們不願去三自教會

登記，家庭教會又潛伏各種異端邪說，容易被

假靈恩，假方言，假神醫等等影響而混亂神的

道。另外遠離美國我們熟悉的弟兄姐妹和教

會，我們一切又得重新開始。這些都成為我們

回國的障礙。 

 

    但神知道如何引領他的孩子們。促成我們

回國傳福音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我的妻子。從

1998年我妻子王淩來美國和我相聚，就一直患

有躁鬱症，週期性的失眠，給她本人帶來很大

痛苦。每次生病，她都想回中國；但因種種原

因都沒有實現。記得那是 2003年，我們還住在

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城的時候，週期性的躁

鬱，失眠症又臨到我的妻子。那時我的女兒心

蘊才四歲，我在一家電腦軟體諮詢公司上班，

要經常出差。王淩自己生了病，還要照顧孩

子，我又要上班，不能幫她許多忙，她就想回

國了。在中國，有很多親戚在身邊幫她照顧孩

子，看病也方便。特別是中醫，中藥，扎針，

按摩，隨去隨有。價格也比美國便宜多了。於

是她再三要求讓她帶孩子回國住。我當時有點

不太同意，因為我們的身份都不穩定，我害怕

她回國後就無法簽證來美國了，但看到她生病

那樣痛苦便答應了。於是，估算一下她疾病過

去的日子，就給她們母女倆訂了機票，心想，

到那時，她發病週期過去，帶孩子回國應該沒

有問題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那次她發病的

週期特別長，中間稍微能睡一會時，她的情緒

又不穩定。她開始放心不下我，說她走了就沒

有人照顧我，又擔心回中國後來不了美國。她

也沒有收拾行李，直到臨行的前夜我才幫她打

理好要帶的行李物品，亂麻般塞入一個布箱

裡，並匆匆忙忙又說又勸把她和女兒送到機

場。她的父親也連夜從家鄉趕到北京等候她

們。將妻子女兒送走後，我就趕到公司上班去

了。我松了一口氣，感到一身輕。我能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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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了。我那時在聖路易斯

市的一所神學院選了課，是晚上的課，但因妻

子生病，一直沒有時間複習和寫論文。 

 

    可是到了下午，我的公司接到明尼蘇達飛

機場的電話。我的上司親口跟我說, 我必須馬

上坐飛機趕到明尼蘇達去見我的妻子女兒。我

打了電話過去，才知道原來在她們轉機的明尼

蘇達飛機場，我的妻子又發病了，她又不願意

回國了。她將護照扔在飛機裡就下了飛機回到

機場；在候機廳裡她躺在地板上大哭。於是，

員警被叫來了。她被送到一家醫院的精神病房

裡。我女兒被送到一家政府的兒童收養院裡。

(機場工作人員還替她在飛機裡找到護照等證件) 

我一口氣趕到明尼蘇達機場，見到接我的人，

還是一位美籍華人。(我想這是機場特意的安排

照顧，後來我還得知他是主內弟兄呢)。他幫我

租好車，就帶我先看望王淩，之後又帶我去接

女兒，再帶我找到已訂好的旅館；感謝神，一

切都安排得有條有理。 

 

    雖然有此意

外，我並不驚慌，

心裡一直都在禱

告，知道我的神仍

在掌權。他給我的

就是最好的。 

王淩在醫院裡住了

三天，我就帶她和女兒回聖路易斯市了。此

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便息了讓王淩和女兒

回中國的心了。但是，我妻子王淩，還是一到

生病就想要帶孩子回中國。我就以這次意外來

說服她。她的精神科醫生也告訴我們，在她發

病期間不要做大的決定。這樣一來，每次生病

我便勸她別想回國，等病好了再說；可是，等

她病一好，她自己都不想回國了。就這樣起起

伏伏，時好時病，一直拖到我辭職，去神學院

半工半讀。期間，風風雨雨，多經艱難危險，

但主愛牽手，靠著他說不盡的恩典，又是五年

過去了。 

 

    可是，今年，我妻子生病特別嚴重。我開

始擔心，她再病，就會真的瘋了，不再好了。

而且她生病時的沮喪，憤怒和痛苦，我不知道

怎樣對付。有一次，她由於幾個星期沒有睡

覺，頭腦發漲，似乎要炸了，她痛苦萬分。那

時已是深夜，她在醫院裡已經住了兩個禮拜

了。我剛剛把她從醫院裡接回來沒有幾天。那

時，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背部疼痛，疲憊

萬分，又不能入睡。我不知道怎樣幫助她。她

拿了一把剪刀對著自己的頭部太陽穴對我說，

我要打開我的頭看看裡面出了什麼問題；我頭

太疼了，我不想活了。我尋思是否再打電話給

員警，再把她送到醫院裡去，我害怕她真尋短

見。我心裡一直禱告，求神給我一個主意。我

那時已經訂好機票，租好汽車，準備去看望闊

別了五年的聖路易斯華人教會的弟兄姐妹，我

相信，神已開路，我這一次定能成行。我要和

聖路易斯華人教會的弟兄姐妹分享神的恩典，

這也許是我最後一次機會。於是我決定不打

‘911’急救電話。我從妻子手裡拿過剪刀，我

輕聲地建議她躺下來，說我要來為她抹油禱

告，神一定會聽我們的懇求的。我就說服她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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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來；我拿來止痛膏來搽在她的太陽穴和身

體肌肉疼痛之處，我跪下來一邊塗一邊禱告，

願神醫治她，給她睡眠。沒有多久她就睡著

了，直到淩晨，哈利路亞，我打心眼裡感謝

神。這是極其關鍵的一戰，勝利屬於耶和華。

後來，雖然仍有風浪，我們卻得以成行。我們

順利地回到聖路易斯華人教會，為愛我們的主

作了美好的見證。 

 

    妻子生病並非對我在神學院的事奉工作沒

有羈絆，我們神學院雖然小，但工作卻不少。

白天我要處理網路技術的工作，要處理講道，

講課的錄影，要放到網上。晚上教授講課我要

輔助，要錄影。暑假要整日整日地教暑期學生

輔導班。這些我都獨檔一面，在神學院沒有人

能代替我。周日，牧師講道，我和另外一名美

國弟兄輪流在機房裡值班，負責投影和錄影。

我負責上午崇拜的錄影，他承擔晚上的崇拜。

有時他回老家度長假，我便一人承當。我心裡

很喜歡做這些工作，因為這是為主而作，我心

裡願意奉獻一切所能服事主。但當王淩，我的

另外一半生病時，我覺得神的旨意是要我放下

這些來照顧妻子。當她病情嚴重，不能自理

時，我就常常請假在家照顧病妻。但是，長久

如此，就影響我的工作。開始同工們不理解我

們的情況，神學院還扣我的工資。後來知道我

們的難處，同時我加班的次數累積多了，已經

超過我請的假，神學院就不再扣我的工資。但

是，我們這樣週期性請假，離開崗位，甚至不

能參加主日的事奉工作，並非使人滿意。神學

院院長就明白告訴我，說我這樣會讓妻子毀掉

我的事奉。我心裡也很為難，處於事奉和照顧

病妻的矛盾之中。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

妻，她是神賜給我的肢體。除了神以外，就是

她了。在禱告中，在讀經時，我明白神的旨

意：照顧病妻，我義不容辭。這也是事工。所

以我開始滋生退意：美國神學院裡的長期事工

並不適合我們，回中國傳福音會更適合我們。

我們起初來這個神學院只是來讀書的，並沒有

打算留下來。 

 

    我的上

司，就是神學

院院長。他確

實是一位好牧

人。他有六十

多歲了，仍然

精力充沛。他常常在講道中說，他是一個工作

狂。他寧願把一生所有時間用來服事主。他白

天在辦公室處理行政，晚上給學生上課。週末

要講道，早上，晚上兩堂禮拜都由他主講，工

作一絲不苟。教會，神學院，從教授，講師，

辦公人員，清潔工，和校園的園丁，我們每個

人的工作都由他一人分配，並每天向他書面彙

報所做的工作。他又極其愛國，參與政治，關

心國內外發生的一切大事。他不畏強暴，常常

站出來評論時事，抨擊弊端，維護真理。他愛

讀主的話語，每日都花大量時間研讀聖經。一

本皮面的普通聖經密密麻麻寫滿了他的學習筆

記，主題綱要。他講道也完完全全按聖經講，

對那些不講神的話，或者斷章取義，歪曲聖經

的講道和作為，他豪不留情，加以抨擊。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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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堅強的戰士。我感謝神把我安排在這樣一

個環境，我從他身上學習到很多的長處。特別

是他的講課和證道，充滿力量，一針見血，使

人受益無窮。 

 

    感謝神，在我們讀神學院的五年當中，我

們並不缺少來自弟兄姐妹的扶持和關愛。傑城

華人教會的弟兄姐妹們非常關心我們，雖然因

工作原因，我們並沒有去他們的教會，但他們

很有愛心，經常來看望我們。他們的牧師和師

母更是把我們當成自己家的弟兄姐妹。每次王

淩生病住院王牧師和沙萍師母都親自來探訪我

們，跟我們一同禱告，這給我的妻子帶來很大

的安慰。遠在聖路易斯市華人教會的周師母

（谷燁姐）也在電話裡安慰教導王淩，經常說

到深夜。我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我們在神

學院沒有學到的東西。特別是傑城華人教會的

牧師夫婦，他們雖然都是博士生，但沒有一點

架子； 雖然他們都有疾病纏身，但總是充滿喜

樂，對人和藹可親，如春風般溫暖人心，從來

把弟兄姐妹的事放在他們之前。 只要聽說有需

要，不用你去請，他們一定百忙中抽時間來探

訪。 他們牧養一個兩百多人的教會， 盡心盡

力愛神愛人。他們把耶穌謙卑為懷，替人洗腳

的精神活化出來。還有一位元王淩在婦女聖經

協會認識的美國姐妹，也經常來我家幫助她並

帶她出去散心。 

 

    還有一個促成我們回國傳福音的因素是我

的父親。我的父親十年前中風，之後，行動極

其不便。一隻手和一隻腳都不聽使喚。他今年

七十八歲了。除了偏癱，他還患有其它老年性

的疾病。他很悲觀，擔心我們再不回國，就見

不到我們了。在電話裡，我總是勸他信耶穌。

有時他回答我說他信，但要等我回來給他施

洗。因妻子生病，後來讀神學院，及辦身份等

等原因，我們來美國十幾年了，一直沒有回國

探望過父母。我們常常為此內疚。我常常問自

己：既然獻身傳道，我為什麼不能回家鄉向自

己最親的親人傳呢？我沒有發財，沒有金銀珠

寶送給我的父親，但我若能把那撒勒的耶穌基

督傳給我的父母親，還有比這更好的禮物嗎？

還有我未信主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一

家，還有我的舅舅一家，還有表親，堂親；大

學的同學，老家的朋友鄉親，還有同樣膚色，

黑眼睛，黑頭發的炎黃子孫，華人同胞；他們

大多數都不認識造他們，又為他們而死的救贖

主；他們正踏著沉重的步伐，接二連三，成群

接隊地奔向地獄之門。 

 

二） 蒙神祝福建立家庭教會: 

感謝神！在我們回國之前就預備了我們的住

所，也成為我們家庭教會聚集的場所。原來我

妹妹除了買下現在她們住的房子，還集資在單

位上買了另外一套兩個臥室的房子，是給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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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留的。聽到我們要回國，便讓給了我們。雖

然臥室，廚房，飯廳，和廁所都很小，但客廳

大，足可容納三十多人聚會。它位於五樓，採

光好，而且通風。另一個顯著的優點就是，相

對來說，是它單門獨戶。原來我們住的這個單

元每層樓只有一家住戶。這樣，我們聚會的時

候只要稍加留意就不會影響鄰居。我們是五

樓，上面只有一層，住著母女倆。因此沒有多

少人經過我們樓層，聚會敬拜時就不會驚動過

路人。另外，交通方便，馬路就在前面一棟樓

前，公共汽車上下點也在這裡的街道兩旁。只

要願意，聚會的人就能輕易地找到這裡。還有

一個便利之處就是，我的父母，妹妹一家就住

在同一棟樓的不同單元。我父親有過中風，留

下偏癱；以前因行走不便，他從來沒有上過教

堂。自從我從美國回來後，他就從沒缺席過主

日的聚會敬拜，因為距離近，他咬咬牙還能一

步一步爬上五樓。我的弟弟一家也住在同一社

區，幾分鐘就能走到我家。我的岳父母還有三

姨家住在馬路對面的市公安局家屬樓裡，來聚

會也只要走五分鐘即可。 

 

    我父母是在市三醫院退休的，弟妹也在三

醫院上班，十多年前我和父母住在一起，雖然

我們搬到現在我們所住的三醫院新建的生活

區，但很多人仍然熟悉我們。他們很多人聽說

過我，因此給他們傳福音不會引起他們的敵

意。另外，這裡不少人知道我媽媽是基督徒，

每個星期天都去教會。我媽媽也認識這裡一些

主內姐妹。母親邀請她們來我們家聚會，她們

就來了。我媽媽還有一些省血吸蟲病研究院的

朋友，農校的同學，她們也住在附近，也願意

參加我們的聚會。 

 

    我們回到家鄉，第一個主日就開始了聚

會，是在我妹家裡舉行。會員是我和妻子雙方

的父母，我的妹妹等等。那天我講道的內容是

依據馬可福音 4章 35至 41節耶穌平靜風浪的

記載。講完後我就呼召人信耶穌。我妹妹和我

的父親先後舉手決志。以後的主日，我們就在

我在中國的新家聚集敬拜神。因為我們教會成

員基本上是已經退休的老人，所以我們後來增

加的星期三聚會定為下午，由我妻子王淩帶

領。她目前講授約翰福音。王淩花很多時間備

課，在準備和帶領中，她說她自己有很大收

穫。現在，我的主日講臺是羅馬書。我打算把

這部闡述基督教信仰的總結從頭到尾有條有理

的宣講出來。 

 

    除了週三

和主日的聚

會，每天早

上，送孩子們

上學後，我和妻子就會去我父母家禱告和唱讚

美歌。我的堂姐蘭秀也加入我們。蘭秀姐是我

爸爸的侄女，她的親生父親過世後，就被接到

我們家，那時她才十二歲。我父母把她看作自

己的女兒，她也叫我的父母為她的父母。我父

母請了她來幫忙料理家務和照顧偏癱的父親。

多年前我還在美國做電腦程式員時，我聽說她

丈夫把她打得死去活來，一身的病，就打電話

給她，並在電話中帶領她決志信主。當時她在

家裡還燒香叩拜觀音菩薩。我要她丟掉偶像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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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真神。她後來也做到了，並和我母親都去大

教會。但是，堂姐的信心不堅定，去了一段時

間就不去了。有一段時間，早早退休的她常常

和人打麻將度日。感謝神帶領我現在回家鄉傳

福音，她的心就開始火熱起來。她常常要求我

們為曾經向她施暴的丈夫禱告。雖然她丈夫

（我叫姐夫）現在不再打妻子，兒子了。（他

曾經往死裡揍他親生的兒子，現在他兒子十八

歲讀大學了。個頭比他父親高很多。）姐夫是

廚師，曾三次去德國打工淘金。但他好喝酒賭

博，所得積蓄被他揮霍一空。現在已經厭倦那

種遠離鄉親，終日勞累的打工生涯，決定留在

故土，不再漂泊。他就比我年長半歲，現在家

中沒有從事任何職業，單單喜愛釣魚，常常傍

晚出門，淩晨才回。隨著年齡增加，閱歷增

多，暴戾的性格幾經磨礪變得溫和。他不再打

罵家人，因而與他們的關係融洽多了。然而，

堂姐因他‘不務正業’，不能帶來收入而煩惱

憂愁。兒子又在讀大學，學費高，負擔重。堂

姐有時通宵不眠，壓力極大。她常常要我為姐

夫禱告，期望神幫助他有一個職業，有固定的

收入。 

 

    一有機會

我就向姐夫傳

福音。曾說好

每週星期二下

午去他家一對

一的學聖經，

可是僅去了一次。後來他就找藉口推掉了。他

也從不參加我們主日的聚會。我登門和他長談

過一次，聽他解釋呆在家裡的理由，也向他傳

講耶穌基督的福音。他曾嘗試開貨車，為學車

和拿駕照花費近萬元，可惜沒有人要他開車，

因他沒有駕車的經歷。他說他不能做廚師，出

國久了，廚技已跟不上國內的要求，做不了領

班大廚；他又不願意做跟廚，被人吆喝使喚，

因此就擱下了。在國外，有德國人向他傳過福

音，現在我再接再厲，可惜他心地仍硬，種子

還未發芽，反而在堂姐那說我不務正業，白白

留學美國，浪費一生所學。我們家庭教會成員

們聚會時常常為他禱告，相信神必定在一定的

時間成就我們對他的期盼。 

 

    我妻子和我母親是我的好同工，堅強地和

我站在一起來傳揚福音，壯大教會。我母親在

得到關於我們定意回國傳福音的電話之前的一

個晚上，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她爬上一個黃金

做的天梯，來到天上，那裡空氣極其清新美

好，一身的病都離她而去，耳朵也不再沉悶發

聾。她馬上把她的夢告訴了所去教堂裡的姐

妹，非常興奮。過了幾天，我就打電話告訴父

母決定全家回國。我父母相當高興，他們勸說

我的妹妹把那套多餘的房子讓給我，並拿出 2

萬元來裝修。十多年了，我們一直漂泊在外，

父母是那麼地盼望我們回家團聚。我的父親就

像路加福音記載的那位元老父一樣，期盼那離

家出走的浪子回家。那位苦苦等候兒子的父親

一見到久別的兒子就緊緊擁抱，不再計較他的

過犯。我們在天上的父親也如此盼望我們歸向

他，不願意一人失去，而願萬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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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母親五年前得過血液再生性障礙的疾

病，血小板含量極低。當時和她同一個病房的

類似病友相繼去世，她卻不恐慌。原來，我的

尚未信主的弟弟安慰她，要她唱歌解除憂悶。

她就常唱讚美詩。信主的姐妹們也來探訪，為

她禱告。那時我們一家都在美國，我太太也因

病常去醫院隔離治療。我在上班，還帶著三，

四歲大的女兒也很著急。我媽媽反而安慰我，

要我多唱詩讚美神。 

 

    唱聖詩果然有力量。有多少次，當各種壓

力內外壓榨，我難以支撐時，唱歌讓我鼓起勇

氣，靠著主那來的平安渡過難關。在佛羅里達

的傑城讀神學院時，我們送女兒去中文學校學

習時，我們就向家長們傳福音，也和弟兄姐妹

在校園裡唱詩和學習聖經。我大聲地唱著福音

歌曲，盼望包含福音的歌詞能打動路過的大學

生和中文學生的家長們。我們唱的歌大部分是

英文的，因為經過的大學生多是美國人。有一

些聽到的學生還走過來感謝我們。那時，我們

常唱的歌有《因他活著》，《主愛救我》，

《向高處行》和《谷中百合花》等等。有時，

沒有人參加我們的學習小組，妻子也有事，在

中文學校幫忙，我只好一個人唱。雖是一人，

我並不氣餒，反而揚聲高歌，歌頌救恩，歌頌

偉大的神。我還記得，我所在的北佛羅里達大

學商學院校園極其美麗。我們所坐陽臺之下有

一個人造小湖，周圍灌木環繞。而傑城是陽光

之州的海濱城市，大部分時間，陽光明媚，綠

草茵茵，大雁，野鴨在小湖的水面上尋食。噴

泉從湖底的水龍頭沖出，灑落下來。雖然水聲

不小，但我們大聲歌唱，讚美神，聲音蓋過水

聲。我聽到歌聲嘹亮，越過湖面，在校園裡回

蕩。有時，我看見遠方居然有人打開門走出

來，好奇地聆聽我們的歌聲。我常常想，即使

沒有一個聽眾，但天上無數的天使，還有我親

愛的父神豈不側耳，我們的歌聲，我們的讚

美，我們的心靈，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一切豈

非全屬於天父嗎？我要盡我生命的一切力量來

歌頌他。 

 

    我的妻子也愛唱歌。還在美國時，最後一

次住院，她呆在喜怒哀樂不同表現的病人當

中，在漫長的與親人隔離的日子裡，她不停地

哼唱《輕輕聽》這首詩歌：“輕輕聽,我要輕輕

聽,我要側耳聽我主聲音。 輕輕聽，他在輕輕

聽，我的牧人認得我聲音。 你是大牧者，生命

的主宰，我一生只聽隨主聲音。 你是大牧者，

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認得我聲音。”她一邊

唱也一邊自編舞蹈跳了起來。她的室友也翩翩

起舞和她對舞。病友們給我妻子一個綽號“輕

輕聽”。他們聽不懂我妻子唱的歌詞，王淩就

用英語解釋給他們聽。主通過這次住院來對她

說話，讓她

看見很多人

沒有接受耶

穌，活在世

上受著各種

各樣的煎

熬。很多人

承受不了生

活的重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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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瘋送到醫院來了。住院期間，她再一次把自

己奉獻給主，不再愛世界，只單單仰望主。 

 

     喜愛唱詩並非只有我的妻子，我，和我的

媽媽。教會裡很多弟兄姐妹都愛唱，我們這個

新建立的家庭教會也不例外。目前，參加我們

教會的基督徒大部分是七十歲左右的老人，好

似我們在美國華人教會的常青團契。他們喜歡

唱歌，但是學一首歌很慢。起先，帶領聚會

時，我就象在美國的教會一樣，把歌投影到牆

上就領著弟兄姐妹們一首一首換著唱。但他們

不熟悉，跟不上來。於是就參照他們在國內教

會熟悉的方式，先教簡譜，再教歌詞，把兩三

首唱會後再教新

歌。接下來的聚會

時還要複習。平

時，我的妻子，我

媽媽和我會帶上詩

歌本，到姐妹家中

唱歌，禱告和主內

交通。 

 

    我們使用的詩歌本是從三自教會買來的，

收錄 1300首歌。我曾經唱過的讚美歌幾乎全部

可以在其中找到。其中包含大量家庭教會近期

創作的詩歌。我們買的歌本是便於攜帶的，上

面全是印的簡譜，一首緊挨一首，極為緊湊，

長寬尺寸只有成人的手掌大小。美中不足的是

文字小，紙張薄，且有少數印刷錯誤。 

剛回國時，我去逛圖書城，想買聖經。我挨家

挨戶地打聽，只找到一家有售，店主將樣品藏

於別的書下，因為政府只准三自教會發行和出

售聖經。我買了不少本，他只能去倉庫裡去

取。且一次賣不了那麼多，需要我第二次再

來。我等了他好一會，才得到第一批聖經。過

了三四天我再去他那兒買下第二批。這些聖經

不是三自教會印刷的，紙張品質好，文字大，

適合中老年人閱讀，且是人造皮的封面，手感

好，也有保護作用。這次購買的聖經和我們後

來從三自教會買來的同樣尺寸的聖經不相上

下，價格也相差無幾。在國內探訪親友們，我

們就送這種精裝的皮面聖經給他們。我想他們

總有一天會明白這是神的話語，永生之道包含

其內，是世界上最好的禮物。我們聚會查經和

禮拜時也使用它們。 

 

    在我們家庭教會開張前，我購買了大量的

折疊靠背椅。這種會議椅的坐墊和靠背是海綿

的，適合老人長坐。我也購買了一些塑膠高

凳，適合青少年主日學。另外我還購買了投影

機和螢幕。老年人特別喜歡，因為他們的眼睛

大多不好，他們聽力也差。我的妹妹捐獻了她

們家的音響設備，包括功放機，麥克風，和兩

台大音箱。講道時我就用麥克風，這樣一來，

就是我耳聾的母親也能聽清楚她兒子的講道

了。我又買來印表機和紙張，第一次印製了我

們主日敬拜程式和報告事項等等發給弟兄姐

妹。 

 

    來我們家聚會的有兩位八十多歲的老姐

妹。其中一位不識字，耳朵也聽不見。但她堅

持參加星期三的查經和主日的敬拜。我們主日

的開放時間是早上九點鐘，星期三的查經是兩

點半開始，可是她每次都提前了半個小時。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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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她不認字也聽不懂，可她安安靜靜的坐著默

默禱告。而且她真是愛主愛人。有次她和我

說，她有時需要回老家臨湘縣，若是主日就參

加那兒教堂的聚會。因此若見她主日聚會沒有

來，不要以為她呆在家裡不來這裡聚會，她可

能回老家了。還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姊妹，身

體很好，會唱歌讀經，耳朵也好使。我媽媽每

次提到她都羡慕她的聽力，說那麼小的聲音，

這位八十多歲的老姊妹也聽得清。但是她有一

隻眼睛有白內障需要動手術。她是寡婦，在女

兒家長住，另有幾個兒子在農村裡。她的父親

曾是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因此她的成分不好，

曾經為此受過苦。她第一任丈夫遺棄了她和兒

女們，不負擔她一分錢。但她緊緊依靠神，渡

過了難關。她也關心我們的生活，第一次上我

家聚會還送來一包茶葉。後來也送蔬菜水果給

我們。 她女兒也來我們家聚會。她女兒曾因醫

療事故在病床上躺了四年，連翻身都需要幾個

人説明。後來好了，神徹底醫治了她。可是，

在信仰上她走了彎路。原來這位陳姐妹結識了

信‘三贖’的傳道人，把她幾乎帶上絕路。還

在美國的時候，我就從電話中聽岳母說，她遇

上了一個外地來的婦女向她傳道，我岳母告訴

她，她已在美國受了洗，信了耶穌。可那人不

甘心，說我岳母信的耶穌不能治病，而她的

‘三贖’能。後來一位信‘三贖’的，我岳母

的同學還帶她去了聚會，原來他們男女信徒都

帶了黑頭巾，他們還擠在一個門窗關的嚴嚴的

屋子裡咬牙切齒地禱告。原來他們是在大聲說

方言，咿呀唔呀，嘰裡咕嚕，沒人能聽懂。我

岳母嚇住了，再也不敢去。陳姐妹加入他們，

一起跑‘靈程’，一出門就是幾個星期不回

家。她後來不信了，費了很大周折才從裡面退

出來。她說那些人大部分是年輕人，見她退出

很生氣。 

 

    信‘三贖’的人很虔誠，他們能夠放棄一

切去傳道。可惜，他們的熱心不是建立在真理

上，也就是聖經上。他們過分抬高季三寶， 他

們已故的創始人。 他們甚至認為，他有耶穌那

樣救贖的能力。這位 ‘三叔’甚至成為他們禱

告的對象。這就犯了拜偶像的大罪了。這樣的

虔誠又有什麼用呢？ 這和佛教徒，法輪功，穆

斯林，摩門教，

耶和華見證人的

虔誠有何區別？

他們都偏離正

道， 一同走向

依靠自己得救的

毀滅之道。 

 

    感謝主，讓我有五年的神學裝備。 現在我

能應用所學到的知識，來牧養在國內的剛建立

的家庭教會。我們家庭教會的原則是，只傳神

的話語，完全按神的話語來做。我們可以去三

自教會買聖經和詩歌本，也歡迎三自教會的基

督徒來我們教會聽道，但我們堅持只有耶穌是

教會的頭，世俗的權力機構不能來轄管我們。

我們不會去宗教科登記而受其限制，我們也不

能和各種異端邪說等任何不符合聖經的信仰聯

合。我們的家庭教會取名 ‘磐石聖經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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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除了聖經和其所顯示的耶穌基督,我們

別無所傳。 

    感謝神，我們的教會現在有二十多人，而

且正在發展。有一位剛剛信主的弟兄，很火

熱。雖然他尚未受浸，可是已經多次表示要捐

地皮建教堂。我要他多禱告，尋求神的心意。 

因為，在這樣的環境，政府能否同意我們這樣

沒有經過登記的家庭教會建堂，我們需要迫切

到神面前來尋求他的旨意， 否則，如被沒收或

破壞，就浪費神的資源。在此，也請弟兄姐妹

們為此禱告，求神將是否建堂的決定放在我們

的心裡。 這位弟兄的農場還有一個小水庫和一

個小水塘，聽我說需要給人施洗的水池，他就

馬上提出可以用他的水庫做受洗的地方，並找

人開車一同去查看。我去看了，果然山清水

秀，是個施洗的好地方。我們打算明年春夏之

際就到這裡來給決意信主的人洗禮。現在，決

志信主的有八位， 這位弟兄和他的妻子和他妹

妹都列在其中。 

 

    我們尚未設置奉獻箱， 我想等人數增加，

弟兄姐妹的信心上到一定臺階，並且將教堂設

在家外，或租賃，或建堂的時候，那時，我們

會設立執事會，有正常的財務制度來處理奉獻

款，以用於各項事工。 

 

三） 感謝神使我們迅速適應在國內的生活: 

我們在作出回國的決定時，很擔心大女兒黃心

蘊的學習。我們一直為她禱告，願神加給她智

慧，能迅速學好中文。 起先 ，她一點也看不

懂中文， 也不會寫。不過她會說會聽國語，因

我們即使在美國也堅持在家說國語。 她有作筆

記的好習慣，主日聽道，上課聽講，她都作筆

記，不過那時的講員都是美國人。現在來到中

國，她還是習慣作筆記。不會寫中文，她就用

英文作筆記，好在老師基本上都講普通話，她

都能聽懂。偶爾，講快了或情緒激動，地方話

就流露出來，我女兒就不知所云了。 

 

    感謝神，她比在美國要勤奮多了。一回到

家就開始學習中文，和在美國時大不一樣。那

時作業少，老師要求低。早早做完功課後，她

就在電腦網路上長時間地觀看青少年肥皂劇，

或閱讀大量的小說。不但浪費時間，看壞眼

睛，還容易被有些墮落的生活方式毒害。來到

中國，一下變到另一個極端。儘管她已經降了

兩級，本應讀美國小學最後一年即五年級的女

兒心蘊，因中文跟不上，只好從三年級讀起。

而中國的小學有六年級。如此一來，她還有四

年的小學生涯要跋涉。 因此，有的親友們說，

我們回到中國把她給犧牲掉了。不過，早在六

年前我回應全職事奉神的呼召時，已經為此掙

扎過，願意把女兒奉獻出來。如同聖經所記，

耶和華的勇士雅弗他履行向神許的偌言，將第

一位迎接他凱旋歸來的人獻給神作為燔祭。沒

想到他鍾愛的獨生女第一個出來迎接他，為趕

走了入侵者的父親唱歌跳舞。她是多麼愛她的

爸爸， 她跑到任何人的前面來迎接她惟一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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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的親人。父親見她便撕心裂肺地痛哭，因

他要將第一位迎接他的人獻上，獨生女兒也不

能例外。這實在是在神面前許下的誓言。當他

對女兒吐露原委，這位敬神的女兒卻沒有愛惜

自己的生命，犧牲自己而成全父親向神許的偌

言。 

    我既然回應神呼召我全職侍奉他，我便決

志履行偌言。無論貧富，無論病否，無論環境

如何，無論外界誘惑多大，無論親友如何規

勸，或施加壓力，都要全職侍奉主，靠著主不

動搖。我既然是神的僕人，如今回到中國，我

仍然要履行我的偌言，全職全時間侍奉主。相

信主必供應他僕人的生活，就是女兒心蘊的學

習和生活上的變化，神也一定顧念她，給她能

力，勝過諸多因環境不同而帶來的不適應。 

感謝神，心蘊的中文進步很快。她現在已經會

寫不少字了， 也能讀懂一些簡單的句子。她的

班主任還表揚她進步很快。不過，在課堂裡，

看著別的同學讀課文，寫中文，得心應手，她

卻為了一個一個生字左思右想，猜測句子的含

義，以便做題，因她不認識的生字太多了，在

課堂上她常常急得哭泣。當然，她的英文是最

好的，每次考試都是滿分，老師經常要她在課

堂上帶讀英文，因她

有標準的美式發音。 

在學習中文方面，我

的妻子也能輔導女兒

心蘊。 以前在美

國，是我幫助女兒的

學習，現在我妻子就

成了女兒最忠心的家教老師。在教與學的當

中，她們彼此交流，母女感情大大加深。女兒

也從母親身上學到更多。 

 

    以前我們曾經擔心女兒來中國後會不適應

這裡的廁所，因為這裡不用坐式抽水馬桶，都

普遍用溝式廁所，不能坐只能蹲。起先，心蘊

確實不適應，總要回到家後才使用廁所。有一

次放學走回家，實在憋不住了，就尿濕了一身

走回家的。不過我們兩個女兒現在都適應這種

溝式廁所了，沒有辦法，這總比尿褲子好。 

小女賢蘊才四歲，在上幼稚園。因為小的緣

故，她很快就適應了環境。她喜歡跳舞，我們

就送她去一所舞校學習，每週去兩次，來回都

要擠公共汽車。因王淩要在家做飯和輔導大女

兒心蘊，我就去陪伴接送小女兒跳舞。有很多

家長呆在舞校裡等孩子，也會遇到那兒的管理

人員。我常坐在等候室裡在我筆記型電腦寫文

章。 有時有些好奇的人見我不停地打字，便來

詢問，我便趁機跟他們傳福音。當他們問我的

職業時，我便如實相告，說我是牧師，福音傳

道人，並解釋我的工作和福音的內容。他們也

會問到我的生活來源，我就說是弟兄姐妹的奉

獻(資助)。我也不隱瞞我曾在美國讀神學和按

牧的經歷，我覺得明人不說暗話，“出家人不

打逛語”，我是神的僕人更不能說謊言。要殺

要剮，任憑他們，我已將此命盡系在主的手裡

了。有一次， 一個和我一般年齡的中年人滿頭

大汗走進來，原來他剛打完籃球要找風扇散

熱。我告訴他洗手間的位置，他便去洗臉洗

手。洗完後，他一臉水出來了，因為國內的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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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一般不提供搽手紙。我就把我的衛生紙給他

用，他用了並表示感謝。於是我們就攀談起

來。我向他傳福音，沒想到他是公安幹警，但

我得知後，並不害怕，仍把福音傳給他。他也

和我一樣需要耶穌才能得救，他的靈魂也一樣

的寶貴啊。當然，我要小心，適當的時候也要

保持沉默。 

 

    我們回國時正是八月底，天熱難忍。行走

在街道上，擠公共汽車，坐在家裡，睡到床

上，都覺得熱。熱浪陣陣撲來，動一動便汗流

浹背，真讓我們懷念在美國住空調房，開空調

車的日子。直到熱得難受時，我心裡便想，熱

一下也好，別人要花錢悶在木屋裡去桑拿，去

蒸出汗來；我這天地為房，上帝恩賜的免費桑

拿，為何不盡情享受？如此我們便釋然開懷。

妻子王淩有花粉過敏的毛病，是在美國才得

的。很多人又稱此病為空調病，因為住在空調

房裡久了，沒有接觸大自然，身體就不適應花

粉等屬自然的元素了，把它當作入侵者來築壘

攻擊，造成各種不舒服的症狀。現在不用空調

也行，也許妻子的花粉病就此好了。現在是回

到國內的第一個冬天，離 充滿各種花粉的春季

不遠了，我們拭目以待，但願她不再患花粉病

了。 

 

    兩星期前，天氣突然變冷，有一天居然下

了雪籽，一粒粒象硬硬的冰雹打在臉上，鑽到

脖子，和外衣口袋裡。女兒心蘊好久沒有見到

雪，更沒有見過這米粒般的雪籽。她就異常興

奮，還彎下腰去地上撿這雪籽玩。那時，和往

常一樣我接她放學回家，她打著小傘，這時她

把傘放下，任風雪打在臉上，覺得有趣。 

我們也要適應這裡的冬天，要穿很多衣服，毛

衣毛褲在美國很少穿，回到家鄉就必須穿了。

外加棉衣，手套等等，把人弄得鼓鼓囊囊，行

走不便。回到家中要守著電爐烤火。睡覺時也

蓋了兩床被，怕冷! 

 

    我們的身體對寒冷天氣也有一段適應過

程，現在，我和兩個女兒都流鼻涕。晚上睡覺

時，鼻子堵塞，不通氣，只好用嘴呼吸。我一

向起得早，五點多鐘起來。現在就更早了，大

部分是四點多就起來, 有時居然三點多鐘就爬

起來讀書禱告和寫文章。 我喜歡一個人去附近

的一個公園裡聽聖經，一邊散步一邊聆聽主的

話語。有時聽中文的，有時是英文，每天都聽

一個多小時。聽神的話語就有力量，這成為我

人生的充電器。感謝神將他的話語賜給我們，

作為我們腳前的燈和路上的光。 

 

    以上我從三個方面談了我們的感恩見證。

還有很多我沒有在這裡談到的內容都需要感謝

神。我也特別感謝那些一直關心我們，幫助我

們，為我們

代禱的弟兄

姐妹，願神

的愛永遠充

滿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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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主經歷 
 齊立程 

    小時候，我在外公家長大。姥爺的慈祥，

樸實和正直給我非常大的影響。初高中之前，

給我影響較大的是小學的思想品德課和中央一

台的新聞聯播及焦點訪談。這奠定我的人生的

一些大的方向：知道了社會上那些是好的該做

的，那些是不好的不該做的。 

    高中時，曾經有這樣一個思考：我們人類

終究要毀去；就連太陽系，根據科學家們的研

究，由於核裂變，也要消亡；隨之地球也不存

在了。那麼在歷史課本上學到的偉大人物，諸

如毛澤東，愛因斯坦等等，到時連人都沒有

了，怎麼來紀念他們呢？走他們那樣的路可行

嗎？提出這個問題，其實就是想要追求永恆

的，有意義的東西。 

    到了大學三年級，開始思考自己一生的方

向，要確定把精力投入到那方面能產生最大的

價值。需要把自己放到比較大的空間和時間範

圍上來思考：時間上從人類有史以來，空間上

就是整個地球。能不能在這兩個座標上對人類

發展和進步有所貢獻，成為自己評價事情和人

物的標準。總之不希望被短暫的東西所迷惑和

限制住。 

    有了標準，就希望自己也離標準近一些。

怎樣做到呢？為了得到答案，在我在山東省圖

書館裡一個人找了一個寒假。看了共產黨宣

言，馬列毛的傳記。學到很多，也承認他們為

了無產階級解放做出的巨大犧牲。但這些書，

仍然沒有回答人的生死及宇宙來源的一些問

題。 

    這樣沒得到答案就開學了。新學期一門新

專業課的老師問我們：你們知道宇宙人生的真

理嗎？接著老師把答案告訴了我們：在佛法裡

面。這讓我很驚訝，一是老師問的就是我當時

自己在思考的問題，這麼巧合；二是，老師所

給的答案--佛教，以前自己從來都不曾瞭解

過，也就壓根不可能想到。 

    我有這樣一種觀點： 要抱著開放的心態去

瞭解我們不曾知道的知識。一件事情，如果非

常重要，重要到可以關乎到我們的生命成長，

而因為我們的忽視，無知，或忙於其它並不重

要的事情而不去瞭解，對我們人生是一個很大

的損失，有可能是根本無法彌補的；當然，如

果是不好的東西，我們不瞭解也就罷了。 

    正如孔子所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是知也。我

們需要親自瞭

解，然後可以說

這件事情好或不

好。否則，都是

不科學的態度，

也是對我們自己

不負責的態度。 

    這樣在老師的引領下，我讀了很多佛教的

書籍；參加了許多佛教活動；也瞭解了許多佛

教的知識，他們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都給了我巨

大的幫助。 

    此後在上海實習期間，經常參加放生、菩

提小組的學習，主要是五明佛學院《入菩薩行

論》的學習。我也開始實修大圓滿五加行--大

禮拜，三皈依，菩提心，懺悔，集資糧。去西

藏閉關三年，是我人生計畫中的重要一部份。

因為我想在自己掌握了真理，並且確實覺悟以

後，才能更好的度有情眾生。 

    儘管經歷了父母的擔憂，但現在都已安然

度過。在此過程中，我也開始向我的同學、好

朋友們講佛教，帶他們進寺院，讓他們認識人

生宇宙的真相。向家裡的兄弟姐妹播放《了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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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訓》，也通過發 email積極向我所認識的朋

友推薦《和諧拯救危機》這部影片---淨空法師

的採訪錄。 

    當初來美國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瞭解美國

文化。而我認為美國文化的根基是建立在基督

文化上的，所以我必須要瞭解學習聖經。正像

當時我以開放的心態瞭解佛教一樣，我也以開

放的心態瞭解基督文化。 

    正好來聖路易斯的飛機上我碰到了唯一的

一位中國人--周阿姨，一位基督徒。她三月份

得了癌症，通過向上帝禱告，現在已徹底好

了。她對我非常好，每個週三邀請我去她家吃

飯，學聖經；週五晚帶我去美國牧師家學英

語，看碟片，開始接觸《福音》《十字架在中

國》；周日去美國教會體驗教會的生活。 

    之前我認為耶穌（就像淨空法師講的）是

眾菩薩中的一位元，根據眾生因緣來教化一方

眾生的。所以開始讀《聖經》時，只限於讀一

些我感興趣的部分，比如箴言書，詩篇等。並

且在當時，我發現在《聖經》中瞭解到的，在

佛經上都能找到相對應的部分，比如戒律，行

善，虛空等。耶穌行的神跡（包括把水變成

酒，醫好瞎子，聾子，甚至讓死人復活等），

我很容易就相信了。這在佛教徒看來，特別是

對藏傳佛教的高僧來說很容易。宣化上人曾經

使聾子開口，虛雲老和尚曾多次祈雨祈雪成功

等。這些更加證實了我原來的想法--耶穌是一

位菩薩。 

    只是有一個

問題，上帝的存

在的問題。我在

佛經裡找不到答

案。因為佛教徒

最終是通過修行

覺悟自己，成

佛，歸根結底是

無神論者。而聖

經卻講有一位上帝，創造了我們。並且佛教包

容，“諸惡莫做，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

佛教”；基督教講唯有耶穌基督是道路，真

理，生命，不經過耶穌，沒有人能到天父那裡

去。 

    來美國後，過了三個月，我想認識更多的

基督徒，因我有些問題想問問他們，看看有什

麼更好的解答。這樣我就在 8月底的一個週

四，根據華大 BBS信望愛團契上的聯繫方式，

聯繫了楊墨。他很熱情，又安排王藝和朗心接

我。那個週五晚上參加了“非洲的呼喚”差傳

年會，覺得傳道人真的很有奉獻精神和愛心。

在楊墨的安排下，教會的康巧華等弟兄姐妹對

我進行了探訪，送我了一本《遊子吟》。當時

我提出一些問題，但沒弄清楚。我就坦率地跟

他們講，我沒法做決志禱告。 

    神繼續帶領我走在認識基督的路上。我認

為最大的轉機是在 10月中旬認識趙老師開始。

她是周阿姨的朋友。一個週六的晚上，我們都

到周阿姨家吃飯。周阿姨向趙老師提起了我，

她們共同為我禱告：求上帝用祂的大能，以我

能接受的方式，打開我的心門，接受祂。我覺

得這個禱告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趙老師第二

天給我送來的滿滿一書包的資料，包括書籍

DVD，著實讓我又高興，又很驚訝。高興的是有

了更多的學習資料，驚訝的是她竟對我那麼關

心，第二天就送來了很多資料。當天我看了其

中一部 DVD--《神州》，這對我觸動很大。因為

我們炎黃子孫是敬拜上帝的，《詩經》《尚

書》很多次提到對上帝的敬拜。然後跟趙老師

通了兩次電話，請教了她對上帝及聖靈的認

識。她給我講得很細心，更重要的是她的切身

經驗和她的坦誠，對我又有了很大的觸動。因

為她原來有練氣功的經驗，已經能夠開天眼；

當接觸基督教時，開始有靈裡面的爭戰，這對

她是一個折磨，最終是聖靈引導她走出困境。

談話之後，我接著又看了張伯笠牧師講的《活

出豐盛的生命》共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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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網上搜索資料，在 google中輸入關鍵

字“基督徒轉為佛教徒”，沒有結果；而輸入

關鍵字“佛教徒轉為基督徒”，卻有一長串結

果。這著實讓我很驚訝。我開始流覽這些見

證。其中給我觸動最大的是臺灣一個叫鄭麗津

的姊妹。她大學畢業，被大藏經所吸引，出家

成為尼師。通過努力成為法師，為居士授課。

在佛教的理論知識上很有造詣，更為重要的是

她也有實際的修正。學佛 23年，來到美國本來

是想籌建佛學院。一次偶然的機會，同學帶她

去了教會，瞭解到聖經。她經過思考，轉為基

督徒，又進了神學院。現在在臺灣傳福音。另

一位的見證是高大鵬教授，非常精進的居士，

追求 20多年後轉為基督徒。我還讀了許多日本

佛教徒的見證。另外對我影響很大的書籍是梁

燕城博士的《我的神秘經驗》和龔天民牧師的

關於基督教和佛教比較的文章。 

    總之，這一切使我對

我原來認識的佛教開始新

的思考。我開始尋找我所

不明白的關於上帝創造世

界，聖靈，聖經真實性，

耶穌是神的兒子嗎等問題

的答案。 

    這時蔡牧師給我打了電話，問我有什麼可

以幫助的，我就趁機問了他許多問題。也在網

上查找相關的資料。問了上帝存在的問題，我

那段時間，只要是碰到基督徒就問他們，有沒

有更好的證據。有一次是周牧師送我回家，在

路上，我向他請教了有關聖靈和重生的問題。

他在當天晚上給我發了很詳細的解答。又讀了

趙老師送給我的《認識真理》這本書。問題開

始慢慢得到解答。 

    在秋季大掃除的時候，我又問周牧師這些

問題。他在中午吃飯時，給我做了解答。 

    也是在那個週末，朗心給我推薦了一本書

《標杆人生》，我開始認真讀，並作了一些摘

抄筆記。我認為這是一本很好的書，確實幫助

我解決了很多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説明我認識

到了，成為基督徒以後，應該怎樣做一個好的

基督徒。我開始覺得有方向了。 

    那一段時間每天都在聽《最知心的朋

友》，路上也在唱。確實像歌詞中所說的: 我

天天在追想著你，除了主還要什麼。 

    到了週一，11月 9日我在做一些決定時，

就開始覺得有上帝在看顧我。做決定是要順著

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意思。怎樣做能夠

滿足上帝的心意，就怎樣做。當時覺得，可能

到了做決志的時候了。這樣下班後我給周阿姨

和趙老師打了電話，想讓她們給我做決志禱

告。她們都推薦我給周牧師打電話。 

    週二傍晚給周牧師發了郵件。本準備周日

安排時間做決志禱告，大約半小時後，周牧師

給我打來電話，說這時可以做決志禱告，並鼓

勵我自己說出來。我就做了決志禱告，信靠主

耶穌基督。 

    感謝神對我的愛和揀選，並借著他的好兒

女周阿姨，趙老師，信望愛團契及 SLCCC教會

不斷地幫助我。感謝信望愛團契的見證，正如

聖經約翰福音 13章 35節中說： “你們若有彼

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了。”團契裡的弟兄姐妹比如楊墨，朗心，王

藝，孫阿姨等都很謙卑，很勇於承認自己的不

足。 

    今後

希望繼續

在神的帶

領下，靈

命不斷成

長，成就

基督的品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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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圈 的 羊 
 湯昌潔

    我公公芮子欽年青時是個基督徒，早年還

把孩子們送到教會小學去念書。不知何時也不

知何故，他改信了佛，家裡五斗櫥上放著一個

小小的觀音瓷像，每天要作作揖。 

 

    當他晚年 89歲 時，我婆婆得了老年癡呆

症，我在美國打電話回去勸他回來信主，將心

理和身體的重擔交給主，最後他聽了我傳的福

音，表示想去隔壁教會，但已經走不出去了，

只得自己在心裡禱告。我聽了心裡很高興，因

為在此前，每週三，四的禱告會上，弟兄姐妹

們一直為我公婆靈魂及身體禱告，神真是聽禱

告的神！ 

 

    四，五個月前，公公越來越廋。去醫院查

出癌細胞擴散，已經晚期，正常人身上只有幾

個癌細胞，他有一萬多個。家人瞞著他，我怕

他信仰不堅定，打電話回去給他講福音和主大

能的見證。最後他吃不下飯，又吐血塊，只得

住進醫院。 

 

        醫院很擠，好幾個癌症病人住一個大房

間，都住不進院。我趕快請我在本地的堂妹代

我去醫院看望他，向他傳福音，做認罪悔改的

禱告。堂妹又請她教會的姐妹們去為他作決志

禱告。當時他已經講不動話了，只能含口水才

能講話。姐妹們為他禱告時也沒叫他跟著禱

告，奇妙的是他主動地一句一句地跟著禱告，

口也沒含水，神的工在他身上，讓他發自肺腑

地“心裡相信，口裡承認”主是他的救主。他

病房的病人們不時地痛得大叫，他也漸漸明白

這是個癌症病人的病房。只是醫生們幫他準備

的鎮痛針一針也沒用上，只有他不痛，感謝

主！主的憐憫和大能又在這垂死的老人身上顯

現出來。臨走時，家人在他耳邊詢問他過後是

否願意用基督教的追悼儀式。他那時已經不能

講話了，但他點頭表示同意，感謝主！迷失的

羊回歸了羊圈。現在我公公已在天家與主同在

了。 

 

    我因多樣原因不能回國最後看我公公一

面，但主讓我的心放下了，以後我們在天國還

會再見面的。主真是又真又活聽禱告的神，隔

著山隔著水，借著眾弟兄姐妹們的禱告，探訪

和做工，與主一起救活了一個靈魂。 

 

    羅馬書 八章 28節中說:“我們曉得萬事都

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

被召的人。” 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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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洗 見 證 (春季洗禮) 
 

單 純 的 信 靠 
 李佳欣 

    大家好，

我叫李佳欣。

我出生在中

國。我第一次

聽說上帝和耶

穌是在我大概

4，5歲的時

候。我的阿姨是基督徒，她想讓我跟她去教會

好更多地瞭解關於耶穌的事。但是我當時拒絕

去教會，一來是我還太小，而且我也不相信耶

穌和上帝。後來我來到美國，那是我二年級的

時候，我當時在這兒呆了 4個月。那時我每週

五都去教會。我參加了一個兒童小組。我們玩

遊戲，禱告，也學習來認識耶穌。 

 

    就在那年的某一天夜裡，我半夜醒來叫醒

了我媽媽。我告訴她上帝賜我一個夢。在夢

裡，他告訴我我是最好的。我知道他的意思是

說他愛我並揀選我做他的孩子。我跟媽媽說了

這個夢之後，她淚流滿面，她說是因為她太高

興了。從此我就開始信靠耶穌，儘管我初信的

信心是那麼的微小。 

 

    我回國之後，我的阿姨開始教我一些新約

聖經。我開始慢慢明白，是有一位獨一的真

神，他隨時與你同在。 

 

    今年我參加了教會的 AWANA。我的 AWANA小

冊子和背誦經文都幫助我更多地瞭解這位神。 

現在，我真的相信神，我也每天禱告 5次。我

相信我的主耶穌救了我，以後也會帶我到天堂

與他同在。正如約翰福音三章 16節中說：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阿門！ 

 

    Hi, my name is Jiaxin Li. I was born in 

China and this is my first year 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first time that I heard about God and 

Jesus is when I was about 5 or 4. My aunt is a 

Christian and she wanted me go to church with 

her and learn more about Jesus, but I refused 

to go because I was too young and I did not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and God his Father.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nce before. I came 

here when I was in the second grade and I 

stayed here for about 4 months. At that time, I 

went to church every Friday. I joined a small 

group of children.  We played games, we 

prayed and we learned abou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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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that year that one night, I wo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I woke up my mom. 

God had actually send me a dream. In my 

dream, he told me that I am the best. I know 

this meant that he loved me and chose me to 

be his child.  My mom burst into tears after I 

told her about my dream. It is not because that 

she was sad, but she told me that she was 

super happy. After that, I started to believe in 

Jesus, although my faith was small and just 

beginning. 
 

     After I had returned to China, my aunt 

taught me a little bit about the new 

testament  books in the Bible. I started to 

understand more fully, that there is a true God, 

and God is always with you. 
 

     This year, I went to SLCCC Awana program. 

I did Bible memory practice and my handbook 

to help me understand more. Awana helped 

me to learn more about God. 
 

     And now, I really believe in God and I pray 

almost 5 times a day. I believe my Lord Jesus, 

that he has saved me and will lead me to 

heaven to be with Him. 
 

     Let me say a verse from the Bible that has 

special meaning,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 John 3:16 
 

Amen!

 

美好的新生命 
 翁玉霞 

     兄弟姐妹們大家好！今天是個特別的日

子，是我的再生日，心裡特別激動。我 3月 22

日信主耶穌了。主接受了我，這也是我活到 50

歲中最大的福氣。在這之前，也聽過朋友傳過

福音，也到過教會。當時只是聽聽而已，同時

還去過其它寺廟。總而言之什麼神都拜，到頭

來還是心煩意亂，覺得人生沒有什麼意思。 

  

     2007年 5月我背井離鄉來到美國，開始了

一個和國內完全不同的生活，遠離家人和朋

友，加上文化語言的衝擊，對自己來說一切都

要從頭開始，常常覺得生活很煩躁，人生就像

一場遊戲。在一個朋友的帶領下我來到了團

契，儘管我還沒弄懂團契是什麼，只是為了解

悶，給自己的生活多一個節目。於是我開始了

第一次團契。可是那裡的氣氛深深地把我吸引

住了，我看到在場的男女老少，個個都那麼喜

樂。 讀經，唱詩，分享，氣氛是那樣地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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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我對當時的內容不知所云，但在感情上對

這些基督徒產生了很深的認同感，同時對他們

的信仰和喜樂生活源泉產生了極大的好奇那樣

一種平安喜樂，充實的人生，豈不是我追求和

嚮往的嗎？ 於是我每天都盼望星期五去參加團

契。 

 

     在參加團契時我遇到了我們和藹可親的周

牧師，是他介紹我來到華人教會，第一次進入

主日學慕道班，聽了蘇姐妹和蔡牧師講的福

音，突然頓悟到天父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我明

白了神，罪人，耶穌之間的關係，第一次看到

了自己的罪。  原來的我自私，任性，總覺得

父母欠我的，朋友欠我的，從沒想過自己為他

們做了多少等等，以前並不知道是罪。還是通

過蘇姐妹和蔡牧師給我們傳福音，使我從一個

無神論到現在願意接受主為我生命的主宰。神

如此愛我們，讓他兒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的

罪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他派人給我們傳福

音，使我們明白可以因相信耶穌而成為神的兒

女。於是我決心信主做神的兒女。那天是沒有

一點思想掙扎的，因為耶穌的教導：不要憂

慮，上帝知道你的需要，他會滿足你的需要。

那天我恨不得對全世界的人說我信主了。我就

像一個長期孤獨，漂泊在外的孩子終於回到了

家一樣。言語真是無法表達那一刻我被聖靈感

動的感受。回家的感覺真好，生活有了更深的

意義。整個人感到了新生命的注入，舉手投

足，也都有了嶄新的感覺，生活中變的積極進

取，對自己的信心也大大提高，開始了一個新

生命。同時卸下生活的重擔，開始了一個榮神

益人的生活。我象涓涓流水溶入大海寬廣的懷

抱，去體會大海的脈搏一樣去享受主給我們無

盡的恩典。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

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翰福音 17章 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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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願 意 信 主 
 王道慧 

    2001年底我和妻子第一次來到美國。信主

的孩子領我們走進新奧爾良華人教會，參加主

日崇拜。大約去了 4—5次我便拒絕再去了。我

的理由是：“做人要真誠，我不信神，所以不

願意裝模作樣地跟著喊‘阿門’。” 

 

    2007年我和妻子又來到美國，孩子再次領

著我們走進聖路易華人教會。這次我沒有拒絕

參加主日崇拜，並在半年時間裡聆聽了許多神

的話語，但並未信主就回到中國。主要的原因

是：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以及主日學時聽到的

對無神論、唯物論的批判還有保留或抵觸。 

 

    2009年，當我第三次來美國時，心情完全

不同了。我急切地盼望早日走進教會見到老朋

友、早點參加崇拜和主日學。並且下定決心順

服我主。為什麼會有如此變化？主要是我想通

了兩個關鍵問題：1. 我有罪嗎？2. 神是否存

在？當然這兩個問題也不是先想通哪一個，後

想通哪一個，而是相互影響相互啟發著的。 

從對聖經的學習得知：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是

罪人。那麼我是罪人嗎？當想通以後才認識

到：我確實是罪人。 

 

    首先從人與

神的關係上看：

自己長時間地不

相信任何神的存

在，其中也包括

創造萬事萬物的天父，就是說我也悖逆了神。

這在沒有機會接觸神的教誨時尚且情有可原。

而在有機會、而且聆聽了神的教誨後，依舊頑

固地拒絕神的憐憫和挽救，這罪就更大了。拒

絕認罪，也就是拒絕耶穌 拒絕與神和好。 

 

    其次上帝賜給了人以律法，自己的思想、

話語、行為偏離了神所定的標準便是過犯，便

是罪。單從社會的角度看，自己雖然也是個中

層幹部，但不貪污、不多占、不利用職權搞腐

敗，更沒迫害過別人。我的自我評價是：有點

平庸，但絕對敬業盡責。為了維護礦工生命安

全，不惜屢屢犯上、抗上。在我那個省廳裡，

我是唯一一個非黨員處級幹部。從上到下一致

的評價都說老王是耿直、本分、老實、得力的

技術幹部。我自己也一直為此感到自豪。 

 

    但是從靈魂的深處、特別是對照神的標準

認真剖析自己，就會發現自己確實也有很多陰

暗面。主要的至少有三方面：  

 

1、從大陸“解放”直到 70年代中期，由

於家庭出身等種種原因，我不止一次地在各種

所謂的“運動”中受到衝擊和傷害。但在另外

一些場合，我不是也曾用那種“無限上綱”的

語言批判、傷害過與我境遇相仿的同學、同事

麼？以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尚且講究“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那麼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感

到委屈，為什麼又要把這種委屈加到別人身上

去呢？神教導說“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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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起初所聽到的命令”（約壹 3—11），而我

卻隨著“大流”學著該隱的惡行。 

2、和許多“出身不好”的人一樣，當受到

歧視、特別是處境非常艱難時，對父母產生抱

怨。往往在言語等方面有所不敬，侍奉也不夠

周到。這不僅偏離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基本準

則，更是直接違背了“十誡”的訓示。 

 

3、對社會上許多不良、醜陋的現象確有憎

惡之心，但有時又羡慕別人活得很滋潤。我雖

是身在技術部門，但如果利用手中有限的那點

權力搞點什麼交易、撈點好處還是很容易的。

偶爾自己也想幹點什麼，但僅僅是在認真考慮

了後果、拷問自己的良心後及時地刹住了車而

已。說白了：沒有賊膽，而賊心也曾有過。那

麼從世俗的角度來看，自己也不夠純潔。從神

的角度來撿視，罪的種子確實存在於我的心

中。 

 

    僅以上述諸點而言，能說自己在神面前無

罪嗎？我必須承認：我是罪人，我應當悔罪，

而且我也願意悔罪。 

 

    關於神的存在，作為罪人的我實在沒資格

去作什麼分析，更沒資格（也沒能力）作什麼

證明。過去很容易接受無神論的主要原因在

於：只相信親眼所見的“證據”才能證明有或

無。但是若因沒有這樣的“證據“就否定神的

存在，那麼無神論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神不存

在，卻企圖否定神，那豈不是與瞎子要否定光

的存在、聾子要否定聲音的存在一樣荒唐可

笑？既然如此我為什麼又要相信無神論呢？相

反在舊約和新約中有那麼多人見證了耶和華的

神跡和耶穌的復活，我為什麼又不相信呢？說

到底還是自己太愚昧、太無知。以我們作為罪

人的渺小，卻妄想去論證無上崇高、無限大能

的主，豈不是癡人說夢、自欺欺人麼？ 

 

    想通了這一點，我不再抵觸神的存在。相

反，在認真思索和回憶自己的經歷時發現，我

竟曾有六次在命懸一線的險情中僥倖生還，這

才有機會在垂暮之年走進教會聆聽神的話語。

這不是神的保守又是什麼？我終於真實地感

知：神不僅存在，而

且對我這個叛逆的罪

人給予了極大的憐憫

和關愛。而在我妻子

患病、治療的過程中

體現得尤為明顯。 

 

    2005年 7月我妻子突然發病，很快被確診

為肺癌中晚期，幾位不同醫院的醫生都判斷她

最多只能活 3—6個月。兒子聞訊後在教會與廣

大兄弟姐妹一同為她祈禱。蒙神的恩典和保

守，她在經過必要的治療後居然奇跡般地有了

顯著好轉，而許多與她同時住院的病友都陸續

去世了。後來見過她的人都不相信她患有如此

嚴重的疾病。在後續治療中使用了一種藥，這

藥只對 10%的人有效，而她居然就在這 10%以

內。但是這藥特別貴：每天一粒需要 550-650

元人民幣。這對我們這個工薪階層家庭來說無

疑是難以承受的。可很奇妙的，我居然得到遠

在哈爾濱一位其母親也患有癌症的醫生有低價

藥轉讓的資訊。經聯繫，他先後轉讓給我 10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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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每瓶 30粒，只要 2000元，折合每粒才 66.7

元，這就在我們能夠承受的範圍內了。這一切

似乎都是“偶然”，但一再的“偶然”加在一

起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神的恩典。妻子和我

于 2007年曾一起來美國，並走進華人教會，得

到了學習神的教誨的機會。那半年裡我們對神

雖有了一些粗淺的認識，但因還未堅信主，所

以我們都未受洗。回到國內後儘管查閱聖經不

如在美國那樣經常、仔細，但也還是有所受

益。2008年冬季，妻子的病情日趨惡化。去年

三月兒子衛民從美國趕回南京，在探視母親病

情的同時也向她講解了許多聖經的章節。妻子

明知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但心境卻平靜得多

了。衛民返美後，我按照衛民的提示每天為妻

子讀一段經文，每當此時她都顯得很安詳的樣

子。大約十天以後，她對我說：“我真後悔，

當初在聖路易沒有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

這對我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在這樣的時刻，她

沒向我交待任何有關孩子和家務俗事，渴求的

不是俗身而是靈魂的得救。在她臨終前數小

時，由於肺功能喪失，無法排出二氧化碳以致

陷入腦昏迷狀態。任憑守候在身邊的親人如何

呼喚，也不再作出任何反應。我明白訣別的時

刻到了，於是將聖經放在她手裡，對她說：

“我們在慕道班學過要做基督徒一定要口中承

認、心裡相信，你都做到了，現在聖經已放在

你手裡。你雖要離開我們，但你會和上帝在一

起。你將面對的不是無邊的黑暗，而是永久的

光明”。此後不久妻子終於辭別了人世。後來

妻子的一個妹妹告訴我：當我說那番話時，她

確實看見姐姐的嘴角抽動，竟露出了一絲微

笑。我再次被震撼了：如果不靠著神，一個深

度昏迷的人怎會知曉我在幫助她實現歸主的心

願？見我沒有祈求挽救妻子的生命，卻在為她

死後靈魂歸主而禱告，妻的另一個妹妹很惡毒

地詛咒了我。但我很平靜，因為我知道：我所

做的確實是一件正確、而且對妻有益的事。 

感謝神的保守：讓我的妻子在原本瀕臨絕望

時，病情大大好轉，愉快地生活了多年；感謝

神的慈愛和憐憫：我的妻子病情危重直至逝

去，雖也受到疼痛折磨，卻遠不像其他癌症患

者那樣嚴重和難熬。她走得很安詳：感謝神的

引領：讓妻和我一起從地球的另一半來到教

會，逐漸領悟了神的教誨，並最終從悖逆走向

悔罪歸主。 

 

    主啊，我是這樣一個悖逆的

負罪之人，你尚且如此關愛、憐憫、耐心地挽

救我。我怎能不真心悔罪，順服於袮？ 

 

我真心實意地禱告：天父上帝，我從心裡

承認袮是獨一真神。袮愛人類，曾差遣神子基

督耶穌降世代罪，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第

三日復活，救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我相信

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

生命，只有藉著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裡，

認識真理，得著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識

真神，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線都錯了。我是個罪

人，如今決定回頭，不再走自己的路，願意一

生跟隨耶穌基督，遵循天父上帝的旨意。求袮

幫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堅定。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禱告，啊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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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洗 見 證 

 鄭 陽 

大家好！今天我在這裡很想講講我內心的

困惑，我覺得作為一位新到美國求學的學子來

說，這種心路是很有代表性的。希望我的感受

能給那些希望信主但心中還有疑慮的同學和朋

友多少有一些啟發。 

 

在我剛剛到美國的時候，就有很多接觸瞭

解主的機會，因為基督信仰在美國很普遍，所

以經常會有基督朋友邀請我們學習娛樂。儘管

覺得這個世界冥冥之中是有著神奇的力量，我

總覺得不一定基督耶穌是主。而且我總覺得中

國文化源遠流長，底蘊也比外國的神不知道高

出多少倍，何必要相信西方的神呢！ 

 

而且，人總是這樣，順利的時候不會想到

尋求幫助，只有在在失意時，才會尋找外界的

幫助。我就是這樣的典型。今年是我到美國的

第二個學期，不知怎的，一切都開始得很不順

利。不光學習的壓力大，就業的壓力和對未來

的困惑也隨著畢業的來臨而增大，更折磨我的

是個人的友情和感情問題，總覺得我所有的一

切都在遠離我。這些種種的一切促使我尋找一

個能夠真正幫助我的力量，於是我想到基督耶

穌這位神。我信主之前也讀了聖經的一部分，

而且還有讀過一些信主的人的感受經歷的書籍

文章，我在想，這些人智商和情商都在我之

上，很多竟然還是科學研究者（在我眼中，他

們應該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義者），他們都願

意為了這位神，摒棄自己之前的偏見，做嘗

試，我為什麼不可以？ 

 

決志信主，並不像我想像中那麼天轟地

動。反而一切都平平淡淡。生活之中如意的事

情有，不如意的事情反而居多。再加上周圍的

人都不是基督徒，使我覺得自己像是被孤立出

來的人。很多時候，我都不好意思跟朋友說我

現在信主了。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問起我怎麼信

主了? 我就說，內心空虛吧！就連我哥哥也這

麼想，他在國外多年，對國外的求學生活非常

熟悉，加上我跟哥哥感情深厚，他非常瞭解我

的感受。於是我苦悶，因為我不知道像我這樣

看似動機不純的人，不敢向眾人宣稱我是基督

徒的人，是不是配做一個基督徒。這種想法無

時無刻不在困擾著我，阻撓我受洗的決心。 

 

感謝教會弟兄姐妹解答了我內心的徘徊。

我終於理清了思路。我感到我是特別幸運的被

主眷顧的人。我終於明白，雖然我原來要信主

的動機的確包含了要主來解決我的難處和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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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可是，這些難處和困惑其實也是主給我的

禮物。主通過這種方式，給我打開了另一扇大

門。讓我知道我應該如何來信靠祂。原來我在

神面前是個罪人, 得罪了神, 將來要為罪接受

審判, 受永遠的刑罰。 但神愛我, 讓他兒子耶

穌降世為人, 在十架上為我流血捨身, 以自己

的性命頂了我的罪。當我決志願意從心裡相信

耶穌對我的救贖, 願意接受耶穌為我生命的主

宰, 神就使我立刻成為神的兒女。每個人信主

的過程不一樣，但是，主對他所眷顧的人，總

是會千方百計地給他打開大門的機會。為此我

感謝神。當我明白了神這種偌大的恩典，我怎

麼還能害怕向眾人宣佈我是主的兒女呢！ 

 

雖然時至今日，我的生活學習並不是事事

盡意，但我仍然堅定我對主的信仰，我願意懷

著感恩的心繼續前行，因為我相信，主會眷顧

那些願意聽從他, 榮耀他的子女！哥林多前書

第二章第九節中說“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

想到的。”我希望那些有跟我一樣經歷困惑的

人，把握神給我們的機會，作出正確的選擇，

來接受這位神為我們這些罪人所預備的主耶穌

基督。 

 

在我信主的道路上，我有很多要感謝的

人。我感謝迦南團契以及向我我傳福音, 解釋

福音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讓我認識到我們的主是

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讓我重新樹立和堅固對主

的信心，讓我重新思考我的信仰，讓我有機會

接受洗禮！  

 

我還要借著這個機會講講我的母親。我的

母親對我的信主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在

家裡面我對我媽基本上是言記聽從，如果媽媽

由於我要信主而不高興，我信主的歷程恐怕要

更加坎坷。讓我驚訝的是，我媽媽作為非基督

徒，竟然很爽快地答應了我的想法，她在電話

中說，“有人管你，豈不是更好。”再次感謝

主，可以給我這麼一位開明的母親，讓我有機

會享受你賜給的福氣。我希望我的主，你能夠

賜福給我的父母親和兄弟姐妹，讓他們有機會

向我一樣，接受你的恩典，做你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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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季 洗 禮) 
 

My Faith in Jesus 
 Christina Yuan 

     Good morning, I am Christina Yuan, and 

today (as you all know) I am going to be 

baptized.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made 

up of my mom, dad, and myself; and I can't 

imagine a time when I didn't know about Jesus. 

 

    Ever since I was born, my parents had 

already started implanting the Christian faith 

inside my head. Every night, either my dad or 

my mom would read me bible stories from my 

little picture bible, even before I was old enough 

to comprehend words. Before every meal we 

would pray, and every Sunday, we would go to 

church. These things became a commonplace 

thing to me.  Like brushing my teeth, it feels 

weird if it is left out, but nothing to marvel about. 

I never doubted the Bible. I always knew that it 

was true, but I wasn't particularly excited. 

 

    When I was around eight, I began to not only 

pray to God with my parents, but by myself. 

Every night I would ask God to help me with a 

bunch of things. As time pas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grew, and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bible. My faith was progressive; there never 

was a time when I was suddenly struck with 

divine inspiration. 
 

    As I grew older,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more, and was more moved by God's word. 

The story that moved me the most was the story 

of Jesus, and how he died for my sins so I could 

go to heaven and have eternal life, and all I had 

to do was have faith in Him. Like it is written in 

John 3:16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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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典 
 張萬斌 

     兄弟姐妹大家好！今天我想講一下我是怎樣

認識神並得救的經過。 

 

     也許我們每個人從出生到長大成人，或多或

少都會聽到或看到過一些奇異的現象。在我們不

認識 神之前，按照我們中國人的思維，總會習

慣地把這些不可用常理解釋的現象歸結為是某種

超能力使然。而我就曾親眼見過一些諸如鬼附身

或神顯靈的事情。這些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們在聖

經當中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釋。原來這些所謂的

奇異現象，確實是有鬼在作怪，而更多的時候卻

有神在庇護我們。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在這裡就

不詳細講這些事情的經過了。 

 

    至於原罪，我在認識神之前也並不以為人心

存嫉妒或是貪婪就成為罪，而這罪卻恰恰阻隔了

人蒙救恩並與神相交的關係。但所有這一切，從

神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被釘死十字架上用他的寶血

洗淨我們的罪並三天后復活那一刻起，就全然改

變了。從此我們的生命有了救恩，有了依靠，充

滿了喜樂平安，充滿了盼望。 

 

    今天我有幸遠渡重洋來到現在的教會，並結

識周牧師給我傳講福音，説明我認識神和我的過

犯。回首過去，在我尚且不認識神的時候，神就

用他的大能愛護、關懷我們，一直引領我們走到

今天，並叫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頂替我的罪。如

此浩蕩恩典使得我沒有理由不認識神，更沒有理

由拒絕他的救恩。今天借著洗禮，我願向大家宣

佈我已決定跟從我主耶穌，和他同生同死同復

活，以此作為我得救的見證並彰顯 神的榮耀。

感謝主！阿門！ 

 

 

全心信靠神 
 王素雁 

    我今天受洗，心裡非常高興。在此之前我對

耶穌基督一點也不瞭解，只是在小時候知道張學

良將軍是基督徒，自己認為相信基督是一種很高

尚的信仰，但家人也都沒有瞭解的。後來我兒子

在大學裡成為基督徒，送給我們一本聖經。從那

開始我對基督教慢慢有些認識。 

 

    今年我們有幸遠渡重洋看望兒子，在這裡結

識牧師，給我傳講福音，説明我認識  神，更認

清我的過犯。於是瞭解到原來我們每個人都犯了

罪，這罪阻隔了我們和上帝的關係。而耶穌基督

藉著他的寶血為我們洗罪，洗淨我們的過犯，並

從死裡復活，還要在將來重新來到世上帶我們同

他一道回到天國。能夠藉此認識神是神對我的特

別恩膏。 

 

    因此，我願意從此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作我

的救主，全心信靠神，把我的生命交托給我們的

永生之神，並通過今天這個洗禮的形式彰顯神的

榮耀，也同樣作神美好的見證。感謝主！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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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隨 耶 穌 
 劉榮碧 

    三年前的八月，隨著信望愛團契的引領，我

人生第一次走進了教堂，第一次真切地接觸了耶

穌基督。今天，二零零九年八月九日，我很虔誠

地接受洗禮，正式向世人表示成為基督的門徒，

同時也更加堅定我自己去跟隨耶穌基督的決心。 

 

    在過去的三年

時間裡，我倍感上

帝的寬容與恩惠，

也感於這些，我逐

步認識基督教並接

受耶穌基督進入我

的心靈。三年前，

第一次走進教會，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教會贈

送給我的 CD“天父之歌”，在當時引起了我對基

督教的興趣與求知的欲望。它美妙的旋律，使我

在多少個晚上反復地播放聆聽。也正因為此，讓

我更想瞭解耶穌和聖經的一切。但是，這個認識

過程是充滿疑慮的，艱難的。因為，在我接觸耶

穌基督和基督教之前，我頭腦中有著簡單樸素的

佛教信仰。因為成長環境的影響與我個人的一些

體會，我相信有神並且知道神是要求世間每個人

都要多做善事的。所以在我剛開始瞭解認識基督

教之初，總是拿佛教與基督教相比較，既對舊約

裡耶和華懲罰違反律法的事感到殘酷，又對新約

裡耶穌既是一個完全的人又是一個完全的神感到

難以接受。 

 

    但是，隨著對聖經的更多瞭解，和對《遊子

吟》，《辨明聖經的真理》等書的閱讀，我逐步

接受與相信聖經，我也終於明白了新約和舊約的

關係。耶穌基督出現的意義，是上帝讓他的獨生

子受刑釘死在十字架，來改善上帝與人的關係，

赦免人的罪。 

 

    另外從我自己的親身體會，也真切地感受到

“神愛世人，甚至賜下自己的獨生子，叫一切信

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 3：

16）。我在接受並信基督耶穌之前，常常因為社

會的變化而感到困惑與不安，但是當我閱讀聖經

和在做禮拜時，感受到上帝的實在，焦慮和不安

也很少出現了。一路走來，不斷得到上帝的關愛

與幫助。在軟弱的時候，能感受到上帝給予我的

力量；在迷茫的時候，也能感受到上帝給予的幫

助與智慧。我也體會到了我自身的罪，薄弱的意

志與信心。感謝主耶穌不撇棄我這個小信的人，

讓我能信靠他，跟隨他。 

    現在我執意盡心盡力地跟隨上帝，不斷反省

自己的罪，更加努力地去閱讀和理解聖經，讓自

己更加堅定和堅強，不再做罪的奴僕。我感謝上

帝賜予我的救恩與愛，也儘量借著我的言行去傳

遞上帝的愛。聖經不但能反應出我有什麼地方須

要改善，還能指導我怎麼改善。我相信洗禮的象

徵意義，不斷提醒我，促進我更新！我相信會有

更多見證的事，榮耀我的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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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愛的源頭 
 周賢智 

 
    大家好。我相信，每一位信主的人都有自己

獨特的一段經歷。尤其是我們這些受唯物論教育

長大的人，這個經歷裏可能會更多一些磨練和思

考。 

 

    和這裏大部分人一樣，從小我們被灌輸的是

無神論，但總還是相信有超越人類智慧的力量存

在，心裏也有對這種未知力量的敬畏。那力量神

秘無比，隱藏在蒼穹之中或是大地之內，我們都

不得而知。因而它的 “ 恩 ” 也不是我們人類

能夠輕易揣摩明白的。 我所能做的，就是做人做

事都力求“對得起良心”，問心無愧，覺得只要

這樣就能內心坦蕩，得到神的認可。所以我給自

己的原則是，遇人時儘量多為別人考慮，儘量多

幫助別人，遇事時退讓不爭，更不動心念害人,不

參與是非，不奉承上司，對工作也總是全力投

入„„好像自己做得很正直良善了。所以當有任

何問題出現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總是：他/她又

做錯了，他/她的做法不公正。這樣的思路，應用

範圍非常之廣，可用于對家人孩子，對公司同

事，對險些撞到我的那輛車的司機„。可是就算

這樣，錯都在別人，為什麼我的內心不能夠安

寧？為什麼我好像越來越沒有能力去愛？不求利

不求名，真就是一無所求嗎？我沒有動過害人的

念頭，但是我們沒有生出過被棄絕的失望和怨恨

麼？我是不是會很在乎別人的回應態度和評價？

我是不是在被傷害後很難原諒別人？不要說什麼

質和量的區別，捫心自問，自己那些內心裏的意

念究竟如何？它們所帶給自己的不快樂，也只有

自己最清楚。自己哪裡又比別人正直多少，良善

多少了？ 

 

    我身邊的基督徒朋友告訴我，我們所有的人

都是罪人。惟有罪會使人失去喜樂 - 是我們自己

的罪，並不是他人加諸於我們身上的過錯。罪不

停地在我們裏面工作，只有神的恩典才能勝過

它。神為人預備了救恩，基督的死賜我們脫離罪

的力量。我們要做的是以罪人的身份來到耶穌基

督的面前，祈求赦免。若你成為基督徒，神為我

們擔當我們自己所無能擔當的。依著神的話語，

作為生活中行事和思考的準則規範，生命裏才會

有光明、平安、喜樂。在你還沒領受神豐富的愛

之前，你不可能不求回報地真心去愛人，你付出

的所謂愛，往往是自我本身渴望被肯定、被需

要、被愛的一種移轉表現。 

 

    朋友的話聽起來很好，神愛世人這樣的美意

我真的很願意相信願意領受。 開始我以為，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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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種方式觸動我的心靈，讓我深深感受到有神

的同在的“感覺”， 我自然就信了。所以我喜歡

刨根問底地追問我的基督徒親友，非要問出他們

是如何“感覺”到神的。 

    羅馬書第一章 19、20節就說："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

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神很奇妙地，透

過我身邊的人告訴我祂的存在，也讓我看到祂賜

下的恩典是豐盛的。我開始明白神存在並不缺乏

證據，只是我自己的罪性防礙了對神的認識，想

憑著自己膚淺的感覺去確證神的存在是多麼的無

知。 

 

    認識了神，有了救恩這個愛的源頭，愛開始

在心裏悄然而頑強地生長。救恩帶給我個人生命

的變化，讓這個變化本身成為恩典的美好見證。

希望能夠求神繼續帶領我，叫我謙卑地學習仁

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

柔、節制，好讓他的美意成全。也期盼衪能使用

我將衪的愛展現給所有的人。 

 
Trust God with My Life 

 Jeanne Yuan 

    Hi. My name is Jeanne Yuan. I’ve been going 

to Church for about 6 years now, and I’ve 

considered myself as a Christian for about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Being a Christian I 

know that God sent His son Jesus down to earth 

to die for our sins. I trust God with my life and I 

know that He will never hurt me. Every time 

something bad would happen to me I’d pray, 

God would answer my prayers and help me 

through the situation. For example, last year 

when I woke up and found myself in a hospital, I 

wondered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I prayed 

and I felt His spirit healing me. The next day, I 

was able to go back to school. When I was 

younger I thought that in order to be a Christian 

you have to be perfect so that when you die 

you’d go to heaven. Now I know that nobody’s 

perfect and everybody still sins but you’ll still go 

to heaven as long as you believe in God. I 

accept the Lord as my savior. God has a plan for 

me and I will follow it.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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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真 神 
 餘荷仙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感謝主，今天有機

會來與大家一起分享我認識主的過程，在這裡受

洗見證神，榮耀神。  我叫餘荷仙，來自浙江仙

居。  我生活在一個特殊的家庭，父母信主，婆

婆信佛。  我從少年時，伴著“從來就沒有救世

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一

切靠我們自己”的《國際歌》聲中長大。 

 

    參加工作後，我積極上進，加入了中國共產

黨，把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作為自己的理

想，把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作為追求目

標，並為實現我的理想和追求奉獻了自己的青春

年華。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就是退休後，父母勸

我信主，我也不聽，甚至還說了悖逆的話，把耶

穌基督與鬼神混為一談，反駁說，你們信的和我

婆婆信的反正都差不多，一個是空口無憑的求，

一個是燒香點蠟的求，你們都想求自己想得到

的，可是什麼也沒有得到，你們的話，我不要

聽，我只聽自己的，相信共產黨。  

 

    自從兒子來美後，打電話回家，又給我寄聖

經，叫我信主。那時我想兒子是有知識的，他的

話可能有些道理。但由於自己信心不足，仍然不

信主。  直到 2006年來美後，兒子每個星期都帶

我來教會，十二月份又帶我去了冬令會。  從那

以後，我才初步地認識了主，認為這麼多高級知

識份子都相信神，大概這個神可能真的是真神

吧。  2007年春回國後也去參加聚會，有時也讀

聖經，但信心還不是很足。  直到這次來美，周

牧師師母，和弟兄姐妹兩次到我們家，向我們傳

福音，講神的道，使我明白了從前不讀經，不禱

告，貪愛世界等等很多事情都是在得罪神，違背

了神的教訓，虧欠了神的榮耀。  通過讀聖經和

做主日崇拜，我逐漸認識到了自己的罪，認識了

主，耶穌基督為了我們這些罪人離開了榮耀的寶

座，甘心情願地降世為人，並且為我們這些罪人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又替我們承受了罪的刑罰。  

神因著他兒子主耶穌的死，赦免了我們的罪，又

因著主耶穌的復活給了我們永生的盼望。  我深

感自己從前對神的虧欠。  來到神的寶座前，我

要認罪悔改。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公義

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盡我們一切的不

義。” 約翰一書 1章 9節。  我要感謝神對我的

帶領，感謝神借著聖靈對我的感動，感謝神對我

的改變。  今後我願意把自己有限的年華交托給

主，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主，使自己以後走主要我

走的路，做主要我做的事，做一個討主喜悅的

人。 “豈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

洗歸入他的死嗎？ 所以我們借著洗禮歸入死，和

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

式，象基督借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我

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

形狀上與他聯合。”羅馬書 6章 3-5節。  我要

借著相信與基督耶穌聯合，埋葬舊我，做新造的

人。  



崇聲 2009-2010                                                                                                                          Voice of Adoration 2009-2010 
 

59 
 

聽禱告的神 
 吳增鎖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興接受

洗禮，向神表明我願意與耶穌基督聯合，向世人

宣告我成為了神的兒女。  我叫吳增鎖，來自浙

江一個只有二三十戶人家的小山村。  我從前從

來不知道有耶穌基督這一位真神。  從我懂事

起，只曉得泥菩薩是神，鬼神是神。我母親是信

佛的，她只要見到廟，不管是什麼佛，她都要

拜。 母親有時候還會被鬼神附體，發作的時候又

哭又鬧，又唱又跳，甚至還會砸東西，弄得全家

人束手無策。大家只好順從她，向她講好話，等

她漸漸地平靜下來。  我是 1970年參加工作來到

湖州長興的。  由於自己只有小學文化，對任何

事情都缺乏思考，儘管相信有鬼神，但從來沒有

想過要去辨別真偽。   

 

    這次四月份來美，兒子每個禮拜都帶我來教

會。通過唱

詩，聽牧師

的講道，我

開始慢慢地

認識了耶穌

基督。  可

是我心裡還

是不太明白，為什麼要信他。  六月中旬和七月

初，周牧師帶著師母和弟兄姐妹兩次到我家向我

們傳福音，給我們講了神的作為和信主得救的涵

義。  從此以後，我除了來參加主日崇拜外，在

家裡也開始認真地讀聖經。  不懂的地方，就向

兒子，媳婦請教。  另外，也看了《崇聲》，

《生命與信仰》等書籍。  書中真實的見證，對

我很有啟發，不禁使我想起了來美前簽證的事。 

 

   我們夫妻倆從前都不信主，妻子 06年來美後

信主，但有時信心還是不足。  我們倆 03， 

04， 05 每年都去簽證一次，每次都帶去工作

證，退休證，榮譽證書，工資卡，銀行存款，和

房產等材料，可一次都沒有簽過。  06年妻子一

人去簽，勉強通過。  今年我記得妻子在簽證前

幾天向主禱告，簽的那天早上起來，在旅館裡也

向主禱告。  結果這次簽證非常順利，簽證官只

拿了我們夫妻倆的申請表，其他什麼材料都不

要，問了三，五句話就通過了。 當時我想，難道

真的是神聽了妻子的禱告嗎？ 現在，通過讀聖

經，我明白了，這真的是神的作為。  因為神說

過“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

的，就給他開門。” 馬太福音 7章 7-8節。   

我這次來美國，最大的收穫就是真正認識了主。

像我這樣從前只相信偶像，鬼神的罪人，神也不

丟棄我， 反而拯救我。 我真要感謝慈愛的天父

上帝：謝謝你！ 你愛我，救我，讓我明白基督福

音的道理。  現在我知道你是獨一的真神，耶穌

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我承認自己是一個罪

人，我願意悔改歸向耶穌。  我相信耶穌在十字

架上是為我的罪而死，我信他從死裡復活，使我

可以因信他而活在基督裡。 在我以後的人生道路

上，我祈求天父幫助我，使我更明白十字架的意

義，幫助我使我的信心更加堅固，我願意聽主的

話，做一個討主喜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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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罪 
 崔 瑩 

   2009年的8月9號，將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日

子，因為在今天，我將接受洗禮。我要藉著洗禮

來做見証，讓象徵著耶穌基督寶血的聖潔的水，

洗去我身上的罪。我將脫去我的舊人，穿上新

人，讓耶穌基督成為我個人的救主及生命的主

宰，我將沐浴在他的恩典之下，走完我以後的人

生之路。 

 

    我是2007年7月來到聖路易的。之前，我是一

個完完全全的無神論者，從小就受著唯物主義的

教育，相信“人定勝天”，認為只要憑著自己的

努力，就能心想事成。感謝主，他是如此的恩待

我。他派了郭志紅姐妹來到我身邊，是她把我帶

到了教會，讓我對主有了最初的認識。小雪姐

妹，林潔姐妹，和黃學文弟兄到我家做探訪，是

他們使我加深了對主的認識，明白了這個世界不

是本身就存在的，而是我們的真神創造並設計了

宇宙萬物，我們人類也是他其中的一個作品。當

他們握著我的手，為我禱告，並告訴我從我相信

主的這一刻起，，我已是一個基督徒時，我的內

心充滿了激動與感動，我不禁淚流滿面。我加入

了沐恩團契，每週的星期五與眾弟兄姐妹一起查

考神的話語，一起唱詩，一起讚美神，一起向神

禱告。我衷心感謝神給了我新的生命與活力。 

約翰一書第一章第九節中說：“我們若認自己的

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是一個個性急躁

的人，常常因為一些瑣碎小事與先生爭吵。嫉妒

與驕傲像魔鬼一樣時常駐在我的心裡，使我對生

活現狀有諸多的不滿，還自怨自艾。羅馬書第3章

第23節中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

耀。” 一開始我對這句話還有些不能接受，認為

只有做了非常嚴重的事，違反了法律，才可以稱

為罪。可是通過對聖經的學習，我開始對照著聖

經反省自己，才發現我的身上原來充滿了罪惡。

我們的天父就是這樣一個要求完美的人，他不願

看到罪在他的兒女的心中滋生。在我看來一些可

以忽略不計的小毛病，在我主的眼中都是犯罪。

我們的天父是那麽的慈愛，他差遣他的獨生子耶

穌基督降世為人，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流盡了寶血來洗刷世人的罪，完成神對人的

救贖，讓我們因信稱義。現在我認識到我自己的

罪，也願意悔改。我感謝神赦免了我的罪，讓我

這只迷途的羔羊找到了路徑，救我脫離罪的泥

藻，得到永生的盼望。 

 

    感謝主對我的厚愛，是他在冥冥眾生中揀選

了我，讓我歸入了他的名下，成為了他的兒女。

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我的救主，將我的一切都

交付在他手上，一生一世都跟隨他，敬畏他，侍

奉他，直到永遠！最後，我用馬太福音的第7章第

7節來結束我的見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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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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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季 洗 禮)

做神的兒女 
 張方翠旂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能在這裡和大

家一起讚美主敬拜神，這是我從來都沒想到過

的，這真的是神的引領。 

 

    自從來到了這個教會，聽了牧師們的講道方

才意識到，我之前對基督教認識的膚淺，自身又

是善嫉的，多變的，而今才瞭解這些都是神不喜

悅的。 聽福音以後才明白神派他的獨生子來到世

上，並在十字架上流血捨身，是為了拯救我們，

讓我們的罪得到赦免。  

如今我已是新的我，我是神的兒女。 現在我會記

得早晚禱告，享受神的關愛，也喜歡參加各種聚

會，更高興每個禮拜日到教會參加禮拜， 也體會

到這是神給我的恩典。 

  

    馬可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五節中，耶穌說，凡

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  

這就確定了我的信心，我決定遵行神的旨意，但

願我能學習成為一個成熟的和有生命的基督徒。 

感謝神也謝謝大家。  

 

神  是  愛 
 朱麗君 

     大家好，我是朱麗君。今年六月，我來到聖

路易斯。女兒，女婿帶我來聖路易斯華人教會，

也是生平第一次來到教堂，覺得很神聖。在柔和

的鋼琴聲中，唱著讚美的詩歌，讓我很感動。感

動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在參加禮拜與兄弟姐

妹相處的過程中，被這種喜樂的心情所感染。我

感到教會就像是我心靈的驛站。我看到基督徒因

為信耶穌而對他們生活的積極影響，這種活生生

的見證比書上的哲學更真實，讓我對基督教信仰

有了好感。在教會裡感覺到弟兄姐妹們的愛，也

感到上帝的愛，我自己也就有了一種主動去愛別

人的想法，這正是我想過的一種生活。 

 

    今年我女兒生了孩子，出院後又回醫院救

治。我的血壓也忽高忽低，情緒不穩定。是教會

眾弟兄姐妹牧師的慰問，不停地禱告，讓我認識

了神對我們的愛。後來，女兒痊癒出院，我的身

體也完全恢復健康，這都是神的大愛。 

    在參加禮拜與弟兄姐妹相處中，我認識了

主，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生活在黑暗之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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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地愛我們，讓他的兒子耶穌來到世上，為

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捨身，也派人向我們傳

福音。我信耶穌基督的寶血能夠使人洗清罪汙，

只要真心信靠他，就能得到永恆的生命。 

 

    現在我就要離開美國。我感謝神，我們有一

個懂事而積極向上的女兒，一個不大但是溫馨的

家，尤其是我能做神的兒女，蒙受神的大愛。 

    今天我們選擇這條路，並不是我們找到了

神，乃是神揀選了我們，是因神愛我們的緣故。 

能認識耶穌，信靠耶穌， 這是我們一生最美好的

事情。我是一個很軟弱的人，希望神能給我信

心，勇氣和毅力來一生侍奉神。感謝教會，感謝

弟兄姐妹，感謝上帝。 

 

 

漫長的信主之路 
 莊 起 良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是莊起良。 從認

識神，懷疑神，到認罪，相信神，對我來說，是

一條漫長的道路。  

 

    因為母親從前信佛教，所以基本上，我從小

沒有接觸到基督教。小時候印象中，信基督教，

可以領免費麵粉，耶誕節可以得到聖誕禮物。中

學時，在臺北新公園及西門町看到一些外國人，

手拿著或背著“我是罪人”,“信我者得永生”等

標語，當時覺得這些人好奇怪，因為通常犯罪的

人，不是不承認，就是想逃脫或掩飾自己的錯，

而他們卻高舉著牌子，到處走動，告訴大家，他

是罪人，但是沒說他犯了什麼罪。  

 

    真正接觸到基督教和聖經是在和 Tina結婚

後。 剛開始還很複雜，我家是佛教，岳父是回

教，岳母是天主教，Tina念的是基督教學校，當

時我真不知該如何是好。 但是 Tina是一個信仰

很堅定的人，常常跟我說一些聖經的事。起初我

都是用一些歪理，強詞去反擊她，為了反對而反

對，常常兩個人辯得臉紅脖子粗，不歡而散。 而

且那時年輕，自以為“人定勝天”，“命運掌握

在你自己手中”。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的現

實體驗，開始領悟到人的渺小和無能，也意識到

了在這宇宙中是有一個主宰者，在掌控著萬物。  

後來母親和弟弟先後都信了耶穌基督，我也在

Tina的影響下，慢慢由反對而接受。1997

年,Tina得了十二指腸癌，醫生說這種腫瘤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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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的部位因為連接很多其他器官，情況不是很

樂觀。當時真是感覺像晴天霹靂，我該如何面對

將來？ 從醫院出來，回家路上，我在社區裡停了

下來，做了人生第一次禱告，請求耶穌基督，給

我們家一個奇跡。後來 Tina果然複元了。但

2002年 Tina又得了乳癌，這次我就不像五年前

那樣慌亂，知道去禱告，去依賴神，神又救了我

們。 

可是這時候的我，還是不願上教堂。在周牧師來

探訪時，我才把我的想法告訴他。  我自己覺

得，把自己做好才是最重要。神既然是無所不

知，無所不能，神就會自己做審判。何況有些上

教堂的人在私人行為上，也有缺失。難道只要信

上帝，神就會拯救他們了嗎？周牧師告訴我，不

要管他人的是與不是，只要我信神，是我與神直

接交流。現在回想起來，從前的我是多麼的無知

和自大，還不自覺，這些不都是罪嗎？ 

 

    隨著接觸更多的聖經，聽到更多的講道，更

明白自己的罪，更瞭解到耶穌基督為了我們的罪

在十字架上流血犧牲自己，來救贖我們。 

  

    神是無所不能的，是知道未來的，現在我不

但相信耶穌基督是我的主宰，在生活中，更是提

醒自己要謙虛要感恩。特別是感謝神的救贖，帶

領和恩典。在學習中，也學著去原諒別人，關愛

別人，在碰到困難時，心境更平和地去接受考

驗。我相信神會帶領我走他為我預備的路。  

    之前我説明過一位元認識 30年的朋友。當時

因為他沒有固定工作，是我幫他贖回了被法院扣

押的房子。三年前又在一個地方和他合開了一家

小店，是用我的名字簽的租約，由他去經營。兩

年半來，他不但不付房租，還在租約快到時，將

店裡的設備給偷偷賣了。這讓我幾天都睡不著

覺，不單是金錢損失，那種無賴的態度，更是讓

人氣憤。我本來已經準備好用法律途徑來解決，

但是神卻告訴我原諒他吧！路加福音第六章三

十，三十一節：“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奪你

的東西去，不用再要回來。你們願意人怎麼待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我因著神的話，真的

就願意原諒他，心裡也有了平安。 

 

    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今天我

將受洗，在此我對大家說，我願意認罪悔改。因

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我的罪會被洗去和赦免，我

要與耶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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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再 孤 單 
 段 靜 

    大家好，我叫段靜。感謝讚美主，在我經歷

人生中一個很大的困難和痛苦中時，張麗白姐妹

在我的身邊幫助了我，給我傳福音，並且帶著美

麗姐，曉暉等姐妹來幫助我們家渡過難關。感謝

主我在今年 5月決志信主，信主之前從沒有想過

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認為自己沒有做過違法的

事，怎麼可能是罪人。信主之前有過自私，妒

嫉，希望自己比別人好，做事情時不會考慮太

多，憑著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怎

樣地得罪神卻不知道。但信主後，想的多了，也

改變了許多。現在明白神本可以因我的罪而任憑

我們自生自滅，永遠和他沒有關係，但他卻如此

愛我們，讓他的兒子耶穌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

血捨身，也派人向我們傳福音，使我明白可以因

著相信耶穌而成為神的兒女，並接受耶穌為我的

罪而死所帶來的救贖。聖經馬太福音 21章 22節

中說到：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

著。這給我指引和極大的

安慰。  

 

    信主後，當我感到困苦時禱告，向主陳明我

的心聲，主必能聽到我的聲音。幾次女兒生病，

都向主訴說，奇跡就會出現。以前我兒子小的時

候，生病如果不吃藥打針根本就好不了。感謝讚

美主每次讓我都得到安慰，有一個戰勝困難的信

心，有一個平安喜樂的心情。在我生活中仍有許

多的困難要去面對和解決，以前我要靠著自己，

就會覺得無力和孤單。但現在我知道我不再是一

個人面對這些，有主耶穌的保守和帶領還有弟兄

姐妹的關愛，我不再感到無力和孤單。聖經腓立

比書 4章 6-7節中說：“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

是借著禱告，祈求和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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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認罪悔改，接受神

借著耶穌給我的救恩，相信耶穌是我的救主，也

接受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我願一生追隨他，聽他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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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罪 
 李水清 

    在信主之前，雖然也知道自己有一些言行舉

止，心思意念有些時候，有些場合不是十分恰

當，但給自己打分的話，覺得七、八十分吧，還

可以，也不是什麼聖人、賢人，自己也比較滿

足。但是當有機會閱讀神的話語，又有兄弟姐妹

向自己傳福音，到接受主的恩典，接受主的揀

選，成為一個基督徒後，才有一種恍如隔世，有

如重生的感覺。再回首從前，才發現自己身上原

來是那樣多的缺點，那麼多的罪過，多少次得罪

神還不自知，還不反省，還自我滿足，真令我滿

心羞愧。有時候，堅持自己的意見，自以為是，

在工作中不顧同事的感受，不懂換位思考，為一

件事情甚至會和同事爭到面紅耳赤，得理不饒

人；沒有對親戚、朋友等有感恩的心，比如我岳

母，因為我和愛人上班沒時間帶孩子，岳母幫我

帶。多少年來我一直覺得理所當然，覺得是應該

的，她唯一的女兒嫁給我，她不幫我帶幫誰帶，

一點感恩的思想都沒有；在社會上，看到有些人

通過一些投機取巧的手段得到名和利時，有些時

候還有一點小小的羡慕；如此種種，這些罪在認

神之前，自己是毫無覺察的。 

 

    在我們的身上有這麼多的罪，神完全可以不

管不顧，任我們沉淪，毀滅，永遠與神隔離。但

他卻是如此的愛我們，讓他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世

上，代我們受罰，在十字架上用寶血洗淨了我們

的罪。還向我們傳福音，使我們相信凡接待他

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

兒女。主耶穌用自己聖潔的生命代替我有罪的生

命，承受了死的刑罰，洗淨了我生命中的種種罪

汙。也感謝主死而復活，使我可以籍著相信接受

救恩，而得到一個全新的生命，認清自己的罪。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

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羅馬書 6：23）我願

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的主，願意接受耶穌

基督作我生命的主宰，一生跟隨他，聽他的話，

走一條榮耀神的路。

 

平安喜樂的心 
 謝 堯 

    各位弟兄姊妹好。我叫謝堯，本科畢業于上

海交通大學，今年剛來美國，現在華大數學系讀

研究生。感謝神，讓我認識到自己的罪。從小到

大，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挺正直的也挺是非分明

的，但有時自己卻不可避免會犯罪，比如嫉妒，

比如自私，比如浪費時間，等等。當我試著去克

服這些罪性時，卻總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感謝

神，他如此愛我，派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世

上，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捨身，使我不至

因我的罪而沉淪。感謝神，帶領我於今年 8月 28

日決志信主。信主後，雖然我有時還是會犯和以

前同樣的罪，但我會向神禱告向神求，也會請團

契的弟兄姊妹替我代禱。我們的神是聽禱告的

神。我常常能清晰地感覺到聖靈在我裡面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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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帶領我去過聖潔的生活。感謝神，使我得

享平安的喜樂。馬太福音 11章 28到 30節講道：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

的。”感謝神，讓我有一顆平安喜樂的心情來對

待自己的生活，也有一顆平安喜樂的心情來受

洗。我願背起十字架跟隨我生命的救主：耶穌基

督。 

  

愛 的 真 諦 
 竺傳美 

    弟兄姐妹朋友們好，我叫竺傳美，來自湖

南。現在在華大讀研究生二年級，專業是植物生

物學。感謝神奇妙的帶領，在今年暑假帶領我認

識了嘉源、楊默等基督徒，帶領我去信望愛團契

和教會，讓我認識了神。感謝神如此愛我，揀選

我成為他的兒女，讓我在 8月 28日決志信主。感

謝神讓我今天能夠受洗。 

 

    回想自己的信主過程，並沒有什麼大風大

浪，反而覺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神一直在預

備我，現在時候到了，他就領我回家了。在過去

的很多年裡，我一直為一件事苦惱，那就是很難

找到人與人之間那種至真至純的愛。我有一起玩

一起聊天的朋友，可是我很難找到真正懂我，真

正理解我，真正時時刻刻陪伴我，陪我走過每一

段人生旅途中高高低低的人。所有的感情都是那

麼短暫那麼停留在表面，這讓我覺得很孤獨。而

且，我覺得即便我那麼渴望這種愛，我自己卻很

吝嗇自己的愛，我不能夠做到毫不保留去付出，

我總計較我的付出有沒有得到回報，得到別人的

肯定，有時候甚至因為自己的嫉妒和自私，看一

些同學不爽，最後搞得自己心裡很難受。這一切

都讓我覺得人世間的愛太有限了，而我自己也沒

有辦法讓自己做到去愛每一個人。直到我來到團

契和教會，看到弟兄姐妹彼此如此相愛，愛人如

己，聽到主耶穌為我們贖罪而受盡淩辱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我被深深感動了。我也認識到了自己

的罪，比如嫉妒，記仇等。聖經上說：神就是

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 在

他裡面（約翰一書 4：16）。讓我明白只有神裡

的愛才是無限的，深不可測的，永恆不變的，毫

無保留的。神也教導我們說愛是恒久忍耐，又有

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

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

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

止息。（林前 13：4－8）信主之後，神真的是教

我存溫柔憐憫的心，教我不計較回報地付出，不

求自己的益處。神教我去愛兄弟姐妹，去愛世

人，我的心也因著這樣的改變變得平安變得喜

樂。我知道我還是很有限，常常還是會軟弱，但

我決定跟隨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學主的樣式

去愛，也求主能幫助我，讓我能在世人面前為他

做美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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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預備的道路 

 齊立程 

    我們人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在認

識主耶穌之前，我一直在黑暗中行走，但自己卻

一直不知道這件事。上帝既是真理、生命與一切

美善的源頭，“離開祂”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

罪。 

 

    神愛我們，祂一直在啟示著人類祂的存在，

公義和慈愛。祂不願我們再犯罪，一錯再錯。為

了拯救我們，祂讓獨子耶穌來到世上，傳講神的

話語和真理，並為我們的罪被釘上十字架，彰顯

了神的大愛，完成了神偉大的救贖。從此我們在

罪裡死了，在祂的寶血裡獲得永生。 

 

    為了拯救我，神帶我來到美國。在我來聖路

易斯的飛機上，祂讓一位基督徒周阿姨和我坐在

一起。下飛機前，周阿姨送給我一本聖經，我很

高興。來美國，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是瞭解美國

的文化，我認為美國文化的根基是建立在聖經上

的。這就要求我必須要閱讀瞭解聖經。我有 4年

的佛教背景，對基督教也很想學習。所以我來到

這後，工作之餘開始翻閱聖經。周阿姨每個週三

邀請我到她家吃飯學習聖經，週五晚上去美國牧

師家學習，周日下午帶我去美國教會去體驗教會

的生活。這樣過了三個月的樣子，到了 8月底，

我想認識更多的基督徒，看到更多的見證。這時

神把我帶領到信望愛團契，又把我帶到了 SLCCC

教會。接著又讓我認識了趙老師，逐步打開了心

門，接受了主耶穌基督的救贖，認識了上帝。總

之為了帶領我，祂早就準備了很好的神的兒女在

我身邊幫助啟示我。感謝讚美神! 

 

    我現在剛剛接受主耶穌，最大的變化就是每

天早晚都做禱告，和神有好的溝通和交流，每天

學習神的話語。做決定時，讓神來帶領我。我非

常渴慕神的話語。求神繼續帶領我，幫助我靈命

的成長。 

在信主前後給我最大指引的是路加福音 23章 34

節：“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做的他們不曉

得。”這是主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所說七句

話中的第一句，雖然只有一句，卻充滿了愛的能

力。主耶穌在危急時所禱告的，不是關乎祂自己

的什麼事，乃是為祂的仇敵求赦免，可見祂最掛

心的是罪人的得救，不是自己的安危。 

我願意認罪悔改，也願意接受神藉耶穌給我們的

救贖。我相信耶穌是我們的救主也接受祂是我們

生命的主宰，我願意一生跟隨祂，聽祂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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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敞開的那道門 
 徐靈豪 

    感謝神給我一個基督徒的家庭，讓我從小就

能認識神，親近神。但是也因為在學校接受無神

論的教育，有時候我也會懷疑神。以前我很自

傲，也經常以口得罪神，我雖然知道那是罪，但

是我總是

控制不住

自己，我

一直覺得

我不配當

神的兒

女。 

 

     

    感謝神對我一直的保守，讓我每週都堅持去

主日學，在那裡看到聖經上這段話，啟示錄三章

8節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

曾遵守我的道，也沒有棄絕我的名。看那，我在

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當

時我就很感動，我才認識到神愛我們，甚至將他

的獨生子賜給我們，叫信他的人不至滅亡，反得

永生。我才明白神的救恩，不論我們以前犯了什

麼罪，神一直都給我敞開這道門，我要做的只是

進到裡面去，就能脫離罪的捆綁，得到永生。 

之後我改變了許多，不像以前那樣驕傲，自我為

中心。後來我要出國了，當時我的英語是班裡最

差的，開始我很擔心自己不能通過簽證，但是我

想起神的話，我的心就很平靜。我知道神要成就

的事，就一定成。我真的一次就簽過了，就像這

段聖經所說的，他開的沒有人能關上，他關上的

沒有人能打開。然後我就來了聖路易，神都已經

預備好了這麼好的團契和教會，感謝神讓我在這

裡受洗。感謝神一直為我敞開這道門。感謝讚美

神，一切的榮耀都歸於我們的神。 

 

認 識 真 理 
 王肖潔 

    大家好，我是王肖潔，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與

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信主的心路歷程，同時也希望

通過此次見證，幫助自己更加堅定自己的信仰。 

幾年前我還在大陸上學的時候，曾經有一段時

間，不知道什麼原因，想開始讀聖經，但是沒多

久就放棄了。原因是不習慣聖經裡面訓誡的口吻

以及種種的約束。後來走在大學校園裡經常被一

些基督教的福音使者攔下來，他們的第一句話經

常會是“你認識耶穌基督麼”，我的回答是“知

道，但不熟啊，不算認識”。有時候會坐下來聽

他們傳福音，讀聖經，但是總是聽不進，或者左

耳進，右耳出。雖然我是無宗教無信仰環境下成

長的，但是我總是對這些基督教徒，對所有有著

堅定信仰的人有一種尊敬和羡慕。但是那個時候 

面對這些福音，我只能一聳肩，一攤手。我也希

望我能夠被感動，但我心裡仍然毫無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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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來到美國，身邊的基督徒朋友也一下子

多了起來。通過一些日常的交流，以及參加各種

的聚會，團契，對耶穌基督，對神, 對基督教，

都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但是讓我相信所有這一

切的，卻是我再次打開聖經的時候。我讀著讀

著，便覺得這一定不是哪一個人或者哪些人憑著

自己的意志所寫，這不是人能夠企及的高度。那

麼只有神，這一定是神的話語。我也恍然大悟，

為什麼第一次讀聖經的時候會心生排斥，為什麼

以前那麼多次的被傳福音卻毫無所動。那個時候

被各種各樣的罪蒙蔽了眼睛，不知道什麼是對

的，完全沒有一個完美無缺的概念，自然也就不

知道什麼是錯的。那個時候我以為這一切都是人

的作為，都是人一廂情願地相信這一切，都是人

主觀的記載。而現在真真切切地明白，這都是神

的工作。 

 

    關於罪，以前我總有著很片面很狹窄的定

義，認為人的行為，只要不觸犯法律，就不是

罪。對於基督教定義的罪，我總覺得這是人性，

人生來就是這樣，不光彩卻也無可責備。後來我

明白，當時我只對了一半—-人生來就有罪，而正

是這罪使我們與神永隔。如果人對自己的罪沒有

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認識那為我們流血捨身的主

耶穌，而是讓自己的貪念，私欲，軟弱氾濫，必

將永遠墮落。在認識到這些之前，我是一個很自

我中心的人，覺得只要自己願意，沒有什麼做不

到的。而如今，我信借禱告將一切事情交付與

主，並且相信主的旨意，主的決定，主引領的

路；相信主愛我們，因此給我們的必是最好的。 

 

神 的 恩 典 
 朱婉珺 

    大家好！我是朱婉珺，這個學期剛剛從

Tulane University 轉學到華大讀大二，我真的

很感謝神在我生命中的帶領和恩典！ 

 

    信主之後，我意識到自己有很多罪。例如：

我多年來一直都是盜版的忠實粉絲（雖然現在還

是很難浪子回頭），還不遺餘地的感染同學朋友

和我一起墮落，想想真是罪過不小。尤其是我認

識到我是如此自私，從來都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而且還如此自戀，總能看見自己的優點和別人的

缺點。前一段時間也是一直在忙自己的事，好幾

個星期都懶得給家裡打個電話。其實也並不是擠

不出那幾分鐘的時間，但想著過兩天放假就可以

回家團聚了，到時候再聊也不遲啊。11月月底，

當我再次和家裡聯繫的時候，才發現從小一手把

我抱大的爺爺，腎癌突然惡化，已經去世了。很

感謝主讓他走得很安詳，免受了許多痛苦。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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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原來我一直都是朝著自己的目標往前跑，理

所當然地享用著所有人對我的關愛，卻從來沒有

為他們付出過什麼。或許以後，等到我真的有時

間也有能力了，但可能已經沒有機會去回報他

們。 

    不知道為什麼，像我這樣如此自私，如此冷

漠的人，主卻從來都沒有拋棄過我，沒有放棄過

我，甚至還讓他的獨生子耶穌為我的罪被釘死在

十字架上。我真是虧缺了神的榮耀啊。約翰福音

第一章講到: “生命在他裡頭，生命就是人的

光。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我原來

就是走在這無邊無際的黑暗中，不能自拔，還自

以為前途光明。感謝主把真正的光照進我的生命

裡，讓我覺醒。這周我跟媽媽打電話懺悔，她非

常的驚訝。她原以為我得等到七老八十，牙齒都

掉光了，可能才意識到自己是這樣一個小罪魁。

我曾聽說，如果想知道你犯了什麼罪，回家問問 

你的伴侶吧。現在，我想勉勵那些仍是單身的兄 

弟姐妹們，不要擔心沒有人告訴你，回家問問你

的父母吧，他們肯定也會為你列舉出無數條罪狀

的。 

 

    我希望在主的帶領下，我能夠變得少為自己

求，多為他人著想；少求被理解，但求理解人。

永遠懷著感恩之心面對生活。 

 

 

大 能 的 神 
 陳 川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叫陳川，來自浙江杭

州。其實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有一位神，而且他一

直在幫助我們。一直到我來到了美國，認識了基

督耶穌，我才知道那位神就是耶穌。 

在認識耶穌之前，我

並不知道自己

是一個罪人，

年年都拿獎學

金的我，從來

不覺得自己犯

了罪。但是信

主了以後，我才發現原來自己是個罪人，嫉妒，

自私，會記仇。我得罪了神，卻一直不知道。然

而，神很恩待我，甚至在我還不認識他的時候，

就安排了很多基督徒在我身邊。在我剛來美國的

時候神就安排了王藝做我的室友，後來朗心也成

為了我的室友。神通過室友和信望愛團契一步一

步帶領我來到他的殿堂。在 10月 2日團契的福音

班上，小明給大家播放了遠志明的見證，神讓他

的話語感動了我，向我顯示神是多麼的大能，使

我看到只有神才能無條件地幫助世人。儘管我們

從來沒有對他的幫助給予足夠甚至任何的回報。

神原本可以因我們的罪而任憑我們自生自滅，永

遠和他沒有關係，但他卻如此愛我們，讓他的兒

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捨

身，也派人向我們傳福音，使我們可以因相信耶

穌而就成為神的兒女。馬太福音第六章第 26節講

到：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

http://us1.mdbg.net/chindict/chindict.php?cdqchi=%E5%88%97%E4%B8%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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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你們不

比飛鳥貴重得多嗎？天父是如此的愛我們，作為

他的兒女，今天我願向世人宣告，我願意認罪悔

改，也願意接受神借著耶穌給我們的救恩，不但

相信耶穌是我們的救主，也接受他是我們生命的

主宰，我願意一生跟隨他，聽他的話。

 

神 愛 世 人 
 劉 楠 

    大家好，我叫劉楠。作為一個出生在 89年的

獨生女，我身上有著很多 80後典型的毛病，懶

惰，自私，驕傲，虛榮，好高騖遠。我跟神的距

離那麼大，自己這樣的得罪神，自己卻不知道。 

     

    然而，神沒有因此而放棄我，任我自生自

滅。相反地，他是這樣地愛我們每個人，讓他兒

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捨

身。感謝神，讓我接觸，認識，瞭解了信望愛團

契；感謝神，派了黃敏和刑思堯向我傳福音； 感

謝神，安排了周牧師，宋明信，楊默來到我家家

訪，在 2009年 10月 15日，我決志成為神的兒

女。我相信，耶穌是唯一的神，也是唯一能給我

帶來救贖的神。  

    信主之後，我有了很大改變。我比以前勤勞

謙虛，腳踏實地了，我學會了服事家人朋友，與

他們多溝通交流。信主之後，我覺得自己變得更

可愛了，很感謝主在我身上作出的改變。 

《約翰福音》3章 16節說：“神愛世人，甚至將

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 

 

    我願意認罪悔改，也願意接受神籍耶穌給我

的救恩。我相信耶穌是我的救主，也接受他是我

生命中的主宰，我願意一生跟隨他，聽他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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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不 撇 棄 我 
 佟志偉 

    我在很久以前,就相信耶穌基督的存在, 今天

我感謝神能在此受洗, 見証神在我身上的恩典。 

由於我來自中國大陸,從小接受的教育是無神論。

高中時,我認識了一位元和我年齡相當的美國朋

友。由於她是基督徒,受她的影響,從那時起我開

始讀聖經,並不斷探索和思考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

唯一的真神。還記得在高中三年級時,因為面臨高

考的巨大壓力,我經常覺得生活很單調很無趣。但

當我讀聖經越來越多後,我逐漸相信神的存在。那

時我發現每當我祈禱,並把心裡的想法講給神聽,

神總是能幫助我。倚仗神的恩典,我順利地完成了

高考,並如願進入理想的大學學習。如果沒有神的

幫助和支持,我想我幾乎不可能在高考的巨大壓力

中堅持下來。 

 

    大學的四年中,由於我身邊的環境沒有教會和

基督徒的影響,我的信仰漸漸淡化,並沉溺於世

俗。那段時間裡,我沒有太多地約束自己,因此經

常出現發怒,嫉妒,虛榮等心態,現在回想起來,我

的那些罪都是神所不喜悅的。今年來到美國之後,

感謝神的幫助和安排,讓我有機會參加學生團契。

在團契的聖經學習中,以及和基督徒朋友的交談中,

我更多地認識了耶穌基督這位元愛我的真神。約

翰福音 1:12 中說：“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

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讀到這句

話後,我被深深地打動,並決志信主。本來因為我

的罪,神是可以任憑我自生自滅的,但他卻如此的

愛我們,讓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為了我們的罪而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我願接受耶穌為我的罪而

死所帶來的救贖,並願意稱為神的兒女。 

 

    感謝神的恩典,在我信主之後,我的生活從此

不再黯淡。現在的我渴望閱讀聖經，並通過靈修

而更多地認識神,我倚靠神的力量在不斷試圖克服

原罪帶給我的不好的生活習慣,現在的我更加懂得

控制自己的情緒和思想,懂得原諒別人。借著禱告,

我將很多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上,並求他指引我的生

活。雖然我決志信主的時間還不長, 但我知道我

已經走在神指引我的道路上,還有眾多兄弟姊妹和

我同行,幫助我成長。羅馬書 6 章 3 至 6 節中寫到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

入他的死嗎?所以我們籍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

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

籍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我們若在他死得

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

合。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

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今天的受洗, 象徵我的舊我已與主同死同埋

葬, 也象徵一個新生的我與主同復活。感謝讚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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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神喜悅的事 
 張 淼 

    兄弟姐妹好，我叫張淼，在聖路易斯大學讀

研究生。一年多以前，和許多從中國來到美國的

留學生一樣，我對即將到來的留學生活充滿了好

奇和憧憬。 但當時的我並不知道，我要來到的並

不僅僅是美國，還有神的國。 

 

    神對我是眷

顧和疼愛的，他

把自己的兒女放

在我的身邊，好

引領我來到他的

身邊。耶和華借

著國輝，陸芳，

楊默把福音帶給了我。那次傳福音訓練，讓我重

新認識了自己，認識了自己的罪。雖然我並不是

一個驕傲的人，但經常會因為別人的誇獎認可而

沾沾自喜，原諒自己做錯的事情或者不好的想

法，因為人們把司空見慣的錯事當成見怪不怪的

無所謂。雖然有時也會感到自己的言行意念都要

改變，但是自己卻力不從心，主觀上的軟弱和周

遭的環境都讓人灰心喪氣。所以，我們都是罪

人，並不能自救，更不要談救人，這樣的觀點對

我來說很容易理解和接受。 

那次的傳福音留給我的思考是痛苦和徒勞的，我

認識到自己是個罪人，但還沒有找到擺脫罪的泥

沼的辦法。因為那時我還沒有信主。感謝神，讚

美神，當我聽到福音但沒有投向他的時候，他沒

有放棄我。他使用他的兒女為他作了美好的見

證，讓我渴慕去認識和追尋他的道路，他的義。

又在我難以突破信心的關卡的時候使用他的僕人

康巧華，王虹，肖湘雲來幫助我，讓我回到了天

父的殿中。所以我現在可以向世人宣告我所相信

的是耶和華，相信他的獨子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贖了罪，使我們有了永生的盼望。 

 

    感謝神，讓我於 2009年 9月 17日決志。決

志之後，透過兄弟姐妹的見證，同心合一的禱

告，侍奉，神一次次地向我彰顯他的榮美。聖靈

也一次次幫助我讓我去做神喜悅的事，遠離神厭

惡的事。一次和許帥去魏賓叔叔家吃飯，魏叔叔

把幾位 SLU的本科生介紹給我。那天晚上，那幾

位元同學的言談舉止和話題都讓我感到自己格格

不入。許帥問我是不是有點不適應了，我突然意

識到，他們的言談舉止，難道不就是不久之前的

自己嗎？我清楚地感到了神在我身上的作為，他

讓我變成了一個新人。感謝讚美主。 

 

    最後我想以自己很喜歡的一句聖經來結束，

之所以喜歡，是因為這句聖經讓我感到神對我們

超乎一切的愛：“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

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尋求的就

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

門。”（馬太福音 7章 7-8節）我祈求，尋找，

叩門，耶和華就讓我得著，尋見，為我開門。我

現在要向世人宣告我所相信的是耶和華，相信他

的獨子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贖了罪，使我

們有了永生的盼望，我願背起十字架一生跟隨主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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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路 歷 程

為癌症而感謝神 -- 何世川弟兄專輯 

[編者按]  

2009年 9月 25日，何世川弟兄在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差傳年會帶

領詩歌敬拜時突然中風，當晚被送去醫院。幾天以後因懷疑有腦瘤

而進行開顱手術，隨後發現腦瘤為惡性。在初步恢復以後，開始化

療和放療。幾個月來，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牽動了聖路易華人基督

教會眾多弟兄姐妹的心，也牽動許多遠方弟兄姐妹們的心。何世川

弟兄行過了死蔭的幽谷，經歷了神的同在和看顧；他所經歷的苦

難，使得周圍的基督徒得著激勵，也使許多福音朋友們開始思索基

督徒面臨苦難時彰顯的不一樣的生命。現特將世川弟兄的心路歷程

及其他弟兄姐妹的有關見證匯集於此，願神的名得榮耀。 

 

1. 中風始末 

常言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種世

事難料的處世觀三十而立的人就有，四十而不惑

的人很少沒有，五十而知天命的人若沒有的話一

定很不正常。自年初以來發生在我身上的那麽多

的事兒已經清楚地表明今年是我人生中的一個坎

兒。這個坎兒不是來不來的問題，而是遲早的問

題，而且來者不善，所以我心裡早有準備。只是

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坎兒竟是死陰的幽谷。 

 

    那一天是星期五。連續幾天我都有點發燒咳

嗽。這會兒萍兒也有些發燒咳嗽。因為近半年來

對豬流感的恐慌，我們為了顧全大局，都沒去上

班。送完大兒子後回家，剛返回床上想再睡一會

兒，不料電話鈴響了，是一位剛從外周搬來的姐

妹打來的。她繪聲繪色地描述她的小寶寶病了，

一口咬定是豬流感。我勸她燒不到一定程度就不 

 

可能是豬流感，可她不為所動，而且說她媽媽尋

死尋活都要送小寶寶去急診。沒辦法我只好讓他

們去了。 

 

    可能是同病相連憐，小寶寶一家上路後，我

卻咳嗽起來，無法入睡。於是起來找板藍根--- 

我們家的感冒良藥。不知從什麽時候起，萍兒深

信對各式的感冒，板藍根有葯到病除之效，因此

只要大人孩子不管誰有感冒症狀，全家立即猛喝

板藍根，直到病除為止。我雖然心裡反對，但見

太太身先士卒，也猛喝。而這回輪到我自己生病

了，就更要猛喝了。不料翻箱倒櫃，只找到了一

包。於是萍兒與我都要捨己，寧願對方喝了，不

至滅亡，反得永生。最後跟往常爭吵一樣，我們

把那唯一的一包板藍根泡在茶杯裡，你一口、我

一口地把它喝完。邊喝的時候我大約還唱起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8fc3a00100h4y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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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頌》裡的“我為親人熬雞湯”，雖無其艱

辛，卻有其親情。但我沒有想到的是，那幾乎成

了我與萍兒的最後一喝、絕喝。 

 

    沒了板藍根，自然要去買些來。所以下午我

就去了中國葯店。想到上午那新搬來的一家可能

也需要，特別是姐妹她媽，就特地多買了兩包，

準備順路捎給他們。但打電話給那姐妹，卻沒人

接，又不敢貿然送去她家，所以就只好帶回來

了。那位姐妹是一位愛主愛得熱情奔放的人，剛

來幾天我就看出來了。有趣的是，她的媽媽是一

位煩主煩得熱情奔放的人，我在她家跟她聊了一

個小時，已有很深的印證。她說肖牧師是暗藏的

國民黨特務。我猜想她一定也給了我一個外號

兒。 

 

    晚上是週五晚上的聚會。恰巧本周是教會一

年一度的差傳周，全教會連續聚會三天，今天是

第一次，由我來帶領詩歌。因一周來發燒、喉嚨

疼，恐不能勝任，跟幾位弟兄聯絡過調換的事

情，但都不適。心想又不是沒有過的事情，神的

恩典會夠用的，故決定去了再説。萍兒因較為嚴

重，所以決定留在家裡，只由我帶翔翔和三毛

去。跟往年一樣，晚上有晚餐供應。吃飯時，明

顯咳得厲害，我心裡禱告，求神恩典夠用。晚餐

後，敬拜小組開始排演。我在邊咳邊帶，心裡隱

約有些不安，於是對其中一位姐妹說：如果到時

我出現狀況，請你來帶。但姐妹卻連連搖頭，稱

絕不可行。無奈，我讓大家為我禱告，若一切順

利，感謝神；若我發生什麽不幸，都是我們的

錯。 

 

    就這樣，聚會開始了。看著滿屋的弟兄姐

妹，我們開始了詩歌敬拜。感謝神，一口氣唱了

三首歌，沒有出現任何問題。想到從非洲請來的

賴牧師一家在非洲的擺上和舍己，心中竟有感

動，並不由自主地要把這些感動傳遞給會眾，因

此在唱完第三首“我在這裡”後，在唱最後一首

詩歌“成為我異象”之前，我在感動中準備說幾

句臨時的分享。但就在這個時候，我那似乎已經

忘卻了的咳嗽突然襲了上來。我知道在眾目睽睽

之下肆無忌憚地咳嗽的尷尬，所以就本能地運

氣，想把它扼殺在搖籃裡。誰知那股真氣來勢兇

猛，從我全力的抵抗中間沖了出來，沖得我眼冒

金星。牧師送來了一瓶水，我接過來喝了一口，

說了一聲最後唱“成為我異象”後，立馬又運氣

與咳嗽作殊死的搏鬥。那四段歌詞在此刻真是無

限的漫長。我一邊掙扎一邊罵司琴，平常彈琴都

是你追我趕，怎麼偏偏這會兒像彈搖籃曲似的。 

好不容易唱完了，我卻沒有功夫收場，那歇斯底

里的咳嗽，弄得我滿頭大汗。我又罵那位我千叮

嚀萬囑咐的姐妹，這會兒怎麽就像乖孩子似地站

在臺上一聲不吭！好不容易我抓住一個機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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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盡全身力氣說出了“下面把時間交給賴牧

師”，這時候我覺得全身突然一下好像失去了許

多力氣，眼前也變得模糊起來。我故作鎮定地走

下臺去，只聼得大堂內響起了一陣掌聲，算是對

我的鼓勵。在台下稍坐了一會，還是想咳嗽，於

是走出了大堂，去到盥洗室，準備大咳一場。誰

知去到那兒後，卻發現咳不出來了，取而帶之的

是前所未有的困倦。我又從裡面走出來，只感到

渾身無力，只想睡覺。一看表，少說也得一個半

小時才能結束。心裡一想，不如到車裡去打個盹

兒，恢復恢復再説。於是走出廳堂，來到停車

場，找到我的車後開門坐進中座，倒頭便睡。 

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地醒來，覺得還是渾身

無力。但想到聚會可能要結束了，所以掙扎著起

來。想用左手打開車門，卻發現我的左手竟不聼

使喚。我著實吃了一驚，隨即把握在右手中的車

鑰匙遞給左手，不料車鑰匙竟掉在了車裡。我好

不容易找到了鑰匙，來到了堂內。賴牧師的講演

還沒有完。這時候我只想睡，於是想去找三毛。

剛轉身，見上午打電話的姐妹走過來，說小萍姐

打電話說我給她帶來了一包東西。我張口給她解

釋，才發現我的口齒已經不聽使喚，只是不由自

主地發出些簡單而奇怪的聲音。姐妹甚感奇怪，

問：哎，老玩童，你怎麽啦？我意識到情況不

妙，於是拉住她的手，走到一個紙包面前，取下

來，塞給了她。裡面有我剛買來的板藍根，還有

我家後院菜園種的蔬菜。 

 

    我去了三毛的聖經班，剛好結束。心中暗

喜，剛要過去接他回家，哪知他卻被老師領進了

一個辦公室！原來是課間調皮犯規，課後實施應

有的懲罰。我暗叫不好，心想我快要堅持不住

了。正在這時大為弟兄走過來，見我怪異的神

色，問我怎麽了。我說就是感到很累。他再仔細

一看：不對，你病了。於是拉住我的胳膊，把我

領到了大堂外面的一個坐位上。這時候，聚會終

於完了。走出來的人們圍了上來。我見這會兒是

插翅難飛了，對身邊的一個弟兄說，幫我去中學

接一下翔翔。說話間明牧師等將我扶出門外，明

奇已把車開了過來，把我扶上車，向急救中心駛

去。 

 

    剛上車的時候，我試圖讓明奇送我回家。我

盼望著回到家後，倒在床上美美地睡一覺，然後

第二天醒來後，一切都復原如初。我不想去醫院

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週一我還得去法國巴黎出

差，那是我所在公司與法國一公司簽訂合約後的

慶祝活動，眼下公司正遇經濟難關，勒緊褲腰帶

過日子，我們一行還是公司的技術總監親自批准

的。但此時的我卻沒有任何力氣，我用盡全身力

氣，卻只叫出了可能只有我才聽得清楚的    

“明奇。。。”，車卻仍然繼續向急救中心開

去。後來，我突然一陣噁心，想嘔吐。我拼命地

忍住，一直到了中心。一到中心，不到片刻我就

被五花大綁起來，搖身一變成了一名病入膏肓的

病人。我一想既來之則安之，加之實在疲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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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便在迷迷糊糊中昏迷了，恍惚中見有許多弟

兄姐妹不斷地趕來。這時候我心中唯一想見的就

是我的太太，萍兒，我期盼著她不久就會來。果

然，不知過了多久，我聽到了那熟悉的一聲，

“世川。。。”，一雙溫柔的小手拉住了我的

手。我微微地撐開眼睛：是萍兒。我露出幸福的

微笑。不久，我又沉浸在昏迷中。 

 

    在接下來的兩周裡，我在許多痛苦的經歷

中，時而清醒，時而昏睡。從中風導致知覺的喪

失，從腦出血導致腦瘤的發現，從腦瘤切除手術

到癌細胞的發現，每一步都牽動著許許多多弟兄

姐妹的心。下面是明奇在整個過程中發寄的一些

郵件。 

 

    [星期五] (9 月 26 日淩晨從醫院回家後) 

不少弟兄姐妹知道何世川弟兄週五晚上突發疾

病，部分弟兄姐妹也從相關途徑知道了一些後續

情形。我剛從醫院回來，向大家通報世川弟兄去

醫院後情形如下： 

 

~9：40 p.m：世川弟兄被送到 St. Luke醫院急診

室。  

~10:20 pm：電腦頭部斷層掃描 CT Scan）初步認

定右腦中有血液淤積，導致中風，使左側軀體行

動、反映受影響。中風原因不詳。  

~11：00 pm：St. Luke醫院醫生觀察到世川思維

意識清醒，身體反映亦有提高, 認為情形已經穩

定。因 St. Luke醫院沒有所需設備來查明中風原

因，世川將由直升機轉至 Barnes Hospital 急診

室  

~12：00 am: 轉至 Barnes Hospital  

~1：00 am：電腦頭部斷層掃描再次確定右腦有血

液淤積。世川的軀體反映有更多恢復。儘管如

此，醫生決定將他轉至特別看護病房(ICU) 繼續

觀察。並在淤積血液清除後繼續查清導致腦出血

原因。  

 

    目前，小萍仍與世川在一起。兩個孩子在家

中。讓我們為世川弟兄疾病之後神的保守，情形

的恢復，許多弟兄姐妹們的愛心代禱關懷，神所

賜世川小萍屬天的平安獻上感恩。也求神繼續保

守世川弟兄身體的完全康復，小萍姐妹自己的身

體 (週五因身體原因沒能上班),  和我們在這件

事上對神恩典的繼續經歷。 

 

    若今後幾天你能夠在準備食物方面提供幫

助，請與明奇聯繫,  以便能視具體需要合理安

排。 

    感謝神！他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

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星期六]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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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世川弟兄的情形有繼續好轉。思維，意

識，動作協調方面均有提高。醫生今天上午做的

測試沒有找出引發昨日中風的原因。今晚 12點左

右醫生將為世川做 MRI。感謝主，小萍姐妹的感

冒似乎已經好了，沒有了昨日所見的一些症狀。

晚上 10點左右，她從醫院回到了家中，明天早上

將再返回醫院。 

 

    從目前情形來看，世川弟兄將留在醫院一段

時間，一方面醫生繼續觀察，以確保完全恢復，

另一方面將努力找出中風原因。許多弟兄姐妹已

經表達願意幫忙食物準備，小萍姐妹表示感謝，

同時也堅持暫時沒有這方面需要，因為世川還不

能如正常進食，她自己所需食物也可在醫院的

cafeteria得到。如以後幾天有這方面需要，我

將具體與你們聯繫。   

 

    關於兩個孩子的上學及生活，有意願在這方

面提供幫助的弟兄姐妹們請在明天主日崇拜午餐

後 1：15 p.m在地下室 006號房間, 我們將在這

個短暫的會議上，將下一周每天作好安排。 

請弟兄姐妹們繼續禱告。有許多事是人手所不能

做的，但我們可以仰望那能行萬事的神。 

 

    [星期六] (9 月 26 日) 

本來期望對禁食禱告有些經驗與經歷的弟兄姐妹

們能作些分享。下面很簡單談一談，以使有心在

這方面操練的略作瞭解。 

 

    禁食禱告是指基督徒在特定的時候，以不進

食的方式結合禱告來向神祈求、仰望、悔改、認

罪等。採用“禁食”的方式是為了特別表明在神

面前禱告的心志。人在世上常為食物忙碌, 禁食

禱告表明禱告者願刻苦己心，放棄自己對食物的

依靠和渴求，更專心依靠神，更多仰望神的恩

典。聖經中有許多禁食禱告的例子和關於禁食禱

告的教導，以後我們可以更多學習。在實際操練

上，我們可以選擇任一時間段，如只禁某一天的

早餐或中餐晚餐，也可持續某一天(如每週主日)

或連續幾天禁食。可以是完全禁食 (食物與水都

禁)，也可以是部份禁食(只禁食物，或只禁部分

自己所特別喜歡的食物) 。禁食禱告的核心不在

於“禁食”，而在於“禱告”，即在本來用於吃

飯的時間裡放下食物，單單安靜在神面前，去經

歷“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

一切話”，去經歷神更深處的帶領和聖靈能力的

覆庇。另外，禁食禱告最重要的不在方式，而在

於心態。以賽亞書 58章有詳盡說明。主耶穌也有

相關教訓。 

 

    禁食禱告中可能人不會有饑餓感，但也可能

有饑餓感。無論何種情形，經歷禁食禱告的會更

認識到食物是神的賞賜。我將選擇在本週三 12：

00 am 到 7：00 pm 

這段時間禁食禱告，

只禁食物，不禁水。

其他弟兄姐妹若有深

切感動願以這樣的方

式為世川弟兄及全家

禱告，神必然悅納。 

 

    [星期一] (9 月 28 日) 

昨天記下來的，和弟兄姐妹們分享。 

今天晚上我去看望了世川弟兄。他的情形與昨天

差不多，左側軀體的動作及協調方面恢復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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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意識，言語等也很清楚，但因為幾天沒有進

食 (通過點滴攝入的營養很有限)，身體虛弱。加

上醫生沒有給他服用每天用來治頭暈的藥，多數

時間他在安詳的睡眠狀態，清醒時則有強烈頭暈

嘔吐的感覺。小萍姐妹一直與他一起，雖然附近

有房間可以提供更好的休息設備(可用來躺的椅

子)，她堅持在病房的小椅子上斷斷續續的休息，

以使世川醒來後第一眼就可以看到她。原來她感

冒症狀已經消失，但今天又開始咳嗽，請弟兄姐

妹們為她的身體禱告。 

 

    下午醫生向小萍提出了他們的方案：通過手

術去掉右腦某個部位的壞死組織/腫瘤 (用這個稱

呼是因為 MRI不能完全確定)。這個壞死組織/腫

瘤 02年世川的 MRI上已經顯現，且一直被懷疑是

引起他經常性頭暈(需每天服藥)的原因。另外，

其部位也就是這次中風淤血的部位，醫生推測與

壞死組織/腫瘤壓迫神經有關。醫生希望世川與小

萍週二(明天)能告知他們是否接受手術方案。如

果接受，則週三準備，週四手術。請為此迫切禱

告，保守世川/小萍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並在做任

何決定時 (接受方案，拒絕方案，或推遲決定時

間)都有平安，因為在腦部這麼重要區域的任何手

術都有一定的風險。   

 

    另外小萍

姐妹再次對許

多弟兄姐妹願

意各方面提供

幫助表示感

謝。目前情形

下，請弟兄姐妹們多以禱告支持，不打電話或去

醫院探訪。盼望大家理解。 

 

    [星期二] (9 月 29 日) 

今天下班後我去醫院看望世川，很開心能夠與他

有些交流，儘管多數時候他仍處昏睡狀態。見到

我後他的第一句話是“怎麼沒去打球？” 因為過

去每週二晚上世川常與我及其他一些弟兄在 

Ballwin Pointe 練習籃球。相信弟兄姐妹們能從

這簡單問候中讀出很多令我們欣喜的資訊。感謝

神，保守他的康復！   

小萍原以為下午醫生會來“徵詢”他們對手術方

案的意見，結果卻是醫生以“通知”的口吻告訴

她明天開始準備，後天手術。雖然只要患者或家

屬反對，這樣的手術仍然可在開始前取消，目前

的安排是週四上午進行手術，具體開始時間暫時

不知道，但預計將持續四個小時。請弟兄姐妹們

為手術的準備和進行特別禱告。   

 

    對於將要進行的手術，小萍姐妹很有平安，

也在與醫學上有專長的弟兄姐妹的交流中得到了

印證。世川弟兄原來因感覺恢復不錯而認為毋需

手術，在瞭解到手術極有可能消除以後復發的隱

患，並可能挪去多年頭暈的毛病以後，也基本認

可。但因為腦部手術的複雜性，以及將要清除的

壞死組織/腫瘤的位置，世川弟兄也很自然地有些

顧慮。請弟兄姐妹們為此禱告，求神賜世川弟兄

與小萍姐妹屬天的平安。   

 

    另外，兩個小孩本周每天的接送和食物需要

都已經安排好，請弟兄姐妹們不要牽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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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10 月 1 日) 

弟兄姐妹們，讚美主!  世川弟兄今天的手術順

利。早 7：30開始， 12時結束，下午 2：30回

到加護病房。手術清除了大部分腦中淤血並切除

了淤血部位的一個腫瘤，該血管瘤確定是導致這

次中風的原因 (也是世川多年頭暈的原因)。腫瘤

的病理檢查最終結果尚未出來，但根據普遍情形

估計為良性。世川手術後的恢復情形很好，肢體

動作反應不錯，意識清楚。小萍姐妹和我與他有

簡短對話，他也已經進了些流質食物。我將在以

後與大家分享今天過程中部分細節。因手術後的

前幾天恢復很關鍵，請暫時不電話聯繫或探望。

謝謝理解。 

    

    謝謝大家的代禱支持。小萍姐妹也從昨天開

始即與大家一起禁食禱告。請繼續為世川弟兄的

繼續恢復，腫瘤切片檢查的結果，小萍姐妹多日

勞累後的身體禱告。更為重要的：讓我們為神的

作為獻上感恩和讚美！ 

 

    [星期六] (10 月 3 日) 

何世川弟兄今天下午已從加護病房轉入普通病

房。感謝神讓我們一起經歷他的恩典。然而，世

川弟兄迄今尚未完全康復，身體四肢的力量恢復

未知，腦部被切除腫瘤的病理切片最終結果也還

沒有出來。雖然為世川弟兄手術而設立的 48小時

禱告鏈在你們讀到這封郵件時已經中止，盼望弟

兄姐妹們不要鬆懈，而是如同羅偉弟兄所提醒

的，繼續儆醒禱告，迫切懇求。願我們的神繼續

施展他大能的膀臂，帶領我們的弟兄雖經歷水

火，卻進入神的豐盛；雖行過死蔭的幽谷，卻滿

有神的同在。 

 

    我願在週六至下週二的幾個時間段以禁食禱

告的方式為世川弟兄，小萍姐妹一家祈求。若聖

靈感動你再次(或第一次) 參與，請按各人身體及

日常生活情形而決定。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們，禁

食禱告的核心在於“禱告”，而非禁食；最重要

的不在於“方式”，而在於“心態”。 

 

    另：這封郵件其實我在昨晚 12時多發出來，

也許你們中已經有人看到過，但直到今早我自己

都沒有收著，而這是過去不曾發生的，讓我想到

當我們願意來到神的面前禱告祈求時，我們的仇

敵並沒有閑著。他要以各樣的詭計極力破壞，阻

擾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我們因此更要儆醒禱告，

免得入了迷惑。就如馬太福音 14章所記載，彼得

雖與耶穌同行水面，卻會因心中的疑惑而站立不

住，將要沉入水中。感謝神，當彼得向主耶穌呼

求時，主的手拉他出了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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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周，星期一] (10 月 5 日) 

弟兄姐妹們， 

今天醫生告訴世川弟兄與小萍姐妹：手術中切除

腦瘤的病理檢查初步結果為惡性。最終染色結果

尚未出來，所以目前不知是否定為 2級或 3級。

在分級上， 4級為極度惡性，若為 3級，需馬上

化療或放療。若為 2級，則需權衡治療的利與不

利後決定。醫生並告知，最終檢查結果將在以後

任一天出來 (最遲不過下週二)。   

 

    我能理解弟兄姐妹對這樣結果的不願相信，

難過，和傷心。儘管心中已有準備，在醫生走

後，握著世川弟兄的手，我的淚水還是止不住地

流。感謝神，他是我們的磐石，我們的拯救，我

們的高臺，我們依靠他，就能得到屬天的平安，

在困苦患難面前不至動搖。我們相信若這樣的事

情發生在世川弟兄的身上，是神要在世川弟兄身

上彰顯能力，顯明恩典。因為神完全有能力使檢

查的結果翻轉，也可以使腫瘤細胞完全停止生長, 

在人智窮力絕的時候，完全醫治我們一切的疾

病。昨天晚上，我與世川弟兄和小萍姐妹有一段

時間交流。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繼續到神的面前

來仰望祈求。讓我們在祈求中明白神的心意，在

祈求中經歷他的恩典。   

 

小萍姐妹希望在隨後兩天內與兩個孩子當面說明

此事，所以請弟兄姐妹們務必留意勿將此消息先

讓孩子知道。 

 

    [第二周，星期一] (10 月 5 日) 

今晚與世川弟兄小萍姐妹在醫院唱了下麵這首 

“眼光”。世川弟兄希望在康復之後能與弟兄姐

妹們分享這首歌。讓我們一起彼此勉勵，一起同

心祈求，求神親自安慰小萍姐妹，作她隨時的幫

助與力量;  願神帶領我們的弟兄早日回到我們當

中,  向人見證神的美好。    

 

[眼 光]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還在夜裡閃亮；不管夜有多長，黎明早已在那頭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

它踏在腳下；不管路有多遠，心中有愛仍然可以走到雲端。誰能跨過艱難？誰能飛越沮喪？誰能看見前

面有夢可想？上帝的心看見希望，你的心裡要有眼光！哦，你的心裡要有眼光！ 

 

 

    [第二周，星期二] (10 月 6 日) 

弟兄姐妹們， 

世川弟兄今天下午已離開 Barnes Jewish 

Hospital，轉入 St. John's Mercy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開始康復治療。感謝

神的預備，這個醫院距世川弟兄的家，小萍姐妹

的工作單位，及許多弟兄姐妹的家都相當近，其

中設施也很不錯，特別是有單獨的房間可以保證

晚上安靜休息，同前一段時間相比，小萍姐妹也

可有較好的睡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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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開始，世川弟兄每天上下午均有固定時

間的康復訓練。原以為他出院以後就可以自由探

望的弟兄姐妹一定會失望了：因為康復訓練對世

川的完全恢復很重要，每天適當的休息也是身體

必需，小萍姐妹希望每天有一家人在下午 5-6點

這個時間段探望就好。其他時間的探訪或探訪的

人若太多，世川弟兄的休息就會受影響。在食物

準備方面，小萍姐妹說康復醫院提供營養搭配的

一日三餐，且無論是否領用均已預先算錢，因此

沒有必要另外準備太多食物，由下午 5-6點探望

的弟兄姐妹準備少量或湯，或流質，或稀軟固體

食物即可。 

   

    基於這些

考慮，我將給

本週三至週五

去探望和準備

食物的弟兄姐

妹單獨發郵件

確認。若你沒

有收到我的郵

件，但願意參與，請與吳畏弟兄聯繫，他將負責

安排從週六開始的食物準備。對弟兄姐妹在前一

段時間對於明奇這方面協調的理解與支持，明奇

在此表示感謝。  

  

    歡迎弟兄姐妹們繼續參與羅偉弟兄所組織的

禱告鏈，為世川弟兄身體機能、思維、語言等各

方面的全面恢復，最終病理檢查結果，小萍姐妹

的睡眠、身體、工作、與生活，兩個孩子的學

習、生活來祈求在天上的神。義人祈禱所發的力

量是大有功效的。神必然垂聽，必然施恩。 

 

    今早靈修讀到以賽亞書 30：18，很得安慰。

與大家分享：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

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

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第二周，星期三] (10 月 7 日) 

昨天開始世川弟兄在康復醫院接受治療。為了鼓

勵病人積極配合，醫生通常會在治療開始前詢問

病人的心願，並寫下來張貼病房內作為提醒與鼓

勵。今天在世川弟兄的病房裡，看到所列出他的

第一心願是：(翻譯過來後的意思) 周日回教會參

加主日崇拜。 

 

    世川弟兄這樣的心願讓我很期待：希望他如

心所願在 10月 11日出現在大家面前，以他尚待

完全康復的病體見證神的恩典。也讓我很感動：

世川全家對主日敬拜和團契聚會的準時參與和積

極投入早為弟兄姐妹們所知，惟有到這時候我才

明白敬拜在他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對於我

們中的許多人來說，工作生活的暫時忙碌或是身

體心境的些微變化很容易成為不參加聚會的好藉

口。對世川而言，他為已連續兩個主日沒能與弟

兄姐妹們一起敬拜神感到遺憾，他所思所想的是

儘快到聖所中頌贊神的能力，和瞻仰神的榮耀。

這是我們可以好好學習的。   

 

    世川住院以來，我們既看到神在他和小萍姐

妹身上的恩典，也從他們身上看到真正活在基督

裡的人生命是何等豐盛美好。當有人探望時，一

方面，我覺得對他們有些殘忍：因為許多時候，

他們(特別是小萍姐妹)還需要安慰因著世川弟兄

病痛而心裡憂傷的弟兄姐妹。另一方面，也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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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即使這樣的時候，他們仍是神手裡合用的

器皿，以他們生命的自然流露來見證在基督裡面

的平安，仰望神所帶來的信心，和靠主耶穌所得

著的力量。這是我們可以多多效仿的。 

 

    主耶穌說，“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

我，我父必尊重他”。天父，願你紀念世川弟

兄，小萍姐妹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

勞苦，因盼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按

著你的慈愛與信實，以你的能力來覆庇他們，在

他們暫受苦難之後，親自成全他們，堅固他們，

賜力量給他們，引領他們進入屬靈的豐盛，以他

們的一生來更美好的宣揚榮耀你的名。阿們！ 

 

     [第三周, 星期二] (10 月 13 日) 

世川弟兄與小萍姐妹今天下午去 Barnes Jewish 

Hospital與醫生面談。醫生告知腫瘤的最終病理

結果為惡性，3級 (其實結果在上週三已經出

來，只是醫生到今天才正式告訴世川小萍)，並且

建議在幾周後開始化療和放療。對這樣的結果，

世川弟兄與小萍姐妹早有心理預備，在與醫生面

談前後均有極大的平安，我在電話中和與他們當

面的交流中很容易感受得到。讚美主！ 

 

    我和許多弟兄姐妹一樣，即使知道神會繼續

看顧世川弟兄，結果出來後仍難免憂傷。但我感

受到他們內心的平安，想到神的話語： “主雖使

人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因他並不

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感謝主，在過去的

日子裡，弟兄姐妹一起在禱告中尋求神的心意，

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神會繼續祝福世川弟兄，儘

管不一定通過我們所期望的方式。我們也相信神

必然要施恩典在世川弟兄和他的家庭上，使我們

所有一同經歷的，無論是弟兄姐妹，還是我們的

家人或慕道朋友；無論是我們教會的，還是其他

地方透過各種途徑關心此事的，都能因此而經歷

神的恩典和大能，被神更多地得著。讓我們繼續

憑著神賜的信心，以禱告來支持世川弟兄和小萍

姐妹。特別是關於是否採用醫生建議很快開始化

療和放療，世川弟兄和小萍姐妹還沒有明確答

覆。願神的心意向他們顯明，使他們作出任何決

定都能有屬天的平安。   

 

    由於世川弟兄手術後恢復的情形很好，今天

他們向康復醫院提出希望在本週五回家，醫院將

在明天討論後作出決定。世川與小萍期盼能夠參

加週五教會的團契活動，我相信這將是對弟兄姐

妹們的再一次激勵。其次，小萍姐妹從明天開始

回公司上班，請在禱告中紀念, 願神繼續賜給她

夠用的恩典與力量。    

 

     “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

仰望他。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他的，耶和華

必施恩給他。” 願我們繼續仰望，繼續尋求， 

繼續等候， 從而在每天經歷神賜的新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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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周，星期四] (10 月 14 日) 

明天上午世川弟兄將從康復醫院回到自己家中，

這是他期待已久的。從這兩天他談到回家時的興

奮，我幾乎可以想像他踏入家門時心中的歡欣與

感恩。晚上他將到教會參加團契活動。為此，更

新，沐恩，和新生命這三個同出一源的團契將有

聯合詩歌敬拜和點心交流時間。我相信這一次的

敬拜會帶給我們不一樣的感受，也相信神會特別

悅納我們以感恩和讚美的心來到他面前。在此順

便給這幾個團契的弟兄姐妹們一個提醒：團契活

動 7：30 開始，請儘量爭取不要遲到。   

本周主日周牧師的信息是“苦難與禱告”，他將

以神的話語來回答部分弟兄姐妹們這段時間心中

的一些疑問。世川弟兄也將就這幾周他的經歷有

簡短分享。盼望弟兄姐妹們不但能從中得著激

勵，也能邀請周圍關心留意這一切的慕道朋友

們，使他們有機會領略到一個心中有信，有望，

有愛的人在狂風巨浪面前所流露出來的屬天平

安，以至於開始思索尋求這樣的人心中盼望的緣

由，從而能認識宇宙中獨一的真神天父和我們的

救主耶穌基督。 

 

    世川弟兄下周仍將繼續康復治療，可能需要

一周幾次在醫院和家之間的往返，請弟兄姐妹們

為他的完全康復禱告，也求神賜他與小萍姐妹作

出是否接受醫生下一步治療方案時的平安。我們

也將世川弟兄在國內的家人交托在神的手中，我

們可以理解他們聽到發生在世川身上的這一切之

後心中的傷心，願世川弟兄和小萍姐妹所信靠的

神同樣成為他們心中的信靠。 

 

2. 世川分享 – 為癌症而感謝神 

從中風住院到回家，正好三個星期。那天，天氣

陰陰的，萍兒帶著我回了家。一切都不再是從前

的樣子。幾周前還是茂盛的楓樹下這時已覆蓋了

一層繽紛的落葉；菜園裡的黃瓜和絲瓜籐也枯萎

了，幾隻早已熟透的果實斜躺在藤梢上；推門進

屋，卻見滿屋的鮮花要賞心得多。我仔細尋找那

一盆三周前我送給萍兒的生日禮物，發現它還在

那裡，只是早已枯黃了。於是我為我能回來向神

獻上感恩，心想明年這時候，我又能給我的愛人

買一盆鮮花。 

 

    滿屋的鮮花是明奇用麵包車載回來的，足足

一滿車。這會兒他正在外面收拾滿地的落葉。我

站在窗前，望著他舞動著膀臂耙攏滿地的枯葉，

又一種感恩之情油然而生，還在恢復的雙眼已被

淚水模糊，眼前的情景既朦朧又真實，把我帶回

到那個星期四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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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決定同意醫生的建議，開刀拿掉那個腦

瘤的時候，我的內心沒有任何懼怕。本來我大多

數時候都是在昏睡狀態，醒來的時候並不多。但

不知怎的，一旦我醒來，思路卻特別清晰。幾天

來，我用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生命，切實地體會到

了上帝為什麽要讓這件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雖

然我對他為何要如此大動干戈還是困惑不解。在

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教會主日講道中，我用羅馬書

八章二十八節給會眾分享了“萬事互相效力的人

生”。其中講到了這場苦難所帶給我們的一些益

處： 

     

    第一，我看到主對我的愛。從我中風的那天

晚上一直到現在，教會的弟兄姐妹就在與我一同

承擔這場苦難。從發病送醫院，到轉院，很短的

時間。當我要進直升機前，我在迷糊中偶然撐了

一下眼睛，朦朧中看見一大排的弟兄姐妹就站在

我的眼前，都在那裡關注地看著我，一種“送戰

友、踏征程”的感覺油然而生。我的心頓時有許

多的安慰，知道我要經歷的病痛不會是我一人擔

當，他們要和我來一起擔當我的苦難。接下來的

兩天，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昏迷中，但只要我醒過

來，太太就會告訴我許許多多的人的名字，說他

們來看過我，有的很熟悉，有的卻很陌生，有的

可能頂多在教堂裡打過招呼；更多的人卻是晝夜

不停地為我禱告，禁食，在美國、中國、香港、

臺灣，為我守望禱告；袁伯母說：何弟兄，我每

天都有幾次為你禱告；在臺灣的周老師母，一直

給我家裡打電話，最後打通了，她告訴小萍說：

小萍啊，我就是想告訴你，我在臺灣每天都在為

何弟兄禱告。許多鮮花、卡片，還有姐妹說，他

們能做的只有哭泣。。。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常

常陷在一種被上帝離棄的孤獨之中，其中的一個

原因就是我似乎感覺不到弟兄姐妹的關愛。我們

雖然像往常一樣熱心地服侍，也常常請客吃飯，

邀請參加團契聚會和事奉，但卻常常覺得反應都

是冷淡淡的，讓人灰心，也更加印證神不與我同

在的感覺，讓人沮喪。而現在，當我看到這麼多

的那怕是曾經觸摸到的生命，他們竟然如此回報

的時候，我豈能不感到這是上帝要籍此讓我知

道，我曾經的一舉一動，其實他都曉得，他都紀

念？ 

 

    第二，我看到對我家庭的祝福。說實話，我

最不放心的就是我的兩個孩子，一個在讀高中，

一個還在讀小學。手術前不放心，於是小萍就把

Shawn和 Samuel帶到病床前。我問 Shawn 他的

功課怎樣？他略做回答後，說：“Dad，don’t 

worry,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爸，別

擔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檢查出來是惡性

的後，萍兒怕影響孩子們的情緒，決定親自告訴

他們。沒想到 Shawn沉默了一會，安慰媽媽說：

“Mom, it will be OK. It will only make us 

stronger!（媽，沒事的。這只會讓我們更堅

強！）” 我聽到後眼含熱淚，對太太說：真是窮

人的孩子早當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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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也看到神藉著這場生病讓教會的復

興。我看到整個教會都在關注我，許許多多的弟

兄姐妹都在掛念我，都在為我守望禱告，而且更

重要的，他們也因此看到了同心合意恒切禱告的

結果，讓我的切除手術非常地成功，恢復也相當

的快，禱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從未禱告的

人借此也開始了禱告。一位姐妹告訴我，他家 6

歲的小兒子因著為我禱告，學會了自己禱告；一

位姐妹的媽媽，在國內，本來信仰並不是很清

楚，但我生病後，她每天都要為我禱告，有一天

跟女兒打電話，意識到還沒有禱告，她就非常後

悔，就好像是做了一件很不應該的事情一樣。就

是到現在，我知道許多的弟兄姐妹還在為我禱

告，我感謝神，也深信一個禱告的教會必然會是

一個復興的教會。 

 

    還有就是我的太太，我親愛的萍兒，你這女

子中極美麗的（雅歌 5：8）！當我還在病痛當

中，我看著站在我的病床旁邊晝夜不停地守著

我、呵護著我的萍兒，面對她的嬌小、執著、堅

強和美麗，開始是無盡的安慰和依靠，後來變成

欣賞和自豪，再後來變成了迷戀和情愛。我對主

說：主啊，我還沒有活夠，因為我捨不得我的妻

子，我希望能活下去。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

超過一切。 

 

    那個星期三的下午，我在手術協議書上簽字

的時候，並不覺得這個手術會比在手臂上打針抽

血更痛苦。實際上，每次打針抽血我都更希望是

個什麽能打麻藥的手術，因為我怕疼，所以只有

麻藥才會讓我眼不見為淨，一了百了。從腦袋上

開個口子，拿出個瘤子，然後再把它縫好，讓身

體功能恢復如初，以華大醫學院第一流的水準，

成功率還是很高的。加上許多弟兄姐妹獻計獻

策，用身邊的例子，說沒有一個是失敗的，都是

百發百中，甚至有一位腦袋被割成了四塊兒後再

縫起來，現在還活得好好的。最重要的，是萍兒

告訴我說許許多多的弟兄姐妹已經組成了二十四

小時禁食禱告網，晝夜不停地為我禱告。所以我

一點兒都沒有擔心。記得那天晚上，我跟明奇話

別的時候，他說，他明天四點半就來，要陪我整

個手術過程。 

 

果然第二天早晨，剛好五點鐘，明奇來了，還帶

來了蔡牧師。他整夜沒睡，在車裡打了個盹兒，

就來了。不一會兒，周牧師也來了。我們一起唱

詩“我靈鎮靜”，一起禱告，然後被護士和醫務

人員推進了預備室。在眾人的眼皮下，一位年輕

漂亮的醫師為我注射了麻藥。我感覺到就要睡過

去了，這時，只聽見有人說，除了太太外，只能

有一位可以陪同去。立刻，我聽到有人回答：請

讓我去，因為我是他的兄弟。那是明奇的聲音。

我盡力地撐開眼睛，模糊中，我眼前的兄弟，似

乎變成了西奈山下的摩西，他要站出來，執著地

為以色列民堵住破口，“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

那裡我尋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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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秋雨之穀 

何弟兄的病，牽掛著全教會弟兄姐妹的心。人們

用各種方式來一起分擔著弟兄的病痛，在苦難中

彰顯基督之愛，讓流淚谷蓋滿秋雨之福。現摘錄

幾位弟兄姐妹的文章，盼望能見證神的恩典，並

激勵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a.  禁食禱告的一天 

[明奇按：這篇文章由田玉泓姐妹寫于 9月 29

日，即我向弟兄姐妹們發出為世川禁食禱告倡議

之後的第三天。 那天晚上我離開世川從醫院回到

家中，看到弟兄姐妹們回復願參與禁食禱告，心

中很是感動。然後讀到這篇文章，淚水止不住流

下。看完別的郵件後， 回頭再讀一遍， 還是淚

流不止。幾天後我與建文去醫院看世川，將這篇

文章帶去， 想要念給世川和小萍聽， 卻無法念

完。 建文接著再念，我們四個人流著淚或念或

聽。感謝神， 借著姐妹細膩的筆觸來表達主內肢

體的彼此相愛。時至今日， 每次我慢慢地讀， 

仍然是感動不已。] 

 

    昨晚，把孩子們安頓好之後，和寶偉開始包

餃子。記得曾經在世川和明奇到中國大陸傳福音

時候，送給建文和小萍一點自己做的餃子，沒想

到小萍姐卻一直等到世川回來才煮了吃。後來世

川弟兄一見到我，就誇我做的餃子好吃，說連湯

都喝了。明知道那餃子未必一定那麼好吃，明知

道他是為了讓我高興才那麼說的，可不知為什

麼，覺得現在能做的，除了禱告，就是包一些餃

子。真的是希望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好像什麼都

沒有發生過，世川弟兄見了我，仍然像過去一

樣，微笑著，誇我的餃子做的好。 

    一邊包一邊心裡發出感慨，當初自己坐月

子，團契和教會的弟兄姐妹（包括小萍姐）準備

那麼多的飯食，又每頓趕在吃飯前開車送來，付

出了多少的辛勞啊。如今自己只不過在飯後包些

餃子，就更加的體會了弟兄姐妹們的當初的不

易。心裡不禁再次對神獻上感恩。這一切豈不是

都是因著基督的愛麼。 

 

    早上起來，覺得十分疲倦。從星期五以來，

因為心情一直都很沉重，睡眠一直不是很好。剛

好自己的工作告一段落，不是太忙，加上寶偉的

工作最近很忙，沒有時間和我輪流照顧 James，

就乾脆請了一天假，好照顧孩子，也借此休息一

下。打開電腦，就看見明奇的 Email，邀請大家

為世川禁食禱告。

說起來慚愧，做基

督徒這麼多年，這

還是第一次禁食禱

告。其實原因還是

不明白為什麼要禁

食禱告。覺得禱告

就行了，為什麼一

定要禁食呢？ 

 

    下午，和寶偉分別做了禱告，除此之外，幾

乎每時每刻都在心裡禱告，隨著饑餓的感覺開始

明顯，我開始明白禁食禱告的意義了：當一個人

腹中是空的時候，就感覺靈裡面很清潔，感覺跟

神靠得很近。那種感覺是從來都沒有過的。 

 

    四點鐘，把凍好的餃子拿出一些，煎熟。因

為知道 WB大哥今天會給 Shawn和 Sam送飯，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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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煎了一盤，其餘的放進冷凍室裡保存。開車的

時候，心裡面不住地禱告。為世川，為小萍，也

為自己的家感恩。看到 Shawn和 Sammul，都特別

懂事的樣子，心裡面不免生出許多的憐愛。知道

Shawn和 Sammul其中之一喜歡中餐，看到 Sam拿

著那盒煎好的餃子喜形於色，心想那喜歡中餐的

一定是 Sam了。畢竟是孩子，這麼容易有滿足的

笑容。而我們大人，神每天賜給我們如此豐盛的

物質，為什麼我們還總是愁容滿面呢？ 

 

    開車回來，看見 Joey和 Julia在吃飯，寶偉

在喂 James吃飯。等他兩個吃完，我一看表 6點

30分，離我們禁食禱告的結束時間還有半小時，

就招呼全家跪下來禱告。先告訴 Joey和 Julia，

媽媽剛才做什麼去了。告訴他們現在 Shawn和

Sammul獨自在家，因為爸爸媽媽在醫院，爸爸生

病了，所以媽媽就不能照顧他們了。問他們是不

是應該感謝神，自己的父母都健康，能夠每天照

顧他們，Joey很認真地點頭。又告訴他們教會的

許多叔叔阿姨幫忙照顧 Shawn和 Sammul，因為神 

告訴我們要彼此相愛，別人有需要的時候我們要

説明他們，問他們記不記得當初媽媽生 James，

許多的叔叔阿姨送來食物，他們都點點頭，說記

得。希望他們一直到長大都記得，在基督裡，弟

兄姐妹要彼此相愛。 

 

    開始禱告，剛講幾句，淚就下來了: 主啊，

真的是求你，按著你的旨意成全----這樣一對愛

主的夫婦，無數人借著他們看到主的榮光，求主

能給他們機會，繼續那美好的服侍。當我們軟弱

的時候，我們就來的你的面前，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軟弱你剛強。在你無所不能，就求主你用那

大能的手來醫治我們的弟兄，安慰我們的姐妹，

求主因著這件事情，能彰顯你的大能，榮耀你的

名！奉耶穌的名，阿們！ 

 

b.  親愛的世川,小萍， 

我知道當我見

到你們的時

候，一定說不

出什麼，因為

我太感情用

事。所以把自

己這一個星期

來的思緒寫下

來，以便與你

們分享。 

 

    自上個星期五晚上世川發病，我想了很多。

我曾多次問神為什麼？為什麼這樣的事情會突然

發生在像世川和小萍這樣愛主的弟兄姐妹身上？

主啊，你知道他們是那樣地愛你，因為他們把您

的愛加到了無數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我回想著是什麼時候認識你們的，可怎麼也

想不起來。但我卻記著無數次在你們家渡過的快

樂時光。多少個感恩節，和你們一起感謝神、一

起吃火雞，還記得世川烤火雞，有一次忘記了把

肚子裡面的東西拿出來。。。還有情人節、父親

節。。。多少次我們一起去度假，世川弟兄的經

典節目，“每一個擁抱”，“十分大方”，多少

支新歌都是從世川那裡學來的。更難忘的是在梁

才還沒有信主前，每個星期五晚上在你們家的聚

會。。。總之，我想了很多很多關於你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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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當我問過神幾次為什麼後，自己冷靜下來禱

告時，一首詩歌提醒了我：我知道誰掌管明天。

是的，我們的神有絕對的主權，他掌管一切。雖

然我仍然不是完全瞭解神的旨意，為什麼讓這件

事情發生在四川的身上，但我已經看到因著弟兄

的難處，讓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在守望禱告的操

練上有了新的提升；許多的弟兄姐妹自願參加禁

食禱告，同時也使弟兄姐妹的愛心有了具體地體

現；神也讓我再次反醒我自己的屬靈光景，常常

是禱告沒有與神親近的感覺，甚覺慚愧。上一個

星期，每次想到世川，我就想到要禱告。更感謝

神的是，我們的小 Daniel也開口為世川禱告，求

神完全地醫治世川。 

 

    上個星期我覺得特別地長，因為知道我們親

愛的弟兄在醫院裡，也不能來看望，也不能打電

話，心裡真的很急，盼望能知道更多關於世川的

消息。因為我上班的地方不能看外面的郵件，就

讓梁才轉發給我。 

 

    我已經非常習慣在教會見到你們倆。每次見

到你們都是一副謙卑微笑的面孔。上個週五去教

會，在點心交通時，我有些難過，因為那是通常

可以見到你們的

時候。聽小雪講

述分享週三探望

你們的情景，我

的眼裡充滿了淚

水。你們知道

嗎？你們是屬於

神的，也屬於愛

你們的弟兄姐妹！ 

 

    經過禱告，我覺得自己不再埋怨神了。他是

要借著這件事來除掉病原，他要完全地醫治弟

兄，因為神還要大大地使用你，成為更多人的祝

福。我感謝神把你們放在我們當中！ 

 

    世川弟兄，希望你快快地好起來，快快地回

到我們當中！願神完全地醫治你！小萍姐妹，你

要保重身體！我的字跡潦草，語無倫次，請原

諒。愛你們的，志宏 

 

    c.  大衛的約拿單: 一位姐妹對 10 月 8 日靈

修讀經分享的回復在撒母耳記上中，記錄了很多

關於大衛和約拿單的情節，在大衛被掃羅追殺，

生活流離失所，命無所保，對神信心不堅定，孤

單寂寞無助時，總有一個人在大衛身邊鼓勵，保

護，支持他，這個人就是約拿單，也是大衛年少

時最親密的朋友。雖然最後約拿單死於戰場，但

他一生對大衛的影響，也直接幫助大衛更亲近主

耶稣，更体会主的心意和信實。如果沒有約拿

單，就沒有如今的大衛。雖然神的計畫不會改

變，但我更看到神的慈愛，他叫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我經常在反省自己，是否身

邊有很多約拿單，或者自己能否成為弟兄姐妹的

約拿單。   

 

    最近因著世川弟兄生病，很多弟兄姐妹都默

默地擺上，為他禱告，求神醫治，每天都能收到

弟兄姐妹之間分享鼓勵的郵件，每天淩晨 1點多

明奇弟兄會更新世川當日情況。過去這 2周，是

我所經歷過最熱切的禱告良辰，弟兄姐妹的愛心

與信心感動著我。今天早晨，看見郵箱裡又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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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郵件，發送時間是淩晨 2點多，當時我就想

到了大衛的朋友約拿單。大衛在患難中，需要他

時，他就在那裡。我很羡慕世川有這麼好的朋

友，也想到 Z牧師，如果他生病，明奇也會一樣

的去幫助他，因為他們平時就是很好的屬靈夥

伴。  

 

    突然，我重新明白一件事，朋友間的友誼靠

吃飯遊玩維持不久的，需要一起經歷神，或是經

常在主裡鼓勵分享。最堅固的友誼往往沒有寒暄

客套，完全為主擺上，主就讓你有好朋友。求神

讓我們更多地信靠他，願我們能吸引約拿單這樣

的屬靈朋友，更是願意讓自己成為別人的約拿

單。   

 

    禱告會聽到一位姐妹的分享，說她在失去母

親時，最鼓舞她的是一位姐妹在旁邊高唱讚美

詩，那一刻，她重新拾回了對主的信心，她知道

她所信的是誰，誰掌管明天。安慰的話語很重

要，但是真正有能力的是對主的信心和我們的生

命。願我們每天都有成長，都能反省自己言語行

為思想的過失，願我們多在主裡分享他的恩典與

見證。 

 

 

明奇：  

    謝謝你的分享與禱告，最近因著世川的事

情，我和媽媽的聯繫更多了，每天我都將你的郵

件轉發給她看。 告訴她世川的情況還有弟兄姐妹

的禱告，雖然媽媽口裡還不承認相信主，但是從

她每天的反應來看，她也和我們在一起關心著世

川的病情，而且她告訴我她現在每天都禱告，為

世川，為家人，為健康，為所有她擔心的事情禱

告。 前天我打電話回家時，她很可愛地說，哎

呀，我昨晚忘記禱告了，我馬上起床後就禱告。

我覺得人做不了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因為他是造

物的主，他讓人親自來認識他，經歷他，看見他

並信靠他。 感謝神讓弟兄姐妹相互鼓勵，相互關

愛，我想到聖經上一句話，“我賜給你們一條新

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

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謝謝主，謝謝你對世川一家的帶領，謝謝你

讓 Shawn和 Sam這麼懂事，讓世川有這麼體貼的

妻子，也給我們一個好榜樣。繼續為世川的康復

和檢查結果禱告，求神憐憫人的軟弱，不多加我

們承受不起的痛楚，若這是神的計畫，願他在這

件事上繼續他的工作，願我們能一起和他同工。  

謝謝主。(劉俊) 

 

 

明奇： 

    我是淑梅(Mimi)。當我得知世川中風時，我

無法相信，之後又知道腦瘤化驗出的結果，我的

眼淚就止不住。我不會問“主啊！為什麼禰要讓

這事發生在一個愛主禰自己的弟兄身上”，因為

我知道凡事都有祂的美意。我們做主的兒女最大

的福份，就是對我們所信的主基督耶穌有那永遠

的盼望與依靠。我深信主在每一位愛祂的子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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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計畫，都有祂自己的美意，我們只要全心信

靠全心仰望。 

 

    詩班這週要獻 “除禰以外”這首詩歌。當初

選這首是因為參加完海芳姐妹的追思禮拜，因受

感動而選的。我特以古箏為伴奏。在過去幾週，

我的家人和我自己都生了病，而我自身也自那時

身體就時好時壞。但也因為如此，我更能體會詩

人大衛在寫這首詩歌的心情。在練唱時，我數次

想到世川，我把我的想法說了出來：雖然我們的

身體充滿了軟弱病痛，但我們不喪志不喪膽，因

為主的愛永遠與我們同在。祂是我們永遠的力

量，祂讓我們對未來的每一天都充滿了盼望，只

要我們將萬事都定睛在主自己，祂必用祂那大能

的手托住我們。 

 

    記得有一次週五 AWANA過後，我們全家在回

家的路上。志成問我一個問題：如果當妳遇到一

個讓妳痛不欲生的事，妳還會不會依然相信我們

的主？我約停了兩秒，用非常肯定的語氣回答

他：我會。因為從小到大，我只認識這位真神，

我心裡只有這位神，如果我不相信祂能，那我不

知這世上還會有什麼樣的"神"能幫助我，讓我依

靠? 

 

    我喜歡告訴朋友我有"紅斑性狼瘡症"(Lupus,

簡稱 SLE)，變態的我，喜歡看到朋友驚訝的眼神

“哇！怎可能？”怎不可能，它已經跟隨了我 40

年，未來的日子主要我活多久,它就會如一個不定

時的炸彈跟著我。但我更喜歡用充滿喜樂的笑容

面對人生，因為我不怕，我有主耶穌基督做我的

盾牌。當醫生對我父母說妳女兒只能活到 20歲時

(這醫生是一位愛主的帶職傳道人)，我想上帝早

已經為我安排好我人生的歲數了。如今我已活過

20歲，且又 多了一個 20年，主要用我完成祂要

我為祂做的。我相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

都能。 

 

    這一陣子，我沒跟小萍聯絡，是想她要做的

事那麼多，時間一定不夠，所以沒打電話或電郵

給她。但我們從沒停止為世川及他一家人代禱。

我相信神是聽禱告的神(我一向都相信，從沒懷疑

過)，祂必會聽我們的禱告。(Mimi)  

 

     

[世川按：] 生病三個月來的一大收穫，就是發現

在我的朋友中間潛伏著許多詩人。他們用詩來寄

託對我們的問候、牽掛、心疼、鼓勵與祝福。每

當讀的時候，常常都禁不住熱淚盈眶。神用這種

獨特的方式，讓我們來體會這刻骨銘心的愛，為

小萍和我在流淚穀相濡以沫的日日夜夜，凃上幾

許浪漫的秋雨之福。現附上一些弟兄姐妹寫的

詩，盼望這些詩篇裏所包含著的友誼與愛情，能

激勵您也為您身邊的朋友捎去同樣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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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個秋天裡的愛情 --- 寫給我愛的一對夫婦 (田玉泓) 

 

（一） 那个夜晚 

歌声还在耳边回响, 玻璃却从空中坠落,  

一杯忘情水, 无声地洒落,时空凝固了, 

那最美的瞬间, 被我装进相册, 在心底珍藏. 

 

（二）心痛的时刻 

醒来,  

世界已经不象从前, 你给我的微笑却一如昨日 . 

亲爱的,  

就让我再一次, 用手指,  

抚过你柔软而乌黑的长发,  

就让你发梢那碎裂了的泪,  

刺痛我的手, 让它流血.  

若是这样, 你的心能不再流泪. 

 

（三）时光 

那一年的中秋, 月圆的时候,  

一首熟悉的吉他曲, 葡萄酒的香味,  

至今还在舌边回味. 

而今, 窗外的秋叶灿烂,  

你问, 他们是在雾里吗？ 

阳光射进病房, 听见我带泪的回答,  

是啊! 今天的雾气很大. 

 

 

 

 

 

 

（四） 爱人的呼唤 

我爱的人, 正躺在病榻, 记忆象窗外的落叶, 

飘散而去, 流浪的心, 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爱的人啊! 若是你看不见, 别忘了, 

我这里有眼睛,若是你记不得,别忘了,  

所有你所要找的, 我都已经一一收藏,  

卧室里的书架, 左边, 第一格. 

 

（五）信念 

把我的爱人,  

放在神的手中,从此, 清晨第一缕阳光,  

给你带来的,必定是我的笑容, 

日子,别人用脚走过,我们,用心丈量, 

一步一步,直到永恒 . 

 

（六）重生 

秋日里的传说, 缤纷地在阳光下飞舞. 

爱,  

是浴火的凤凰, 泥土成陶,  

葡萄成酢, 哪哒成膏, 生命的馨香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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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在秋天  ---  贈世川，曉萍 (劉建文) 

初冷的秋天， 

在落葉繽紛的小徑上， 

走著一對相偎相依的戀人。。。 

腳踏之處寫滿秋天的憧憬， 

寫滿生命的盼望。 

在夕陽的餘暉裡， 

我的眼眸揮不去他們的倩影。 

他們的愛也走不出我的記憶， 

啊，我讚美他們的愛情， 

在這秋日的油畫裡， 

繪出無限的風景。 

神的愛寫在他們生活的每一個瞬間， 

在主愛裡他們享受這每一份甜蜜。 

我終於明白， 

什麼才是真正的相知相惜。 

什麼才是真正的成為一體。 

主啊，深願你祝福這樣的愛情， 

深願你祝福這秋日裡的戀人。 

愛洋溢在秋日的夕陽裡， 

撒落在遠方的小徑上。。。 

  

[小記] 這兩位姐妹寫的，都是秋天裏的愛情。她們不約而同所見到的，是一對戀人在生與死的較量中

一種無聲無息的魅力。我的愛人，萍兒，一想到她我就心疼，我也幸福。那慈母的柔聲，纖柔的雙手，

憂傷的臉龐，堅強的神色，美麗的期盼。是她，讓我感到我愛她竟是愛得何等地不夠，也讓我對在世的

年日有額外的渴望。 

 

三．贈世川 (劉建文) 

春暖花開初識君，喜我夫君遇良朋。如花美眷神所賜，琴瑟和諧動人心。 

天賦佳偶好見證，同負一軛與主親。此去征程多荊棘，願主平安伴汝行。 

如鷹展翅新生命，舍此餘生酬天恩。 

 

四．贈世川小萍 (鄧明奇) 

驚鴻一瞥情深種，熱線流連贏芳心。同負一軛連理意，愛人如己鶼蝶情。 

悲歡順逆雅趣足，甘辛起伏主恩深。花香常漫荊棘路，白首相偕賞落英。 

 [幾點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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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據世川說在出國前他曾見過小萍，且是一見傾心，但小萍當時並不心動 (也許是心動， 卻沒有行

動?)。後來兩人都到了美國，小萍在明尼蘇達州雙城 Twin-Cities, Minnesota求學， 世川在印第安那

州普渡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 攻讀，靠著他的三寸不爛之舌，經常性的長途電話軟磨硬

泡， 才獲垂青； 

2) 鶼鶼是中國傳說中的比翼鳥， 鰈是海中的比目魚，兩者相寓永不間斷的愛； 描述他們主內的忠心

同心服事，應該還算貼切； 

3) 從大家對世川小萍的瞭解中可能知道， 過去的生活中雖然也曾經歷風霜坎坷，他們都能坦然談笑； 

4) 世川弟兄從中風住院， 到將要接受放療化療，前途不會完全平坦， 乃是條我們皆知的荊棘之路。

然而，這過程又是經歷神恩典的過程，以他們從神來的屬靈眼光來看， 卻又是條“花香常漫”的路； 

5) 世川從康復醫院回家後，曾有兩次與小萍姐妹踏步小道， 欣賞秋葉美景。甚願他們白頭偕老之日，

賞花觀葉之心不改。其次，甚願到時與他們一起齊看飛花爛漫，共賞落英繽紛。 

 

五．囘贈 明奇、建文 (何世川) 

別夢依稀再傾心，天涯比鄰同路人。比翼雙飛連理意，同舟共濟兄弟情。 

泉台一夢堵破口，今朝何去又一春？天若有情荊棘路，立馬平川傳奇文。 

 [小注]：五年前感謝主把明奇一家帶來此地，兩傢相見恨晚，有知遇之恩；共傳主愛，有兄弟之情。

今我經過死陰的幽谷，卻藉兄等像當年摩西一樣堵住破口，藉上帝之恩再借光陰。雖然前途難料，但若

上帝許可，吾願窮予生之光陰以傳道哉！（最後一句含四人之名也）

 

六．贈世川、小萍 (劉穎、葛書) 

突聞變化心感傷， 

慨歎人生多無常， 

心生迷惘難盡言， 

轉眸定睛在主身。 

伉儷唱和第一奇， 

兄弟情深乃二奇， 

神之大愛更希奇， 

人生真諦再思量！ 
 

七．贈世川：生日快樂 (鄧明奇) 

世事全凴神掌管 

川中浪子享天恩 

生命成長又一坎 

日月相知兄弟情 

安居可賴妻兒福 

康復如常主做工 

喜得飛鷹展翅力 

樂傳佳音四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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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贈世川：生日快樂 (魏寳偉) 

隨主度今世,越險如平川 

憐我信心小,高山卻夷平 

夢恩靠真神,得享無盡愛 

人生再不同,基督與我在 

 

 
 

九．贈夫君：生日快樂 (曾小萍) 

情結連理乃神賜, 風雨同舟承主恩 

懵然回首存歡笑, 天路人生伴君行 

 

 

 

靠主得平安 
 田 玉 

     一直

以為作為

一個基督

徒，一切

由神做

主，心裡

是平安

的。但當

一些我們

沒有預料

到的麻煩

和苦難來臨的時候，我們的心裡是否依然有平安

喜樂？其實這是一個挑戰，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做

到的。神往往用他自己的方式，讓我們在這個過

程中經歷神，親近神，學習完全放下，讓平安充

滿我們。 

    2009年 5月，我父親同老年人自行車團一起

40多個人騎著車子，從湖北到了河南，陝西，山

西，天津，最後到了目的地北戴河。在那裡開完

會後，我父親感到腿痛難忍，在當地醫院簡單止

痛之後，坐火車回到了家鄉。接著他去了不同的

醫院做治療，他自己和醫生都認為是長途跋涉太

辛苦，造成腰椎壓迫，導致腿痛。所以打封閉

針，針灸，理療，治療了幾個月，越治越痛，痛

得整夜無法入睡。後來在 9月初不得已住院治

療，在醫院住了 2個星期，也沒有什麼好轉。我

在電話裡一直讓他轉院，要他轉到我們當地最好

的醫院治療，爸爸還不願意，覺得離家遠，不方

便。後來他到了我所說的醫院做了核磁共振檢

查，醫生懷疑有腫瘤，接著又做了 ECT等等檢

查，確診為前列腺癌骨轉移，癌症晚期，癌細胞

已經轉移到骨頭。 

 

    當我聽到確診消息時，我的心痛苦難當。在

網上查了很多資料，很多人到了這個病期，一般

只有 4個月的時間，長也不會超過 12個月。我每

天都很傷心，止不住地哭，無法接受現實。我馬

上買了機票，想儘快飛回家，盡一個女兒的本

份，讓父親能夠得到安慰。周牧師和蔡牧師知道

後，都給我打電話，用神的話安慰我。可是我的

淚水仍象潺潺的流水一樣，不停地流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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淌。。。。。因為我腦子裡全是我成長過程中對

父親的記憶。小時候，父親每逢出差都會給我買

漂亮衣服或者其它禮物，在我童年的記憶裡，最

漂亮的衣服和鞋子都是父親出差時給我買的。第

一次坐火車，第一次坐飛機都是父親帶我的，第

一次進動物園也是父親帶的。。。。。想到這個

世界上，最愛我的人之一就要離開，我心裡就無

法平靜，平安。。。。 

 

    我是 9月 28號的機票。在走的前一天，我

還是去了教會。那天去之前，我心裡有掙扎。我

怕自己忍不住傷心，又哭個稀裡嘩啦，在公眾場

合，覺得自己那樣會失去儀態，所以我不太想去

教會。老公勸我去，他說：你去了心裡會平安

的！於是我去了，在教會崇拜中，當牧者禱告

時，周牧師為我父親禱告，我心裡充滿感動，感

到很溫暖，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大家庭

在這裡支持我。主日崇拜結束後，在楊曉峰弟兄

的提議下，愛家團契的弟兄姐妹來到地下室的教

室，大家手挽著手，一起同心為我父親禱告。我

一直失聲痛哭，在淚水中，我用心感受每個兄弟

姐妹的禱告，用心去感受他們每個人來自神的

愛。他們每一句禱告詞都滲入到我心靈，每一個

音符都敲擊我的心門，象一股甘泉流入我的心

間，也有一種奇異的力量進入到我的體內。 

 

    禱告中，我聽到姐妹們的飲泣。禱告完畢，

姐妹們給我擁抱，讓我感到無限安慰！無意中，

我看到我面前的桌子被我的淚水浸濕了一大片。

我想，到此為止，我把淚水都流完了，我的淚水

在神眼裡是寶貴的，兄弟姐妹的淚水在神眼裡是

寶貴的，他們的淚水在我眼裡也是至寶！有這樣

的愛圍繞著我，還有什麼好恐懼的！心裡的平安

從那一刻產生！“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

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

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 以賽亞書 41:10) 

 

    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回國的飛機。一大早，

老公送我去機場，到了機場，因為緊張，我竟然

沒有帶錢包。老公說回家去取，我感覺時間來不

及了，但我看到我包裡有足夠的錢，有護照，感

謝神！我還是可以準時坐飛機。飛機是從聖路易

斯到芝加哥轉機到上海。一到芝加哥，我剛下飛

機，大概是 9點左右，我就接到老公打來的電

話，他說：我丟了工作！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那

一霎那，我的心直往下沉。雖然知道老公在那個

公司，前前後後加起來開心工作了 10多年，近一

年來工作得卻很不開心。一個新來的上司一直針

對他，打擊他，雖然在一個月前，他也開始在找

新的工作，但是沒想到一切來得這麼快，而且是

在這個最不恰當的時候。我覺得心裡非常得虛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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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再坐上飛機的時候，我很沉默。在沉默

裡，我開始默默地禱告。在高高的天空上，我開

始了我的禱告，我首先為何世川兄弟禱告，因為

在我走之前，剛知道他得了腦腫瘤。一個這麼愛

主的兄弟，突然就得了這麼嚴重的病，他和他的

家人是多麼痛苦！我們不知道主在每個人身上的

計畫，但是我們知道他是愛我們的，是愛何世川

兄弟的，所以我禱告懇求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

一如既往地愛他，用溫暖的懷抱，抱著他和他的

家人，走過這個死蔭幽谷！接著我為謝穎的女兒

Sarah禱告，我走之前，她得了肺炎，一直高燒

不退。作為一個母親，我理解另一個母親的痛

苦。我懇求上帝親自醫治這個孩子，在孩子身上

顯榮耀，安慰一個母親的心。然後我為我父親禱

告，希望上帝讓我父親少些痛苦，希望上帝多給

一些時間，讓我可以給我父親傳福音。在天空

上，我對上帝說，無論如何，請您一定要讓我的

爸爸聽到你的福音，讓他也可以成為你羊圈裡的

羊，這樣我們有一天還可以在天家再見！當為我

老公禱告的時候，我只求上帝給他平安，無論遇

到什麼，心中平安平和！無論坐 10個小時還是

20個小時的飛機，我是一個一分鐘也睡不著的

人，大部分時間，我都閉著眼，默默地禱告，為

四個人反復禱告呼求。藉著禱告，我的心獲得了

平安！到了上海，因為趕上國內的國慶日，買不

到回家的機票，在上海呆了 2個晚上，我得到了

充分的休息。我對自己說，回家後，我一定要讓

我的父親和家人看到的都是我的笑臉，而不是我

的愁眉苦臉。我要把來自上帝的平安傳遞給他

們！ 

 

   回到家，大哥到機場接我，到了我父母住的

社區門口，父親已經在那裡等著我。一見我，我

爸爸眉開眼笑，還要幫我拿大箱子。我趕忙阻

止，因為在做放療的他，骨頭非常脆弱，不能做

大動作。而我的爸爸，他完全沒有把自己當病

人。看到那樣的父親，我的鼻子發酸，很難想像

將來有一天，我回家的時候沒有父親迎接的境

況。。。。。同家人吃過飯後，我同爸爸站在陽

臺上，我說爸爸，你害怕嗎？他呵呵笑著說：活

到 70多歲了，每一天都是賺來的，值了！看到爸

爸的樂觀態度，我的心裡好受多了。第二天去醫

院，向醫生瞭解病情，討論治療方案。每天在家

裡和醫院兩邊跑，我沒有對家裡任何人提到老公

失業的情況，我不想再給家人增加任何負擔。我

心裡很平和，我知道愛我們的神會給我們一條路

走的！每天早上，我都在 5點多起床，爸爸起床

早，而我想在 7點他去醫院前，這個最安靜的時

間，給

他傳講

福音。

而 7點

鐘，我

哥哥或

者是侄

子開車

送爸爸

去醫院

後，我

就去走路鍛煉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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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的公園裡走路，經常看到讓我感動的風

景。有一對老年夫妻，我每天看到他們相互攙扶

著走路。還有很多的老年人和年輕人，打太極拳

的，舞弄太極劍的，跳廣場舞的，跑步的，熱火

朝天地在鍛煉，洋溢著對生活的熱愛。有一個 70

多歲的老人，每天都能看到她，提著一籃子剛從

河裡打上來的小魚小蝦。同她攀談，知道她老伴

是一個漁民。老伴臥病在家，需要治療費和生活

費。所以她每天早上 4點多來這河裡打撈魚蝦，

早上 7點多到市場上賣點錢，就是一天的生活

費。生活雖然如此艱辛，可是她的臉上卻是非常

平和而快樂的表情。我有意識地買她的蝦，不要

她找錢，她還堅決不幹，非要抓一大把蝦給我。

我感受到老人的樸實和善良。說實話，我感到內

心很慚愧。神賜給我們那麼好的生活，我們還有

如此多的憂慮，實在是不應該的！ 

 

    每天老公都打電話給我，他心裡愁苦，因為

男人的責任感，讓他覺得一天沒有工作，一天心

裡就愁苦。他很積極地找新的工作，我安慰他，

沒什麼了不起的，神一定不會丟棄我們，會給我

們一條路走的。老公依然發愁，他說如果一個月

找不到工作咋辦？半年找不到工作咋辦？一年找

不到工作咋辦？我知道老公是一個責任感很強的

人，也是一個很容易給自己壓力的人。我說：第

一，要相信神會給我們路走。第二，你一個博

士，在一年還找不到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那麼

美國那麼多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怎麼生存？如

果真是那樣，美國也不能呆了。第三，如果你一

個月找不到工作，我有加州房地產執照和工作經

驗，我就先一個人搬回加州做房地產，如果在加

州做房地產，我相信我是完全可以養家的。先生

還是每天打電話，問我父親的狀況，也訴說自己

的憂慮。我每天都鼓勵他，也把我的感受告訴

他，比如我看到的那個撈河蝦的老人給我的感

動。他還是不停地憂慮，我有點惱火，我說：我

們每天禱告，每週都上教會，為什麼你心裡還是

沒有平安？丟一份工作，有什麼了不起！比起何

世川兄弟，我們遇到的這點困難算什麼？再說，

人這輩子，誰能保證自己一輩子無風無浪。自從

我“呵斥”後，一語驚醒夢中人，老公說他覺得

確實平安多了，因為他自己的禱告，還有團契兄

弟們的鼓勵，他覺得一切都可以克服。“你們要

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

得前書 5：7）我們彼此在電話上互相勉勵！ 

     

    在爸爸的病

情稍微穩定，治

療走入正軌時，

我把回程機票提

前了 2周多。感

謝神，在第三周，老公就在同一天接到兩份工作

的 OFFER。我回到聖路易斯的那一天，就是他正

式到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感謝神！我從來不認

為自己是個勇敢的人，我有很多的軟弱，可是在

遭遇父親的晚期癌症，老公的失業這樣雙重打擊

下，我可以泰然自若，是因為我覺得神一直顧念

我。每次當我禱告後，他都賜給我心裡格外的平

安，感謝你，我們天上的父!沒有你，我不知道我

在困苦中如何行。感謝你們，我的兄弟姐妹們，

在困難的日子裡，從你們那裡感受到來自神的

愛，甘甜無比，馨香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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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 聖路易 
 老 姚 

    神的兒女每天都經歷祂的恩典,大大小小訴說不盡. 老姚夫婦這次搬家,一路走來更是清 

楚經驗祂一步一步的帶領,好似詩人描寫的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前言 

    話得從 2007年暑假說起. 老姚兄嫂來加州渡

假,一日去小姨子家渡週末. 時值金融風暴初始,

法拍屋 (foreclosure  home)不斷上市. 小姨子

鼓動為何不打鐵趁熱,說不定可以揀到便宜搬來加

州與眾家人團聚.  老姚兄嫂私下推敲,三十年定

居聖路易,每年往返加州,樂此不疲.雖然打從老二

畢業,隨著哥哥也落腳加州後, 就有不少弟兄姊妹

已在暗示咱們也可以搬了,但一直搬遷欲望不大. 

不過如今倆個在聖路易長大的兒子先後定居加州, 

對雖非生於斯(孟菲斯出生) 卻長於斯的聖路易竟

不留戀, 二老是否也該趁此良機搬來湊湊熱鬧? 

心中一直無定案,只有等等看神要怎麼帶! 

 

    那日上午小姨夫婦出門辦事,二老閒著無事也

隨興出門兜風,打算到附近鬧區逛逛. 才轉出巷口

沒多，遠就看見街邊插牌賣法拍屋.  被好奇心驅

使當即折回, 循著標牌開向此屋. 拐了幾彎,牌子

竟然消蹤匿影,當然也不知此屋何在。正準備罷

了，卻瞧見不遠有屋開放,於是欣然停車進屋參觀

一番. 進得屋內,冷冷清清不見一人,當家房產經

紀人在裡面打電話, 應聲出來相迎, 原來屋主早

已搬走. 房產經紀人竟是一位中國女郎,打扮時髦, 

熱情奔放, 三言兩語就認定二老與她有緣, 不做

生意交個朋友也好. 二老誠實相告現況,尚未決定

要搬來加州, 且即將打道回 府. 她小姐毫不以為

意並開始積極計劃,等開放屋收場便帶二老出征看

屋. 由於已近傍晚,附近看了幾戶天色已黑,彼此

道別互留電話電郵,並約下回再來時去看附近一處

新開發的 “明日之城”.  老婆深覺過意不去,以

為白花了人家的時間, 一再強調不知是否會決定

搬來加州,她卻信心十足地對老婆猛灌迷湯說 

“沒關係,交個朋友也是好的”,臨別還加了一句 

“我總有一天會等到你!” 

 

陽春三月  

    次年初老姚來到南加洛城豐田汽車公司上班, 

春光明媚,工作輕鬆. 老姚一向有個本事, 上了飛

機倒頭就睡,只有吃點心時張開眼一下, 故每週往

返洛城﹑聖城之間,一點不覺辛苦. 此時老婆也到

了北加在老二家

幫佣,無心遙控

老姚在外的飲食

起居,每日只要

與老婆通個電話

便天下太平,生

活實在惬意!   

 

    三月初的某晚，在電話接通後太座要老姚坐

穩有要事相告.老姚知道太座這次西來除了幫忙照

顧小孫女兩週以外,還會與那位房產經紀人去造訪

上回未能去成的”明日之城”. 莫非有了什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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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誰知不僅是發現,老婆告知已和建商簽了約,

合同會電郵送到,等老姚過目後簽字就算成交.老

婆還說看了幾棟樣品屋各有長短,已快不耐煩, 正

想以後再說吧, 忽覺似乎被推了一把,想到說了那

麼久,在禱告中也等了那麼久, 琢磨著此時﹑此

地﹑此價﹑該跨出一步了,於是毅然決然地點了頭

付了訂金,只讓老姚同意簽字.老姚吃驚之餘,處變

不驚,鎮靜傾聽老婆申訴更多的理由.原來除了房

價好,更重要的是想到老姚隨時可能退休, 若趕在 

退休之前申請房貸,會比較容易.老姚對老婆的當

機立斷,頗為嘉許,欣然簽字. 兩個兒子大吃一驚,

他們認為老爸老媽已根深難拔,大概會在聖路易終

老一生,其實兩老也曾以為如此, 誰又能料到有此

一變. 是神所定的沒人能改,自此塵埃落定,只等

待建商按時交屋. 暇來便上網瞧瞧那樣品屋,跟着

箭頭在裡面東轉西轉, 大致熟悉一下隔間佈局, 

體會一下以後這個新家的模樣. 

 

2008 金融風暴 

    六月底老姚結束洛城的工作,打道回府. 按例

開始重起爐灶找尋下份工作. 但所寄出的履歷表

都石沉大海, 有如 ‘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不像以往好歹總有個回音. 每天坐在電腦前瞪著

僅有的寥寥幾個事求人公告,好生無聊. 老闆雖也

想法幫著找, 且建議將履歷表從新包裝.但市場上

的工作少,大家又都縮緊銀根不敢輕意多花,也是

一籌莫展,只能不斷地電話騷擾追問有無進展,真

是無可奈何. 這期間新聞中儘是壞消息,裁員﹑倒

閉﹑滯銷﹑房市一片蕭條,’法拍屋’越來越多.   

 

    老姚的新屋早該動工,卻了無音訊,原定的年

底交屋肯定無法兌現. ‘明日之城’ 也上了新聞, 

一度成為全美 ‘法拍屋’ 比率最高之城, 聲名

大噪,引來不少好奇客,也有不少藉機檢個便宜的

投資客.老姚兄嫂此時不免也認為合同上的售價偏

高, 應該可以買到更便宜的. 太座也對當時那 

‘被推了一把’ 的感覺大惑不解, 只想如何可以

解除合約把定金拿回. 重讀合同, 字字推敲後,只

找到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建商必須在合同簽後一

年內交屋. 別無他法, 只得靜觀其變, 期望他們

遲遲開不了工, 同時也靜待神進一步的帶領, 看

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等待中 不時被關心的弟兄姊

妹詢問何時搬家? 有些還直截了當的問怎麼還沒

搬啊?老姚兄嫂所能給的答案就是手指向天,真的

只有在上的知道!   

 

    日子照常一天天過去,夏去秋來,老姚找頭家

仍無著落,有個短期的亦早已結束. 太座十月又 

到了加州,這回是輪到去老大家幫佣,迎接小孫子

的來臨. 一晚在電話中老婆提出警告, 要老姚心

有準備,接受公司可能來的壞消息. 老姚也心知肚

明, 閒坐數月, 沒那好事公司會白養人一輩子,所

以也不怪老婆烏鴉嘴.  果然沒多久接到通知, 老

姚終於名列被裁榜中, 過年後便一刀兩斷從此分

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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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姚想的開,斯時失去工作雖非善事, 但也不

是世界末日, 也許神不讓搬家, 打消搬家之念 

便了. 牧師不也戲說在禱告裡求神不給我們搬家? 

老婆也看得開說老姚早該退休, 是神多給的,現在

不給也是由祂,本來想到搬家就頭痛,如今不搬也

落得輕鬆. 現在最想的事就是希望脫離合同﹑歸

還定金,不過定金若拿不回來也只有心疼, 卻不至

於使我們日子難過(真的,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老

婆還及時向神認罪, 認為在貸款的事上沒有認定

神, 只知用自己的籌算來幫神計劃! 神讓 我們看

到用自己的方法, 想法去籌算是多麼靠不住. 老

姚喜歡的一  節經文,大家很熟悉也會背的詩篇

127:1, 此時讀來更覺貼切：“若不是耶和華建造

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

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正是如此! 神的話

安定人心, 老姚夫婦將這些未知的動向交在神手

裡,搬還是不搬﹑隨祂安排, 日子過得倒也平靜安

寧. 

 

神的作為 

    感恩節前夕,久無動靜的建商打來電話,興奮

地告知節後將開工.老姚這邊聽來一點都不覺興奮,

實在希望他們再拖延久點. 放下電話扳扳手指,算

算只有三個多月合約即將屆滿周年,加州雨季迅將

開始,建商肯定不能如期完成,這下可以篤定把定

金拿回了. 這才有些興奮, 但為了保險起見老姚

兄嫂且不動聲色,走著瞧吧. 

 

    一月底老姚去加州替百齡老爸祝壽,順便親臨

工地瞧瞧進展,也約了房產經紀人看看附近的法拍

屋,了解行情. 老姚在工地只花了幾分鐘就勘察完

畢,因為除了看見地基外其他啥也不見.法拍屋倒

是看了幾家,可謂’價廉屋美’,心中打起如意算

盤;若是能把聖路易房子賣掉,加上一點老本,不貸

款也行,大可不必為此操心. 不過買法拍屋可不是

輕而易舉之事, 何況人又不在當地,還是要神掌權,

老姚只是想想罷了. 

 

    三月老姚又去加州陪伴老爸兩週,免不了又去

工地勘察一番,這回可是真的在大興土木,據告四

月底肯定完工.老姚心想反正已決定不要此屋了,

幾月都沒關係,只要不提前完工就好. 到了要選顏

色等等內部各項目時,太座就直截了當地告知房子

不要了, 顏色留待未來的買主選吧,只要還來定金

即可. 對方毫不為動說我們不選顏色,他們也會代

選, 並不死心地明知故問為什麼房子不要了? 太

座實話實說, 因為合同上的屋價比目前附近的房

價超出太多. 長話短說,就這樣雙方開始談價,反

反復復數次以後竟然達成協議. 說實話老姚夫婦

一點沒想到對方會同意這個與合同上相差十餘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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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價碼,所以也讓我們吃了一驚.太座對那’被

推了一把’的感覺不再困惑. 但想到這下肯定是

得搬家了,竟開始有點著慌. 萬一房子賣不掉, 貸

款又貸不上,那怎麼辦?還有這次搬家要橫跨數州,

兩千哩的長程,不但所費不貲,打包裝箱工程浩大

談何容易!老姚夫婦自認還沒那麼老,但可也不再

年青, 兩個兒子雖然有心幫忙,但實在也是 

遠水救不了近火,幫不上忙,還是得二老自己動手! 

想到神既已帶到此步,必不會撇下二老不管,且看

祂的作為,在祂無難成的事,繼續仰望跟着祂一步

步的帶領便是. 

 

    神是信實的,四月底順利完成房子過戶,二老

仍不想動, 天天你等我讓悠哉遊哉, 這回是我們 

進展緩慢了. 此時團契的芬芬姊妹因所服務的學

校正在購買一批新的電腦, 不辭辛苦為我們千里

迢迢帶來大批尺碼一致,頗為乾淨硬實的紙箱, 正

好趕上我們的需要, 使我們裝箱及堆放都省事不

少, 神連這 (紙箱)都已為我們預備, 肯定是要我

們搬了!  

 

    說起神的預備那可是說不完全,只能舉其二﹑

三;  一日在教會的午餐閒聊中竇弟兄透露其在加

州的賢姪消息靈通,告知加州政府得到一筆億元聯

邦經費. 為幫助本州新屋促銷, 將給本年新房買

主最高一萬元的退稅補助,直到款額用盡為止. 老

姚夫婦人還沒入籍加州, 竟有此優惠上門, 趕緊

造訪其網站查看,老姚自忖房屋買賣過戶時間算是

早期, 餘款尚足, 補助應可拿到不致落空, 老姚

兄嫂再度感恩,這豈不是神安排的時間, 難道老姚

有此本事?  

 

    再舉一例,當初老婆簽約時有兩個交屋時間可

以選擇,近的三個月後就可交屋.老婆選的是遠在

八個月後的十一月交屋. 這短短半年多的延遲,房

價竟然暴跌幾達谷底, 這豈不又是神的恩典預備?  

 

2009 西遷成真 

    前面說起搬家進展緩慢,每天能完成的真是不

多, 裝滿的盒子倒也越堆越高.  該留﹑該送﹑該

捐﹑該丟﹑搬過家的都深知其味,早已無當年那兩

只皮箱越洋過海的輕簡. 搬家的日期一延再延,親

朋好友送行的飯局一頓一頓吃的飽足,但老姚兩老

還在他們面前晃得他們以為被騙了. 一日終於不

好意思再做久留,痛下決心與搬家公司約定搬運時

間. 到了前一天眼看仍未就緒,老婆又想延期. 老

姚不知那來的膽量嚴詞拒絕, 老婆也不知那來的

順服不再多言, 兩人连夜趕工,彻夜無眠. 搬家公

司卡車清早準時出現, 幾個年青小伙像孫悟空花

果山的猴猻,七蹦八跳,樓上樓下,地下室,串得老

姚眼花繚亂. 亂中老姚夫婦只顧奮力裝箱, 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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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叫亂扔,撿個空盒就往裡面扔,和之前裝箱的

標準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好不容易下午送走了搬

家車,老姚夫婦稱幸尚未倒下.放眼一望還有不少

東西散亂四處,只得安慰自己,沒關係,還有兩輛車

得開去加州, 就自己運吧. 打的可真是如意算盤! 

為要和搬運公司車子比賽,也只能草草先把一部車

子胡亂塞滿,趕緊出發上路. 一路重溫舊夢,多少

年沒有這樣開遠程趕路,此時有閒再度經過各樣的

景色; 草原的風暴,山中的濃霧,忽而大雨傾盆,忽

而艷陽高照,各有其美,不得不讚嘆神創造之美! 

想到羅馬書中保羅說的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

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

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感嘆人

是心硬才會即使看見而仍不願承認,多麼可惜啊!  

 

 

 

 

 

 

 

 

天倫之樂, 又見恩典 

    六月初搬到新居, 轉眼父親節來臨, 老大﹑

老二夫婦帶著兒女來給爸爸過節. 老姚像個聖誕 

老公公一般地和藹可親,左右各抱一個孫女, 腿上

還坐個一歲多的孫兒,不時逗著大家咯咯笑. 無怪

老婆酸溜溜地說原來老姚早有預謀, 要趕在父親

節前到,才堅持不延搬家日期,老姚笑而不答,欣然

受冤. 這天倫之樂也是蒙神的恩典所賜,必須感恩! 

家是終於搬來了,但是尚有一輛老車留在老家車房.

還得定個日子飛回去把它開來.一日老婆突發奇想,

要老姚去航空公司問問可否只用一半的點數飛個

單程.老姚一聽當場笑翻,顯然我家有個中國猶太

想與美國猶太比美,只有猶太人才會有此遐想.然

而老婆也是疼惜老姚辛苦積來的飛行點數,打個電

話問問,讓她死了這條心也無妨.當然老姚沒急著

打這通電話,打開電腦先看看有無新的電郵.電郵

信箱中有一封美航寄來的已等在那裡,他們不時寄

些航空消息,都是無關痛癢的廣告消息,老姚隨意

打開瞧一眼,竟是講到他們出了一個新的政策, 即

日起可以只用一半的點數作單程飛行.老姚傻了眼,

這豈不正是老婆所想要的嗎?老姚怕看走了眼會錯

了意,這回自動自發迫不及待的打個電話親耳求證,

果真如此.老婆可是笑顏逐開連呼感謝主,高興自

己不比美國猶太人差,還洋洋得意自封有先知的恩

賜.  

 

    各位看官你說這只是巧合麼?那麼多的巧合都

只是歸於運氣好麼? 沒錯,是運氣好,但那是不認

識神的人所能得到的簡單理解.老姚夫婦明白神樂

於賜福祂的兒女,要把感恩歸給神! 

 

長途拔涉,神再保守 

    話說一個月後老姚夫婦又回到聖路易,處理未

完事宜.弟兄姊妹久別重逢,熱情接待,天天吃吃喝

喝,真是樂不思蜀.還和團契契友結伴出遊,其樂融

融,老姚夫婦知道以後要再找到這樣的主裡真情,

怕不是易事. 匆匆十多天一晃而過,又是說再見的

時候.這次回去有個重大任務, 要開老車西征, 運

到新家. 雖然車老哩數並不高, 但平常養尊處優

只在城中走走, 這回要它載重爬山,實在擔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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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個前不靠村後不靠店的地方撒野罷工,就算是

加入什麼幾個A的會員,大概援助也馬上到不了. 

恰在此時又收到這家三A 的廣告,各式優惠,極為

誘人. 老姚一向節省,姚嫂一向猶太,所以三A 從

來賺不到我家的錢, 如今面臨誘惑, 老姚夫婦雖

也常為這老車的健康禱告,但事實是個挑戰,可真

有些心動,尤其是包君滿意, 否則試用期後可以包 

退.試用期間足夠我們把車開到目的地, 然後大可

退出。 各位看官你是否覺得傻子才不要?老姚愈

老愈傻,竟然沒買,因為又是前面所提那詩篇中的

話,讓老姚心中沒了平安. 到底我們靠的是什麼? 

怎的信心如此不堪一擊? 再背誦一下那段神的話,

心中泰然, 毅然將鈔票放回姚嫂口袋, 依靠神欣

然啟程. 各位看官請別誤會, 加入三A 的會員不

是不好,是老姚此時想加入的動機不對, 感謝神沒

讓我們在此事上得罪祂! 

 

    為了體貼這部

芳齡十七的小本田,

我們特意在路上多

安排留宿一晚,所以

每天晚晚上路,早早

投宿,一點不用趕路.它也很有良心老老實實爭氣

的努力奔跑. 除了在爬一兩處較陡的山坡會顯出

力不從心, 這時我們會把它引到為軟弱無力爬山

的車所專用的車道,讓它在沒有後面來車追趕的壓

力下努力前進. 一路上有時遇到悶熱難當用下冷

氣,它也捫不作聲. 每次加油算算用油哩數,出乎

意料的曾有每加侖三十哩的佳績. 有團契兄姊代

禱, 老姚兄嫂一路放心賞景, 讚美神的偉大創造,

四天三夜後平安抵阜. 感恩之餘老婆懊惱早知它

這麼老當益壯, 該把它塞得滿滿的. 老姚覺得這

趟長途使它倍覺重用, 重整旗鼓,好像練功之人打

通了”任督”二脈, 較前更為平穩. 諸君有不明

白何為”任督”二脈者,不妨向教會裡的世川長老

或袁媽媽元老請教一番! 

 

我意非神意 

    走筆至此或許看官

會問諸般好事均為老姚

兄嫂碰到,是否也有不如

意之事﹖若照我意,那麼

聖城老家尚待字閨中就

是一例. 不是不想把女兒嫁掉,在肯定要搬家後就

決定賣屋. 眾所皆知賣屋就如交女朋友,要把自己

的最美顯現出來,屋子亦然. 除了一塵不染,也不

能有中華料理美味,最好有點蛋糕味,濃郁適中.房

子剛上市時,每接通知即得速將正在打包中的箱子,

找個藏身之處,兩老也得找個地方躲的遠遠. 挨得

客人走後回來,又翻箱倒篋重起爐灶, 真是一番事

情兩番做, 費時費力, 打包工程幾無進展.老姚夫

婦不堪如此虐待,和房產經紀商量約定看屋需要一

天前通知.未知是否經此障礙, 客人開始少有人問

津.唯一有興趣的一位女經紀人,也是只看不動,聽

說她是在等著房子降價, 也想檢個便宜,可惜老姚

夫婦心無感動, 想著大概不是神的時間, 祂不成

全,必有道理. 雖說房子賣不掉令人煩惱,但想到

神掌管一切,祂不會只管老姚買房而不管老姚賣房,

時候未到,大可不必打破頭的勉強, 何況勉強﹑煩

惱也未必有用. 一定有人要說老姚阿Q,但老姚相

信大多的看官會同意老姚是學習信靠. 其實基督

徒何其幸福,煩惱的事丟給神,有祂擔著用不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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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扛. 祂不是說要我們將勞苦重擔拿到祂面前,祂

必使我們的擔子輕省嗎? 光說不練硬要自己扛著,

擔子怎會覺得輕省? 更何況萬有都屬於祂,歸於祂,

我們只是受託的管家, 盡自己的本份,忠心做好該

做的事,其他的便輪不到自己擔心什麼了! 

 

人算不如天算 

    二老搬來後身價百倍, 常被老的(看護休假,

照顧老爸),小的(托兒所放假,看顧孫兒) 搶著要, 

說紅的發紫,絕不是蓋的. 搬的匆匆, 又高估了兩

部小車的容量,不少久置櫥櫃角落的雜物,見光後

尚無暇處理. 反正房子不好賣,擱著再回來好好清

理一番也行. 打著算盤, 看著日曆,定好八月底機

票回來做最後整理且參加團契劉長老夫婦嫁女婚

宴.沒想到八月中一日大媳婦問到月底可否幫忙看

顧大孫女,因為她去的猶太人托兒所,此時正逢她

升級至三歲幼兒班,歸入正規學校體制,有兩週休

假才開學,不得不向我們求救. 鬥不過猶太人,假

是要放,學費可一個不少. 兒子媳婦有此難處,二

老能說不麼?此時老姚房子已列在可賣可租的單上, 

心想租屋旺季已過,學校很多已經開學,多半家庭

均避免搬動, 反正用的是點數機票,改期不罰款 

不會心疼, 於是發揚光大為人父母犧牲無我的精

神,將機票延至九月中.  

 

    沒想到房子沒人買却有人急著租, 八月下旬

一天鄭弟兄電告有人願租, 是一大家子, 六口人 

再加三隻大狗. 老姚夫婦對房客可能會是一大家

子早已做好心裡準備, 加上大狗一隻也還受得了,

三隻就有點招架不住, 但是鄭弟兄已做過他們的

信用調查,幾近滿分, 竟然比房東老姚還好. 鄭弟

兄說好房客難求, 擔心失去機會,建議加收一些寵

物安全定金即可接受,不過他們九月初就得搬入. 

記得當時正在老大家上工, 才改的機票,九月中才

得分身回去清倉, 如何交屋? 鄭弟兄催促著要趕

緊接受, 因為他們先前看了一家,在等著他們回音.

事不宜遲, 顧不了其他便毅然點首. 這廂太座只

有趕緊向兩個團契好姊妹求救,低聲下氣的試試看

有無可能在他們繁忙的工作中擠出一點時間,幫忙

全權打點處理一下這個爛攤子?  

 

    兩位姊妹二話不說,大概連眉都沒皺一下(電

話求救的好處,皺也不見) ,問清有多少時間給她 

們,便叫老婆安哪,等參加過週末的婚宴後就會找

時間著手.(唐姊妹還在這時出城嫁女兒,安慰老婆

說嫁了女兒不會久留, 隔天就回來). 老婆吃了定

心丸又趕緊聯絡要捐給工人中心的冰箱洗衣機請

設法盡早來運走. 幾天後當一切正進行的如火如

荼之際, 鄭弟兄傳來消息, 對方發現我們對那幾

條大狗有些保留,為了體諒我們的為難,雖然中意

這個房子,還是決定放棄,回到當初看好的第一家,

因為那家房主一點不介意這幾條大狗. 老姚夫婦

聽了雖覺遺憾,却也對他們的體諒心腸心生感激,

深信他們必是個好房客,但是神沒成就,匆忙中只

顧眼前要抓緊機會,根本未及問問神祂的意思如何? 

神沒成就是祂的提醒, 要我們凡事詢求祂的旨意! 

趕緊向神認罪,也和鄭弟兄分享,同是基督徒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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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同意明白.各位看官可別以為這是老姚運氣不

好,老姚雖然學了功課但也因而得福. 

 

    話說兩位姊妹動作迅速,苦差事竟能苦中作樂.

芬芬姊妹還拖著老公江弟兄下水,一起同樂. 勞累

中說說笑笑,不時把老婆捧出來调侃一番或罵一番,

一會說為甚麼這個留下不帶走?一會又說為什麼那

個還留著? 在電話中聽到她們天使般的笑聲,使老

婆覺得好像作了一件好事讓他/她們如此快樂高興,

老婆原本不安的心得到不少安慰! 當幾天後房客

飛了,老婆趕緊打電話請她們收工,等二老不久回

來後繼續努力,但她們不僅不以為苦,竟還說索性

一不做二不休把事情做完算了.幾個回合把剩餘家

當全部掃地出門.說掃地出門其實很多是從我家掃

到她們家,在車房中等著二老歡喜領回. 老婆說若

真等二老回來處理,一定無此高效率. 是神的憐憫

與恩典, 預備了這麼傾力幫忙的好姊妹,在所不惜

的擺上,叫二老感激不盡! 只是這番攪擾,自己省

了事却大大地麻煩了別人, 實在無以回報,只有求

神紀念.  

結語 

    又是金風送爽, 桂子飄香的季節.曲指算來搬

來加州轉眼已半載有餘,神的恩典一直隨著,訴說

不盡. 聖路易的教會及弟兄姊妹,不曾忘記,常在

禱告中紀念.每當黃昏二老在外散步,遠山含笑,夕

陽西下,美不勝收,心中常不自覺地歡呼感恩,老婆

還想能把聖路易的教會及弟兄姊妹一起搬來該有

多好.老姚夫婦和大家一樣是蒙恩的罪人, 是神那

信實慈愛的本性, 願將最好的賜給尋求祂,依靠祂

的人.雖然沒人知道前面的道路為何,但有祂引領,

還有什麼會更穩妥的? 老姚夫婦這次搬家所經歷

的,使二老深信若非合神心意,人的謀算終歸也是

枉然, 倒不如學乖點,凡事按步就班,先尋求祂的

旨意, 再耐心等著祂的時間去行. 少仗著自己有 

什麼聰明,搶在前頭.不許可的, 憑著信心順服,祂

的安排必定更於你有益.神的心意原是要給人滿滿

的祝福, 祂只要我們敬畏祂,愛祂,聽祂的話,遵行

祂的旨意.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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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恕 別 人  寬 松 自 己 
 王道慧 

    1954年我從南京市立七中畢業，考入合肥工

業大學。到校後一位同在七中畢業而與我不同班

級的校友徐××在取回寄放在我箱子裡一個講義

夾時，無意中拿走了我的一個練習本。這本算不

得什麼，可問題出在他沒有及時歸還，反偷看了

本子上的內容。日子拖得久了，他大概感到無法

向我解釋，乾脆就扣下不還了，一扣便是整整一

年。 

 

    1955年秋，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開始，這

練習本成了徐××的心病。因為那上面寫著我的

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的情況。其中有：我祖父曾

在民國初年任過某地知縣；我父親是中統局會

計；我有幾個親戚在臺灣，其中一人還是空軍飛

行員„„依徐××看來，這次運動中我必被揪鬥

無疑。而若被人發現他存有我這個本子，也必將

被指認為我的同夥跟著遭殃。為求自保，他昧心

地編造了一個我在運動開始後求他幫助藏匿練習

本的謊言。又將南京七中附近某戶草房意外火災

強加在我頭上，對我進行“檢舉揭發”。本來我

的家庭情況和社會關係早在申請入團時全部向組

織交代清楚了，練習本上記的不過是彙報底稿。

可經徐××這樣一“揭發”，系黨總支認為我肯

定有更多更大的問題沒交代。很自然地，我成了

班級全力揪鬥的重點目標。班級大會揪、骨幹小

會鬥，白天完了晚上接著鬥，足足折騰了兩個星

期。隨後同學們都複課了，我卻被送進“老虎

室”隔離審查。幸虧黨總支書記史進是個比較實

事求是的人，他安排內查外調、終於查明我既非

反革命，更不是什麼特務。便給我一個大體公正

的結論，恢復我的自由，讓我回原班級上課。這

時這學期只剩下四個星期了。我重獲自由，卻面

臨了更嚴重的挑戰：我必須在這四周及寒假（也

是四周）中補上一學期全部拉下的課程（其中包

括高等物理、理論力學、材料力學及流體力學等

極為關鍵的專業基礎課程）並且考試合格。我玩

命地苦讀，最後取得門門考試優秀的成績。我勝

利了，我跟上了原班級，沒有掉隊，但仍有許多

人（大多是黨團骨幹）視我為“另類”。隨後的

大學生活裡我所經歷的屈辱、苦楚和艱辛，至今

都沒勇氣去仔細回味，更沒法去描述。而這一切

全拜徐××所賜。 

    進入八十年代，階級鬥爭不再為“綱”了，

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極大的轉變。當年揪鬥我

的組織者之一，班級團支部書記嚴××專門寫信

為在校時的不妥行事作了自責並向我道歉。我很

快回信告訴他：不必將此事掛在心上。因為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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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明真相，確實認為我是壞人，出於義憤，

言行難免會有過火之處。但你們並未昧著良心行

事。所以我不記恨班上任何一個批鬥我的同學。

我還告訴他：我唯一不能原諒的是那個編造謊言

誣陷我的徐××，因為他把我害得太慘了。即使

他低頭彎腰向我認錯，我也會記恨他一輩子。事

實上我不但一直記、且恨著他，而且還多次在校

友聚會時向大家講述了他的作為。我要讓所有認

識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人格是何等卑下„„有道是

惡氣不出，此心難安嘛。 

 

    可謂屢屢出了“惡氣”心就安了嗎？沒有、

一點也沒有。每次我想起這件事、或是向校友講

述過徐××的行為後，心中的怨氣不但沒平息，

反而更加怒火中燒，心裡憋得難受，有時甚至搞

得自己夜不能寐。幸虧這種回憶和講述不是很頻

繁，否則我非把自己逼瘋不可。 

 

    去年年末，我再次來美國看望孩子。由於時

間寬裕，每天至少能安排 1—2小時讀聖經，同時

也反思自己一生走過的路。當我讀到耶穌遇難、

三日後復活的章節時，忽然又想到徐××傷害我

的事。而這次卻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人類

本是上帝所創造，卻悖逆了上帝，其罪何其大

耶？但上帝沒有拋棄我們，反派遣他的獨生愛子

降世拯救人類；耶穌本是完完全全的神，為了完

成上帝救贖人類的偉大計畫，他不惜卑微自己化

為肉身成為完完全全的人，嘗盡世間苦難；他一

生沒有任何過犯，可為了拯救我們，卻承擔了全

人類罪；而且義無反顧地用自己的寶血、用自己

的死洗盡了人類之罪；他被釘上十字架，卻還在

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

不曉得。”（路 23：34）這是何等的胸懷和大

愛？不錯，我確因徐××的誣陷被害得很慘。但

這與耶穌的遭遇相比，又算得了什麼？我為什麼

不能寬恕徐××呢？ 

 

    想到了寬恕，我胸中不但不再怒火升騰，反

倒設身處地為徐××著想起來：在那樣一個運動

中，那本被他無意拿去、卻錯誤地留在身邊的小

本子，對他而言簡直就是一枚定時炸彈，不知何

時便會轟然一響毀了自己，卻又不知怎樣處理才

好。還給我？實在不好意思；繼續藏著？怕被人

發現；撕掉、燒掉？運動中誰敢？周圍有那麼多

警惕的眼睛盯著呢！哪一條都行不通。“反正你

老王早晚會倒楣（我猜他這麼想的），不如你早

些認了，反能保住我不遭殃”。這確實很不道

德，可那也是環境所迫。如果沒有那倒楣的“運

動”，他也沒必要這樣做。而且，可以肯定是：

事後每當他憶及此事，也都會心情沉重、羞愧不

已。這包袱他背了五十多年，也夠難為他了。主

教導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著只有

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太

18：15）而我卻多次宣揚徐××的錯，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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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高尚麼？主還教導說：“你們各人若不從心

裡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太 18：35）而我卻發誓一輩子記恨他，永遠也

不原諒。如此的小肚雞腸，導致自己經常遭受怒

火的折磨，難道不是自食惡果麼？ 

 

    我終於明白了：其實仇恨便是鬼魔。心中懷

著仇恨，便被鬼魔控制，做了它的奴隸；從心中

逐出了仇恨的種子，便戰勝了鬼魔的試探。我應

該寬恕徐××、我也必須寬恕他。當我從心裡寬

恕了徐××時，我自己也收穫了平靜與寬鬆。非

常遺憾的是：分別五十多年，我再沒能見到徐×

×，也不知道他現在何處，沒法當面對他說出我

的感悟。但我曾不止一次地禱告：祈求三位一體

的真神，用祂的大能引導這位得罪過我的弟兄，

讓他悔罪歸主；並且放下壓在心中數十年的重

擔。因為我不但原諒了他，而且反要為多次宣揚

他不當行為的錯誤向他道歉。倘若蒙神的恩典我

們能再次相見，那就什麼也不要說，讓我們彼此

緊握著手，再作好弟兄吧！

 

 

 

 

 

 

先求神的國 

和祂的義 



崇聲 2009-2010                                                                                                                          Voice of Adoration 2009-2010 
 

110 
 

 

 

 

 

 

 

 

 

 

 

2009-2010 年 崇聲雜誌 編輯同工 
 

 

編       輯: 方    莉，鄧 明 奇 
 

翻       譯: 陳 瑞 恩，謝 惠 生，楊 欣 宜 
 

稿 件 管 理: 劉    俊 
 

封 面 設 計: 黃 文 彪 
 

美 工 排 版: 夏 祖 懷, 王 俊 雄 
 

崇聲雜誌網址: http://slccc.org/Chinese/voadefault.htm 

http://slccc.org/Chinese/voadefault.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