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1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Table of Contents        
牧牧牧牧    者者者者    心心心心    聲聲聲聲    

� 專心仰賴全然認定 周 宇 定  牧師 4 
� Love  (愛) Pastor   Mark   Manning 5 
� God Still Speaks 蔡 炎 康  牧師 7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 吳小敏 8 
� 楊  默 –(我”讀完”了一遍聖經) 10 
� 王衛民 11 
� 紀言捷 13 
� 陳玉卿 14 
� 顧  權 –(道路真理生命) 16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 何世川 –(感恩隨想)  18 
� 小  弟 –(歸國劄記)  19 
� 何世川 - (踏秋)  23 
� 黃習東 - (新起點，新長進) 
� Tiffany Lee – (2011 Navajo Ministry Sharing) 

� 孫寶舟 –(福音的種子) 

 25 27 29 
 

團契生活團契生活團契生活團契生活    

� 新生命團契 2010 恩典回顧  33 
 

感恩見證感恩見證感恩見證感恩見證 

� 丁怡霏  35 
� 夏祖懷  36 
� 康巧華 - (賞賜的是耶和華)  37 
� 楊  葳  39 

 

夏季短宣分享夏季短宣分享夏季短宣分享夏季短宣分享 
  

� 王  藝 - (暑期短宣分享)  41 
� 鄧明奇 –(夏季中國學生營會事工的感受)  43 

 

秋季短宣分享秋季短宣分享秋季短宣分享秋季短宣分享   
� 蘇冠誠 –(信心之旅)  45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2 

 

� 楊曉峰  49 
� 楊富世 –(耶和華祝福滿滿之旅)  50 

 

夏夏夏夏    季季季季    受受受受    洗洗洗洗    見見見見    證證證證 
          

� Joy Yang  52 
� Lisa Xia  53 
� Lucy Summer  56 
� Nina Cheong  57 
� Ru Zhao  57 
� 單  慧  58 
� 宗東升  59 
� 林  鴻  61 
� 許誌玲 –(愛，駐我心間)  62 
� 赫桂君 –(擡頭挺胸 步入永生)  63 
� 麥秀萍  64 
� 黃亞菲  65 

 

春春春春    季季季季    受受受受    洗洗洗洗    見見見見    證證證證    

� 劉鳳珍  66 
� 吳英瑛  67 
� 周翡翡  68 
� 孔金容 - (我願信主)  69 
� 崔馨元  70 
� 師維亞  70 
� 廖小良  71 
� 張洪成  72 
� 張  麗  73 
� 王經佛  73 
� 王道慧 - (滿懷喜悅 , 迎接新生命的朝陽) 74 
� 董艷群 75 
� 許  晶 - (基督耶穌裏的平安) 75 
� 馬金華 77 
� 麥鴻建 77 
� 黃習東 - (我的心路歷程) 79 

 

冬冬冬冬    季季季季    受受受受    洗洗洗洗    見見見見    證證證證 

� 侯誌沅  80 
� 嶽  圓  80 
� 張凱華  81 
� 毛  毅  82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3 

 

� 漆  宇  83 
� 王中凡  83 
� 王斯佳  84 
� 王瑞哲  85 
� 王聖淇  85 
� 蔡葉菲  86 

 

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天路歷程 

� Linda Tang -  (A trip to Meigu)               87 
� 一塊泥土 - (五子登科)  92 
� 劉  晨 - (分享)  96 
� 一位弟兄 - (奉獻的操練)  98 
� 楊  默 - (奪不去的平安)  99 
� 曉  東 - (小蝦出生記)  101 
� 李  堅 - (美姑之行)  102 
� 過健輝 - (禱告的功效，信心的見證)  106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4 

 

牧牧牧牧    者者者者    心心心心    聲聲聲聲      
專心仰賴全然認定專心仰賴全然認定專心仰賴全然認定專心仰賴全然認定    

� 周宇定    箴言箴言箴言箴言 3:53:53:53:5----6 “6 “6 “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他必指引你他必指引你他必指引你的路的路的路的路。。。。””””             這兩節經文是許多弟兄姊妹耳熟能詳的經節。我自己喜歡，也試著將這段 神的話語用在我的生活中的一些挑戰上。在去年經歷禿髮生髮的过程中，神讓我學到極為宝貴的功課，願與大家共同勉勵。      在 2010 年初，我和張寧弟兄結束東北聖經培訓之後就繼續在安徽服事。由於當地沒有暖氣，一不小心受了風寒，身体開始發燒並且輕微發抖。接待家庭的医生弟兄毫不猶疑為我掛上點滴。點滴之後，我全身連頭上都開始出汗。我抓了抓頭髮，看到許多頭髮就順著手脫了下來。兩個星期之後， 在理髮時，師傅問我知道不知道後腦禿了兩塊大約銅板大的地方。他一講，我就想到兩個星期前開始脫髮的情形。我也想到十年前我也有过同樣情況。在那時，我特別看了專科医生。医生告訴我， 這和免疫系統有關。一般过上一段時間，頭髮还是会重新長出。後來，如医生所說，頭髮是逐漸長了回來。      因曾有过上次經驗，這次再發生，我就認定頭髮必会長回，祇是不知何時。因為這次禿髮的速度與程度都比以前嚴重，我曾考慮是否要看医生，請他打些什麼激素之類來促進生長。但 神將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3:6 “3:6 “3:6 “3:6 “我栽種了我栽種了我栽種了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亞波羅澆灌了亞波羅澆灌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惟有惟有惟有    神叫神叫神叫神叫他生長他生長他生長他生長    ””””的經文向我提醒。我領悟到医生再有知識經驗技術和药品，是萬有的 神決定我頭髮何時長回來。所以我就定意不找医生。但隨著時間一天天过去，不但沒有新髮長出，原來禿的範圍还

继續擴展，而且新秃的地方也出現了。就在信心動摇時，神又以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25:3a  “25:3a  “25:3a  “25:3a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凡等候你的必不羞凡等候你的必不羞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愧愧愧””””再來堅固我，要我繼續認定祂。而且 神还藉詩歌本的一段歌詞要我以這經歷來榮耀祂。       在那之前，我並沒有將這難處與多人分享，祇請了禱告会的弟兄姐妹代禱。在多人聚會時，我就以一些噴髮劑將那些頭髮稀疏的頭皮噴黑，減低別人的注意力。但現在 神卻要我藉此榮耀祂，我不知如何來以此榮耀 神。但我知道如果繼續掩飾是絕对不能榮耀祂。於是我在 7/18 的講道中，对大家說，“我不再為禿髮掩飾，我願意等待 神的時間。我相信 神一定記念我的需要。大家都是我的見証人， 等那天頭髮長出時，我们就一起把榮耀完全給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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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中旬我收到朗心姊妹的電郵。講到她过去幾個月等待 practical training 許可的心路歷程。原來她早在五月畢業前就獲得一份工作，但 OPT 遲遲沒有下來，以致她不得工作。她雖為此禱告，但她祇是求 神早點將 OPT 給她。她從未求 神將 OPT 給她，因為她一直認為 OPT 下來是理所当然的事，因為這是政府的規定。朗心學到功課，即使像這樣人認為一定發生的事，我们仍要全然仰賴 神認定祂，堅信唯有 神能將 OPT 給她。        朗心的見証將我愚昧的心一掌打醒。在我等候生髮的事上，像朗心一樣，我祇是求 神早點讓我頭髮長回。我也是從未求 神讓我頭髮長回，因為我一直認為頭髮長回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因為十年前医生說过，而且还有經驗証明。從朗心的

分享，我看到在這整件事上，我沒有全然認定 神。那晚是 8/21, 我因明白 神的心意而欣喜若狂。我向 神認罪。不管專家統計經驗怎麼說，我必須認定祇有 神能叫頭髮生長。我確信那晚 神垂聽了禱告，也確信 神從那時起開始讓我頭髮完全長回。      上個主日崇拜之後，我在我辦公桌上看到一張有關禿髮和工作壓力的剪報。想必是哪位關心我的弟兄姊妹留在我桌上的。 感謝許多弟兄姊妹的愛心，関懷，與代禱。我願在此向大家報告：神已医治，也讓我學到專心仰賴全然認定神的功課。願所有榮耀歸給 神！
 

Love 

� Pastor Mark Manning 

    I am excited about our Church theme for the New Year!  Love for others is about meeting the needs 

of people.  Our Church already does so much of this, and yet there is more we can do.   

 

    Our Lord Jesus expressed God's command 

to love very positively, "So in everything,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for this sums up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Mt 

7:12).  In Luke 10 Jesus taught what it means 

to "love our neighbor as ourselves" in the story 

of the Good Samaritan.  It’s about an 

unfortunate man who "fell into the hands of 

robbers. They stripped him of his clothes, beat 

him and went away, leaving him half dead" (Lk 

10:30).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love from 

this story?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it is possible for 

professing believers to neglect people in 

obvious need.  In the story, both a priest and a 

Levite encounter this "half dead" victim,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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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to ignore him (vs 31-32).  Sometimes 

those who say they believe in the Lord can 

miss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to show love to 

those in need. We can fail to show active 

compassion because we are afraid, prejudiced, 

or pressed for time.  Self-centered attitudes 

can sometimes interfere with the love God 

wants us to show.  While our Church members 

seem to show lots of love, we can sometimes 

fail. Let's ask God to help us get rid of any 

selfish attitudes that would hinder. 

 

    The second lesson is that real love should 

compel us to reach out beyond our comfort 

zones.  In the story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victim is a Jewish man, since he is traveling 

from Jerusalem to Jericho.  The surprising 

element is that the person who showed love 

and served him was a Samaritan.  Samaritans 

and Jews were not comfortable with each other.  

They did not agree about important things and 

typically avoided each other.  But the 

Samaritan's heart of love caused him to reach 

beyond his comfort zone to a person who was 

different.  "When he saw him, he took pity on 

him.  He went to him and bandaged his 

wounds…" (vs. 33-34).  God wants us reach 

out to people no matter who they are, even to 

those who have a different language, 

background, or point of view; to also reach out 

to those who are handicapped, elderly, sick, 

depressed, lonely, or poor.  

 

    A final lesson is that love requires sacrifice 

to meet the various needs of others.  "Then he 

put the man on his own donkey, took him to an 

inn and took care of him…" (vs 34).  The 

Samaritan sacrificed his time, things, and 

money to care of the man's needs.  He even 

paid his bills.  Love gives to meet the needs of 

others.  The needs of people are various.  

Some people need physical assistance, or 

financial help.  Others need friendship.  People 

may need a visit, a ride, a meal, a partner in 

prayer, a letter of comfort, or just an 

encouraging phone call.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need our care, 

and the children need it too.  Outside the 

Church, we can help the disadvantaged and 

share the gospel.   

 

    This year, let's ask God to fill our hearts with 

love like never before.  Let's reach out of our 

comfort zones, and give whatever it takes to 

serve the people God brings into ou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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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Still Spea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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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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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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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讀讀讀    經經經經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 吳小敏  教會的讀經計劃已是第２年了。去年結束時，我們有１個調查表。我就幾個方面分享一下。  1. 調查表裏有一個問題是：你有沒有常讀經禱告？      讀經是聽 神的話。禱告是我們對 神的贊美祈求。這兩樣應該是同時進行的。      從去年的讀經調查表看，大部分的人每天都有禱告。只有少數人每天堅持讀經。我們時常是幾句簡單的贊美。然後就是一堆祈求清單。自己
覺得每天都在跟 神講話。吃飯時，求 神給我健康；開車時，求 神給我平安；工作時，求 神給我力量。。。或者真正有困難時大聲呼求 神。如果那天一切都順利就感謝 神。若有什麽事不順，就會說 神不聽我禱告。還問“神啊, 你在哪裏?”神好象是我們的仆人，隨叫隨到。可是忙的時候就把 神撇開了。給人感覺象拜菩薩一樣。我們的 神是活的，祂有話（這本聖經）要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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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聖經不光只是文字打印在紙上，聖經裏充滿了 神的氣息。  2. 70%的人不能堅持讀經，是因為沒有時間。      我們禱告願 神與我們同在。可是我們的心總是被這樣那樣的事所充滿，沒有時間和空間留給 神。沒有時間讀 神的話語,這樣 神怎麽可能與我們同在？我們怎麽可能明白 神的旨意呢？那麽 神的話在那裏呢？都在這本聖經裏。有人說這麽大一本聖經，讀著讀著就讀不下去了。不用著急。教會的讀經計劃（或者其他各人的讀經計劃）就是為我們每天準備的屬靈套餐：<敬拜詩歌，靈修讀經，舊約行程，新約行程，每日靈糧>（頭餐再加三菜一湯）。如果您說太多，沒時間吃或者消化不了，您可以只讀靈修讀經，或舊約行程，或新約行程；如果還是沒時間,那就只喝湯<每日靈糧>只有一句經文和一小段分享，只花您５分鐘；如果這也不行。就來點輕松的，唱一只敬拜詩歌。也許唱完您就有胃口了。就像我們團契的一位弟兄分享的。這就像做好的飯一勺一勺送到您嘴邊，就看您張不張嘴了。有的時候還是很難，那就求 神來幫助，只要我們有一棵願意的心。我們一定能做到。 

 3. 也有人說沒有時間讀經只是借口。      我們每天花多少時間上網，看電視等等。難道就沒有５－３０分鐘時間讀經？如果您把讀經

排在最後,把其他包括娛樂都排在前頭,那麽讀經肯定沒有時間了。不讀經主要是沒有動機和理由。      讓我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常常給遠方的父母打電話，聽他們聊聊家常，說說自己的事。是因為我們有什麽動機或要求才這樣做嗎？不就是因為他們是生我養我的父母嗎？就是愛,還需要什麽別的理由嗎？那麽我們可不可以單單來到 神的面前聽祂的話語, 不為什麽，只是因為祂是我們天上的父, 給我們新生命的 神，是我們活水的泉源， 因為愛。 

         再舉個例子：我兒子上大學了，不常回家。他每次需要什麽東西了，就會打電話回來，能聽到他的電話，我總是很高興。但每次他一說完，還沒等我開口。他就說 “I get to run”。如果哪一天他能耐心聽我說幾句話。我真的要高興死了。      同樣，神愛我們。祂不僅要我們向祂敬拜、祈求，更要我們聽祂的話。  4. 有些人擔心, 因為讀經會耽誤其它的事。      你放心，神的話會給你力量，也會讓你辦事更有效率。我八月份會中國度假一個多月，回來後每日讀經落了很多，還有其它事也堆著要處理。我花了比平時更多的時間來讀經。很快讀經趕上了正常的進度。其它的什麽事也沒耽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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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有一張調查表格令我很感動。是一個有全職工作填寫的：每天讀經禱告３個小時。我想這人一定是力量超群。這是 神給他的，真是有福之人。他肯定很少會問：神啊,祢在哪裏? 神啊，祢的旨意是什麽?”      最後，以 神的話做為結束““““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耶和華說：：：：離開離開離開離開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他們的名字必寫在土裏他們的名字必寫在土裏他們的名字必寫在土裏他們的名字必寫在土裏，，，，因為他們離棄我因為他們離棄我因為他們離棄我因為他們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這活水的泉源這活水的泉源這活水的泉源    （（（（耶耶耶耶 17:1317:1317:1317:13））））””””。       ““““我是葡萄樹我是葡萄樹我是葡萄樹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你們是枝子你們是枝子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常在我裏面常在我裏面常在我裏面的的的的，，，，我也常在他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這人就多結果子這人就多結果子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因為離因為離因為離了我了我了我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麽你們就不能做什麽你們就不能做什麽你們就不能做什麽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5151515：：：：5555））））””””。             
我我我我““““讀完讀完讀完讀完””””了一遍聖經了一遍聖經了一遍聖經了一遍聖經    

� 楊  默 弟兄姐妹平安！          感謝 神，使我能夠在此見證祂的恩典。熟悉我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楊冬晗是一個不讀書的人。所謂“不讀書”，是指我從小就沒有養成一個讀書的習慣，而且沒有什麽讀書的能力。我閱讀的速度很慢，而且很容易產生疲倦。越是如此，也越是對讀書沒有興趣。所以，到現在，若是數一數我所讀過的書（小說、學術著作、以及各種讀物），如果不包括學校裏的教材，我用兩只手就一定能夠數清。      當一個不讀書的人，蒙恩得救時，就“自然地”變成一個不讀聖經的基督徒（當然，讀聖經和讀其他書籍有本質的區別）。我縱然很不願意承認下面這個事實，但我必須說，我已經信主三年，但聖經還沒有讀完一遍。舊約中的一些書卷，我至今從來沒有碰過。這不單單是一個令人羞愧的事實而已。三年來，我始終沒有養成每天
讀經、禱告、安靜在 神面前的穩定的靈修生活。對一個基督徒而言，這就相當於自願絕食絕水。 這樣的生命一定是在畸形地生長，如果不是停滯的話。不僅如此，我現在知道，“不愛慕 神的話語”，本身就是一種罪，是我必須對付的罪。      去年年初，我嘗試參加教會第一次的年度讀經計劃，但是不出一個月，我就失敗了。今年年初，當團契裏一些弟兄姐妹聚會，叫每個人都分享一下 2010年的期待的時候。我分享說，我真的渴望能夠按照教會的讀經計劃把聖經讀完一遍。我在這樣說的時候，心裏沒有一點自信，因為我很了解自己，我不知道我會在什麽時候中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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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但是，神藉著這一年的經歷告訴我，不要讓自己的軟弱演變成對祂的小信。當 神把一種對祂的渴慕放在人的心裏時，祂自己加給人力量叫這個渴慕被滿足。      我從今年一月開始跟隨著讀經計劃每天讀聖經，直到現在。這其中，並非沒有短暫的中斷。但是每一次，神都幫助我重新回到進度。今年五月，我有一個三周的回國假期。此前我很擔心，回到國內，生活節奏變了，常常的探親訪友或是閑散在家，會不會影響我穩定的讀經生活。但是這又是我的小信了。神奇妙地使得我在北京三周的假期成為我很專註讀 神話語的時間。那時新約正讀到使徒行傳，我有意記憶保羅每次宣教旅程的路線，到現在還記得不少。      讀經生活的歸正，非常有力地帶起其他方面的復興。 我漸漸穩定了每天早晚讀經、禱告的時間。不僅如此，我越來越享受閱讀 神的話語，而且開始從默讀轉為每天出聲地朗讀聖經。神的話語有時還強烈地吸引我去把它背下來。      回顧這一年中 神奇妙的帶領，我不禁對祂產生敬畏。我很清楚，神在我身上，把一種完完全全的“不可能”變為可能。我本是一個沒有熱

心、沒有能力、沒有堅持去讀祂話語的人，祂現在叫我每天老老實實地領受祂的靈糧。我本是經常因為自己的無能，就去輕慢祂的能力，但是祂非但沒有因為我的小信而懲罰我或放逐我，卻一直把我帶在祂的身邊，叫我親自經歷祂的信實，叫我更認識祂。我感到，我就像以斯拉在禱告中提到的那個釘子。“（神）使我們安穩如釘子，釘在他的聖所，我們的 神好光照我們的眼目，使我們在受轄制之中稍微復興。”（以斯拉記9:8）。是祂，叫我有可能去親近祂，在祂的光照裏我看到祂的榮美。      我今天分享的題目是：我“讀完”了一遍聖經。很顯然，我到現在還沒有讀到那些我沒有讀過的書卷，但是我並沒有撒謊。因為 神已經給了我確據，叫我知道我今年可以完成祂放在我心裏的“期待”。我想在座的，尤其是學生團契中，和我一樣信主時間不長的弟兄姐妹們，可能也有人在經歷和我類似的在讀經上的軟弱、掙紮、或失敗。但是在人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我們已經是在基督裏“新造的人”，“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我不配承受祂的恩典，願榮耀、贊美全都歸給祂！阿們！     
        

� 王衛民          今年七月，團契負責人大為和負責靈修的冠誠在團契搞了一個調查，要看看弟兄姐妹有沒有什麽樣的讀經計劃。 那天我拿到調查表，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 我並沒有讀經計劃。 當然當時發愁的還不只是有沒有讀經計劃的事，讓我犯難的是這張調查表是記名的，在團契當中輪流填寫。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 我是最先幾個被傳到調查表的人，就是說，後面還有二十幾位團契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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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為什麽沒有讀經計劃呢？原因是那段時間聖經讀不進去：聖經的字句當然可以一頁一頁讀下來，但是裏面的話卻只進腦子，進不了心裏去。讀不進去，也就讀不下去。試了幾次開始系統的讀經計劃，最後都放棄了。因為我的想法是：聖經不是一般的書，它是 神的話，是活的能力，不是死的知識。若是勉強自己去讀，又沒有領受，久而久之會讓聖經的話對自己失去意義。 就好像一個人說“我愛你’, 不出於真情，只是習慣性的掛在嘴邊反復重復。久而久之，這“我愛你”就沒有意義了，也不能打動人。這些當然不是借口，只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 調查表還得填，當然不能撒謊，但是想找一個委婉的說法，比如在“有沒有讀經計劃”一欄，想填上“暫無”，這樣如“屢敗屢戰”一樣，不難麽難看。 結果提筆忘字，“暫”寫了一半，忘了怎麽寫，又不能去問人。於是塗掉再換一個說話，比如“考慮當中”之類的。 一定是 神要教訓我，每一種委婉說法都有一個字不會寫， 塗塗改改當中，當時的尷尬樣子躍然紙上，最後只好寫大白話，一個字“無”，交了個白卷回去。  

     晚上回到家，覺得自己很不像話，於是拿起聖經就讀。 奇妙的是，與往常不同，神的話一下子就進到心裏去了。 聖經能讀進去了，讀下去也就不怎麽困難了。 到今天剛過三個月，每天都能堅持讀經，不僅跟著教會讀經計劃每天的進度，還能多讀一些補上以前欠的債，到今天為止我已經差不多趕上進度，到年底應該可以同弟兄姐妹一起讀完一遍聖經。       故事寫到這裏，本來可以告一個段落。但出於職業習慣，總希望找點功課來，比如有什麽經驗/教訓/配方可以讓自己在讀不進去聖經的時候能用之有效，但想了半天也沒有找到這個配方，總不能每次不讀聖經就讓人搞一個記名調查，然後公開名單吧。可是聖經讀不進去的時候怎麽辦呢。      神說你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有時候我的日誌不如何，力量軟弱，靈裏“幹燥”Dry， 讀經也讀不到心裏去。 這時候要靠主走出來，就像用自己的力氣把自己提起來一樣不可能。 其實我們每天的日子如何是靠 神的恩典，我們是 神的兒女，神應許我們祂所愛的祂必管教，尋求祂的必尋見。 雖然我們自己可以培養好習慣，建立routine, 操練跟隨主，經歷主，或是弟兄姐妹互相監督，但教人生長的是 神，我們要靠 神的恩典，要學會抓住祂的應許，等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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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言捷  大家可能還記得牧師曾經講過（路 8:41-42）的這段經文““““耶穌回答說耶穌回答說耶穌回答說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你為許多的事你為許多的事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思慮煩擾思慮煩擾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是不能奪去的。。。。’”’”’”’”      馬利亞選擇了什麽，主耶穌如此肯定呢？她在主腳前靜靜地聽道。耶穌基督講的道是什麽？就是聖經。      我們每天早上起來也面臨兩個選擇，是選擇上好的福分還是選擇那“許多的事”。當然，不是說日常的事不要做，而是 神要我們把每一天要做的事設一個優先順序。      我們團契最近有一個關於讀經經歷的分享，大家有以下幾點感受；  第一點：早晨固定一段時間來讀聖經 弟兄姐妹的經驗是，如果把讀經排在一天靠後的位置，那經常是讀經被越擠越往後，最後時間不夠或者太累了，就不了了之。所以，我們可以把讀經排在計劃外。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早起讀完聖經之後，再開始排一天的計劃。一天的計劃從第二件事開始。      主耶穌“常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來1:3)。我們一天的工作，學習，生活要建在祂的powerful word 的基礎上面。否則，不是耶和華建造的，都成了枉然。  第二點：神讓萬事互相效力，讓我們得益處。     吳畏弟兄，有一段時間早上 5 點鐘就醒了，怎麽也睡不著。失眠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好事。但他就利用這段時間讀經，且已經把新約又讀了一遍了。  

    我家裏沒有電視，只有一臺電腦能上網。我的幸福生活都是在網上度過的，比如說看小說，玩兒遊戲之類。所以每當電腦被別的家庭成員霸占，我就非常愁苦。常常是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自己想做的事做不了，又沒有什麽別的事可幹，那只好讀經了。奇妙的是，開始讀經之後，很快心裏就安靜了，也不想再上網了。      我意誌力薄弱，所以 神就給我一個不得不讀經的環境；如果有弟兄姐妹不幸和我一樣，我強烈建議你家中的無線上網，改成單線上網，500個電視頻道換成 50個頻道。  第三點，如果上述無線改單線技術難度太大的話，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如果團契主席找你帶領團契的查經，一定要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帶查經督促我們自己仔細查考經文準備講稿；通過給別人講自己也加深體會和印象。在新生命團契的網頁上，大家可以找到一本武功秘籍，叫“ 帶 領 小 組 查 經 的 要 訣 ” http://slccc.org/fellowship/nlf/bible.htm  4. 我們的孩子和大人一樣，一星期時間，大概只有周五晚上 AWANA 和周日兒童崇拜和主日學的寥寥幾個小時，能擠出來給 神。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所以 神把這樣的責任交給我們，也是為了孩子和我們的益處。和孩子一起讀聖經，一邊教養孩童的同時，他/她也成為你的屬靈和讀經的小夥伴。      最後，我借用（來 12:11）這段經文，和大家共勉：““““凡管教的事凡管教的事凡管教的事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當時不覺得快樂當時不覺得快樂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反覺反覺反覺得愁苦得愁苦得愁苦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子子子，，，，就是義就是義就是義就是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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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卿      2008 年 8 月，我們“好土團契”小組開始通讀聖經，大家決心進一步領受 神的話語。在學習中我深受啟發，我想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兒女聽從父母的話，行事為人正直，為自己臉上增光。 而我們是 神造的，祂愛我們，我們是祂的兒女，祂是我們的阿爸。祂天天牧養我們，更希望我們聽祂的話，理解祂的話語遵行祂的教誨。因為祂的話語是我們生命的糧和光。耶穌基督對我們說“我對你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凡出於 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在不斷的學習中，我逐漸領悟到學習聖經的重要意義，我想做為一個基督徒屬靈的成長，不可以離開生命的糧，生命的光。 要從 神的話語中得著能力，得著生命，這樣才有活潑的盼望，有基督徒的樣子。      對著 神的諄諄教導，禱告不斷地省察自己的讀經情況，雖然信主幾年了，靈命不見長大，對於聖經學習很不夠，總是一知半解。 學習聖經沒有固定的時間，沒有固定的地點，也沒有長遠的計劃。其他這些“沒有”都是外在的因素，關鍵還是對聖經的重要性認識不夠， 是態度和信心問題。以為自己老了，記憶力差了，而諒解自己，放松對自己的要求。 天天忙於繁瑣的家務，靜不下心來學習聖經，所以自己的靈命仍處於饑渴的狀態長不大。 阿摩司書 8:11 中說“人饑餓非因無餅，幹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 我的這種狀況，顯然不合 神的心意，如今在主裏，不缺食物，也不缺水，乃是對 神的話語聽不進去，沒有從 神的話語中獲得真正的能力和生命。 我想 神並不希望祂的兒女總是穿著嬰兒的鞋子，叼著嬰兒的奶，跟隨著祂。祂期望我們長大，成為祂寶貝的瓦器，為祂所用，彰顯祂的榮耀。      面對自己讀經的不足，我一次次的禱告，與 神獨處，求 神賜我信心，勇氣和能力，真正把讀聖經當成每日不可缺少的糧食和水，以饑渴慕義

的心好好讀通聖經。  於是，在聖靈的帶領下，我訂出了切實可行的讀經計劃，每天必讀聖經。       我的計劃是這樣的：兩個關鍵，一是靠聖靈來帶領，二由信心做保證；兩個固定，一是有固定的讀經時間，二是有固定的讀經地點。 做到三個不，不給自己找借口，不被電視報紙雜誌左右，不然家務事幹擾自己的學習；最後就是做好讀經筆記。  

     2008 年 8 月 22 日，我便開始了讀聖經的旅程，每天清晨第一件事禱告，並讀聖經。 每次要讀 4-5章經文。 住進公寓以後，我發自內心感謝 神給我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給我充足的時間，清心學習 神的話語。 在學習聖經的過程中，邊讀邊記，以此加深記憶，加深理解。 筆記的內容有章節，金句，感動，信息，默寫，總結，畫圖，問題，查找等等。我這樣一直堅持到 2009年2 月 17 日以前，7 個月的時間，堅持不斷的學習。新舊約聖經共 1189 章，我讀完了 1039 章，還有 150章沒讀完。 因為 2008年 11月，我和先生回北京過春節，2009 年 1 月，號召大家學習聖經，而且每月有計劃，周周有安排，有提綱。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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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裏非常高興，感謝 神的安排。 於是，我服從教會的安排，又重新開始了新的讀經旅程。 再回來從舊約聖經開始讀經學習，一直到 2010 年 1月，我終於讀完了全部聖經。 我發自內心的感謝 神，感謝 神賜我一顆持之以恒，不怕困難的心，存心受教的心。 神帶領我在讀經的旅途中，沒有因為年紀大找借口，沒有被電視雜誌左右，也沒有因為家務事幹擾自己的學習。即使回到北京期間，也沒有影響我學習聖經計劃的執行。  
     學習舊約聖經時，是 神帶領我旅行的過程，神用件件動人的故事、事件，天天吸引著我。神在一件件波瀾壯闊的事跡中的所作所為打動著我的心，聖經中那麽多信心的偉人，依靠 神戰勝一切仇敵，一切困難的事跡，震撼著我的心靈。他們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我如何因信稱義，給我樹了光輝的榜樣。       學習新約的過程，神讓我再次認識祂是如何把自己的獨生兒子賜給了世人，以拯救人類脫離罪和死的捆綁，神以大愛告訴我，唯有耶穌基督，是信仰的根基，除祂以外，別無選擇。 祂是我奔走天路的信，望，愛。 在此，神也教我如何肩負祂的大使命—傳福音。 只要有機會，願意隨時聽候 神的呼召，傳講天國的好消息。        在學習聖經中，面對先知書如何讀？ 我有些為難，認為理解書中內容繁復，絮絮叨叨。 經過

參加主日學的引導，自己深入的讀，再查教會提供的學習提綱，以及有關參考書，反而對先知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感謝主給我勇氣，信心，掃清我學習先知書的心理障礙，帶領我讀完了先知書，神使我知道了先知們的背景，先知們與 神的關系，以及先知們的使命，先知的預言，警告的深遠意義和現實意義。       通過一年零九個月的讀經總結，我不僅了解了聖經的結構，主題，立場，以及新舊約關系。 更為重要的是 神讓我知道學習聖經是門徒的必修課，人的靈命不會自動成長，必須以 神的話語為陽光雨露，沖洗靈魂中的罪惡。 因著 神所賜的糧和水餵養長大。神讓我領悟到了，人或者，不要為吃什麽，喝什麽，穿什麽憂慮，乃是靠 神口裏所發出的話是真理，是光，是愛，是道路。 因為 神看重我們比天空中的飛鳥，野地百合花珍貴。 祂對於信他的人，愛祂的人看為至寶。 所以，祂希望我們也要珍愛自己的生命，學習祂的話語，領會祂的旨意，跟祂在主裏面合一，一同背十字架，帶我們奔走天路。       感謝 神，感謝教會，牧師，主日學老師們的帶領幫助，讓我有機會在此見證，如實向 神匯報學習聖經的情況，以此彰顯 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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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    

� 顧 權        我信主不到三年，但是真正開始讀經，並定期團契是從去年來這個教會後才開始的。對比這前後的變化，我想起主耶穌在迦百農會堂說的話，““““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不喝人子的血不喝人子的血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就沒有生命在你們就沒有生命在你們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裏面裏面裏面（（（（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6666：：：：53535353））））” 。  
    這句話是對以前的我的一個很好的寫照。我信主後，自認為我的這個信仰並不只是一個宗教而已。我堅信我信的是一個關乎生命的東西。但是因為我信主後不到兩個月就生了老二，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去我們以前的那個教會。再加上又比較遠，所以總是想著以後轉到這裏來，離家近一點，可是總是這樣那樣的借口一直沒有去。自己也沒有怎麽讀聖經。所以在這個階段，我的心其實離 神很遠，因為一個落單的剛信主的人並不知道如何做一個基督徒。但是我又很堅信我是信上帝的。所以那段時間我有時自己也很困惑。為什麽我感受不到 神呢？而且我也感受不到信仰給我帶來的隨時的幫助，沒有基督徒的喜樂和平安。      後來我知道為什麽了。答案就是必須經過耶穌，因為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翰福音 1：17）。其實主耶穌在被錠十字架之前已經告訴了祂的門徒：“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 14：6）”。我那時還沒有讀過四福音書，所以仍然走著自己的道路，不讀耶穌的話，所以靈命處在半死不活的狀態。  

    差不多一年多前，我先生開始先來到這個教會，定期參加新生命團契的聚會。說起跟新生命團契的淵緣，真是 神的帶領。我們有段時間一直在說要到這個新教會來，但是好像也沒有什麽契機似的，所以就這麽一直托著。就有這麽一個周末我去 Chesterfield License Bureau 續駕照，神就安排湘雲，向前夫婦還有他們家當時的兩個老小也在那裏辦駕照。我排在他們後面。開始也沒聊天。所以 神又安排他們前面的那個人總也辦不完，所以我們就開始聊了起來。很奇妙，我們聊了挺長時間，也沒有互留電話。就在他們要走的最後一秒，神又安排湘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不知從哪兒翻出一支筆和一個本子，迅速將我的電話抄下，然後就一下子消失在那個小小的辦駕照的小屋子。      現在回想起來，我一定是言多必失，在不經意的言談舉止間暴露出我這個“受過洗的非基督徒”的身份。成熟的信徒就是火眼金睛啊。後來我的猜測也得到了印證。果不其然，也不知過了多久，湘雲終於打來電話，連問都沒問我是不是已經信主了，就要給我安排某個周四的福音探訪。當我告訴她我已經是基督徒的那一霎那，我想她一定很失望。而我也覺得自己很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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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後來因著湘雲幫忙照看我們的老二，兩家就開始熟起來，他們也開始邀請我們去新生命。我先生剛來團契那會兒，我沒有跟他一起來，因為當時我正對他在與雙方父母關系的處理上有很大的意見，正在跟他冷戰，所以決定不跟他出雙入對去任何地方。他一直讓我去，我就不聽他的。有一次湘雲邀請我去參加寶偉家的一個聚會，也不知為什麽，我的心好像變軟了，就跟他一起去了。那次聚會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認識了很多弟兄姊妹。後來明奇和建文也邀請我去團契。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到他們倆分別邀請我的留言，充滿了熱情和愛，當然也洋溢著他們特有的濃重的湖南音，以至於我要把留言反復聽上兩遍才能完全聽懂。我煞是有點納悶，明明是中文，怎麽聽起來比英語還費勁呢？不過現在已經我沒有障礙了，反倒覺得很親切。      以前的教會比較小，也沒有團契。所以當我第一次真正的融入到 神的兒女當中，與他們一起唱詩敬拜，一起分享主耶穌的話語時，我體會到了 神的愛和 神所賜的平安。以前總覺得沒有讀經的興趣。但是跟大家團契一段時間後，還有我們每月一次的姊妹聚會以及教會的一對一的門徒跟進，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其實很渴慕 神的話語。我開始讀四福音書。我在主耶穌的話語裏看到了真理和生命的光。 

    當我讀到馬可福音第 12 章 30 節耶穌說，神對我們的最大的兩條誡令，一是愛 神，第二是愛人如己的時候，這句話就反復在我心裏回響。我連 神的話都不是很清楚，我怎麽去愛 神，而且還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愛？談到愛人如己，我也是非常虧欠，不要說是對教會的兄弟姊妹更或是其他的外人，就是家裏的這位，天天朝夕相處的，好像最沒有辦法做到“愛人如己”。我就反復問自己，如果連神 賜給我的最親近的人都不能愛人如己，我有可能會愛鄰舍，愛其他人如己嗎？很奇妙，主耶穌的這句教導充滿能力，那時我的心裏經常反復思想這句話，想著如何先在先生身上操練“愛人如己”。      後來又讀到路加福音 6章 41 節裏耶穌教訓門徒說，為什麽只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這句話對我觸動很深，好像是專門針對我說的，因為我想起去年我們來教會之前的那段時間跟先生冷戰的情形，平時不理他，但可以寫 email 交流, 主要內容是讓他認錯，而且達不到我的要求就打回去重寫。主耶穌的這句話讓我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我憑什麽只要求別人認錯，在我們的主耶穌面前自己不也是個罪人嗎？我第一次真正面對自己的本相，開始省查自己內心的罪，來到主耶穌面前認罪悔改。主耶穌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神的國（約翰福音3：3）。慢慢地，主耶穌的話進到我心裏，改變我的心，我發現我的心開始有了主的愛和光，我不再只看別人的錯。看先生也順眼多了，發覺他還是蠻可愛的。即使有矛盾，我都會想到這些話，也慢慢學會用愛去化解。      感謝主賜給我們的生命的糧，到祂那裏的，必定不餓。我也鼓勵我們在座的還沒有開始讀主耶穌話語的兄弟姊妹從今天開始每天吃喝耶穌，因為祂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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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生生    活活活活    見見見見    證證證證        

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隨隨隨隨    想想想想    

� 何世川   1． 神學院神學院神學院神學院  開一扇門 踏進古老的城堡 幽靈 從門縫裏跳出 不厭其煩 成天演練釘死與復活 直到我們 也甘心走上十架   2． 博克博克博克博克  猶太人反胃了 我從桌下拾起 胡亂一塗 博士妹妹說 一幅文藝的嘴臉   3．考試考試考試考試  展開書卷 六百一十三條罪狀 死刑 羨慕和膜拜 周圍四十多顆晃動的腦袋 哭了 我渴望自由 於是，我聽柔聲說道 寫上 一加一等於二 就給你自由     

4．    化療化療化療化療 吞了 再關上地獄的門 悶死你 但血管是逃城 進去 再實行三光 氣死你 安息日 若能死去又活來 不死的人有福了 直到下一輪   5． MRIMRIMRIMRI  橄欖球頭盔裏 光芒讓雙眼緊閉 龐然大物無情地 叫嚷、搜殺 把每個細胞都變成電子 才發現 瘤 已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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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劄記歸國劄記歸國劄記歸國劄記    

� 小弟      出租車跑在 B 市的環城路上。五月的天空，艷陽高照，白雲片片。我望著路上川流不息的車龍，兩旁亮麗的建築和超市外熙攘的人群，我意識到我又回到了另一世界。帶著旅途的疲勞和將與親人相見的喜悅，我盼望早些到達住地。心中也有些許的使命感，此次回國沒有任何的旅遊安排，只是要在 B 市和妻的姐姐所在的 W 市兩地逗留。不知計劃中的許多事能達成多少。  芥菜種和面酵芥菜種和面酵芥菜種和面酵芥菜種和面酵        主耶穌曾把天國比做芥菜種，又把天國比做面酵，從很小很少的一點點，不斷成長，不斷發展，終成不可阻擋之勢。和五妹談起我們知道的一些情況，正是如此。 神的忠仆袁相忱牧師為主入獄幾十年，出獄後仍是廣傳福音。在郊外小河中為數百信眾施洗（後被取締）。袁牧師回歸天家之後，袁師母九旬高齡仍和她兒子一起在家中施洗，繼續高舉福音。鄭珠蘭老姊妹九十多歲，經常擠公共汽車外出傳福音。她用“刮痧”（中醫的一種治療方法）結識一些陌生人，邊治療邊傳福音，效果卓著。還有馬大夫，一位愛主的姊妹，她把一位曾入獄多年無依無靠的老傳道人接 到自己家裏養老送終。退休後更是辦起了“養老院”。把一些孤苦無依的把一些孤苦無依的老弟兄姊妹接來養老，也接收一些未信的老人，向他們傳福音。民政部官員屢次制止她，她最後向他們攤牌，說：“如果你們不讓我傳，這些老人就你們管好了。”官員們害怕了，不肯背這個包袱，只好睜一眼閉一眼地默認了，說：“我們不管你，就是對你的最大支持。” 福音就是這樣穩步地堅定地成長壯大。      身邊的情況亦然。母親生前和七妹組織的聚會點已持續二十多年，也曾幾經風雨，高壓，仍然堅持著。五妹在自己家裏也建立了一個小團契，人雖不多，也有幾年的歷史。五妹談到通過

“福音小屋”（一個借銷售福音資料傳福音的網站，後被取締）的同工而認識的一位年輕姊妹——魏明群，事跡非常感人。她家在安徽農村，是位中學教師，不幸得了淋巴癌。到上海治療，手術，住院使她傾家蕩產，人生陷入了絕境。同病房有位老姊妹向她傳福音，她決誌歸主了。在反復化療及嚴重感染的折磨中，全是慿著信心和禱告挺過來了。 她潛心研讀聖經並考入了良友神學院函授班，已修完多門課程，現在帶領一些農村聚會點，領詩及講道。已往傳道人以老年居多，現在農村有不少年輕弟兄姊妹奉獻自己做全職傳道人（城市也有），真是可喜的現象。  

五餅二魚五餅二魚五餅二魚五餅二魚        我知道一些神的老仆人和農村傳道人生活相當清苦，困難很大。和往常一樣，把帶來的奉獻交給五妹，請她分送各處。因時間關系不能一一造訪，甚覺遺憾。五妹談到上次去馬大夫處送奉獻時的情況。那是初冬時節，B 市的天氣已相當寒冷了。馬大夫知道她們的來意後，說：“感謝主！妳們來得正好。”因養老院需訂購冬儲煤了，供一冬取暖之用，可款項還沒著落。馬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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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五妹：“昨天我還在向神禱告，說：神啊，我要找你要錢了。”說著，眼圈都紅了。神的忠仆們就是這樣流淚撒種，默默耕耘，全然地奉獻自己。想到在北美，神賜給我們如此優越的條件，除了感恩也激勵我更多地參與奉獻。  良莠不齊良莠不齊良莠不齊良莠不齊        前幾次回國正值全民經商的大潮之中。看到金錢的滲透力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有相當一部份教堂把臨街的房屋改成服裝小賣部。在 B 市和 W 市都有這種情況。大概在經商潮的沖擊下，牧師們也按捺不住，要業余下海撈點外快了。然而這次回國，教堂的外觀卻是有了很大的改變。雜亂的“小賣部”都不見了，代之以整潔的門窗。大門兩邊是相當藝術的鐵欄桿。門前甚至辟有停車場。這也是托“申奧”之福。我估計是上層看到教會經商有傷大雅，明令禁止了吧。中華民族是一個愛面子的民族，在方方面面都有所表現。      對“三自”教會我不了解全貌，總的感覺是世俗化相當嚴重。有些牧師把這一職位當做養家糊口的手段，講道行事都是秉承上層的旨意，否則就會受到排擠，打擊，甚至有牢獄之災。在 B市的某教堂曾發生過這樣的事：一位敢講真道的牧師主日講道時在眾目暌暌之下被幾個本堂的“弟兄”拉下講臺，不準他講道。而周圍是數百荷槍實彈的武警在助威。撒旦一會的人就是這樣上下勾結，明目張膽地扼殺真道。 

 

     我看過一位金陵神學院博士生的“傳福音”光盤，其中談到靈魂時說：外國醫學研究發現，人在臨死時體重會有少許的減輕，證明了靈魂的存在。又說：天文學家透過高倍望遠鏡在某遙遠星系的深處發現了金的光譜，證明了天堂的存在。因啟示錄中講天堂的街道都是精金的。將國外雜誌上的偽科學做為講道的依據。靈魂非物質豈有重量？天堂豈是未被聖靈充滿的肉眼凡胎之人可見的嗎？我不知道這種高論會把慕道者帶往何處？有心尋求真理的人聽到這種講論恐怕也會“聽而卻步”了。      誠然，在“三自”教會中不乏愛主，事奉主的弟兄姊妹。上述的馬大夫就是隸屬“三自”的。不過這樣的忠仆有多少？有些可能是懶仆，惡仆，甚至是披著羊皮的狼。某知名神學院的 D院長，在學生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竟宣稱：“基督的復活是象征性的，是精神的復活。”在神州廣袤千裏的福音禾場上，“三自”在扮演甚麽角色呢？      感謝主，祂沒有忘記神州的兒女們。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打壓，摧殘之後，福音不但沒被消滅，反而爆炸式地成長壯大了。饑渴慕義的心靈隨處可見。“三自”是唯一公開，合法，廣為人知的崇拜場所。人們擁向教堂造成人滿為患的局面。一般教堂主日開三堂。可容數百人的大堂總是堂堂爆滿。還有付堂和天氣好時在院中擺放的長凳又可增加數百人，再來晚的就只能在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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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排隊等下一堂了。興旺之狀，可見一斑。盡管“三自”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處，神仍舊使用他們。願“三自”能保住自己的燈臺。 

 慶生宴慶生宴慶生宴慶生宴        妻是 W 市人，至今她的姐姐們和姐姐的孩子們仍生活在 W 市。回國探親，被請吃飯是慣例。這天是二姐和她的五個女兒及家人宴請我們。包間中喜氣洋洋，熱鬧非凡，談著各家的景況及新聞。我們也盡量將談話引向福音的話題，大家也能細心地聽，反映熱烈。妻向甥女們介紹了魏明群姊妹的情況，並說大家有不常穿的衣服可送給她，眾人都勇躍承諾。後來收集的衣服寄出了三大包。      飯後生日旦糕端出來，我才知道這是為了我的生日。回國後行程匆匆，事情很多，我幾乎忘了，也沒有打算去慶祝。但生日卻被一個細心的外甥女偵測到了，舉辦了一個慶生宴會。更有一個甥婿朗誦了一首自作的名為“五月”的新詩，為我祝賀。生日過得這樣好，實在感恩。我覺得應當答謝，急忙俯首沈思，搜腸刮肚地拚湊了幾句答詞：  謝眾親謝眾親謝眾親謝眾親        親友慶生情意真 時蒙保守主恩深 國難虛度蹉跎日 績業難酬父母心 

萬裏漂洋謀生路 一線真光照愚身 俗世天堂隔尺呎 惟願眾親事真神 （註：國難——三年人禍，十年動亂。）      慶生宴在歡樂中結束了。臨別前，妻向晚輩們命令道：“明天是禮拜天，大家都要到榮光堂去做禮拜，要早點去。”  種子發芽種子發芽種子發芽種子發芽        一早起來“打的”，七點半就到了教堂。可容納五六百人的主堂已經坐滿了，幾經周折找到了坐位，幾個晚來的甥女們就只好是站票了。今天是洗禮日，九點鐘開始，此前的一段時間是讀經和教唱詩歌。配合受洗，牧師講的是“受洗的意義”。此後是三十多位決誌者受洗。儀式結束後，我們買了大字聖經和詩歌本送給各家作禮物。甥女們雖是初次參加教會活動，也有不同程度的領悟。一個說：“耶穌是 神的兒子，降世為人是個完人，祂沒有罪還去約翰那兒受洗，真是謙虛。”有的表示以後要常來教會聽道。      去琴臺公園的提議立刻被眾人接受了。走了沒多久，三拐兩拐地就到了。公園裏琴臺古樸，荷塘漪漣，萬木披綠，百鳥爭鳴。大家情緒極高，情不自禁地翻開詩歌本，唱起了剛剛學會的詩歌：“快樂日，快樂日，耶穌洗凈我眾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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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跡神跡神跡神跡        午餐後大家分道揚鑣，我決定去二姐處。因為來 W 市的主要目的——呼召她歸主尚未達成。我對此事抱有急迫感。一則是我們鮮有回國的機會，再者她年事已高且罹患肺癌，尚不知能多久於人世。      她在 W 市電信局工作了一輩子。年輕時從話務員做起，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後來入黨提幹，從組長，班長，科長，處長一直提為電信局長。可見工作之努力，對黨之忠誠，立場之堅定，馬列功底之深厚，唯物世界觀之明確，都是無以復加的。對這樣一個五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老幹部，要想改變其唯物主義世界觀，使之接受耶穌為救主，實在是難以想像的。除非是 神跡——神親自做工。      的確，我就是這樣看的。只有 神跡才能拯救她。常期以來我為眾親友禱告，也求 神把這樣一個 神跡賜給我，使我能看到她得救。      在前幾次回國時，每次都抓住機會向她傳講福音也送聖經給她。出於禮貌，她並沒有駁斥我們。只表示她是黨員，一切要聽黨的。她退休後曾在國家宗教局邦忙工作，分管伊斯蘭教事務。我們就和她討論，為甚麼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都尊亞伯拉罕為祖宗，二者卻水火不相容？為甚麽以色列人流落萬國許多世紀卻不被同化，仍能回歸建國？慢慢地她對聖經故事產生了興趣，開始讀聖經。後來由於眼疾讀經困難了，就建議她收聽“良友”電臺的節目。把時間，頻率問清楚，用電話告訴她。她也能常常收聽。 

     此次回國特地在 B 市買了一個聖經誦讀器送給她，並詳細地講解使用方法。她聽得很認真，高興地接受了。凡此種種，細微的變化，使我呼召她歸主的勇氣增加了。今天我暗暗和妻約好，在我宣講時她用黙禱支持我。我從人的罪性講起，不符合 神的標準就是罪。人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消除罪。罪的結局。神的公義，神的慈愛。接著講到耶穌的救恩。然後我問她：“二姐，妳看我們有這樣一位慈愛的天父在等待我們，妳願不願意做祂的兒女？”原本打算她若願意，我就帶她做決誌的禱告。但她沈吟片刻說：“我若信就要從心裏真信，可我現在對聖經了解還很不夠……”。我略感失望，對她說：“信耶穌和入黨完全不同。要入黨，必須對黨章黨綱讀懂，吃透。行動上（不論真假}還得有超眾的表現，方可入黨。而信耶穌全憑信心。只要心裏相信，口裏承認，就必得救。”失望之余仍不願放棄，就把決誌禱告寫在一張紙上：“親愛的天父，主耶穌：我承認自己是個罪人，憑自己的努力不能除掉罪。我承認耶穌是神的兒子……”然後交給她，說：“妳無論甚麽時候願意成為 神兒女，就向 神做這樣的禱告。”              第二天妻對我說：“二姐告訴我，昨天晚上她已經做了決誌的禱告。” “感謝主！”我當即熱淚盈眶。主啊！，我感謝你！你以自己的方式成就了這一 神跡。你垂聽了我的禱告，將這一 神跡賜給了我。袮是獨行奇事的神，在袮沒有難成的事。袮坐在高天之上，袮的榮光遍滿全地，袮的氣息抵達穹蒼，袮的聖名是值得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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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復得的金鏈失而復得的金鏈失而復得的金鏈失而復得的金鏈        給魏姊妹的衣服寄出後不久，接到五妹的電話。說魏姊妹在其中的一個衣兜中發現了一條手鏈，她要核實一下回郵的地址，姓名。因衣服時在 w 市寄出的，地址五妹並不清楚。五妹告訴她，如果是一般的飾品也就算了，免得寄來寄去很麻繁。回答說：是真品，價值數千元，還有一張香港某金店的發票。原來是一個甥女的愛人（北美稱先生）去香港出差時給她買的。她戴了幾次，後來找不見了，也沒有在意，不料這次被魏姊妹發現了。當她拿到寄回的金鏈時，甥女們都深有感觸，說：“還是信耶穌的人品好，不貪財。”她們爭相閱讀魏姊妹同時寄來的一封闡述信仰的長信，使她們獲益匪淺。此事極大地榮耀了主名。  重生的生日重生的生日重生的生日重生的生日            回 B 市不久，妻想到二姐的生日近了，就買了生日卡。我特別想祝賀她的重生，就為她寫了賀詞：                 

賀重生賀重生賀重生賀重生         ——祝素姐八十二壽辰及重生 其一 一生才智獻郵電 五朵金花慰晚年 新壽喜添八十二 重生基督救主前 其二 昔時宦海任沈浮 今日歸主已蒙福 天路迢迢背十架 平安步步賴基督  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假期很快就過去了。短短的假期中 神的帶領和恩典歷歷在目，使我經歷了 神的慈愛和信實。在尚未到來的一切事情上要學習定睛仰望 神，學習尋求 神的旨意，學習等候 神。          我現在的禱告是：求 神繼續施行神跡，使我的弟兄姐妹，親人朋友們能早一天地認識這位宇宙間獨一的真 神，一無遺漏。願 神的福音在萬民中廣傳。阿門!
踏踏踏踏        秋秋秋秋    

� 何世川         苦等了兩個月，神學院終於放秋假了。其實也就兩天的假期，但同學們還是夢寐以求、興高采烈，紛紛計劃假期的去處。有整天睡覺的，有幫太太修車的，有帶孩子看老虎橄欖球的，有回家看老爸的，連我的教授之一也飛去了英格蘭看望他九十九歲的老娘。         同學問我：你要幹什麽呢？ “踏秋”。 
        望著窗外滿樹的紅葉，我中文皺皺地說道。見他面色迷茫，又一時想不起英文，只好繼續忽悠：“是希臘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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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兒專門向公司請了一天假來陪我。我問她：你要幹什麽呢？ “隨你便！”她說。 “踏秋？”      望著窗外滿樹的紅葉，我又中文皺皺地說。 “好，太好了！”萍兒雙腳輕跳，擊掌歡迎，臉上閃著女兒般的期待。      散步是我和萍兒最愜意的事情。剛結婚時，我們住在大學城裏，每天手拉手，走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後來去了康奈爾，我們就手拉手，走遍了五指湖周圍的山麓；十多年前來到聖路易，雖然忙了許多，但初衷不改，依舊手拉手，在小區周圍的林蔭道上，散永遠也走不完的步。      踏秋就更不用說了。記得懷孕三毛的那年深秋，我們照樣踏秋，還爬上了康大周圍的一座大山。在山上休息時，我把耳朵貼在萍兒的大肚皮上，聽著裏面三毛猛翻跟鬥的聲音，望著漫山飛舞的紅葉，心中就有一個感動：主啊，你若讓萍兒現在就在這裏分娩，那其實也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      雖然沒有在山上分娩，下山後卻不幸陽水袋被三毛踢破。可憐萍兒在醫院裏苦睡了兩個月，勉強生下了六個半月大重量四磅二盎司的三毛，讓他一來到這個世界就比眾人都渺小。我似乎也學了一個功課：盡量別跟 神開玩笑，沒想好大嘴就盡量別開口。 

 

    但還是喜歡踏秋。喜歡看五彩繽紛的樹葉。喜歡聽落葉天籟般的聲音。喜歡看散落滿地的堅果、並順便把擋住去路的統統踩得粉碎。喜歡看松鼠面對滿地果子，喜新厭舊地到處鼠竄。喜歡秋風從我的兩腮滑落、又掉進我的胸襟。還有啊，喜歡看萍兒在秋風和彩葉中，永遠是一只忽隱忽現、動感歡快的彩蝶。      還記得去年的秋天。我出院回家的時候，已是深秋了。我很虛弱，但我每天養精蓄銳，為的是等候下午能和萍兒出去散步的機會。第一次出去，萍兒扶著我，一步一步慢慢向前。一陣微風，繽紛的紅葉飄然落下，留下的是無處躲藏的枯枝。我拉著萍兒的手，心裏突然挺傷感：我還有機會看到枯枝上再長滿紅葉嗎？萍兒說：當然能！      我望著她。烏黑發亮的眼睛裏，印滿了我背後的秋景。像是刻印進去的，深深的、要存到永恒。我感動得熱淚盈眶。      我說：單單為你眼底秋景的美麗，我們定會有許多的年日。      不覺一年又過去了。又到了出去踏秋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竟比去年強壯了許多。我和萍兒去了離家不遠的“莫愁湖”。這是一個位於我家小區所在的小城中的一個湖，沿湖有四英裏的林蔭道，供人逍遙享用。幾年前我們發現從我家門口竟有路越過屋後的山麓直通莫愁，那兒就成了我們最喜歡逍遙的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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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沿著湖邊的林蔭道一直向前走。因為是周內，同路人寥寥無幾。偶爾也見有釣魚的人，專心在湖邊垂釣。有一位老者，把魚鉤甩得遠遠的，目不轉睛地盯著魚鉤周圍風平浪靜的湖面。而就在他的眼前，卻有魚兒遊動，還不時跳出水面，引誘魚翁上鉤。我感覺好笑：這分明就是人生的寫照。只是不知道這魚翁應該是誰？      我們坐在路邊的長椅上休息。一陣微風吹過，繽紛的樹葉紛紛落在我們的身上，像是要把我們活埋在長椅上。萍兒卻心疼秋風殘卷的美麗，試圖把它們抱在自己的懷中，但到最後我發

現，她雙手擁有的，仍然是最初抓到的兩只葉片。      那是兩片非常好看的楓葉。我想，如果把它們做成書簽，就可存留到永遠。 
 
 

新起點新起點新起點新起點，，，，新長進新長進新長進新長進    

� 黃習東      我來美國快一年了。 一年來經歷了難，經歷了痛，也經歷了心靈深處的感動和征戰；有恩典，有關愛，也有困惑和長進。 願將自己的心得體會與大家分享。       我和我老伴於去年 12月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來到美國。 當時我女婿劉平因身患肝癌晚期擴散，生命危急住院治療。女兒亞菲在醫院看護料理。 兩個小外孫女由教會的姐妹和幼兒園的老師輪流照顧。我們初來美國，因為不懂英語，家中的食品不知怎麽吃；日用品，電器也不知怎麽用，與兩個小外孫女交流困難，時常鬧得孩子哭哭啼啼。本想幫忙做點事，但什麽也做不了，做不好。本來就十分悲傷的心情，雪上加霜，處境非常艱難。       感謝 神的恩典和看顧，是教會的兄弟姐妹們從各方面給了我們巨大的關愛和幫助。他們有的送飯送菜；有的送衣送藥；有的幫我在家用電

器，日用物品上貼上中文標簽，教我如何使用；有的捐款資助；有的送聖經，給我們傳福音；經常用車接送我們參加教會，團契聚會，引導我們信 神信主，帶領我們為女婿的病祈求禱告，他們的愛和善意，深深的感動了我。我非常感激他們，真實的感受到教會是一個充滿愛與溫暖的大家庭。經過參加教會主日學習和團契生活，參加跟進培訓和慕道班學習；堅持每日讀經和禱告，使我這個靈命失落的人，逐步親近了 神，認識了神。在周牧師，蔡牧師和多位弟兄姐妹的引導下，我們於今年元月 13日決誌信主，承認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救主和主宰，並於 4月 11日受洗成為 神的兒女。 這是我人生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新起點，標誌著一個新生命的開始。        我今年 64歲，由於自己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的影響而形成的思想觀念，基本是無神論的思想體系。一開始，我真的不知道上帝的聖名叫耶和華，根本沒有接觸，更不了解基督教。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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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無神論者轉變成為一個信主的基督徒，是我人生的重大轉折。這是 神的呼召，主的恩典，聖靈的感動，成就了我的信心。如果不是女婿病危，我不來美國，不參加教會團契聚會，就不可能與 神和好並得救，更不可能走上 神指引的新生之路。 所以，我很感謝 神的引領，把我帶到了 神的國度。 雖然父 神恩賜了我們光明的前途和道路，但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中總會遇到挫折和災難，這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 神對我們心靈和信心的磨煉。   

     我女婿於 4 月 23 日去世，我非常難過，同時，對我的信心打擊很大，心裏爭鬥很激烈，無法想通與接受。一是我們全家都已信 神信主，我女婿沒有為自己病呻吟一聲，掉一滴淚，但在家中戴著氧氣瓶接受洗禮時卻淚流滿面，激動不已，特別感謝 神的恩典；二是教會團契弟兄姐妹和全家人一直在求 神禱告，特別是一個三歲，一個五歲的小外孫女，每天都祈求說：“主啊，求你救救我 daddy，讓他好起來 , 謝謝你，阿門！”； 三是醫院在救治過程中，好醫好藥，盡心盡力，無微不至； 四是他周圍的人都誇獎他是一個忠厚可信的人，是個好丈夫，好父親，好男兒，好醫生，好同事；所有這一切，都沒能挽救他這麽年輕的生命，還是走向了人生的盡頭。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只對我女兒亞菲說了一句情真意切的話：“我對不起你。” 他在彌留之際，拉著只有五歲大的大女兒的手，僅僅留下一句話：“Marissa, 你要照顧好媽媽！” 他向妻子和女兒留下如此沈重的遺言，是多麽無可奈何，

多麽震撼人心！可以想象，他愛的多麽深，走的有多難！      面對女婿的死亡，面對女兒，外孫女身在異國他鄉，成為孤兒寡母的處境，我難受得肝裂心碎，到了只有放聲大哭才好受點的崩潰狀態。 同時，我困惑，我仿徨，我疑慮，心想，既然世間一切都是按 神的旨意，計劃安排好的，那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禱告，我們的盼望還有用嗎？ 好長時間，轉不過這個彎，跨不過這個坎，生活在軟弱的悲傷之中。此時，恰如詩歌《除你以外》的歌詞：“除你以外，有誰能擦幹我眼淚，有誰能帶給我安慰。” 後來，我在讀到聖經《創世紀》22 章 22 節經文中，神在試煉亞伯拉罕時，要他將他所愛的獨生子以撒‘獻為燔祭’，當之無愧的‘信心之父’亞伯拉罕，毫不猶豫的劈好柴，備上驢，帶著仆人和兒子準確無誤的到達神指定的山上，築好壇，擺好柴，捆綁好兒子，將其放在擺好柴的祭壇上。 當他伸手拿刀，準備殺子獻祭時，神的天使呼叫“不要殺害這童子”，從而制止了亞伯拉罕的舉動。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我們的 神是有慈悲憐憫的神，亞伯拉罕對神的信心，順服，信仰真是信到死去活來，信到出神入化。 他忠貞的信心，感動了 神，也震撼了我。使我深深的認識到，人的生死禍福，喜怒哀樂，不是人定而是神 定。 這是 神的主權，也是我們的委身之約。 神不僅有權柄試驗亞伯拉罕的忠誠，而且他比亞伯拉罕做的更加至高至偉，空前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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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上帝為了成就救恩計劃，將自己的獨生愛子降世舍身，代人贖罪，用神聖的生命和寶血，拯救人類。主耶穌的死和復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正如英國布道家司布真評價說：“基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中心事實。在祂之前的一切都前瞻著祂，在祂之後的一切則都回顧著祂。 歷史的所有發展都匯集於祂一身。” 想到主耶穌為救贖我們而流血犧牲，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驚天動地的壯舉，我的信心就堅定了。我的心靈就順服了。還有什麽不能舍棄，不能正確面對呢？我們的天父送子代罪，受死復活的神跡，至高無上，榮載史冊。  

    我深深認識到，是 神造了我們，是 神愛著我們，是 神救了我們，給了我們永生的福音，永生的盼望，永生的恩典。正如約翰福音 3章 16 節說“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就憑這個，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要像聖經中的亞伯拉罕，摩西等屬靈榜樣那樣，堅信不疑，矢誌不渝地信靠 神，事奉 神，榮耀 神，與 神同在，與 神同心，與 神同行，堅定信心，堅定信念，堅定信仰。 堅持讀 神的經書，聽 神的話語，照 神的旨意生活，做 神的好兒女。             
Navajo 2011 Sharing 

� Tiffany Lee 
 
     My name is Tiffany Lee, and I’m going to be in 

11th grade next year.     This year was actually only my second year at 

Navajo, but even though I’ve only gone twice, 

the enjoyment and enrichment I get from the trip 

is truly amazing.  Both years I’ve come back 

crying because of the tightknit bonds I form with 

the kids and the other team members.     The evidence of God’s work is so clear during 

your time at Navajo.  When you’re out in the 

desert with ½ a bar of cell phone service and the 

closest thing you have to a screen is the screen 

door, you truly begin to see the evidence of 

God’s amazing creation.  In the morning you 

walk outside in the fresh morning air to find the 

perfect spot for your quiet time, when suddenly 

you hear a sheep’s baa.  When you go for a ride 

in one of the vans, you can observe the simple 

beauty of the mountains and fields. 

    Because of this clarity shown throughout the 

week,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strengthens 

immensely.  I remember last year I went to 

Navajo with doubts about what a week could 

really do for my faith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kids’ faiths.  In Pre-K, where I’ve worked both 

years, these kids are 3-5 years old.  Most of 

them can’t read and many can’t write.  And yet I 

find myself utterly shocked when by the end of 

the week all of these children remember our 

Bible verse: “God loves us and calls us His 

children.”     If any of you have ever worked or talked to a 

toddler, you might have noticed that their 

attention span ranges from 0 seconds to, eh, 

approximately 5 seconds.  Therein lies the 

challenge of planning activities that capture their 

attention.  Again, all of us who have worked with 

children also know it takes a miracle of God, and 

God alone, to get these little ones to sit dow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also known as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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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s.  Yet somehow, every day when these 

kids come and sit down to listen to Mrs. Millheim 

and Andy tell a new story, they are enraptured!  

While they might not grasp the specific details, 

many children do remember the general concept 

of the story.  This is truly, truly amazing.       Back to my own faith.  I was baptized in ’08, 

confessing my love of Jesus Christ and my 

belief that he is our Savior.  My dad planted a 

Japanese Maple in our front yard, a tiny sapling, 

to symbolize my baptism and to mark the birth of 

my new faith.  For two years the poor thing 

looked like it was going to die.  It froze in the 

winter and barely bloomed in the summer.  The 

sad thing is, the tree resembled my faith.  I did 

love Jesus Christ and I did believe that he is our 

Savior.  But the sad part was that I didn’t put my 

faith into practice.  I prayed before meals, and 

that was it.  I read the Bible on Sundays, and 

that was it.  I was content to let my atheist 

friends stay atheist.  Like a snowball poised at 

the top of the hill, prepared to roll down the hill 

and become the base for a snowman, I had the 

tools necessary to put my faith into practice, but 

I didn’t have the motivation to get started.  It 

takes a little force to get the ball moving.  My 

push was Navajo.       Summer of 2010, July 3rd.  It’s late when we 

arrive at the compound.  Look up, and we see 

millions of stars in the sky.  That was my first 

feeling of how amazing God’s creation was.  

Throughout the week, we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o go walk somewhere for a quiet time 

with God.  We read Mark, and memorize Bible 

verses, and sing songs of praise, and grow 

together into a community.       Navajo, year one, was the push.  The ball 

goes tumbling down the hill, gaining more and 

more momentum, more and more motivation 

and love for God, until it hits the bottom.  At this 

point, it just sits there.  And unfortunately, so do 

I.  Winter, 2010, and suddenly I’m too tired to get 

up and do quiet time.  I have too much 

homework to read the Bible every day.       Back to the Maple.  Somehow, after Navajo, 

when I returned, the tree was blooming.  There 

were hundreds of leaves on this tiny tree, and 

they just kept on coming.  This was just one sign 

that God has sent showing His love.  Then 

winter came, and all the leaves died and fell off, 

just like my faith.  I still loved Jesus Christ and 

believed that he is our Savior.  I just stopped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Navajo, year two.  New group, new VBS, 
new kids.  We grow together, pray together, sing 
together.  Again I’m spiritually replenished.  
Hopefully my tree will continue to bloom, 
hopefully my snowball will continue to grow 
bigger.  I pray for perseverance, for guidance.  I 
pray that I will be able to worship God with all 
my heart, and continue my quiet times how I do 
them at Navajo.  Navajo is a blessing for the 
kids, but it’s also a blessing for me.  It’s where I 
found my faith, and I hope you all consider 
coming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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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種子福音的種子福音的種子福音的種子    

� 孫寶舟          Doit, 是我的高中同學，多年沒有見面。兩年前他有機會到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讀EMBA，我們有機會見面幾次，但是每次都來去匆匆，沒有很多的機會有很深的瞭解對方彼此的情況。到我們家，我們吃飯也和我們一起謝飯禱告，但是對基督信仰沒有表現出興趣。2009年 9月回國工作。2010年 12月 12日再次來到 St. Louis，參加一個會議，住在我們家有大約一周的時間。我們有比較多的時間一起聊天，敘舊。其中有聊到基督信仰，講到我們的神，他開始不是很明白，他說他在中國沒有環境像我們一樣來有自己的信仰，不可能來信我們的神。那個週二晚上（12/14），很多弟兄姐妹到我家來參加學生禱告會，我邀請他和我們一起用餐，希望他可以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更多的接觸。他不願意和我們一起吃飯，禱告，就獨自一人留在書房，還開玩笑的說：“你不會是想讓我入教吧？，我可沒有想過加入你們的組織。”          我從來沒有想過他會接受主，成為基督徒。他在國內是事業比較成功的人，也比較有錢的那種人，整體就是忙於股票的事。那幾天，黃敏提醒我好幾次要和他傳福音，我們週六（12/18）邀請他參加我們教會的聖誕聚會，他也去了，但是回來告訴我們他不是很明白聚會的內容和資訊。晚上回來後我們有比較深入的聊天，把整個福音的內容和他分享了一遍（感謝神 E-training很有幫助）。和他講完後，有和他一起在網上看了2009年福音大會上 Christopher Yuan 的見證，他很受感動，說我們的神很奇妙，這樣的人也可以改變。他也提到了他的罪，他常常在國內去一些不該去的地方，常常有不好的手段做生意。我告訴他，你需要悔改信耶穌，他可以赦免我們的罪，同樣改變我們的人生。我相信神透過他的話和見證那是已經在他的心中動工。  

        第二天（12/19）周日我們一起去了教會，聚會完後，他告訴我你們基督徒的生活真好，你們的 God很好，等類似的話。然後我告訴他你願意來相信他嗎，他是那獨一的真神，他可以赦免我們的罪，我們可以從他那裡的生命，一個全新的生命。當我告訴他耶穌不光是我們的救主，也是我們生命的主，我們過去做的不討他喜悅的事，我們不要在做。他那時不能做一個決定。我想是因為信主意味著很多的犧牲。晚上還特別請俊雄弟兄和他特別的分享福音，希望他可以得著這奇妙的救恩。 週一他早上就的回中國，自己開車去機場，到機場後打電話給我，說這幾天在我們家的領受超過了他過去 Springfield讀書一年的領受。感謝神，他的心在一周的時間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          他回國後我們的聯繫也慢慢的少了下來。一月初的一個晚上，他突然在網上和我說話，一下是我們的聊天記錄 （聖靈繼續在他的心中做工）：  Doit(SH) 9:07:09 PM  你現在忙嗎？  回復 sun 9:07:14 PM  I am ok,  in the hotel   回復 Doit(SH) 9:10:01 PM  自從上次美國回來後，我隱約覺得 God在啟示我。  回復 sun 9:10:24 PM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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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Doit(SH) 9:10:23 PM  我以前從來沒有這種感覺的  回復 sun 9:10:45 PM  所以趕緊信耶穌  回復 Doit(SH) 9:11:12 PM  這種感覺比較奇怪  回復 sun 9:11:25 PM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認識主耶穌  回復 Doit(SH) 9:22:12 PM  昨晚我住在青島香格里拉，怎麼都睡不著，然後覺得自己罪好大，需要主的引導，欲望很強烈。  回復 sun 9:22:38 PM  這是聖靈的感動  回復 sun 9:23:07 PM  聖經告訴我們，聖靈是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回復 Doit(SH) 9:23:30 PM  嗯  回復 sun 9:24:01 PM  那你願意悔改接受主耶穌做你的救主嗎  回復 sun 9:24:24 PM  只有靠著耶穌基督我們的罪才可以赦免  回復 sun 9:24:36 PM  才有從天上來真正的平安  （3 分鐘沒有回應） 回復 sun 9:27:15 PM  要不要我給你在上海介紹教會  回復 Doit(SH) 9:36:21 PM  我願意。  回復 Doit(SH) 9:36:24 PM  很好！  回復 Doit(SH) 9:36:26 PM  謝謝！  回復 sun 9:37:00 PM  好的  回復 Doit(SH) 9:37:22 PM  我信耶穌，而且會很虔誠的信，發自內心的。  回復 sun 9:37:43 PM  那我問你幾個問題  

回復 Doit(SH) 9:37:53 PM  OK  （然後開始 E-training中的幾個問題） 回復 sun 9:37:57 PM  你承認有神存在嗎  回復 Doit(SH) 9:38:04 PM  承認  回復 sun 9:38:17 PM  你承認你有罪，對嗎？ 回復 Doit(SH) 9:38:31 PM  絕對承認自己有罪  回復 sun 9:38:34 PM  不是我們中文所說的罪犯的意思  回復 Doit(SH) 9:38:41 PM  我明白  回復 sun 9:38:53 PM  我人心裡的罪性，  回復 Doit(SH) 9:39:01 PM  而且確實有罪  回復 Doit(SH) 9:39:05 PM  嗯  回復 sun 9:39:07 PM  而且我們得罪了上帝  回復 Doit(SH) 9:39:14 PM  心裡的罪  回復 sun 9:39:21 PM  對  回復 Doit(SH) 9:39:33 PM  我們做的很多意思違背了上帝的事情 回復 sun 9:39:45 PM  對  回復 sun 9:40:00 PM  所以你心中沒有平安  回復 Doit(SH) 9:40:17 PM  自從美國回來後，這種意願非常強烈。  回復 Doit(SH) 9:40:20 PM  嗯 ，就是這樣的。  回復 sun 9:41:30 PM  人因為離開了神，心中裝滿了各樣的不義，嫉妒，紛爭，貪婪 ，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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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sun 9:42:04 PM  人的罪沒有辦法靠著人的努力解決  回復 sun 9:42:34 PM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沒有義人，一個也沒有  回復 sun 9:42:59 PM  耶穌來，就是為了我們的罪付上了代價  回復 sun 9:44:23 PM  我們因為我們的罪，該受到上帝的審判，不光是今生沒有平安，而且將來我們死後，我們的靈魂在耶穌的面前受到審判   回復 sun 9:44:57 PM  但是神的兒子，耶穌已經替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回復 sun 9:45:34 PM  叫我們這些信他的人，不再受罪的刑罰，  回復 Doit(SH) 9:45:48 PM  嗯  回復 sun 9:46:06 PM  他反將永生，平安，喜樂賜給我們  回復 Doit(SH) 9:46:28 PM  這些我已能夠理解，我覺得現在心中現在已經有耶穌了。  回復 sun 9:46:43 PM  約 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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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因為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回復 Doit(SH) 9:47:04 PM  嗯  回復 sun 9:47:31 PM  凡 接 待 他 的 ， 就 是 信 他 名 的 人 ， 他 就 賜 他 們 權 柄 ， 作 神 的 兒 女 。  回復 Doit(SH) 9:47:44 PM  昨天晚上，特別強烈，所以一早就找你了。  回復 sun 9:48:25 PM  我們相信他，接待他做我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宰  回復 Doit(SH) 9:48:24 PM  我希望主耶穌改造我。  回復 sun 9:48:36 PM  

他一定會改變的  回復 sun 9:48:52 PM  只要我們願意來到他的面前  回復 sun 9:49:06 PM  恢復和他的關係  回復 Doit(SH) 9:49:41 PM  嗯  回復 sun 9:50:33 PM  這個相信，包括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回復 Doit(SH) 9:50:36 PM  你剛才給我寫的話，我已經非常容易理解了。當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完全不能理解這些。我覺得我可以讀聖經了。  回復 sun 9:50:45 PM  好的，很好  回復 Doit(SH) 9:50:48 PM  沒問題。  回復 sun 9:51:16 PM  而且願意悔改，以前做了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不要再做了  回復 Doit(SH) 9:51:26 PM  絕對沒問題。  回復 sun 9:51:49 PM  願意做一個討神喜悅的人  回復 sun 9:51:55 PM  我們自己做不到  回復 sun 9:52:04 PM  但是聖靈會幫助我們  回復 sun 9:52:18 PM  聖靈會住在我們的心中  回復 sun 9:52:32 PM  提醒我們，幫助我們，教導我們  回復 sun 9:52:37 PM  這是很奇妙的  回復 Doit(SH) 9:52:42 PM  昨天晚上(中國時間)，我覺得 God派人來指引我了，我頓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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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sun 9:53:02 PM  就像現在，他在你心中，感動你讓你願意悔改  回復 sun 9:53:07 PM  願意相信他  回復 Doit(SH) 9:54:03 PM  願意  回復 sun 9:54:09 PM  你願意主耶穌基督做你一生的救主，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給他，順服聖經的話語，順服他的帶領  回復 sun 9:54:26 PM  上帝的兒女是何等有福，他是一位活生生的神  回復 Doit(SH) 9:55:15 PM  絕對沒問題。  回復 sun 9:55:45 PM  好，那你可以做下面的這個禱告：  回復 sun 9:56:24 PM  親愛的主耶穌，我是一個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完全洗淨、遮蓋我一生的罪。  回復 sun 9:56:56 PM  親愛的主耶穌，我願意接受你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  回復 Doit(SH) 9:57:01 PM  OK  回復 Doit(SH) 9:57:15 PM  OK  回復 sun 9:57:25 PM  謝謝你讓聖靈來光照我，讓我明白自己是一個罪人  回復 Doit(SH) 9:57:32 PM  OK  回復 sun 9:58:05 PM  我願意一生來跟隨你，做一個榮神益人的人  回復 Doit(SH) 9:58:15 PM  OK  回復 sun 9:58:39 PM  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回復 Doit(SH) 9:58:51 PM  OK  回復 Doit(SH) 9:58:56 PM  

謝謝！  回復 sun 9:59:01 PM  如果你這樣禱告了，你從現在開始就是一個基督徒了，  回復 sun 9:59:20 PM  你可以常常來到神的面前，向他禱告  回復 Doit(SH) 9:59:28 PM  已經禱告了。  回復 sun 9:59:37 PM  感謝神！  回復 Doit(SH) 9:59:58 PM  我敬重 God and appreciate God.  回復 sun 10:00:12 PM  而且你也可以開始讀聖經，從新約聖經的約翰福音開始  回復 Doit(SH) 10:00:22 PM  我心中的 God.  回復 Doit(SH) 10:00:32 PM  好的  回復 sun 10:00:43 PM  我在上海我介紹我們認識的基督徒，讓他們幫助你更多的明白聖經  回復 sun 10:00:52 PM  明白上帝的心意  回復 sun 10:01:11 PM  上次我給你的那本書，遊子吟  回復 sun 10:01:18 PM  我覺得很好  回復 Doit(SH) 10:01:25 PM  我忘帶了  回復 sun 10:01:30 PM  哦，網上有  回復 Doit(SH) 10:01:35 PM  好的  回復 Doit(SH) 10:01:43 PM  我會買的。  回復 sun 10:02:21 PM  http://www.jonahome.net/files/zjdlzj/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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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sun 10:02:28 PM  你也可以看看這本書  回復 Doit(SH) 10:02:39 PM  我祈求主耶穌完全改造我，從言行、舉止，內心，無處不在的改造我。  回復 sun 10:02:42 PM  感謝神，你是我們班的第二個基督徒  回復 sun 10:03:20 PM  聖經上說，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回復 sun 10:03:33 PM  神給我們一個完全的新生命  回復 Doit(SH) 10:04:00 PM  

嗯  回復 Doit(SH) 10:04:27 PM  2011年 1月 5日，對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回復 Doit(SH) 10:04:40 PM  中國時間。  回復 sun 10:04:52 PM  我們在世上，我們房子，車子，學位，金錢，我們都帶不走，但是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裡的生命卻是非常寶貴  回復 Doit(SH) 10:05:14 PM  OK  回復 sun 10:05:16 PM  我明天回家後在給你電話，可以和你更多的分享
 

新生命團契新生命團契新生命團契新生命團契 2010201020102010 恩典回顧恩典回顧恩典回顧恩典回顧        回顧 2010 年 神賜給新生命團契及每個家庭豐豐富富的恩典，我們真的是滿懷感恩。感謝 神在過去的一年裏對我們團契一步一步的引領，使我們團契每一位成員在主話語的真道上有更多的得著，增進了彼此之間在主裏的愛，領受了 神滿滿的賜福。下面就幾個方面來回顧 神的恩典，並將一切的榮耀歸於 神！      姐妹會又度過了自新生命團契成了以來第二個春秋。聚會內容著重於討論婚姻與家庭的實際問題。在 神的帶領下，參與的姐妹們積極性很高，並有豐富的得著。這一點可以從一些弟兄的分享中得到證實與肯定 - 弟兄是姐妹會最大的受益者。同時，受益的弟兄們有感動，決定予於姐妹們以回報，準備組織弟兄會。籌備已久的弟兄會將於今年三月初舉行，求 神幫助使我們弟兄有同樣豐富的得著，使我們團契家庭夫妻關系更加和睦，弟兄姐妹更加在主裏彼此相愛。 

       去年年初，我們團契進行分組查經。由原來的一組分成兩組，每組大約 10 人左右。每次分配都是隨機的，並且兩組查經的進度保持一致。這樣分組查經的運作達到了目的。一是給弟兄姐妹們更多的機會參與查經，討論及分享，使弟兄姐妹都有更多的得著。二是給弟兄姐妹們提供了更多的帶領查經的機會。通過帶領小組查經訓練，不僅使自己對 神的話語有更深的理解，同時對自己靈命的長進及服侍方面有很大的幫助。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119:105)”。從去年夏季開始，我們團契進行聖經金句的背誦。每周五大家一起背誦一節經文，使我們將這些金句熟記在心。這樣我們不僅可隨時說出這些經文，神還會借著我們所熟悉的經文來提醒我們，安慰及鼓勵我們。  禱告的操練一直是我們團契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我們比較固定於每月的第三個周五是禱告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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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團契分成幾個小組進行。禱告內容主要著重於團契的事工及肢體需要事項，同時也包括教會一些主要事項。除此之外，我們也鼓勵團契的弟兄姐妹每天有固定的禱告操練。感謝 神感動團契的馮弟兄每一周都列出需要帶禱事項，通過Email 發給大家，弟兄姐妹一周內就為這些事項禱告。 
     基於 神賜給我們團契豐富的恩典，我們團契舉辦了“2010 新生命團契十大恩典”評選活動，在此列出評選結果。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回顧 神豐富的恩典，將感恩，贊美，榮耀歸於 神！  • 李弟兄/肖姐妹家第五個孩子出生 • 魏弟兄/王姐妹和楊姐妹分別加入迦南和O'Fallon團契服事 • 黃姐妹及父母受洗 

• 姐妹會成為團契姐妹們彼此交流學習的平臺，團契對弟兄會期望與日俱增 • 鄧弟兄夏季中國短宣，團契多人參加教會傳福音探訪訓練 • 宗弟兄來美探親期間信主並受洗；其母親在第一次參加團契活動後決誌信主 • 吳姐妹 1 月開始參加團契, 3 月信主, 8月受洗, 10月教會司琴服事, 11月回國 • 周五團契 3 月開始開始分組查經, 8 月開始“聖經金句”學習/背誦 • 團契在年底正式分成四個小組進行家庭聚會 • 康弟兄辭去團契副主席以專心執事部門的服事，崔弟兄當選團契副主席      感謝 神在過去的一年裏對我們團契的看顧引領，及豐富的恩典。我們相信，神對我們教會其他團契，及整個教會的恩典也一樣豐富。求 神在今後的日子裏，繼續引領，賜福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個團契，及整個教會，將一切榮耀歸於 神。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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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感感    恩恩恩恩    見見見見    證證證證    

� 丁怡霏      很感謝 神今晚可以能讓我來這裡做感恩節的見證，因為 2010 年對我來說實在是非常特別的、可以感受到 神豐豐富富的恩典的一年。我們的 神真的是獨行奇事的 神，半年前的我，是絕對不可能想到我居然會站在這裡，以這樣平安、乾淨和喜悅的心來講這段話。      我感謝 神對我恒久忍耐的愛。神讓我在5 年前第一次認識祂，並做了決志禱告。之後我來到美國，來到我們的教會。我想可能劉俊和國輝還記得我在聽到詩班唱有一位 神的時候，坐在底下哭得泣不成聲的情景。可是，因為我自己的罪、偏見和學習生活上的問題, 幾次之後我就沒有再來教會了。我以為我自己是基督徒，其實卻完全陷在罪裡，不讀經不聚會也不會做合 神心意的禱告。但是我感謝 神，在我一次又一次離棄祂、推開祂手的時候，祂還是站在那裡, 給我無限的憐憫和慈愛。      今年 6 月的時候，因為 神沒有應許我一個我自認為非常關鍵的禱告（關鍵到可以決定我人生走向的禱告），我就開始徹底的懷疑 神，再加上身邊的一些壓力，我就決定再也不要當基督徒了，神根本就不存在。真的感謝 神，在那麼關鍵的時候出手來管教我，把我身邊所有可以走的路全都堵上，唯獨留下一條路，就是到祂面前來承認祂就是那一位 神，把自己的生命全部都交給祂。我不敢想像，如果沒有祂的管教，我如今走的將是多麼黑暗和無助的一條路。  

    所以，是 神把我逼回了教會和團契。 從那以後，祂就一步一步地牽著我的手帶我去認識祂， 給我饑渴慕義地去讀經的心。今年 9 月份的夏令會裡，感謝 神讓我在那麼美麗的湖邊受洗。在常人看來，那段日子對我應該是非常黑暗的，什麼都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以前有的很多東西也都失掉了。可是我的心裡卻真的是無比的溫暖和快樂，每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微笑。因為 神的愛已經充滿了我的心，將那些悲傷和焦慮沖刷地乾乾淨淨。 
     之後，神就開始教我靜心等候的功課，在等待中尋求祂的心意，教我如何做合祂心意的禱告。在禱告中，我問 神：你告訴我去哪裡做什麼才是最蒙袮喜悅的，我自己的喜好不重要，我把未來的道路都交在袮手上。神真的是聽禱告的 神，漸漸地, 祂就把留在聖路易士的這份渴望放在我的心裡，儘管我以前是多麼不喜歡這個城市。後來我也拿到了現在這份工作，這份實在是來的莫名其妙完全是靠著 神的恩賜的工作，榮耀全部歸於祂。     我感謝 神，即便在我找到工作之後，也沒有讓我一直很順利，還是讓我經歷挫折，低谷和苦難，直到今天。我們知道，在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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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常常會迷失、感覺離 神很遠。 感謝 神，讓我可以一直有機會可以依靠祂，在自己的軟弱中顯出祂豐富的恩典，在淚水中去學會紀念祂。      我現在才明白，和我過去經歷的苦難相比，沒有一種苦難可以比得上和 神隔絕的那種無助和痛苦。 如果下面有沒有認識 神的
慕道朋友， 我也可以分享，沒有一種快樂可以比得上成為與 神和好，成為 神的兒女的那種快樂、幸福和安全感。 神對我們的應許永遠不會改變， 聖經上說（啟示錄 21:4），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真的盼望你們可以早日來認識這一位元 神， 也願 神永遠地祝福大家。              

� 夏祖懷      這次要感恩分享的主題是：神的恩典， 帶領祖安妹妹信主。      部分弟兄姊妹應該知道，祖安妹妹在這次來visit 我們的兩個月內決志信主了。更確切說起來，妹妹是在落地 St. Louis 的兩個星期就信了主。這過程遠比我們想像的快得多，這是 神自己選定的時間。在人看來不可能，但在 神凡事都能（太 19:26）。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要從妹妹本身性格和我們之間的關係說起。我和妹妹的關係並非一般想像中姊妹那種可以談心，無所不談的親近關係。因著性格的關係，妹妹從小有心事就藏在心裡, 不會與人分享。 這包含了我們父母及我這作姐姐的，都不知她心裡的想法；加上妹妹本身性格非常固執(有時連她自己也承認， 她的固執不是那種好的固執)。在她信主前，時常在人生中做決定時，會令家人及身邊的朋友捏一把冷汗，又無從勸誡起。因為她根本不聽勸，家裡沒人管得動她。若不是她打從心裡願意，沒人強迫得了她；感謝 神，是聖靈的工作在妹妹心裡動工。從她的心裡產生的根本上的改變。當她在作一些決定

時，開始有了不同的方向；感謝 神，即使是在這樣短短的時間內，仍可察覺她的改變。從一個作姐姐的角度看出，除了 神的作為，沒別的可能！      老實說，從知道妹妹要來同住兩個月時，就開始為這事禱告。除了為著妹妹的救恩禱告外，也禱告我們可以安然度過這兩個月，不發生摩擦；感謝 神，靠著 神的恩典，這兩樣全都實現了。不僅如此，我和妹妹可以透過分享討論 神的話語，拉近了姊妹間的距離，甚至改善了彼此間的關係。 感謝主！      這兩個月當中，神替妹妹做了許多巧妙的安排: a) 神安排妹妹上了大為弟兄的慕道班(讓她在 神及 神的救恩上奠定了好的基礎)； b) 神透過團契及弟兄姊妹間滿滿的關懷，突破了妹妹冰冷的心防。感謝 神，是祂先愛了我們，使我們能夠彼此相愛。那種在 神的愛中，彼此建造彼此相愛的感受，也給妹妹留下深刻的印象(人因我們彼此相愛，就認出我們是 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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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感謝 神，賜下的天使，就是團契中熱心為主作工的弟兄姐妹。妹妹在一次由大為與連利家作邀請的聚會中, 決志信主；回想起那一刻，只有感謝讚美主！感謝主的恩典, 如今又挽救了一隻迷失的羊。把妹妹交在 神手裡, 我這個作姐姐的，才算真正的“放心”。  
     

感謝主，在如此短短八週的時間，看見妹妹的改變： a) 她主動願意和我把一對一門徒訓練學完一遍； b) 在討論分享 神的話語中，我們改善並拉近彼此的關係； c) 神也安排了 Mimi 姐妹介紹了台灣教會的朋友，和妹妹作 follow up。並且妹妹已主動邀約她台灣的兩個朋友，準備她一回台灣的那週，就可以一起上教會去。      感謝 神，回應了我三年來的禱告。在我信主的三年後，家裡有了第二個基督徒。感謝主，“禱告作的事，我的手不能作”。      “當信主耶 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16:31)”。 感謝讚美主！         
賞賜的是耶和華賞賜的是耶和華賞賜的是耶和華賞賜的是耶和華    

� 康巧華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大家好!       日近深秋，又至感恩節。在此，我願與弟兄姊妹們分享見證 神一年多來 神對我們全家的奇妙帶領和恩典，願祂的名得榮耀！      首先，感謝 神讓我能成為祂教會的器皿。自2006 年信主以來，我們夫妻倆開始積極學習 神的話語，參加團契的查經，聚會和服事；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我們全家常常在一起禱告，分享 神的話語和恩典。聖靈的光照，讓我們常常看到自己的罪。由此，我們的生命也逐漸得到更新和改變。生活中少了抱怨，多了喜樂和感恩。神在福音書和使徒保羅的書信中說：祂把平安和喜樂

賜給祂喜悅和信靠祂的人(路 2:14 和腓 4:6-7)，這話實在是真實可信的。也感謝弟兄姊妹，在我們成長的道路上給了我們許多激勵和幫助。他們的幫助和見證讓我們得以消除疑惑，堅定信心。2009 年 7 月，自己被推選為教會教育部門的執事。無論是靈命還是恩賜，自己深知不足也不配，這是弟兄姊妹和教會牧者長老們對自己的信任和期望，也完全是 神的憐憫和恩典。教育部門涵蓋的領域多，無論是兒童事工，讀經計劃，成人主日學，還是圖書館事工，教會退修會，同工們的忠心，辛勞和順服無不讓我感動，成為我學習的榜樣，為此，我感謝 神；也願 神大大地祝福他(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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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感謝 神在我們工作上的帶領和恩典。來美國以後，我一直在大學的實驗室做研究，希望將來做個科學家。然而輾轉幾個大學的實驗室，在研究上卻未曾有所建樹，離一個科學家似乎相差甚遠。2008 年底，我禱告尋求 神的帶領，求問不做實驗室研究工作可以不可以。2009年，我開始遞簡歷尋找新的工作，希望就在聖路易士本地找個工作。因為我實在疲於搬家，不想如此折騰，也很喜歡在此聚會和服事的教會，因而只在本地尋找。然而，此時正值美國失業率高居不下，職業市場衰落的時候。神將對我如何帶領？自己全然沒譜，只能拭目以待。神在以賽亞書中說：“… 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 55: 8-9)”。箴言書(3:5-6) 也再次提醒我：“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自己要做的就是全然交脫給主，一心地尋求和用信心仰望祂的帶領。正如主耶穌復活後教導多疑的門徒多馬說：“…不要疑惑，總要信 (約 20:27)”。      2009 年 7 月，自己在聖路易士一家生物和化學公司找到一個職位，整個過程似乎有些稀裏糊塗，有些意外。靜下心來細細思量，豈是稀裏糊塗？乃是 神的奇妙作為和恩典。同樣，神對我太太的帶領也是如此奇妙，超乎我們所想。太太沒有任何生物學背景，僅是在華盛頓大學和聖路易士大學醫學院實驗室裏作過 一段時間 的

volunteer。2010 年 3 月，她竟也在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找到一個實驗室技術員工作。說起她的這段經歷，感覺仿佛不是她在找工作，倒像是工作在找她，因為在她遞交求職簡歷以先，已被告知盡早來上班。我想，以後有機會，不如讓她自己交代來得清楚。感謝 神，祂真是有憐憫和恩慈，祂顧念我們的需要和信心上的軟弱。也衷心感謝弟兄姊妹們在我們尋找工作的過程中的關愛和幫助。當初，是夏曉明弟兄熱忱地將秀軍介紹到他的實驗室作 volunteer; 是鄧明奇弟兄為我提供

了許多關於面試方面的技巧和幫助；也感謝團契弟兄姊妹們在禱告上的支持。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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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3:35)”。透過弟兄姊妹們，我們看到了 神的愛。         最後，感謝 神對我們家庭的祝福。神也悄然無聲地改變著我們的家庭關系。夫妻之間更加學會寬容和理解。特別是我們新生命團契的姊妹會，改變的是姊妹，直接受益的乃是弟兄本人。現在太太的風格也比較高，生活中遇到摩擦和沖突時，常常在搞清楚誰對誰錯之前，就先認罪說對不起，弄得我有些無地自容，不知如何是好。看來，自己還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聖經說：“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誌氣（西 3：21）” 。以前，自己與此是背道而馳，常常理解成：孩子，可別惹你爸生氣，免得後果很嚴重。哪裏還記得孩子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行出來的自然是不討 神喜悅。感謝 神，借著成人主日學有關教養孩子的課程和聖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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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自己能來到 神面前認罪悔改，檢討過錯，得以及時糾正。現在，與女兒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今年在我生日那天，女兒除了送我她精心手工製作的禮物之外，還特地送我在生日前她準備的一首英文詩:  Dad, you are not sad. You are happy and bright, like the sunlight. You are a wonderful cook. You like fish on the hook. You are small, not tall. But who cares? You are still the best of all. This is the day. So, let me just say, “Happy Birthday!”      這雖然是某種程度上的特質刻畫，卻蘊含著女兒對我的愛。感謝 神，靠著主耶穌，我們夫妻關系，我們和孩子的關系都得以改善。 

    要感謝 神的又何止如此三方面呢？生命中每時每刻都在經歷著 神的恩典和看顧，難道不是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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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127:1)”。舊約先知何西阿記述以色列人：“這些民照我所賜的食物得了飽足；既得飽足，心就高傲，忘記了我 (何 13:6)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伯 1:21)”。 弟兄姊妹們，這話實在是真實的，是可信的。也常常警醒自己：不要得了飽足，領受了恩典，心就高傲而忘記了 神。提醒自己要常常將 神的話語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和遠離他。在服事，工作和家庭等方面，以後我們也許還會經歷到高山低谷，人生也許會有風浪和起伏；主耶穌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可 9:23) 弟兄姊妹們，只要凡事信靠 神，凡事來到主耶穌面前禱告，祈求和感恩，這位厚賜萬物的主必把他平安的意念和豐盛的恩典賞賜給你，願 神大大地賜福你們，阿門!     
    

� 楊  葳      因著 神的恩典，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受洗見證歸在永生 神的國度裏。這一天被我當作我在主裏新生命的開始。從這以後的每一個感恩節，也是我回望每一年 神的恩典在我生命裏的痕跡和檢查我屬靈生命的成長的時候。今天在這裏分享今年一些點滴的見證，願榮耀與贊美歸於我天父並祂心意滿足，也願弟兄姐妹和朋友們從中得到激勵和造就。          很少有人會相信我不會打籃球是因為我個子高。這是因為我在高中時落下的一個心理障礙。我怎麽也學不會三步上籃。我可能是第一次體育老師示範的時候就自己心理暗示“我肯定學不

會”，所以以後不管同學們給我怎麽慢動作分解做給我看都是沒用。直到幾年前跟著孩子到 YMCA鍛煉身體， 才有機會拿起球來拍拍，走走，然後慢慢試著運球到籃下，再試著三步上籃，好像還有那麽點意思了。那你說，這和今天的主題啥關系？神在幫助我將一個身體運動項目上的難題化解開的時候同時給我描述了一個信仰靈命的三步上籃的圖畫。      大家知道三步上籃的三個動作要點就是第一步從跑步到跨步有一個突變；第二步有一個重心的調整和準備；第三步跳起投籃。在 神給我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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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圖畫裏，第一步是認罪；第二步是順服，第三步是感恩。      《羅馬書》一章 29 節至 31 節，指出我們裏面“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或作陰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又是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 神的（或作被神所憎惡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父母的，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      還沒有接受耶穌的時候，覺著這段話言過其實，聳人聽聞；剛剛接受耶穌的時候，聽著紮心，願意悔改；最初幾年的時間裏，認真地認罪改正；但是當我自覺已經成了有些資格的老基督徒的時候，我發覺我有時麻木了，嘴上說“願主指出我隱而未現的罪”，但心裏在想“我對這些罪不是都認識得這麽清楚了嗎？還有嗎？”要不然就是跑到另外一個極端，為自己到如今還這麽樣得罪 神而自己厭棄自己。直到有一天，主在我腦海裏嘆息說：“你呀，什麽時候能放下你自己，想一想我為什麽要你認罪？你原本是我的孩子，卻不認識我，背離我的正道；你如不知罪，怎能回頭；但知罪不是要你被罪壓死，而是要你知道怎麽從罪的捆綁中得釋放！”      《約翰一書》一章 9 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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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凈我們一切的不義。”從這時起，在 神面前認罪悔改，就不再是像被治罪的恐懼或擡不起頭， 而是像為了要更美麗的而求祂將醜陋指出並加以遮蓋。      三步上籃第一步如果稍微停頓下來第二步就借不上力了。我發覺這很有可能就是我老學不會的原因。順服 神的管教，在環境中調整我的人生方向向著 神所設的靶心，是我在認罪悔改後不能停的馬上的下一個動

作。在這一點上我的家庭環境給我最大的挑戰。我的丈夫因為性格上面的缺陷，事業無成，幾番丟失工作；我大女兒這兩年在學校有不愛學習和同學關系上面的障礙；我一方面要全時上班，一方面要在女兒們的教育及其它大大小小的家務事上都要規劃（95%）和操辦（70%），我還要顧及到我婆婆和我父母在本地的生活，經常地感覺到時間和精力不夠用。 每當我知道又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我卻有胸有成竹：  “主必定讓我像如從火中經過但不傷一絲一毫那般。”每一次，我都安然度過。今年五月，我還完成了一個碩士學位的課程。我在這所有事中深深體會到我的有限；但恰恰是在我的有限當中我才能經歷到 神與我同在的平安和祂奇妙的作為。      第三步上籃的最終目的是將球投進籃筐裏贏得勝利。我今年最深的一個心得就是—感恩。自己小的時候，只知道索取父母的愛而得到滿足，並不能體會父母的心意和快樂。現在管教孩子的不易，讓我明白了父母的愛是怎樣的忍耐和犧牲。我經常在早晨開車去公司上班的路上，就情不自禁落下淚來，進而就明白了我主我 神那至全至善的愛。我第一次寫信給我爸媽，是在我初中畢業那個夏天，我第一次長期（40 天）離家去伯父家度假。我在信中告訴他們我感謝他們的養育和愛護；我記得寫信的時候，我自己都激動得不得了，也想像他們也一定熱淚盈眶，滿足快樂。第二次寫這樣的信是高中畢業上大學，第三次是大學畢業工作了，第四次是我出國的時候。我一直都希望他們永遠保留那些信，因為我現在就開始盼望我的孩子給我也寫那樣的信，然後我就一直收著，一直念著，使我的心意滿足。親愛的弟兄姐妹們朋友們，我們的感恩是我們發給天父的這樣的信，也就是我們將球投進祂的籃筐裏，就是我們人生最榮耀的時刻。當天父的愛和我們的感恩匯聚在一起的時候，就是人生真正的意義。      感謝贊美 神給我這個三步上籃的圖畫，幫助我天天練習，直到見祂面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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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暑暑暑    期期期期    短短短短    宣宣宣宣    分分分分    享享享享    

� 王  藝      這一次的學生營會自始至終都有 神豐盛的恩典。我們三個人在上海會面，神為我們預備了熱心的 Duncan夫婦，在上海接待我們，使我們有很好的休息和安靜的時間來 go through我們每個人在營會中的分工並預備自己的心。抵達安徽後，稍作休息，就開始了與當地同工的營會同工培訓。當地教會對學生事工的熱心扶持和同工們的忠心服事深深的感動了我們。      我們的營會分兩個梯次，第一個是針對高中生的，第二個是大學生的。早在短宣小組剛剛形成之初，周牧師、何長老和我們三個就開始了每週都比較固定的與 MICI的同工電話交流，瞭解到來參加營會的學生的屬靈狀況和需求。他們大多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有些同學的父母甚至是當地教會的主要同工，但是他們中的一些對自己是基督徒的 identify認識並不清楚，並且在進入學校，或是早早進入社會之後，信仰開始動搖；第二點就是：在青春期的階段，同學們也普遍存在與異性交往上的困惑，受到來自這個世界的不良影響。所以經過禱告和討論，營會的主題定為“不再一 Young”，營會的主題曲定為“不再是我”。就是期望通過這次營會使同學們口稱父母的主為自己的主，在世上做光明之子，重新立誌過一個不再一樣的人生。我們的晨讀、查經、培靈、專題、詩歌都圍繞這個主題設計準備的。      在營會開始的前一天下午，學生陸陸續續被接過來，晚飯後，已有 40 多名學生來到營會了。討論後，大家決定高中生營會分 6 個小組，每組8 個同學左右，配備一個輔導老師，自選一名小組長。輔導老師和同學們一起為小組起了名字、定了章程、設計了隊呼。在營會的日子，我們每天上午有兩場關於聖經裏信心人物的查經；午睡後為同學準備的是青春路上的專題，中間穿插遊戲時間，晚飯後是培靈時間。 

    四天的營會中同學們都積極參與討論、分享。營會的最後一天我們安排了信心劇場，同學們根據營會中查考的信心人物的故事，編成劇

本，表演出來。他們的演出水準之高，讓我們驚嘆。在營會日誌中很多同學給出“從來就沒有參加過這樣好的營會”，“感受到這個大家庭的愛”，“願意在校園裏為主做美好的見證”，並“ 希 望 與  神 建 立 更 好 的 關 系 ” 這 樣 的Feedback。很感恩的是，在嘉源和我的分享中，都提到了我們教會的學生事工，講到教會同心的禱告，神垂聽，由“四人幫”到“五虎將”再到後來加給我們一批又一批學生基督徒。感謝主使用我們的見證。在營會中，許多學員的成長和改變很令我感恩。一個同工的女兒一直性格自閉，在第三天的查經中她竟然主動舉手發言分享；一個大學生基督徒因“不會禱告”而拒絕在早餐時帶領大家做謝飯禱告，卻在查經後的回應禱告中開口認罪；還有一個坦陳來學生營會就是為了看女生的未信主男生，在幾次查經和培靈之後願意做決誌禱告。最令人感動的是，我們本以為營會的同學全都來自安徽當地，沒想到湖北一個殘疾的老弟兄帶了 9 個學生坐 9 個小時的火車趕來這裏參加我們的營會。營會結束的時候，大家互相留下鼓勵的話語，很多學生期望我們明年還來。      對我個人來說，參與短宣和這樣的學生營會都是第一次，雖然開始有很多懼怕，也有來自家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42 

 

庭很大的阻力，但 神豐盛的恩典一直都伴隨我們。決定要不要參與這次短宣時，我就想過了各種壞的可能。不是不知道可能存在的安全問題，也不是不知道夏季農村的生活條件。安全問題自己做好心理準備，將結果完全交給 神；而適應問題，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認為在農村的生活適應是嘉源和我很大的挑戰，這其實反而是我最不擔心的。在決定要參加短宣的時候就告訴自己再惡劣的條件都不能當逃兵。很感恩的是，達到營會當天，神就為我們打開天上的空調，溫度涼爽宜人。而我完全不適應的麵食饅頭，也從第一頓一個沒吃，到之後一頓可以吃兩個饅頭！在營

會，我還克服了與兩只狗一隻貓相處的心理障礙，很感恩。         其實，我最有壓力的是講臺，怕自己講不好，說錯話，心理壓力很大。在禱告的時候，明奇弟兄引用哥林多後書 8：12“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祂所有的，並不是照祂所無的”。我心中開始放下包袱。到了營會，看到滿滿一教室的學生，心中突然很平安，很篤定。我相信 神不為了我們，就是為這些渴慕祂的年輕學生，也必然一直與我們同在，祝福我們的口，使用我們的見證，成為當地學生的祝福。感謝主的確大大適用我們，充充足足地成就祂自己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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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中國學生營會事工的感受夏季中國學生營會事工的感受夏季中國學生營會事工的感受夏季中國學生營會事工的感受    

� 鄧明奇      2010 年 1 月初某天凌晨，我正夢中酣睡，被三通鈴聲驚醒，半夢半醒之間弄明白是周牧師從台灣打來的越洋電話。2009 年底，周牧師去中國大陸短宣兩周。結束聖經培訓離開大陸之前，他代表教會與內陸某省農村的家庭教會結成姐妹教會，並確定在聖經培訓之外進行學生事工上合作，而第一次合作就定在當年夏天。這事以後，周牧師回到台灣休整小住。性急的他等不及回到聖路易就開始策劃。和我寒喧幾句之後，就直接詢問我是否能夠參加學生營會的事工。      說來也巧，那兩天我剛寫完新年規劃，正思想其中“去中國短宣”之事 神會以什麼方式成就。周牧師的電話來得突然，卻很是時候。於是，周牧師期待的話語剛落，睡意朦朧的我就滿口答應了下來。無論我的回復在周牧師的預料之外，或是情理之中，相信他心中一定在“哈利路亞”的讚美 神。我放下電話，卻再也不能安靜入睡。對 神的帶領也是很覺奇妙與感恩。然而，頭腦完全清醒過來之後，我開始覺得有些冒失。因為信主將近 10年以來，我雖然教會服事上涉獵頗多，參與學生營會事工卻是沒有先例。何況這是與姐妹教會間第一次配搭服事，具有相當程度的意義。貿然答應下來，到時沒能達到預期果效，自己服事的銳氣受挫事小，影響兩個教會合作卻是有愧。      不過，既然已經答應下來，再打退堂鼓貌似不大妥當。而且，當時的我，如同保羅所說的，我想是被聖靈大大感動了，才在情形不明之時許下承諾。違背與周牧師的約定好說，違背與 神的約定卻是不敢，也肯定是主不喜悅，令聖靈擔憂的事。俗話說，開弓沒有回頭箭。神說“他若退後﹐我就不喜歡”。因此，我只能是硬着頭皮開始準備,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每次有些感煩惱與鬱悶的時候，就提醒自己，當初正是在尋求 神帶領的時候，神將這樣的道路指示在我面前，一切自有 神的安排。過去的服事經歷也告訴我﹕當覺得自己能力不行的時候，也正是信靠中得着 神力量時候；當自己沒有什麼可以仰賴的時候，也正是仰望中經歷 神恩典的時候。既然在 

神凡事都能，何妨大膽地往前走，作回打虎上山人？      準備工作的一個最重要內容，就是尋找能夠配搭服事的同工。由於學生事工的特殊性，我們的眼光放在教會兩個參與校園團契事工的年輕弟兄姐妹身上。感謝 神，信望愛團契的閔嘉源與王藝兩位姐妹有這樣的心志，神也悅納了她們願做的心，為她們預備通達的道路。過去的兩年中，因着教會主日學﹐及傳福音探訪訓練等，我們彼此間也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為團隊服事打下了基

礎。我們開始定期與神州差傳的同工交流，從教學內容，到活動方式，從詩歌選擇，到信息預備，一點點預備；學生營會也在我們的憧憬中，逐漸成形。      由於我們夏季日程不一，行程也不能統一。嘉源先回國，我與王藝在 6 月底從聖路易同機到上海，卻是莆一落地，就分道揚鑣，各歸各家。於是，在 7 月初的某天，我們分別從湖南，北京，浙江趕到上海，在原屬我們教會，因工作和家庭原因旅居當地的張樂生弟兄家中會合。經過一天多系統的準備，我們再乘火車趕到了安徽某地。過去的幾個月中，我們與神州差傳的同工有許多交流。在上海時，我們又預習了營會將要帶領的內容；然而我們心中還是有幾分興奮，幾分忐忑， 幾許期望，幾許疑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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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兒，与神州差傳的一位同工，以及當地學生團契的同工帶領了兩個學生營會，先是高中生，再是大學生。各營會為期四天，均在農家進行。高中營會開始前，我們有兩天時間與當地同工交流以明確各自服事領域，兩個營會之間也有一天休整，作適當評估與調整。對我來說，2008 年與世川已經大陸短宣一次，環境不是完全陌生，但服事的對象與方式卻炯然不同。對於嘉源與王藝來說，以前雖參與過學生營會，作為老師帶領卻是第一次。她們年齡與參與營會的學生們相仿，興趣愛好語言風格等方面也接近，但農村的生活環境對她們來說，卻如同大姑娘上轎-乃是有生以來第一回。新奇之後，挑戰乃是不言而喻。 

     參與高中營會的約有 50左右學生，基本是當地教會同工和信徒在本地中學念書的孩子們，但也包括專門乘車 9 個小時從外省某教會的幾位學生。參與大學生營會的只有 15-20 人，不過卻多數是暑期剛結束從外地趕回的。按照原來的設計，兩個營會內容一樣，但實際操作上，我們在大學生營會內容上作了比較大的改變。一方面因為參與人數較少，提供了更多互動了解的機會；另方面，大學生們對屬靈知識的領受更快一些，對通過營會來增進與 神的關係，將信仰行在生活中的需求也更強烈。所以我們臨時增加了屬靈生活操練的內容，嘉源與王藝兩位姐妹也很好分享了她們在學校的生活和在學生團契的服事，給學生們不少激勵和啟迪。      從參与的學生和當地同工的反映來看，營會效果還是不錯的。學生們在營會結束的分享中提及各方面的得着，並希望以後能多參加這樣的營會。參与營會的大學生比預期的少，其中一個原因是部分學校還沒有放假。營會結束后第 3 天，

同工收到許多大學生的電話請求，期望能再有一次大學生營會。究其緣由，乃是參与營會的學生向他們分享了營會情形，讓因當時尚未放假而沒有參与的學生們頓覺損失不少。當地教會的同工們希望我們以后不但能每年去帶領營會，且希望寒暑假各有一次營會。這些都給予了我們极大鼓勵。 

     短宣歸來後，在與當地負責學生事工的同工交流中，我們知道參加營會的學生們在營會後屬靈上有很好的長進，固定參加聚會，樂于分享福音，並且在服事中很有果效。比如有個學校的高中生團契從參加營會的幾個學生開始，已經發展到了幾十個學生；比如當初參與營會的不少學生如今在小組長的位置上服事；比如參加過營會的學生所帶領的小組在屬靈上得到堅固等等。該負責同工向周牧師和教會提出要求，希望以後能派人去她的家鄉帶領學生營會，讓當地學生同樣蒙受 神借着營會賜下的恩典和祝福。這也是對學生營會事工和我們服事的變相肯定。      我們清楚知道，這一切不單單在於學生營會的成效有多顯著，更不在於我們幾個人的服事有多好，更多在於當地同工們的跟進牧養，在於學生們對單純的委身追求。聖經中說，我們或撒種，或澆灌，唯有神使之生長。參與營會的學生們的屬靈長進，乃是完全因着 神的恩慈憐憫，因着主的保守看顧，因着聖靈的大大做工。我們有機會與當地的同工配搭，與 神同工，並且經歷到 神透過我們手所成就的，很是高興與感恩。短宣過程的十幾天，有許多難忘的經歷，我相信必然成為參與營會的學生們，和參與營會服事的同工們的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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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幾點我心中最強烈的感受﹕      其一，神必然祝福他國度的事工。雖然我們同工團隊沒有參与營會服事的經驗，雖然許多學生參与營會的過程中受到各樣攪扰，雖然同工的配搭服事上有諸多可改進之處，我們看到 神憐憫恩待那存飢渴慕義的心來到祂面前的年輕圣徒們，讓他們每一個都沒有白白地參加。所有榮耀都歸給我們的 神！          其二，我們的服事不是單獨的。雖然四位外地同工負責教學与帶領，參与整個營會服事的同工們卻還有許多，有提供自己房子接待學生的，有在廚房服事準備飯食的，有每天為營會守望禱告的；既有當地教會的同工，也有圣路易華人基督教會的弟兄姐妹，還有透過我在新浪博客上的分享而了解到，并在禱告中常常記念的各地信徒。同心合意的服事何等每好。          其三，神的恩典夠我們所用。短宣過程中，個人有過屬靈上的軟弱，有過身体上的軟弱，也經歷了自然環境所帶來的挑戰。“神的恩典夠用”是隨時會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從回國前的事

務繁扰，到回國后的不能入睡，到營會前几天的酷熱難耐，到營會中的隨時調整，到營會結束后的腸胃不适等，靠着主耶穌基督，在這一切事上都能“得胜有余”。能服事主真是最大的喜樂与滿足。      其四，服事帶來屬靈生命的成長。短宣過程中，我體認到到學生們在成長中屬靈上的挑戰，了解到當地的學生事工的挑戰，更見證到當地學生團契同工們在服事上的辛勞與忠心。同樣，看到嘉源與王藝姐甘心樂意為 神擺上，分享到她們在服事中的合一與喜樂，經歷到舍已服事中 神的恩典祝福。至於我自己，從中領略到到 神悅納我們願意服事的心志，也加添我們服事的能力。      回首學生營會的事工，再次感受到 神借着軟弱器皿來成就美好事工的奇妙。全過程雖有辛苦，更多卻是享受；看似付出，更多卻是得着。我為能夠參與 2010年的學生營會事工感恩，也相信在 2011 年的事工中必然經歷 神更大的恩典。我也期盼有更多弟兄姐妹願意擺上自己，在這樣的服事中經歷主榮耀 神；感受到服事的喜樂和生命的成長。         
信心之旅信心之旅信心之旅信心之旅    

� 蘇冠誠     感謝 神給我這個機會, 於今年 10/29, 與周牧師一起踏上去中國短宣十五天的“信心之旅”。透過這次短宣培訓, 神在我信心上的操練有好幾個方面的增長。      回想五年前, 周牧師/師母剛從中國短宣回來, 很好奇地問他們旅行的狀況, 由於當時常有機會到中國出差, 就不經意順口說了句：“有機會陪您們去看看”, 沒想到牧師很嚴肅的回答: “可以, 要先從教主日學開始裝備, 而且要教六個月
的份量才夠培訓的要求。”原本我以為是隨便說說, 不以為意, 因為我還沒準備好, 不但沒裝備好, 也不敢, 不願, 不想。總覺得自己在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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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上做得很“舒適”, 在短宣培訓的事工上沒有恩賜, 認為自己不是這塊“料”。但  神對我們說過的話, 若是合祂心意, 祂一定追討; 對我們所求過的, 若是合祂旨意, 祂一定成就。      就這樣, 神在 2007 年裝備我教了六個月的《約翰褔音》, 今年又裝備我教了六個月的《耶穌生平》；其間, 因為工作, 家庭等緣故, 推辭了幾次短宣培訓的機會。到了今年初, 我所有的藉口都用完了, 神的呼召也再次臨到我, 我毅然決定順服。      剛開始周牧師体貼我的軟弱, 告訴我去內蒙兩週, 可以住公寓, 有抽水馬桶, 可洗澡。這對我 這 個 有潔 癖 , 愛乾淨的人, 頓 時 減 輕不 少 負擔 。 沒 想到 出 發 前一 個 月 , 狀況全變了！  1. 從一個據點改成兩個據點。第一個據點內蒙描述如下: “農村, 土廁, 睡炕上, 可洗澡”。第二個據點河南描述如下: 農村, 土廁, 無法洗澡, 天氣好可洗頭。 2. 後來看到新聞報導河南當地公安逮了一些美國教會去的牧師與同工, 情勢稍緊。   3. 我的姊妹胡晨也在網路上查到第二個據點附近水源被當地工廠排放有毒廢水, 造成河川及井水嚴重污染, 有許多癌症村莊。   這些環境因素, 對大多數弟兄姊妹, 都不是問題。但是對我個人而言, 在短宣前卻是項挑戰。全家大小為此迫切禱告。      今年十月十日我第一次的讲道, 題目是：“带着耶稣的印记”, 我提到信息的第三點 “基督徒的生命中願為十架受苦”。胡晨在崇拜後告訴我: “你短宣前講這篇信息,不妙”。我非常清楚我只能依靠 神, 也不可能打退堂鼓, 取消行程, 

都己答應了別人, 也對 神順服委身了, 即使要為基督的緣故受逼迫, 為十架受苦, 我也義無反顧, 相信 神一定保守引領。我心裏平安踏實, 只是苦了太太, 小孩, 因他們為我提心吊膽。魔鬼撒旦也常在耳邊說：“你真的要去? 教會那麼多弟兄姊妹都比你優秀, 也比你更適合, 你就別自不量力了。”      周牧師也問我短宣後要不要一起去台北, 他去探視母親, 我去探視尚未信主的父母。我無奈地回答牧師, 我很想, 但短宣結束, 我的假也都用完了, 必須回美國。短短兩個鐘頭的路程, 我竟有家歸不得。魔鬼撒旦也在耳邊說：“你父母不是還未信主嗎? 你不如回去陪他們, 再向他們傳褔音。怎麼大老遠跑到國內去短宣培訓? 不是本末倒置嗎?”我苛斥魔鬼撒旦離開我去。  臨行前的週三教會禱告會分組禱告後, 明奇弟兄鼓勵我“一次到位”, 不用分次裝備, 把一切可遇到的都一次解決。臨行前一週有的弟兄姊妹特別叮嚀, 有的為我餞行。有的提醒我帶預防鼻子過敏的葯和腸胃葯；有弟兄帶了黃蓮素和維生素B2 給我以防水土不服瀉肚子；我的姊妹胡晨也特別買了濾水壺和乾糧以備不時之需。各團契也特別為我們禱告。我不一一列舉大家的關心。在此向大家致謝。可見大家很關切我這信心軟弱, 溫室的花朵。但是來自家人和弟兄姊妹的愛心使我受寵若驚, 倍感溫馨。       到了第一站：“內蒙”, 我們每天一早摸黑進入農村據點, 傍晚上完課又摸黑回到小鎮的同工住處。周牧師與我配搭以《哥林多前書》與《耶穌生平》每天輪番上陣八小時。笫一天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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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牧師和我都感到極其疲憊且感受不到聖靈同在, 我們也詢問學員的意見, 發現有一位同工不適應我們搭配幻燈片的教學方式, 我們當晚就請同工們為我們禱告。我們也立即調整心態, 向 神認罪並迫切禱告, 求 神幫助我們全然依靠聖靈作工。之後每天我們都祈求依靠聖靈帶領課程講述和預查, 因而從新得力不困倦, 輕省不匱乏。我們非常清楚, 若是僅靠自己的經驗和講稿, 而不仰望 神的智慧能力, 就會吃力乏味。      每天上課前都有詩歌敬拜和同聲禱告。這裏的人, 心地美, 唱詩歌聲也美, 禱告更美！笫二天我一站上講台, 就被聖靈充滿而感動淚流不止。這裏弟兄姊妹讀經鏗鏘有力, 整齊化一, 演起話劇認真投入, 道具戲服, 樣樣俱全, 有模有樣. 感謝 神! 其中最深刻的是班長王弟兄, 與他的妻子劉姊妹, 兩人是周遭鄉村據點的同工領袖, 都上過神學班, 每月只有三佰人民幣的補助為收入, 前幾年劉姊妹在學校就讀時不稍跌倒因而雙腿肌肉神經萎縮不良於行, 醫生都已放棄, 拿她作試驗品, 原本站不起來, 但經歷 神奇蹟般的醫治, 最近竟可靠著拐杖緩慢行動, 兩人與女兒住在破舊的農舍, 還是地主借給他們的, 農事忙時, 地主一叫就得過去幫忙。夫妻兩人熱心同工, 雖然物資極缺乏, 但充滿信心與喜樂, 使我非常慚愧與虧欠。神賜我們無限恩惠, 祝褔滿滿, 什麼都不缺, 但我們的信心與擺上, 比起他們夫妻兩人, 真是差遠了! 我從他們身上得到激勵, 他們也是我信心操練的學習榜樣。      就這樣, 神帶領我們過了笫一週, 我的心沉澱安穩, 平安喜樂, 為能與 神格外親近而感恩。

感謝 神的憐憫, 賜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與供應, 遠超過我所求所想。離去時弟兄姊妹以“耶和華祝褔滿滿”的詩歌送我們。離開第一個據點, 坐在回城市的大巴上, 我想家了, 我想念教會的弟兄姊妹了。      接下來我們搭機到第二個據點河南, 由同工帶領我們坐四小時夜車進入農村。快到時, 我警覺地看著一個個鄉村名字, 當網上記載的癌症村一個個映入眼簾時, 我的心都沉了。我知道不論如何都只能依靠 神。到達時己過午夜, 躺下時已淩晨一點了, 此時公雞與狗的叫聲加上豬的鼾聲此起彼落, 想起世川弟兄多年前在崇聲雜誌上寫的, 國內公雞的基因好像經過突變造成錯亂。我輾轉到二點左右才入睡。 

     第二天是主日, 只睡了三個半小時, 因為每天五點半就起床準備 6-7 點的晨禱。聖靈充滿的禱告是非常美也充滿能力的, 我非常享受這段時間。原本要來觀摩當地的主日崇拜, 突然同工要求主的僕人釋放主日信息, 我和牧師對望了一眼, 我問道：“有這安排嗎？” 牧師說：“沒有。”我接著問：“那你要講什麼?” 牧師說：“你講。”我嚇了一跳說：“我說什麼？”牧師說：“你講带着耶稣的印记”。我說：“沒帶稿。”牧師說：“沒關係, 我有帶 memory flash disk, 有那篇講稿。” 我硬著頭皮快快準備, 蒙 神使用把此信息带给了延伸班弟兄姐妹。感謝 神賜給我如此的信心, 榮耀歸給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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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據點情勢較緊張, 我們進去之後就待在裡面, 到最後一天才出來。延伸班的學員大都上過兩年的神學班的年青人, 最小的只有十七歲, 大部分為二十來歲。都是立志委身作傳道人, 都知道將來要面對外界的輕視, 挑戰, 迫害, 並要為基督的緣故受逼迫, 為十架受苦的。我非常欽佩他們, 也很想念他們。原本才疏學淺的我, 信心不足, 認為延伸班程度高, 教起來難度高, 挑戰大, 怕招架不住。但 神與我同行, 使我們台上台下同感一靈, 教學相長, 完全沒有我當初所顧慮的問題。學員亦表示用以色列聖地的照片的確幫助他們連貫經文, 事件和地名。感謝 神賜我信心上的操練！ 

 當我教到耶穌受難, 放錄像時, 延伸班全体學員, 在禱告中流淚承認虧欠, 全心立志委身來回應, 呼求 神帶領的那一刻,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們即將離開的時侯, 我們一一握手靠別, 一半以上的學員依依不捨地哭了。我承諾他們將名單帶回, 為他們禱告。      坐大巴離開小鎮時看到胡晨所提到的紅水黑水兩河相匯之處, 感謝 神的保守, 所住之處離污

染源有段距離, 是上游。再次深深感謝 神的保護! 求 神憐憫保守當地的弟兄姊妹。大巴士回到城市尚未進站, 周牧師在車上用英文對我說: “We are safe now. 我們現在安全了。” 才意識到潛伏的危險。      十五天下來, 神保守我安然無恙, 進出平安, 毫無水土不服, 腸胃不適瀉肚的問題。自始至終, 再次深刻經歷 神的同在, 信心的堅立, 神的保守與眷顧。我也更折服 神的預備與引领, 祂调整了我去短宣的信心, 祂藉由许多的“第一次”来操练我, 擴張了我的能耐(capacity)和屬靈视野, 並裝備我踏上许多“未得之地”。原本以為是去受苦的, 反而是恩典滿滿的屬靈享受。也再次讓我和家人经历 神的憐憫和祝福, 这些都是遠超过我们所预期的.為此我還要感謝 神!!       連我這小信軟弱的, 都可以到中國短宣, 我們教會的眾弟兄姊妹, 更都可以去, 更可以得勝有餘！      若 神允許, 我願繼續裝備, 趁著白日作那差我來者的工, 容衪差我到那更多的未得之地, 應許之地, 在衪的事工上被衪使用。更為我們支持的宣教士禱告, 求主在各種環境下保護他們；也為中國家庭教會禱告, 求主使他們在被迫害中站立得穩。      最後, 願以腓立比書 4:6-7 的經文與弟兄姊妹分享：“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 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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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曉峰         這次去國內短宣有很多感受，今天只說兩方面：一是有得著，二是有虧欠。所到之處，都經歷了 神的恩典；所到之處，都感到受之有愧。      先從我們教會講起，這次我們出去的前前後後, 有許許多多的弟兄姊妹關註著我們，掛念著我們，不斷地為我們代禱。在周三的禱告會，全教會的主日崇拜為我們代禱，愛家團契， O’FALLON 團契為我們代禱，還有許多其他團契，聚會和個人也在關心我們，為我們禱告。 還沒出門就得著很多不配得的關愛。      到了國內，更是如此。一到上海就受 DUNCAN 和 HAZEL 的熱情接待，包吃包住，並且還說他們所做的遠遠比不過我們所付出的。其實我真的沒付出什麽，更沒有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樣受了不少的苦。一是這些年來國內的進步，很多地方都比較好適應；二是先前去的同工做了很多鋪墊的工作；更多的則是國內的弟兄姊妹們為我們全心的擺上。      從他們身上，我們的確得到很多。一是感受到 神在他們中間的愛。雖然外在的環境和條件有很多限制，但從遇見他們的那一刻起，我們就能強烈地感受有種牢固的紐帶把我們這些素不相識不盡相同的人緊緊地連接在一起。親身經歷到他們的那種活潑的喜樂，發自心底而不受拘束歡快。他們只要在一起，就一邊做事，一邊唱歌，說說笑笑，非常令人羨慕。 在我們去的第一個地方的最後一天，還為我們專門表演了他們為聖誕節演排的腰鼓，舞蹈等節目。二是感受到 神賜給他們的能力，軟弱者已得剛強，貧窮者已成富足。他們在事工中所擺上的和在禱告表現出的那種力量，是我很少見過的。他們對聖經的領悟能力非常強，對聖經的熟悉程度更是叫我望塵莫及。特別是親眼看到 神是怎樣祝福那裏的姊妹們的。那邊大部分帶領聚會的，講道的是姊妹而不是弟兄，並且在中國很多地方都是這個情況，這對我來說又是一個很大的震動。第三個叫我震動的地方是他們的坦誠，他們一禱告就認罪悔改，而不是閃爍其辭。由此而生發的是謙卑的心，寬廣虛懷若谷的心，感恩和喜樂的心。  

    我們帶去的是知識，他們則以生命來回應；我們給的是言語，人家卻用心來報答。點點滴滴，那邊的弟兄姊妹對待我們比親人還無微不至，無法承受之恩使我深覺虧欠。我們到的第一個地方，雖然他們的條件不好，但為我們裝上了抽水馬桶和太陽能熱水。在那裏住了五天，有一百來號人的培訓。我稍微觀察了一下，印象裏沒見他們一人去用那個抽水馬桶， 也沒見一人去用熱水。他們都只用從井裏打上來的冷水在外面的院子裏洗臉。他們把這些方便都讓給我們。他們吃得很簡單，都在外面的院子，很多人甚至只能站著，而卻讓我們坐在屋內享用各樣豐盛的飲食。他們並不富裕，近百人就擠在這樣一間簡陋的房子裏聚會。 就在這些又矮又窄又冷又硬的板凳條上聚精會神地學習。我實在覺得他們很辛苦，他們卻說老師辛苦了。他們非常尊重我們，老師長老師短地稱呼我們。其實這些都是他們的講道同工，大部分都至少有五年以上的牧會經歷。其中包括幾位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領會的老弟兄。你知道這些多年為主吃苦，蒙受主豐盛恩典的傳道人是怎樣為我們禱告的嗎？ 他們說：“感謝主 ，從遠方帶來老師 牧養我們。。。”就在那一刻，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才體會到什麽叫“巴不得找個地縫專進去”。深感自己都不配在他們當中，更談不上去教導人家。      這次的短宣對自己觸動很大，有更多的感動要認真努力地裝備自己，使用 神賜給我們的種種恩典，不能全部白白荒廢，尋求在服事國內弟兄姊妹方面主的帶領。最後想用兩句話來共勉：第一句是約書亞記的“剛強壯膽”；第二句是腓立比書 2:12“恐懼戰兢”。 “剛強壯膽”指的是：如果我們清楚是主的帶領，我們就要剛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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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不要懼怕，不要過度地擔憂會不會被抓，被騙，交通安全，衛生條件，飲食習慣，生病等等問題，這些都在  神的手中，都不是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們在預備過程中則要“恐懼戰兢”。我們也許不能只教導些自己所熟悉的，而是要是認真預備人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應該照自己所習
慣的方式去講，而要按人家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講。也許我們應該花時間去學習了解人家的文化，人家的處境，體貼別人的難處，珍惜別人的付出。我只去過一次，加起來也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這方面非常欠缺，非常希望能得到大家更多的幫助，一起有更多的分享。              

耶和華祝福滿滿之耶和華祝福滿滿之耶和華祝福滿滿之耶和華祝福滿滿之旅旅旅旅    

� 楊富世 

 弟兄姐妹們， 大家平安。       首先我要感謝 神在這次的短宣中，一次再一次地經歷到耶和華祝福的滿滿。也感謝弟兄姐妹你們的代禱， 神借著你們的禱告，保守曉峰與我在中國一路行程的平安以及我們的家庭在我們不在時， 一切都蒙 神的保護。 願 神賜給我們的福氣也同樣地加給你們， 因為我們在主裏是一起同工的。       為什麽想去中國呢？ 過去在神州/華傳的雜誌中，常常談到中國家庭教會的點點滴滴， 而我也沒有去過中國。 雖然一直有個心願能到中國的家庭教會與他們有一同的學習，但並沒有認真地將這事擺在禱告當中。去年有一張飛機票因延期就沒能用，那時就在考慮怎樣使用這張機票。在禱告中就尋求 神的印證，若機票能被全額退回， 

就把這張機票用在去中國的短宣上。 神也回應了我的禱告。但接著下來，一些實際的問題就來了。我自己身體健康上的考量，去中國水土上的適應，要教帖前後書課程準備需要的時間。特別是看到自己是這麽如此不配與不足，怎麽去教導分享 神的話給在中國這些經歷過困苦，有著美好生命的弟兄姐妹們呢？心裏非常惶恐壓力非常大，常常跪在 神的面前求主加添力量及智慧。神的恩典是夠用，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默默地為我禱告，托住我，這就是耶和華的祝福。       我們此行到安徽的兩個地方教導分享 神的話，其實只能說是學習與領受吧。到了中國的家庭教會更是感受在主裏為一家人。因著主耶穌及祂的愛讓我們一下子就溶入在他們中間。所到之處弟兄姐妹們都將最好的招待我們，獻給我們。 每天在禱告中為我們身體的健康以及教導禱告，在禱告中求 神祝福我們， 這又是耶和華的祝福。       我們去的兩個家庭教會有些共同的特色，我把所領受和學習到與弟兄姐妹分享。       第一站在我們的姐妹教會中有一位蔣姐妹，及在另一站的周姐妹。她們倆在眾姐妹的當中就像她們的大姐一樣，對姐妹們照應有加。不管在靈裏面及生活上，她們常常在一起服事，一起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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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一起學習。這群姐妹們在一起可比親姐妹還要親，在第一站的這些姐妹中很多都是全職上班的，有些先生還沒有信主，但他們能在這樣的難處及忙碌中，仍在主裏殷勤服事。我想是這兩位姐妹常常的關心及激勵。她們兩位就像提摩太一樣，保羅常常差提摩太去各教會去堅固及勸慰，免得有人被諸般的患難所搖動。能與他們有這樣在一起 5 天的學習的機會就讓我想到彼得在馬太福音 17 章當耶穌變像時，對耶穌說：“主啊， 我們在這裏真好。”這又是耶和華的祝福。   
    中國弟兄姐妹們（特別是姐妹們，因弟兄比較少），對 神的話語非常渴慕，從上課時眼光的專註你可以看得出。對 神話語的熟記，每當我提到一些經文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背誦起來。要讀經文的時候，更是先發致人，蔣姐妹就會帶大家齊聲大聲地讀出來。回答問題是常常帶著大聲又肯定的語氣，比如我講到帖教會的信徒將主的道傳揚在馬其頓及亞該亞各處的時候，我問他們是否也願意將福音傳揚在安徽並中國各處時，他們都很大聲及肯定的回答“是”及阿門。他們有這樣的心誌來實踐大使命，在那當中我自己得到很大的激勵，也是我學習的榜樣，這又是耶和華的祝福。       在禱告中，弟兄姐妹們常為自己在主裏的虧欠及跌倒認罪，傷心痛悔。禱告中流露出渴望與主的相交，有一顆立誌跟隨主的心誌，為著難處哭求主的釋放，是讓我常常流淚跟著他們說阿門，傷心痛悔的靈 神必不輕看。“愛我願意”這首詩歌是我所喜愛的詩歌。在第一站的星期五敬拜禱告中領詩的姐妹帶了這首詩歌，我是邊唱邊

流淚，因為看到自己在 神面前實在是虧欠。不能常常體會主的愛，怎麽能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主，沒有被主的愛來破碎自己，怎麽被主用呢？在一群有美好生命見證的弟兄姐妹禱告中，我只求主的伶憫我，赦免我，更新我。與他們在一起的禱告中，是我最享受的時候及最有得著的學習。這又是耶和華另一種的祝福。  

     第二站臨別之時，弟兄姐妹們在一起牽手禱告時，大家都淚流滿面，顯出依依難舍之情，更盼望我們有機會能再回去與他們分享 神的話。這個教會其實是經歷過很多困苦與難處。但在他們仍是靠主的恩典站立得穩。在禱告中只能將他們交托給 神及祂的恩惠的道。 我相信 神是信實必要保守到底。           借著我們的分享來彼此激勵，也願 神祝福每位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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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受洗見證夏季受洗見證夏季受洗見證夏季受洗見證 

� Joy Yang 
 

    Hi. My name is Joy and I’ve been 
coming to SLCCC for about 4 years now. I 

was raised in a Christian family, so I honestly 
can’t remember a time not being exposed to 
God. The funny thing is, I’ve considered myself 
to be a Christian ever since I can remember, yet 
I’ve never felt like a true disciple of Jesus up 
until now. 
 
    When I was younger, I never really enjoyed 
church, and even now, I still can’t say I often 
come to church happy and eage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Bible. When I was a kid, I only came 
to church to see my friends. If my friends weren’t 
coming to church, I didn’t want to go either. I 
often tuned myself out during classes and 
sermons or just talked with my friends. During 
that time, God really had no impact on my life. 
Going to church was just a part of my weekly 
routine, and as meaningless to me as my habit 
of brushing my teeth. 
 
    During my middle school years I began to get 
more submerged in God but I still had doubts 
and a stubborn heart. I would often ask myself, 
“Is God really real?” whenever I thought about 
life after death. What confused me, though, was 
that I really did believe God existed, but I 
couldn’t submit myself to him and obey him. I 
was just like, “Yah, God is real. So what? I still 
want to live my own life, make my own 
decisions, and control my own destiny. I don’t 
want to dude telling me how I should do things.” 
I wanted to be my own god, in a way. I would 
have to admit that Satan had probably deeply 
rooted himself in me at this time.  
 
    In my freshman year of high school, just last 
year, adults began to push me to get baptized, 
which really set me off. I didn’t want to be 
rushed in that kind of decision, or feel any 
pressure. But looking back on that now, I’m glad 
they were there to remind me to think about 
baptism. You see, up until that time, my whole 
spiritual life had been at standstill; nothing had 
every changed or progressed. I needed 
someone to give me a push, to tell me that I had 

to take action and show God that I 
wanted to know him. So I began reading the 
Bible almost everyday, which I think in the long 
run helped to slowly draw Satan out of my heart. 
But during freshman year, I entered a totally new 
rebellious stage. I would read the Bible 
everyday, but almost searching for tidbits I could 
attack and ask obnoxious questions about. I 
don’t know what I was trying to accomplish by 
doing this. I may have wanted others to doubt 
God with me too, or just feel smart because I 
could find “mistakes” or “mysteries” not many 
people had thought about before. 
 
    It was extremely stupid of me. I would ask 
dumb questions like “Why did Noah even bother 
to let out those birds if he could just look out the 
window to see if the ground was dry or not?” or 
“How come in his vision he mentions four 
horses, and then later on when he describes 
where each horse travels to, he only mentions 
three?” and other silly irrelevant things that 
shouldn’t affect someone’s faith in God. Another 
question that deeply troubled me was how a 
person was saved. Was it by their own faith? Or 
God’s will to soften their heart? I remember 
thinking: “God hardened Pharaoh’s heart (so he 
wouldn’t let Moses go) so is it still Pharaoh’s 
fault he was a loser?” Then I got really confused. 
Since God hardened or opened our heart, I 
thought that it was all up to him who was saved 
and who wa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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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how, but earlier this year I finally 
began to learn how to let go of those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parts. I was praying that God would 
open my heart to him and now I can gladly say 
he did. What really “broke the last straw”, 
figuratively speaking, was my Navajo Mission 
experience.  
 
    Navajo changed me undeniably. It may not be 
noticeable on the outside, but in my heart I know 
things have shif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got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much less fortunate 
than me. I’ve never felt so blessed and selfish at 
the same time. The kids were so innocent and 
pure, on the most part, and in ways so much 
better than I was. Yet here I am, living the 
luxurious spoiled life that I don’t even deserve. I 
came to fully realize that I’ve taken my whole life 
for granted and I still do and I always will. It fills 
me with regret, because I know I will never come 
to fully appreciate what I have till I lose it. I 
would have to say the greatest lesson Navajo 
taught me was how to love though. Before 
Navajo, sure I loved people, but not as strongly 
as now. I’ve never felt such strong emotions in 
my life before, whether it was for the kids, the 
Christians around me, nature, and Jesus.  
 

    Pretty abruptly I decided I really just wanted to 
give myself to Jesus. I wanted him to take 
control of my life, because he knows best. He 
would care for me, protect me, watch over me, 
and love me unconditionally. There is no better 
option. It’s that simple. In fact, it was so simple it 
took me more than 10 years to realize. I’ve 
always thought that in order to get into heaven, 
I’d have to first painstakingly change and shape 
myself into a godlier person. But now I know that 
that’s not the case at all. We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just let Jesus do the work. Open up 
yourself to him, and he will take care of you. 
One passage from the Bible that helps me 
remember this is Proverbs 3:5-6. It says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lean not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But now I can say that I truly love Jesus, 
maybe not as much as I could or should, but it’s 
the start. I know I will still sin, still have doubts, 
and still act ungodly at times. But unlike before, I 
believe Jesus is living inside my heart, and that’s 
just the difference matters and has renewed me 
as a person. Thanks.                 

� Lisa Xia 

    I didn’t come to God in a traumatic or difficult 

time of my life as kind of a final, desperate plea; 

like: “…if some Higher Being is out there, please 

help me.”  I arrived at God’s doorstep 

unintentionally.  But who’s to say that people 

who come to God more naturally, through 

gradual steps (in fact, my steps took several 

years), can’t have the same faith and heart for 

God as people who come to Him after wind and 

fire, after tough struggle?  There are many paths 

to true faith in God’s Son, just a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love Him and worship Him.   

 

    I’ve always been an inquisitive girl (whether in 

my BC or AC—before Christ or after Christ—

days), and I would ask myself why I was here, 

for what or who I was living (Was it really just for 

myself?  I don’t think I ever believed tha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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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is here on the Earth just to chase after 

their idea of happiness?  That seemed too 

chaotic; the threads of our lives had to overlap 

by something other than just mere accident).  

More importantly, I asked myself WHO would 

ever want to put me on this earth.  I felt so 

worthless.  I was egotistical: I thought I had 

everything figured out, I thought I knew how 

people worked, but of course I didn’t.  I did good 

deeds, but out of human instinct to fulfill moral 

standards.  But once I was out of the spotlight, I 

just retreated back into myself, and I didn’t really 

care; my teeth were smiling, but my heart 

wasn’t.  I went through most of my day numbly, 

apathetically, shamefully.  I was very, very 

insecure.  Why couldn’t I find a place where I 

belonged, where could I access the most 

genuine Lisa; how could I get a glimpse of who I 

really was?  Now, I still haven’t found all of 

myself, but I certainly know where and who to 

seek.  Anyway, all these questions led me to my 

aunt, who is a spiritual, spiritual woman; earthly 

mother of many and spiritual mother of many.  

Kind of reminds me of a certain someone in the 

audience. ☺  I became a “Christian” at the pews 

of Wheato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after my 

12th birthday.  That morning all the children who 

wanted to ask Jesus into their hearts were 

asked to step forward and say the prayer.  And 

we were given a memory verse from Revelation 

3:20: Here I am! I stand at the door and knock. If 

anyone hears my voice and opens the door, I 

will come in and eat with him, and he with me.  

My Christian “transformation” was made real for 

me because afterwards, I faxed a letter in red 

scented Sharpie marker to my parents telling 

them that I was now a Christian; it was also real 

to me because the kids who had the gusto to 

step up that day were rewarded with one of 

those ginormous candy store lollipops.  

Sometimes I wonder if I stepped up that day for 

the thrill of taking a step into the unknown or 

because that verse about dining from Revelation 

3:20 was making me hungry and I just jumped at 

the lollipop.  Anyways, it certainly wasn’t from a 

desire to know God.   

 

    And then, there was this wide expanse of 

years in which I was probably the most 

successful half-hearted (or I venture to say even 

¼-hearted) Christian ever.  Because I never 

believed that people had anyone else’s except 

their own interests in mind; because the good 

deeds I did—they didn’t seem contagious.  The 

deeds seemed to stop at the origin; there was 

no ripple effect; how did I know if they would 

make a difference in a life?  There was no way 

to know.  There wasn’t anyone I could put my 

complete trust in fearlessly, comfortably, and still 

feel like myself.  Sure I was a “Christian” by tag, 

but I was still alone.   

 

    Throughout the years however, gradually, I 

was welcomed into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by 

my aunt, one that felt more like a family than a 

congregation, and in the sum of living 

testimonies through others, and in-the-moment 

experiences, like watching the sun rise over 

Navajo land, I was slowly drawn to God.  I didn’t 

witness any blind men suddenly cured or any 

people being pulled from the clutches of death, 

but to me, these experiences in themselves 

were bits and pieces of miracles.  These bits 

and pieces, ironically, seemed to be collectively 

putting my life together—and more in 

perspective.  I felt more “real” than I had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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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t.  I realiz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oing 

good out of human instinct for moral 

righteousness versus doing good out of God’s 

Will working within you is cataclysmic; that in the 

former, your efforts are like a shot in the dark, 

but in the latter, your efforts actually come back 

to you.  Before meeting God’s people, I had 

never met people who chose to be a part of your 

life unconditionally, because no matter what, you 

are a member of God’s family.  I never had met 

people who would help you out for no other 

reward than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were 

making a tangible difference in a brother’s or 

sister’s life.  And you know what, after trying it 

out for myself, after helping 

others selflessly, for the joy of 

God and for the glory of His 

kingdom, knowing that I was 

making a tangible difference in 

someone else’s life, these 

deeds DID come back not 

onefold or twofold, but many, 

many, many fold.  And I felt for 

the first time, inside and out, the 

best feeling that I had ever 

experienced in my life.  It was 

truly THE best. I pinky swear.    

 

    A few days ago, during quiet time, I was trying 

to capture the crucifixion through a kind of 

mental film.  And I just burst out into tears.  Like, 

just think about it.  Someone, anyone, nailed to 

a cross—can you even imagine the feeling of 

having a nail shoved through your wrist in the 

most painful way possible?  So they’re nailed on 

the cross, and you’re screaming to this person: 

“What are you doing?  Are you crazy?  And He 

responds: “No.  I am willing to suffer; I am willing 

to die for you.”  And you’re shouting: “WHY?  

Why could anyone ever want to endure this 

pain, to waste away a perfectly good life—for 

me?  Who am I to you that you would even 

care?”  And He responds, amid bloody chokes, 

between the beatings and stonings, but 

nevertheless with certainty and unshaken faith: 

“Because I love you.  Because I love you, I 

want to save you.”  Think about it.   

 

    I still can’t believe that my body can serve as 

a temple for God.  GOD!  The Lord, our God, 

high and mighty, who could rest on His laurels 

while we self-destruct and vanish into the dust 

without a trace.  Our Lord, who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and named every creature and 

painted every sea and carved every mountain.  

Willing to trust me, willing to reside in me and 

work through me, to achieve his magnificent 

ministry?  I better be giving 110% of my heart to 

Him.  I better keep him in my thoughts and in my 

heart.  And no one and 

nothing, in any place and 

tim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can direct 

my love away from Him.   

 

    Today, right now, I am 

equally as unsure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second as I was when I 

was 12.  I’m going through 

even more trials than I was 

at that time, because I am a 

Christian.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 believe in God’s love.  I don’t know exactly 

who I am yet, but I do know that first and 

foremost, I am a daughter of God, and that’s all I 

need to know at this time.  God is so, so, so 

amazing and His love is indescribable.  My petty 

mind can’t even begin to capture the 

magnificence of His work in logic; my petty heart 

can’t even begin to fathom the entire spectrum 

of His grace.  But I do know that I love God.  I 

want to, and I will never cease telling the whole 

world of Him, of His glory, His love—His 

everything.  And so I praise God; I owe my love, 

my life, my praise, and so much more, all to 

Him.  And I thank the wonderful people at this 

church for welcoming me into their beautiful 

family in Christ.  I owe you guys many more 

thanks and much mor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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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Pastor Mark asked me to share my 

favorite bible verse with you all today.  It was a 

toughie, but here’s one that I feel is particularly 

applicable for the baptism.  It comes from 

Galatians 2:20, and is said by Paul: I am 

crucified with Christ: nevertheless I live; yet not 

I, but Christ liveth in me: and the life which I now 

live in the flesh, I live by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 who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  I 

say that this verse is applicable because, to me, 

a baptism is a kind of figurative crucifixion of the 

Christian, because essentially, when we make 

the decision to accept God into our hearts, we 

are resolving to leave this world of sin behind 

and to rise up and walk with God, our Maker and 

Savior.           
            

� Lucy Summer 
    

    Hi, my name is Lucy Summer and I have 

been going to this church for at least 6 years. I 

started going when I was around 4 or 5 and 

have been going to this church ever since. I 

made a lot of friends, and we sometimes 

discussed Christianity, though we never really 

talked about baptism. One time, I was lost in 

Wash U, but then I remembered that God was 

with me and he would watch over me, so he 

helped me to stay calm, and I found my way out.  

 

    After I trusted Jesus as my Lord and Savior, I 

became more aware of what was right and what 

was wrong. I was a bit worried sometimes that 

you might have done the unforgivable sin, so 

you couldn't go to heaven. I still worry about it a 

bit, but I know that God is in control. I know that I 

have a lot to learn, but I also know that God will 

help me through the troubles in life. My favorite 

verse is Jeremiah 29:11 because it says that 

God is in control and he'll do what's best for you. 

The verse is: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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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a Cheong     
    Hello, my name is Nina Cheong, and I am a 

freshman at Saint Louis University studying 

physical therapy.  I became a Christian when I 

was in 3rd grade during Christian Emphasis 

Week at Hawaii Baptist Academy.  I went to the 

same Christian school from kindergarten to 12th 

grade, where I learned about God and his 

everlasting love.  I didn’t grow up in a Christian 

home, but school helped me a lot 

in finding my salvation. 

 

    As a young 3rd grader, I knew 

God loved me, and I knew that 

He was there for me.  However, it 

wasn’t until 9th grade when I 

started to really understand and 

trust God.  On the first night of 

our 9th grade camp at Pu’ukahea, 

we were asked to write one thing 

we were going to give up to God 

on a small paper heart.  I remember writing that I 

would give up my fears to Him.  The next day, I 

had to leave camp briefly with my cross country 

team to run a race.  When I was waiting for my 

friend outside of the bathroom at the race site, a 

homeless lady approached me and started 

verbally abusing and harassing me, and 

eventually my friend also.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so we hid in a bathroom stall.  I could hear 

her yelling at people passing by, and quietly. I 

prayed to God asking Him to give us strength 

and safety to get out of this situation.  I 

immediately felt his presence and my fears were 

gone.  Looking back on this experience, I find it 

neat that God will reveal Himself to us in the 

most unusual times.  He knew what I wanted to 

give my fears to Him, and He allowed me to do 

so physically and symbolically.  This experience 

drew me closer to God and 

helped me to realize that He is 

really there and loves me.  He 

gave me the strength when I 

needed Him the most and the 

courage to face my fears. 

 

    I have not always been the 

most courageous person and I 

easily get afraid.  Philippians 

4:13, which says “I can do all 

things in Christ who gives me 

strength”, has always helped me to become a 

stronger person and trust in God.  Being so far 

from home for college, I know I need God’s 

strength to keep me going.  If it wasn’t for the 

relationship that I have with God, I probably 

would have given up hope and returned home.  I 

am glad that the relationship that I have with 

God and the support from SLCCC has kept me 

here in St Louis.  I know that with God, I can do 

all things without being afraid.         
� Ru Zhao     

    Hi, my name is Ru Zhao.  I came to U.S about 

six years ago. I live with my mother and father 

and I am an only child.  I say I live with my 

parents, but I m not sure if it's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My parents work in the restaurant 

everyday and they don't get home until really 

late at night.  I come home finding only myself.  I 

eat by myself and clean up by myself.  For this 

reason, I've always felt alone.  But then if I'm 

alone, where does the strength and spirit come 

from that can keep me going when I feel 

hopeless and de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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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n't born into a Christian family. I've only 

started going to church for a really short amount 

of time. It started when Phillip Hsu, a friend of 

mine from school, brought me into the church's 

youth group. I started coming to church on 

Sundays as well.  In that room where our youth 

group meetings were held, I've met many 

believers and heard many stories about God.  It 

was in that room that I accepted Christ into my 

heart.  It was also then that I realized I was not 

alone, even in that empty room where I was 

eating, he was there with me, his spirit within me 

to give me the strengths to keep going.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become or how 

much I suffer, he will be there to help me get 

through, and our bonds will become ever 

stronger through it. 

 

    In Genesis, God said that he created us in the 

image of Him. He gave us the ears to listen to 

his stories, he gave us the mouth to pray and 

talk to him, he gave us the eyes to see the truth, 

and he gave us the legs to walk with him down 

the path to salvation. Thank you.      
� 單 慧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很高興在這裏受洗，向世人宣告我已經相信了主耶穌基督，也已經蒙受了 神的救恩。       我是今年 2 月初和先生來到美國探親。當時正值春節前夕，兒子把我們帶到克侖比亞華人基督教會去參加慶祝春節的活動。 教堂裏柔和的鋼琴聲，優美的贊美詩，弟兄姐妹之間親切而又熱烈的氣氛把我深深的打動了。我仿佛又回到小時候跟隨母親去教堂的情景。我的母親是一位天主教徒，受母親的教導，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且在三日後復活的故事。所以參加教會的活動讓我感到既熟悉又親切。以後每周的團契和主日崇拜我都去參加，在那裏學習聖經，聆聽 神的話語，看遠誌明傳道的錄像，裏程撰寫的“遊子吟”等書籍，我開始重新認識了 神。       因為兒子 5 月 20 日要到“夢三多”公司實習，我們又隨兒子來到聖路易斯。感謝 神的引領，帶我們來到聖路易斯華人基督教會。參加了恩園團契的活動和主日崇拜，弟兄姐妹又到家裏給我們傳福音，周牧師也跟我談話，解答了我的一些疑慮，使我有了信主的決心。  

     通過一段時間對聖經的學習和周牧師，蔡牧師及團契弟兄姐妹的幫助，以及又閱讀了“崇聲，舉目，海外校園”等雜誌，受到很大的啟發：萬能的 神不僅創造了宇宙萬物，還創造了人，我們本來都是 神的兒女，只因為犯了罪而與 神隔絕。  自己多年來接受的是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教育，認為一切宗教信仰都是唯心主義，是迷信。 對自己是個罪人更是難以理解和接受。 我認為我奉公守法，做人做事力求問心無愧，對得起良心，是屬於善良，正直的人。 羅馬書第三章 23 節中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 從亞當，夏娃，我們的罪是與生俱來的是原罪，而自己的思想，話語，行為偏離了 神的標準也是罪； 多年來遠離了 神，甚至有時還懷疑 神的存在，我內心有時很軟弱，有時又很清高、自傲，看別人的毛病多，自己卻不肯認錯，也不願接受別人的批評等等，這些其實都是罪。 神原本可以因我犯下的罪任我自生自滅，但是 神愛世人，為了把世人從死亡和罪惡中拯救出來，讓祂的獨生子耶穌降到人間為承擔我們所犯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用祂的寶血洗清了我們的罪，又因著主耶穌三日後復活升天賜給了我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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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認我的罪並悔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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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接受祂是我生命的主宰。        信主之後，我感到最大的變化是我學會了把自己交托給 神，讓 神做自己生命的主宰。 我只要通過禱告，向 神祈求和感謝，心裏就得到平安。前不久發生的一件事，讓我明顯的感覺到這種變化：7 月 4 日晚，一場大火燒毀了緊靠著我們住房外面的車棚及裏面停放的五輛車，我兒子的車也在其中。 因為他的車沒買全險，至今未得到任何賠償。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災害，在以前，會讓我感到沮喪、焦慮，感到孤立無援，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調整不好自己的心情。那天晚上，我徹夜難眠。開始的時候，真的是一遍遍的說：“為什麽？為什麽會讓我們碰到這種事情？”後來，我跪下來禱告，祈求 神的幫助，慢慢的心情平靜下來，也能冷靜的去思考問題了，目前所燒毀的只是一輛舊車，而主的大恩阻止了我兒子想從火中搶出車的想法，保守了他的身體，沒有收到任何傷害，也保守了僅離火場一步之隔的住房

沒有被燒，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是主何等大的恩典！在這個期間也感受了團契的弟兄姐妹的關心，我不再感到無助和孤單。        腓立比書第四章 6-7 節說：“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借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說要的告訴 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我很快就要離開美國了，這次來我感到最大的收獲是蒙 神的恩典，揀選我做了祂的兒女，神會堅定我的信心，引領我的道路，保守我的平安，我願用余生跟隨主耶穌。  感謝主！ 
  

� 宗東升      感謝主，是您把我帶到這裏來，我的名字叫宗東升，來自中國沈陽。今年 3 月 8 日踏入美國領土，7 月 8 日決誌信主，今日在這裏與眾兄弟姐妹一同為我見證受洗：您是公義信實而慈愛的神，您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我願意把我托付給主，以榮耀主作為人生目標。      感謝主，在我還沒有真正認識您之前，您並沒有忘記對我的看顧和找尋。記得早在我童年的時候，晚上最大的娛樂就是聽收音機了。因為在當時 80年代初，家裏的收音機就成了除了手電筒以外唯一的、真正意義上的家用電器了。就是通

過這樣一臺“紅燈”牌的半導體收音機，每天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可以憑借斷斷續續的信號收聽到香港九龍基督電臺的節目。其實那就是  神在向我呼喚。當時雖然年紀很小，但有些內容還是似懂非懂的很願意聽，特別是那裏面說話的語調和優美的贊美詩旋律，很是讓我喜歡。當聽到“如若您需要聖經，請來信免費索取”的消息時，便滿心歡喜的寫了封信，貼上一張 8 分錢的郵票，就寄出了我對主的應招，寄出了我的希望。由於當時的天真與無知，不知道大陸和香港那個時候是不能夠直接“通郵”的，就這樣，我和主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就這樣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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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的日子，我在沒有主的世界裏繼續遊離與飄蕩著。大學畢業後留校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在日復一日看似蒸蒸日上、碌碌而有為、實則空虛飄忽的日常工作中，繼續奢侈的消磨著上帝賜予我們的一切。也許是幼年曾聆聽過主的聲音的緣故，即便是在這甚是喧囂、紛繁蕪雜、離棄主的世界裏，仍使我常常感到內心深處一種莫名的恐慌和不安。於是決定做些更有意義的事。經過申請和個人努力，我如願以償的離開了行政崗位轉而從事一線教學工作。可是，當我面對講臺下學生們那百十雙渴望知識、更渴望人生真諦的眼神時，我再次迷惑了，甚至更加恐慌。因為我知道，“授人以魚，莫如授人以漁”。自己尚且在尋找屬靈的依靠與歸屬，我又能拿什麽來傳授給他們呢？我在局促不安中不停地在思考這樣的問題：“難道學生們只是僅僅需要那些將來賴以生存的、技術層面上的知識嗎？”，“難道憑借這些先進的知識和熟練的應用真的就一定能取得人生的成功嗎？”，“即使獲得了財富、地位、榮譽，難道那真的就是人生的真諦和真正的幸福嗎？”。縱觀當今社會諸多不盡人意之處，我們不難得出答案，那就是：構建學生們的屬靈結構遠比構建他們的知識結構要重要得多。但在來美國之前我仍然繼續迷惑著，繼續找尋著。正如聖經提摩太前書六章 21 節上所說的那樣，我們錯失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我們竟然不認識  神。      來到美國，來到我們的教會。通過周牧師、蔡牧師及眾多兄弟姐妹的幫助，使我逐步地、更加真切地、更加驚喜地認識到：原來那曾使我冥冥中、一直苦苦找尋的、卻一直未尋得真果的、真正的心靈家園，不正是那耶穌基督的國和他的義嗎？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組織”，自己心靈的“組織”，來到了 神的國度，來到了 神的家園，真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要是早點認識主那該有多好，那樣我就可以早一點認識到自己的罪，早一點從罪的捆綁中得救！神是造物主，是一切世界的主宰，祂是我們的 神，是我們的父，祂大愛我們，同時又是我們的最摯愛的朋友。耶

穌為我們的罪而受死，用自己的寶血洗清了我們的罪，我願為主榮耀而生。      信主以後——我對周圍的一切更加心存感恩、更加充滿希望、更加珍惜和享用，因為有主救贖，不必再因昨天的過失背負重擔，我們本當如此。      信主以後——我心中充滿了無限力量，我覺得自己更加無比勇敢，因為有聖靈關懷，不會被今天的困難所壓倒，神與我無時不在。      信主以後——我更加真切與清楚的知道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和自己真正應該做的，因為有 神帶路，不須為明天的變幻莫測而憂心忡忡，使自己的人生不再漂泊與混沌。     我感到如此慶幸，能夠認識 神，能夠現在就認識 神，衷心折服於 神的智慧，接受主的恩典，能夠有機會站在這裏，與諸位朋友們交流，分享我的見證，傳揚主的聖名。當然，隨著日後不斷的聆聽與踐行 神的話語，相信有許多好的變化是我現在無法想象和預期的；當然，在榮耀主的道路上也會有失望、沮喪、灰心，甚至是苦難。但所有的這一切我都會欣然的接受和領受，因為這一切都是 神所賜予我的恩典。神不僅是我們失意、落魄、軟弱、跌倒時的拐杖，更是我們胸懷壯誌、趕路、登山時的翅膀。讓 神的靈引導我一生愛主、跟隨主、事奉主，榮耀主！   感謝 神  感謝周牧師和蔡牧師  感謝世臣兄弟、馮麗姐妹  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兄弟姐妹  感謝所有我見到過的兄弟姐妹  再次感謝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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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  鴻    在六月的一天，我的先生對我說“周牧師和另外一些教會會員 24號來我們家一起學習聖經，讓你了解更多關於耶穌。”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來的真正意義，但我清楚的知道他們來我家需要開四五十分鐘的車，所以我當時還問了我的先生他們收不收錢的。他說不收, 那我就很爽快的說OK沒問題。      當那天他們來到我家裏的時候，我真的有些感動。除了周牧師見過兩三次外, 另外兩個從沒見過面的。但是他們卻願意花時間和坐那麽遠的車到我家來幫助我了解什麽是基督信仰而不收錢，有這樣的好事心情也就特別的好。      記憶中從小到大我時常都有跟媽媽到廟裏燒香，在我的意識裏我覺得是有神靈的存在的。所以當他們給我講了關於 神的存在的時候，我是比較容易接受和相信的。他們告訴我 神是自有永有的一位真神，創造了宇宙一切萬物，也創造了亞當和夏娃, 從此有我們人類今天的存在。那刻我真的從心裏相信。我聽說過也朦朧的知道亞當和夏娃的淵源，想一想以前常去燒香拜祭的那些神仙，我從來沒聽說過他們的來歷和故事。      當我們談到 神的兒子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頂罪來拯救我們是如此的神聖和愛我們世人的時候我有點糊塗，特別是說到我是一個罪人的時候我覺得很納悶，心想我從沒放過火也沒殺過人, 怎麽算是罪人呢？後來周牧師解釋給我聽。我這才明白人有貪念惡念等等都是罪，也明白是罪使我們與 神分開了。但是 神愛我們派了祂的兒子來到世上，甘願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頂掉所有的罪。當我們分享到這裏的時候，周牧師給我念了一節經文：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給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還解釋了其中的意思給我聽。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他們是給我傳福音來的，我真的感謝他們讓我認識到真 神。按照 神的標準，我

覺得我自己活在犯罪中。有一件事情也讓我最有犯罪感：記得大概在我十一二歲那年的春節，有一個比我小一點的小女孩跟著她的父母到我們家拜年，她一會兒就跟我和哥哥妹妹們玩在一起了。在玩耍中我看到她的一個利事紅包掉了出來，我就偷偷的撿起拿去藏了起來。想一想我真的是個罪人，我也遠遠達不到 神的標準。      那天我聽到福音, 聽到 神藉耶穌為我這個罪人, 打開了一扇通向 神的門，一條通往永生的道路。我從心裡願意相信耶穌, 接受耶穌的救恩, 並且讓祂作我生命的主人。在我相信的同時, 我不知道怎樣才會讓耶穌作我生命的主人?  在一次電話中我和周牧師談到了這個話題，雖然我還是不是很明白, 但是他對我說的一些話讓我知道從今以後, 在我人生的大小決定上, 過去都是我自己作主, 自己決定一切, 以後要先問主耶穌, 讓祂來為我做一切決定。因此我要學習依靠主, 相信主。 這樣的決定使我覺得現在的黑暗都將會變得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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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愛愛愛，，，，駐我心間駐我心間駐我心間駐我心間    

� 中國深圳  許誌玲      我叫許誌玲，是劉楠（Candy）的媽媽。因為愛，在2010年7月10日來到聖路易斯看望兩年沒有回家的女兒。在這之前，我自我感覺是 一個好妻子，好女兒，好媽媽，好兒媳，好教師，好朋友。因為我容易滿足，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幸福的女人。我對丈夫溫柔體貼，對父母關愛孝敬，對公婆理解善待，對工作一絲不茍，對女兒嚴緊寬容，對朋友友好誠實。於是，在家裏，老公疼愛我，女兒乖巧懂事，公婆待我勝過親生女兒，是我爸媽的貼心小棉襖；我從一個初中畢業的師範生一路參加自學考試到研究生，曾經是深圳市招聘教師中幾千位參加考試應聘者中的第一名，連續幾年的市優秀教師；因為我的性格隨和，成了朋友圈中善解人意的聽眾，所有的這一切都讓我覺得：只要我付出，就會有回報，因為天道酬勤。只要我善良，我就會開心。我覺得我想得到的都得到了，於是，我給人以高傲的神態，看似知性的外表，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一個自我感覺極其良好的教師，卻不知這所有的一切都是愛我們的，聖潔的，在天上的父所給予我的，我的驕傲深深地得罪了 神，因為我不懂得感恩！      初來到美國，由於女兒說她已經成了 神的女兒，我不得不要了解到底 神是什麽。最初的好奇，讓我覺得 神是傳說；第一次的團契我總結出 神讓一群遊離在海外的人吐露心聲，互相安慰；周五的初到教堂告訴我 神還喜歡人們給祂唱歌，給沒事幹的人提供了娛樂的場所；周日的禮拜讓我覺得這麽多人已經病入膏肓，如此虔誠地敬拜著他們心中的 神，簡直是無可救藥。於是回到家，我與女兒大吵大鬧，後悔為什麽要花這麽多錢送她到這個信 神的地方來。女兒和她的室友Kristal與她的媽媽劉鳳珍不僅沒有對我的失禮感到懊惱，反而聯系了教會中的其他兄長姐妹來主動約我了解我們這位偉大的父，一群優秀的青年

與我的談話讓我反思，給了我知識和啟迪；魏斌哥南英姐的真誠和見證讓我半信半疑，但卻讓我感動；古燁姐的故事和對我的有問必答讓我覺得合情合理、無泄可擊，所有的這一切又讓我想起了孫阿姨的可親可敬，周阿姨的頑強執著，夏小明的不厭其煩，還有我到現在都不能叫上名字的兄弟姐妹們的那種企盼友好的眼神，我由討厭有關聖經和神方面的書到主動拿來讀，覺得好像世界上確實存在著這樣一位關愛我們的 神，任大為的從理論上到實踐上的傳福音讓我真實感到了我的罪，是因為耶穌的死才赦免了我的罪，讓我得到了救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初來美國時的高傲讓我覺得自己是如此卑微的一個人，我，自以為是，目中無人，驕傲自大…但是我真的很幸運，親愛的耶穌祂把愛一次又一次撒向我，讓我在反復中認識了祂，讓我在質疑中堅信了祂，讓祂的愛駐在了我的心間！我現在覺得有一位真真切切的，實實在在的，慈祥可親的父親正在微笑著關切地看著我這個剛剛回家的女兒。親愛的父，請原諒女兒的對您最初的否認和攻擊，對您的不忠與質疑，從今以後我要永遠跟著您，請您牽著我的手，不要放棄我，給我支持，給我諒解，因為我在您面前還是一個新出生的嬰兒！但請您相信：我願意承認並悔改我的罪，因為我知道您寬宏大量；我真誠地希望您來拯救我，因為我知道您的智慧和無所不能；從今以後我願意虔誠地禱告說您是我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宰，我的幸福是您賜予我的，我將一生一世聽從您的話，請您無論在什麽樣的環境下都照顧我關愛我，讓我慢慢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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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將離開聖路易斯—我重生的地方。為了滿足女兒的愛心，我們要去紐約華盛頓費城芝加哥等地方看一看，然後就要回國走向工作崗位了。親愛的父，您要安靜我的心，賜給我智慧，讓我榮耀您。我要把女兒托付給您，她下學期將是華大大四的學生，懇求您給她正確的選擇，讓她看到人生的方向，您一定要把您的靈光賜給她，因為我知道我沒有能力，只有您能。還有我們的室友，忍辱負重的劉姐和孝敬可愛的
Kristal，請您要幫助她們，過上幸福的生活；還有所有在座的兄弟姐妹，與其說我是與他們的分離，倒不如說是我們的團聚，因為從今天開始我們是真正的弟兄姊妹了，親愛的父，求您賜給他們健康，快樂，進步和如意！也求您讓我能夠在回國的途中順利，回家後給我智慧來面對家人和同事！我堅信：您能做得到，因為您的愛已駐在了我的心間！   

擡頭挺胸擡頭挺胸擡頭挺胸擡頭挺胸            步入永生步入永生步入永生步入永生    

� 赫桂君  在座很多人都認識我，知道我在教會徘徊了八年之久。我的母親晚年得救。雖然有著嚴重的糖尿病，眼睛看不清，走路困難，每個主日必由父親攙扶到教會參加崇拜。每次回去探望她，母親就向我傳福音，請我信主。 看媽媽病重，不好拒絕她。就推託工作忙，等有時間再考慮。      隔年，媽媽中風入院。在病痛中，看見她生命平靜安穩。從不談愛兒女的變成一位有愛心的老人，並且不停地囑咐我們，要愛同事，關心丈夫和孩子。在母親的追悼會裏，教會兩百多位弟兄姐妹為她唱了近一小時的讚美詩。當時我的情感雖受動搖理智猶固，不肯信服。      2002 年來到了聖路易市。張凡杰姐妹每星期天來接我和兒子上教會。在一次聚會中，被一首詩歌”寶貴十架”大為感動。覺得面對基督寶血救恩，我必須信主。可是，當聽見信息裏提到人一生下來就是個罪人，需向主認罪成為重生的人時，心裏不明白：為什麼父母教育我們要作一個有用的好人，而且一向嚴以律己的我現在成了一名罪人? 從此不再去教會。  

    我自以為是，這么多年來沒信主全靠自己的拼打。去年有機會開了足療診所。一位顧客 Ling 帶領我參加一個中國人的查經班。回想這些年來，一直想好好讀聖經。  當環境平穩時，讀經意志強，也容易聽從真理；遇上環境惡劣時，就變得悖逆不順服。在查經班使我認識到主基督耶穌是天地万能的主，是創造世界万物的主，是 神每時每刻都在看護我，在 神的面前我是個罪人。      十一月間，原打算跑趟義診打一針感冒預防針就行。有位工作人員鼓勵我順便作個例行的乳腺癌檢查。十二月接到醫院複檢通知，一月二十日被確認乳癌患者。想到來美後不停地奔波，現在生活稍穩固，孩子大學也畢業，正要過輕鬆日子就得了癌症。主為什麼這樣待我？我不停地哭泣。。。一個星期日，到查經班讀到約伯記 約伯在患難之日向 神請願“神奪去我的理，全能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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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愁苦 (27：2)”。  又說“我持定我的義，必不放鬆。在世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責備我 (27：6)”。當時想：我的經歷與約伯有些相似。      醫院約定三月十四日為我開刀。這一個半月的等候，對我而言真是度日如年。從來不害感冒的我，這時也跟著流行，喉嚨疼痛難忍。張姐妹及時地為我找醫生，每天電話安慰我，為我禱告；一些查經班的弟兄姐妹也過來扶持我。奇蹟終於出現：醫院突來通知，手術可提前十四天！這十四天對一個癌症患者是何等重要啊！      二月二十三日早上七點鐘，我平靜地躺在病床，閉眼睛禱告: “慈愛的天父，天地萬能的主，今天我把生命交給袮，請袮拯救我。我要倚靠袮，我不懼怕。請袮賜給兩位醫生聰明智慧和體力，醫治我的疾病。”當晚五點鐘被推回病房時，聽到查經班的弟兄姐妹來為我唱讚美詩和禱告。 

     感謝 神，在一個不經意的機會下，被發現了癌細胞。我的癌症屬於第一期，不需放療與化療。免去這些的痛苦；神又把我放在聖路易市最好的醫院，得到最優秀的外科醫生的手術與復建，使我能抬頭挺胸成為一個有自信心的人。在約翰福音 5 章 24 節主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廳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八年前我不認為自己是個罪人；現在我明白了：我和你都是罪人，都需要來到耶穌面前得蒙拯救，向祂承認罪，信靠接受祂的救恩，這位天地的主宰。祂不但可以赦免我的罪，賜給我靈魂的新生，祂又醫治了我肉體與魂的創傷。今天站在您們面前的是一個 神所新造的貴君。請你們多為我禱告，幫助我好好地跟隨主。  感 謝 主 ！ 也 感 謝 大 家 ！
 

� 麥秀萍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  感謝 神讓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裏做受洗見證！       我信主之前拜偶像，是個非常暴躁，同時又有很強的控制欲的人。希望所有事情無論大小都要按我的意願執行，我傷害了我的家人，得罪了 神，但我卻不知道。       我的丈夫 2008 年來美國，聽到福音，回國後帶我去教堂，常常給我讀聖經。我也覺察到他在處理一些事情的方式上有所變化。今年，我自己來到美國，通過教會的福音探訪，聽到更完整的福音，也對福音有了更深的認識，消除了一些

疑慮。於是我決定受洗。聖經上說“世人都犯了罪”。我也是一個罪人。只是我原來並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罪性。以為只要心好，出發點是為別人著想，就是好的，不註意方法方式，以至和別人產生很多摩擦，家庭也得不到安寧。神原本可以讓我們自生自滅，一輩子活在罪中。但是，神如此愛我們，差祂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世上，為了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使我們可以因著信靠耶穌而成為祂的兒女。我感謝 神借著兄弟姐妹向我傳福音，讓我認識耶穌，並接受耶穌為我的罪而死所帶來的救贖。       信主以後，我再也不拜偶像了，也開始懂得更多地為別人著想，更渴慕 神的話語。願我今後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65 

 

的行事為人 能更多的為 神喜悅。我願意向世人宣告我如今向 神認罪悔改，接受 神給我的救恩，相信耶穌是我的救主，讓祂成為我生命的主宰。我願意一生跟隨耶穌，聽祂的話，為祂做工。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經文：約翰福音15 章 5 節“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它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麽”。 謝謝大家！  
 

� 黃亞菲       2000 年到了美國之德州後，開始接觸到基督教徒和教會。當時有校園查經班，每周定期聚會，我開始偶爾參加。當時覺得聖經上的有些話很有道理，偶爾有些感動，但是覺得信主對我來說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後來有了小孩子，會經常去教會團契，但是主要目的是跟其他的媽媽交流育兒經驗，讓孩子多跟其他小朋友玩。老實的說，當時把去教會當成 social networking 一種。就這樣又過了一兩年，直到有一天，跟我一個要好的信教姐妹，問我：“亞菲，你相信基督耶穌嗎？”我說：“當然啊。”“那你認為自己是個罪人嗎？”我說：“是，我每天都不停犯罪。”然後她問我，願不願意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洗去身上的一切罪惡。我有些猶豫，但是還是說願意。我猶豫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我雖然也認為 神無處不在，覺得我並不一定要依靠 神。你看，我那麽多年過來，不也自己出國，念書，生小孩，神也沒有幫忙啊，依靠自己不比向 神求更加實在嗎？      心裏存著這個疑惑，當時並沒有積極的尋求答案。後來因為忙著搬家，找工作等等各種事情，把這件事情拋到了腦後。以至於，後來有人問我是不是基督徒時，我自己也很疑惑，我到底算不算基督徒呢？答案好像也

並不重要，我的生活也沒有因此改變。      真正的又開始思索這些問題是從去年年底開始的。當時，我先生突然被診斷為癌癥晚期。我先生是醫生，我自己也是學醫的，在突如其來的疾病面前，我們卻束手無策。於是開始求助於教會和被我們冷落了很久的 神。我們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幫助。我的內心被深深的觸動了，其實這種觸動不是幫助本身帶來的；而是，它讓我感覺到自己並不是 alone,周圍還有很多人在關心，在愛著我們，而這種愛是來自於 神的。我覺得 神把愛的種子放到人的心裏，然後讓它發芽生長壯大，最終充盈自己，也惠及他人。雖然最後我的先生走了，我們覺得 神並沒有拋棄我們一家。我的父母在今年 4月受洗，今天我也站著這裏充滿喜樂的說我願意接受祂成為我生命的救主。     真正願意信靠主之後最大的轉變是對自己的態度，能放下自己的 ego, 不再認為，I can do it。而是完全臣服在祂的面前，讓祂帶領我走前面的路。 因為，“當我們承認自己智慧的無用，放棄自己智慧的謀算，完全依靠 神的時候，神必施拯救。我心裏依靠 神，就 得 幫 助 （ 詩 28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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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轉變，是對他人的態度。以前的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公平的人，對朋友很願意付出，對素不相識的人可能比較冷漠，對所謂的敵人更是橫眉冷對，還經常把“don’t get mad, get even” 掛在嘴邊。當 神把感動放到我心中的那一刻，祂也把那顆愛的種子放到我心中。神說要愛人如己，也要寬容和愛自己的敵人。在這裏我想作一個小小的分享。當劉平剛剛被診斷為癌癥的時候，我的父母千裏迢迢第一時間從湖北趕到北京，簽證後準備馬上前來美國。劉平生前由於母親早逝，跟他的父親有很大嫌隙。當我父母到北京的時候，試圖跟我的岳父聯系，用於種種原因，岳父拒絕見面，還說了一些讓我父母很難堪的話。我父母怕我難過，直到兩三個月後才告訴我這件事情。當我得知這一情況後，我第一反應是要拿起電話，質問我的岳父：就算我們小輩千錯萬錯，你有什麽權利來批評我的父母？我拿起電話，又放下，又拿起，這樣掙紮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牧師打電話來討論受洗的事情。我突然有了感動: 我曾經犯下過那麽多的罪，神

還是寬恕了我，祂的兒子基督耶穌還是用祂的寶血洗凈了我的罪，那為什麽我不能寬恕別人呢？想到這裏，我心裏突然放松了。後來的一段時間，是跟岳父一家還是有交流，雖然結果不完全如人所願。神教導我們說“並要以恩慈相待，在憐憫的心裏彼此饒恕，正如 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弗 4：32）”。其實當你原諒了別人的時候，也松開了自己身上的束縛。      現在回想起來，我在 2007年的時候，絕對不是一個基督徒，因為，我當時是嘴裏相信心裏不信，承認自己有罪，卻沒有任何悔改的心誌，所以我自己本身沒有任何的變化。而今天，雖然我自己對聖經和基督教理解仍然很粗淺，但是我願意信服我們的主，萬事順服祂的引導。因為“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感  謝 主！                 
春季受洗見證春季受洗見證春季受洗見證春季受洗見證 

� 劉鳳珍     兄弟姐妹們大家好！我來自中國的深圳名叫劉鳳珍，今天是我受洗認主的日子。 內心非常激動，因相信主耶穌我現在就成了 神的兒女。很自豪！           回想信主前的我，及其貪愛世界和物質享受，內心無真愛。一切人和事都用錢來衡量。記得我是 93年離開父母來到深圳，當初只是想多掙點錢就回去。可是貪婪的欲望讓我一別竟 17年，直到疼我愛我的父母相繼去逝。我都沒有很好的在身邊事奉過，因為要回去照顧老人怕耽誤了掙錢的機會。事情過去後但內心沒有真正的愧疚，因我用錢孝敬了老人。金錢的欲望大過了愛自己的親生父母。        

    在家庭中面對自己的丈夫無視他對我的恩愛。因為他是一位技術工程師，膽子小心眼不活太誠實不會算計。掙不到大錢使我的生活不夠豐厚，我就天天怨恨他說他是笨蛋。而我比他掙的錢多一些，我就理所當然的在家做了老大。任何事情從不和老公商量，這樣的言行舉止深深的傷害了老公，使他生活在郁悶之中。家中不再是幸福的港灣，而是隨時要解體的旅館。可我毫不在乎覺得無所謂，貪婪自大的情感代替了患難 20年的夫妻之情。           對我唯一的女兒也沒有盡到無私的母愛，在她成長過程中身心最需要我時，幾乎都見不到我的身影。因我還是在忙於掙錢。對送她出國留學我也是有目的的，因她學習好出國容易些。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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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的感到做實體的掙錢很難，而在國內那次些搞金融的掙錢又快又容易，今後資本市場最有前途。我就對女兒說：你去美國留學，要學金融專業我出學費，將來你能夠掙錢，有我一半也是我的投資回報。這是真實想法不光自己貪婪拜金，也要讓女兒貪愛世界。             我就是這樣自驕自傲的生活著，對家人不懂什麽叫真心相愛。對待凡是對我好的人，我也對他好。凡是伸手想打我左臉的，同時我的手也會打在他的右臉上。可從沒有想到自己是個罪人。因為在這個世上我從不知道還會有 神，一位公義聖潔大能的 神，更不知什麽叫得罪了 神。             感謝女兒傳福音拜讀了聖經，我才知道世上是有 神。而人是有罪性的，如果不信 神我們的

犯罪就無法控制。只有相信 神，把自己完全交給祂來做主，我們才能得以赦免。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贖我們的罪而流血舍身, 保全了我們, 這是 神賜給我們最大的恩典！             信主後聖靈感動，我才深深感到自己既不是個好女兒也不是好妻子更不是個好媽媽。在 神看來我完全是一個罪人，做了很多 神不喜悅的事情。             今後我願意認罪悔改，接受 神籍著耶穌給的救恩。不但相信耶穌是我們的救主，也接受祂是我們生命的主宰，我願意一生跟隨祂侍奉祂，做 神的好女兒！         
� 吳英瑛           我在生孩子之後生了大病，在病痛中我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沖擊。我覺得自己已被這個世界遺棄。內心的絕望、怨恨和恐懼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自負的我拼命想借自己的能力來解決問題，結果卻一事無成。肉體的痛苦又導致了精神的痛苦。每天我都被幾個問題困擾著--為什麽會輪到我受罪？我以後該怎麽辦呢？我覺得自己已經沒有價值了。我對人生完全失去了信心。         後來我經媽媽的介紹來到了教會。在祈禱和牧師的講道中我得到了一些平靜，由此看到了一絲希望。我開始意識到一個人要解除肉體的痛苦是和他靈魂的拯救是分不開的。同時，教會的兄弟姐妹們讓我認識了耶穌基督和祂的教義。我在痛苦時，一是自負只依靠自己，二來怨天尤人，三來悲觀絕望，但耶穌基督仍沒有遺棄我。神原來可以因我的罪而任我自生自滅，永遠和祂沒有關系。但祂卻如此愛我，讓祂的兒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舍生，又派人給我傳福音，使我明白我可以因信耶穌而成為 神的兒

女。由此我相信耶穌就是 神，我接受耶穌為我的罪而死帶來的救贖。       我感謝耶穌對我的恩典。信主之後，我內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認識到人是多麽的渺小，他的能力又是多麽低下，生命又是多麽短促。但在 神的眼中我確是重要的。即使是殘疾，耶穌照樣用重價救贖了我，依舊愛我。那我為什麽還要怨天尤人呢？我又何必為我的未來擔心呢？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又是如何狹隘呢？正如箴言第3章，3-8 節所說， ““““不可使慈愛不可使慈愛不可使慈愛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誠實離開你誠實離開你誠實離開你，，，，要系在你頸項上要系在你頸項上要系在你頸項上要系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版上刻在你心版上刻在你心版上刻在你心版上。。。。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寵寵寵，，，，有聰明有聰明有聰明有聰明。。。。你要專心仰你要專心仰你要專心仰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賴耶和華賴耶和華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不可倚靠自不可倚靠自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己的聰明己的聰明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他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必指引你的路必指引你的路必指引你的路。。。。不要以為自己為智慧不要以為自己為智慧不要以為自己為智慧不要以為自己為智慧，，，，要敬畏耶要敬畏耶要敬畏耶要敬畏耶和華和華和華和華，，，，遠離惡事遠離惡事遠離惡事遠離惡事。。。。他便醫治你的肚臍他便醫治你的肚臍他便醫治你的肚臍他便醫治你的肚臍，，，，    滋潤你的滋潤你的滋潤你的滋潤你的    百骨百骨百骨百骨。。。。””””            我願對世人宣告，我願意認罪悔改，也願意接受神籍耶穌給我的救恩。我不但相信耶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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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主，也接受祂是我生命的主宰。我願意一生跟隨祂，聽祂的話，在祂的光照下漸漸長進，滿 懷希望，讓我的生命充滿平安和喜樂。        
� 周翡翡  弟兄姐妹平安：     我來美國 5 個多月了。起初來到這裏，離開熟悉的環境，離開家人，朋友，讓我感覺非常孤獨，但就是那時的孤獨與脆弱，讓我更加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讓我可以平靜下心來禱告，讀經。感謝教會的弟兄姐妹對我的關心與幫助，讓我可以度過那段最艱難的日子。我想一切都是 神的指引。                 記得以前時常幫我的媽媽抄寫詩歌，經文，也知道耶穌。但是，那時候太年輕狂妄，只管今天不管明天，不知道感恩，不懂責任，心思全在吃喝玩樂上。後來我的表姐勸導我加入了她的學習聖經的家庭聚會。也是在這個聚會中我認識了我現在的老公，感謝 神！                 起初學習聖經是因為它的一些話語感動我。羅馬書 12章 9 節：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21 節：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看，這是多好的話語，指引我如何做人，想想自己以前，自私，妒忌，愛慕虛榮，有時看到不順眼的事情就要爭辯，總是秉承“以牙還牙”，覺得自己很英雄。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學習聖經越多，我越深信耶穌，深信祂用祂的寶血，贖了我們的罪，修復了我們與上帝的關系。我應該懂得感恩，懂得珍惜這份救贖。我時常想，耶穌拯救了我們，我們又該為祂做些什麽呢？那就是承認祂，感謝祂，追隨祂。聖經有教

導：馬太福音 10 章 32 節：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所以我現在會給國內的朋友們講耶穌，雖然她們不以為然，但是我不會放棄，我相信，她們只是暫時的迷失方向，總有一天，她們會像我一樣找到回家的路。             我也感謝我的老公，生完寶貝後，我的身心都有些不適，總是胡子亂想，有時還會掉眼淚，但是他總會坐在我的身邊，很快的為我翻出一些聖經的章節，讓我讀，幫助我的心恢復平靜。老公和他的家人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和愛。我也很佩服老公對聖經的熟悉程度。我應該向他學習！  最後，我想引用一段詩：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的時候， 我不是呼喊著說：我得救了；我更不是說：好像你沒有得救， 我只是悄悄的說：我曾經迷失過，所以我選擇了這條路。  當我告訴你，我是基督徒的時候， 我並不是告訴你，我要努力做一個堅強的人， 而是向你承認：我非常脆弱，所以我常借著禱告，尋求繼續前進的力量。  當我告訴你，我是基督徒的時候， 我沒有半點的意思要論斷別人。 我根本就沒有權利做這樣的事； 我只是要告訴你，我是一個被愛的人--     被 神所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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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我    願願願願    信信信信    主主主主    

� 孔金容     因我女婿重病，我於去年 12月底來美國。當時女兒、女婿都在醫院，我們處境十分困難：有腳不能走路，有嘴不能與人交流講話，外孫女在電話中哭著對女兒說，家裏的食物，用具用品因不認識英文，都不會使用，連做飯帶孩子都很困難。成天憂愁，淚流滿面，難處無法形容，無處可訴。在這困難之時，教會的弟兄姐妹獻出了愛心，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們有的送菜，有的送藥，有的送聖經，明奇夫婦還帶來面粉，酵粉，蒸籠教我們做饅頭，把家中不認識的東西用中文標簽貼上。不僅如此，他們還經常為女婿求 神禱告，接送我們參加教會，團契活動，他們都很熱情，真誠，謙卑。 雖然我與他們在年齡和知識上不在一個層次，但他們如此恩待我們，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人間有這樣的團體，連個謝字都不要。 感謝 神，通過教會弟兄姐妹傳福音，使我有機會認識 神，並且心裏得到了安慰和依靠。   

    幾個月來，經過慕道班的學習，跟進培訓學習，主日學習，團契活動，個人讀經查經學習，使我逐步認識並相信世上有三位一體的獨一真 神，而且祂是憐憫，聖潔，公義，良善，慈愛和萬能的 神。 只要信靠祂，就能得到 神的救恩。         在此以前，我不信 神，國內也有教會的姐妹多次勸我信主，我卻譏笑她們無知。 我以為一個人只要良心好，不做壞事就行，如今我才認識到自己的無知，在 神面前是個罪人。 是主救了我，是 神派祂的獨生子來到人間，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赦免了我們的罪，救贖了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成為 神的兒女。 我求 神赦免我以前的一切過犯，我願認罪悔改，願 神做我生命的主宰，引導我今後的人生方向，因為“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篇 119：105      今天我決誌受洗，並願一生跟隨耶穌，求主堅固我的信心，永生信靠 神，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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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馨元  弟兄姐妹，平安！      作為一個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我身上最大的問題就是“自私”和“以自我為中心”。在家裏，我是最小，家中的長輩，父母，哥哥姐姐都謙讓我。在這樣的成長背景讓我以為如此的環境是理所當然的。直到四年前，我獨身來到美國。離開了熟悉的親人，朋友，身邊的一切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我也開始意識到從前的我，是一個被嬌慣的，在溫室裏長大的，經不起考驗的花朵。雖然意識到行為與思維方式有可改進的地方，我沒有意識到我的自私是有罪的，我的以自我為中心是不為 神喜悅的。      神本可以讓我這樣的罪人因罪而自生自滅，永遠失去與 神的關系，但祂卻如此愛我們，在我們還在罪中時就讓祂的兒子耶穌來世，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還派人向我傳福音，使我明白：我們可以因信耶穌而成為 神的兒女。感謝 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我的心終於被聖靈完完全全的感動，全新地相信 神，並願意接收耶穌為我的罪而死所帶來的救贖。      感謝 神，在我的心敞開給祂之後，心中感到無比的寧靜，仿佛心靈找到了慰藉，因為我知道

我是 神的女兒，神與我同在。我信主後產生罪強烈的 願望就是把福音傳給我的家人，榮耀 神。不幸以我的拙口苯舌，他們還沒有接受主，但感謝 神，我沒有放棄，繼續每天禱告希望 神能在他們心中做工。      在這裏，我希望和大家分享我在禱告中常用的一段經文（詩篇 6：1－4）  耶和華阿，求你不要在怒中責備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懲罰我。耶和華阿，求你可憐我。因為我軟弱。耶和華阿，求你醫治我。因為我的骨頭發戰。我心也大大地驚惶。耶和華阿，你要到幾時才救我呢？耶和華阿，求你轉回，搭救我。因你的慈愛拯救我。      雖然信了主，我身上依然有太多太多不蒙 神喜悅的地方，不配做 神的女兒。而我個人的力量與 神的大能比起來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所以每次禱告我都求 神赦免我的罪，賜我力量永遠地舍棄那些不蒙 神喜悅的。      在這裏，我願意對世人宣告我願意認罪悔改，相信耶穌是我的救主，接受 神藉耶穌給我們的救恩，接受祂做我生命的主宰，一生跟隨祂。 
 

� 師維亞     受洗是一個基督徒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天，受洗的意義是將基督徒與耶穌基督一樣，一同死，一同被埋葬，一同復生。中國是個無 神教理論的國家，因此從小所受的教育是無 神論和唯物主義，對基督教並沒有太多真正的認
識。只是從初中的歷史課上老師給我們放的一部有關耶穌基督的故 事，我才對耶穌基督有所了解，見證了祂的死和死後又復活。          神是聖潔的，公義的，換句話來說祂就是沒有罪的，對待每個人是公平的。但是我們永遠是個罪人，這是因為由於人類老祖宗亞當和夏娃不聽 神的話，犯了罪, 而將罪性遣傳給了後來所有人。但是我在信主之前，也做了很多 神不喜悅的事情，例如說話不算數，欺騙父母，有嫉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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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這些都不是 神所不喜悅的，因此我承認我在成為一名基督徒之前是個罪人，是因為信靠了主耶穌基督，以祂釘死在十字架上從而洗掉了我的罪，讓我重新獲得了生命，讓我成為了祂的兒女，並且以後讓我有能力不再犯罪。          神是創造世界萬物的人，而祂的兒子耶穌基督，為了拯救我們，洗清我們的罪，自己釘死在十字架上，自己承擔了那麽多的罪，而我們有時候卻做得十分過分，但是 神卻憑著祂的公義與聖潔，將我們的罪洗清，讓我們成為了祂的兒女，一輩子不會成為罪人，主的愛是何等的浩大啊。          馬太福音 6章 9 節到 13 節的主禱文，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禰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      

    耶穌基督是萬能的，是永遠存在的，因為我們要做祂的仆人，祂為了我們做出了這麽多，我們應該感謝祂，贊美祂，並且一輩子的稱頌祂，做祂一輩子的好奴仆，為祂服侍，讓祂一輩子做我們的救世主，希望祂能保守我們一輩子的平安。          在信主以前，我經常做錯事，心裏總會忐忑不安，生怕父母會打我，罵我。可是在信了主耶穌基督以後，我經常會禱告，讀聖經，讀 神的話，慢慢體會其中的深層含義，這是其他書籍不能帶來的，聖經就是我們基督徒的精神食糧，每天都去研讀，禱告，會使你的心更加寬廣，使你一步步的更加走向 神。因此我願意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我一輩子的救主，我在 神面前承認我是一個罪人，我願意認罪悔改，也願意接受 神借耶穌給我們的救恩，並且讓祂做我們一輩子的生命的主宰，並且一輩子跟隨祂，聽祂的話，阿門。
        

� 廖小良     本來, 我來到教會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我的兒子 Kevin 能得到更好的指引。所以我聯系教會幫助, 我們才可以來到教會的這個友好而溫暖 “恩園團契”。但沒想到我自己先信了主。       在那裏, 我通過學習<標竿人生>, 特別是通過每次王俊雄載我們來回教會與我家的路上, 他和夏祖懷都給我們講解了很多關於 神, 基督教, <聖經>。。。這使我對 神有了初步的認識。        我明白了 神原本可以因我們的罪而任憑我們自生自滅, 永遠和祂沒有關系, 但祂卻如此地愛我們, 讓祂的兒子耶穌來到世上, 為我們的罪死

在十字架上, 也派人向我們傳福音, 使我們明白我可以因相信耶穌而得救成為 神的兒女。耶穌就是 神。         我明白了<聖經>是真理, 是 神的話語。但是, 當時我還沒有認真地投入地去讀它。直到有一天, 當王俊雄和夏祖懷來到我家給我上<跟進栽培課程> 時，我告訴他們, 我心煩死了, 我對我的經理感到非常氣憤! 她為一點小事而減少我的工作小時, 我認為我工作非常好, 並且從來沒有做錯什麽, 我要去總經理那裏給我平理。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72 

 

    然而, 他們首先讓我讀<聖經> “論愛仇敵” “論以眼還眼” “禱告” “不要憂慮”。經文說：“你們饒恕人的過犯, 你的天父也饒恕你們的過犯”(馬太福音 6-14)。然後, 告訴我做更多的禱告, 求 神幫助我。         就這樣過幾天, 當我回去上班時, 我看見我的工作小時又增補回來了。感謝 神！ 這不是 神的眷顧, 又是什麽? <聖經>可以指教我有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平衡的自我心態。而學習如何與人相處, 與自己相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回想往事, 如果我能早點了信主, 學習<聖經>, 我的人生就不會經歷以往那麽多挫折了。近來, 在每天與我父母的聊天中, 我總是對他們談 神, 基督教, <聖經>。 我真希望他們早點認識 神.         信 神之前, 我認為自己的每一點進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這也是我的罪。我願意對世人宣告我願意認罪悔改, 也願意接受 神籍耶穌給我的救恩。不但相信耶穌是我的救主, 也相信祂是 我生命的主宰。我願意一生跟隨祂, 聽祂的話。         
� 張洪成     我生長在無 神論的中國，一直接受的是無 神論的教育。幾年前通過舊約的學習對 神有了初步的認識。08 年我的親家在美國接受了洗禮，並向我傳遞福音；去年我系統的聽了聖經故事，對耶穌有了較深的了解。 我是二月簽證，三月末來美國看望我的兒子，簽證前我兒子和我的親家及我都做了虔誠的禱告，沈陽領事館給我們預約的簽證時間是二月三日九點四十五， 恰恰是我和我兒子的生日的組合（9 月 4 日和 5 月 23日＝9:45 2.3），簽證和來美旅途都相當順利。      耶穌在約翰福音七章 17 節說，“人 若 立 誌 遵 著 他 的 旨 意 行 ， 就 必 曉 得 這 教 訓 或 是 出 於 神 ， 或 是 我 憑 著 自 己 說 的 。”如果先把誌定在順服上面，願意去遵行的話，就不難知道上帝的旨意了。所以神的旨意不會向那些不立誌遵行的人顯明的。 通過這件事使我更加相信上帝，並願意遵行祂的旨意。           認識有上帝後，我才發現從小到大不知做過、 想過多少在上帝看來是為惡的事情，比

如，自私、貪婪…… 並且每天還在持續不斷地重復著。而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永遠無法除去自身的罪的，因我們生在罪中，長在罪中。汙水如何能洗出幹凈衣服呢？唯有藉著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流淌的寶血，才能洗凈我們的罪惡，使我們重新成為上帝的兒女。         任何人若想獲得永生，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為我們安排的唯一進入天國的路，那就是接受耶穌作我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認罪悔改，一切按祂的話行，敬拜祂、跟隨祂、服從祂，作祂忠心的仆人。          在這裏我要感謝所有曾向我傳福音、幫助我認識主的兄弟姐妹，還有牧師, 謝謝神藉他們口中的福音把我從罪與死中救了出來。我也要盡我所能去傳揚主的福音， 奉獻自己的力量，願主耶穌保守我們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在祂的路上走得堅定、紮實。願上帝賜福給每一個信靠他的人。阿們！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73 

 

� 張  麗 各位兄弟姐妹非常高興今天能有機會在這裏作受洗見證。      我是在國內開是接觸耶穌基督的。2004 年我父母的世交送給我一本聖經，不過那時候我並沒有認真的研讀。只是當在生活上有煩惱和困惑的時候會去教堂聽講道，在那裏我感受到身心的寧靜。進一步的了解和接觸耶穌基督是我來美國之後。      以前聽到兄弟姐妹談到自己的罪，比如驕傲、自私。我總覺得自己似乎沒有這些方面的問題。現在我才認識到原來我先前驕傲的標準太高了，所以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罪。自以為是，不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覺得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這些都是 神所不喜悅的，都是罪的表現。耶穌基督以祂的大愛，用寶血洗凈我們的罪，使我們可以白白稱義。謙卑和信靠是基督徒一生要學習的功課。      我常常覺得人生的痛苦來自於“選擇”。生活面臨各種各樣的選擇，正是各種各樣的選擇和欲望使得人陷於生活的壓力和痛苦中，比如要不

要出國，何時回國，對將來生活的安排和計劃，都很令人煩惱。自從認識了主耶穌以後，我知道我可以將自己完全的交托給主耶穌，由祂做我個人的救主，帶領我的一生。主會為我安排祂認為最好的生活給我，我只需按照祂的心意領受即可。生活的壓力和抉擇的痛苦就這樣自然而然離我而去，平安和喜樂常常陪伴在我的左右。      詩篇 145篇第 14 節：“凡跌倒的，耶和華將他們扶持；凡被壓下的，將他們扶起。”  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劉敬霞姐妹對我的幫助，願主內每位兄弟姐妹每天都生活在平安喜樂之中。     
� 王經佛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在 2009 年 12 月份探親來到聖路易斯，我來自中國湖北黃石。由於自己長期生活和工作的環境，接受的是無 神論的教育，雖然活了大半輩子，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一直面對的是困惑與迷惘。       感謝主的呼召，讓我來到你的面前。雖然來聖路易斯只有幾個月，在華人基督教會弟兄姐妹的幫助下，參加了團契的活動，特別是通過牧師的講道和弟兄姐妹傳福音，自己才意識到即使是

世上最聖潔的人，都是驕傲的受造之物，常常看不見自己的缺點，軟弱和罪惡。人是亞當和夏娃的後代，因亞當和夏娃偷吃果子犯了罪，所以後代的罪是與生俱來的，自己原來認為只要不違反法律就沒有罪，可見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自己得罪了 神卻不知道。惟願我能靠著主耶穌的恩典，靠著主耶穌的聖靈，使我在所行的一切路上都能得蒙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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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是人類的救主和宇宙的主宰，更是我們個人的主，為救世人，替我們被釘十字架，替我們擔當罪的刑罰，這是我們罪人多大的榮耀啊！      感謝主饒恕我，寬容我，感謝主對我的恩典一直沒有停，我願將我今後的一生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我來到主的面前，領受主的教導，袮是配得榮耀的，請求袮賜於我力量，堅定我的信心跟隨袮。我願耶穌做我生命的主宰，願神的大愛永遠和我同在。   

    我們所信的主是真實的主，是充滿憐憫和慈愛的神，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祂已經愛了我們，赦免了我們，希望通過去追隨主的腳步洗清自己的靈魂；愛主更要順從主，不做主眼中視為惡的事，不斷以主的話語修正自己的行為，求主的憐憫，救我們脫離險惡，脫離世俗，脫離我們敗壞軟弱的身體，好讓主的旨意成就。 借著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垂聽每一個孩子在你面前的禱告，阿門。 
滿懷喜悅滿懷喜悅滿懷喜悅滿懷喜悅            迎接新生命的朝陽迎接新生命的朝陽迎接新生命的朝陽迎接新生命的朝陽    

� 王道慧                                我叫王道慧，來自江蘇南京。感謝 神的恩典，我才能成為 神的兒女並在此接受洗禮。      過去我也參加過崇拜和主日學，但就是不能接受自己是罪人的觀點。記得 2007 年回國前還特別向蔡牧師提過意見。他沒有和我辯論，只是引用了馬太福音第七章七節主的一段話“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來開導我，鼓勵我以後繼續多讀聖經。              當時我雖未信主，但回國後也不時查讀聖經。當我試圖用 神的標準撿視自己時，神的大能卻一下子擦亮了我的眼睛，讓我看到自己心靈深處隱藏著罪的種子。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犯過（例如隨著大流參與批判自己的同學）、有的蠢蠢欲動（例如羨慕某些以權謀私者活得滋潤等）。我想起曾讀過的雅各書第二章第十節那段經文：“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這使我猛醒：原來我這個世俗中的所謂“好人”在 神的面前卻是個汙濁的罪人。我必須悔罪，而悔罪唯一的途徑就是跟

隨那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用祂的血除我們罪的耶穌基督。           隨後我又回顧了自己一生和妻子患肺癌治病的經歷：我一生多次遇險、曾 6 次從死亡邊緣脫險；妻子治病過程中多次奇跡般的好轉。以前我總認為是“好人有好報”，回頭看來這一切都是 神的恩典。而 神一再施恩，正是要給我和妻子一個悔罪、並成為祂兒女的機會。妻子沒能夠受洗，但信了主，去年她是撫摸著聖經離開人世的；我自己也逐漸堅定信念，今年一月決誌信了主。              這時我驚喜的發現由於 神擦亮了我的雙眼，我開始能夠較好的領悟  神的教誨。我逐漸學會用 神的話語警醒並約束自己不再做罪的奴仆；學會謙卑自己；學會了感恩；學會了以寬恕之心待人。我甚至寬恕了一個 55年前在政治運動中誣陷我，把我害得極慘，被我記恨至今的校友。類似的變化還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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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最終都會離開這個俗世，我知道我們在世的日子只會越來越少。但我信了主卻覺得日子過得越來越充實。因為我明白：只要矢誌不移地追隨我主，我們都將迎來永久的光明。所以我 再沒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慨嘆，卻像孩童一般，內心充滿了活力。每天都滿懷喜悅、迎接光芒四射的太陽——那是我們活在主裏新生命的朝陽。 
� 董艷群     在我信主之前，我沒有認識到我所得的一切都是主耶穌賜給我的。當我在生活和學習上遇到困難，我總以為可以靠著自己的堅強和努力就可以克服困難達到目標。現在我認識了主耶穌，明白我的一切所得包括生命都是主給的。沒有主的呵護和守望，我是多麽脆弱，多麽渺小。沒有認識主耶穌是我犯的最大的罪。      主耶穌為了拯救我們這些死在邪惡過犯中的罪人，祂情願放棄天上榮耀的寶座，降世為人，卻在世間受盡毀謗和屈辱，最後被定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主耶穌對我們的愛是如此之浩瀚，讓我們凡是相信祂的人都不光在活著的時候得到安寧和喜樂，讓我們死了以後也能得到永生。 

    自從我接受主耶穌為我的主，接受祂為我帶來的救贖，我的生命從此有了新的意義。作為神的兒女是一件多麽榮耀幸福的事，無論走在哪裏，我都感受到主對我的呵護和愛。只要我向祂禱告，祂總在我最無助的時候給我指引，在我最低沈的時候給我希望。主耶穌時時都提醒我要克服與生俱來弱點，比如驕傲，貪婪，懶惰，讓我看到主耶穌為我們樹立的榜樣。      腓立比書四章六和七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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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我現在對世人宣告我願意認罪悔改，願意接受主耶穌給我的救主和主宰。我願一生跟隨主耶穌，聽祂的話。             
基督耶穌裏的平安基督耶穌裏的平安基督耶穌裏的平安基督耶穌裏的平安    

� 許  晶 大家好，我叫許晶，現在在華大人類學系念博士。              來美國之前，我時常思考生命的意義，宇宙的意義，卻陷入糾結，找不到答案。我相信有 神，相信這 神是造物主也是
冥冥中人生命運的主宰，所以我一直渴求一種信仰。對我而言，這信仰不是精神安慰，而應該是貫穿天地人心叫人可以委身的真理。      來美國之後，我逐漸接觸到基督徒。他們有喜樂有平安，而且待人真誠。我很羨慕這樣的生命狀態，並且自覺不自覺地尋求了解基督信仰。可惜很長一段時間我總以理性的眼光去“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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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 神的真實性，甚至有時會陷入不可知論的迷陣中。而且由於我的學科背景，我下意識裏總把基督信仰歸結為一種產生於特定歷史文化條件下的“宗教”去“分析”，甚至對歷史考古資料持懷疑態度。      後來聽不止一位基督徒說，神是又真又活的，不要想著用我們有限的理性去求證 神，而是要在我們的生命裏經歷 神。聽了這樣的觀點，我心裏蠢蠢欲動。我找來《賓虛》這部電影，看到結尾，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麻風病人扭曲的臉得醫治時，我放聲痛哭。人類的罪讓這個世界越來越墮落。於是 神道成肉身，用自己的寶血洗凈世人的罪——我不相信哪個宗教會編纂這樣一個故事，除非這不是故事而是真理，除非這個 神不是人造出來的偶像，而是真 神。於是我放下所謂“求知”的固執，用心來讀耶穌的故事。《約翰福音》溫柔憂傷的話語叩開了我的心門：“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他為門徒洗腳，說出空前絕後的新命令：“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我所有的理智和驕傲，在 神的話語面前轟然坍塌。我是個罪人，渴望 神的愛，渴望救恩。後來，在教會的福音探訪中我作了決誌禱告，跨出了“信”的這一步。      回想起來，神早就開始透過聖經向我說話，如腓立比書 4：7 所說：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去年4 月份，我向往懷孕。那個時候我還沒有信主，只是參加了每日讀經計劃，而且沒有堅持每天認真讀。4 月 20 號左右，我突然想尋求 神的指示，打開 18號的讀經，碰巧讀到約翰福音 16:21 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因為他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記念那苦楚，因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我內心有種莫名的感動，神真的在對我說話嗎？      4 月底我回到國內，5 月初竟然檢查出懷孕了，我心裏說不出的驚喜和感恩。新生命在我體

內的成長讓我不由自主地求告 神。懷孕過程的奇妙，讓我時常想起詩篇 139 篇：“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從懷孕到最後生產，主差遣弟兄姐妹幫助我，為我禱告；我決誌信主以後，也每天為腹中的小生命禱告，並祈求主借我懷孕生產的經歷來加固我的信心，作為榮耀 神的見證。       我預產期是 1月 10號，我先生 12月 28號去香港參加一個課程，要 1月 12號才回來，這件事早就定下來了，不能改變。 1 月 11 號最後一次產檢，醫生都說還沒有馬上分娩的跡象，建議 13號催產。可是奇妙的事發生了：12 號淩晨接到先生電話，香港那邊航班晚點 3 個小時，按照常理，晚上不可能趕回 St. Louis ；我心裏有擔憂，但又隱隱覺得這是 神的安排，要讓我們看到祂的大能。12 號早上我發現羊水已破，趕往醫院，labor 開始。我忽然有種感覺：神作的計劃，神必能成全。所以我繼續禱告，讓先生能看到寶寶的出生，見證這榮耀 神的時刻。幾經周折，先生於晚上 11 點左右趕到產房；寶寶於 11點 54 分順利降生。在人看來不可能的事情，在神看來有什麽難的呢？ 我突然流淚，大聲禱告，感謝 神的慈愛和恩典。      希伯來書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懷孕生子的經歷，讓我實實在在看到了這“信”的美好與奇妙。感謝 神給我打開這 信 仰 的門， 我 願 一 生跟隨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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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金華 從聖經中我知道了 神創造了天地萬物，是世界的主宰。我從我兒子和親屬那裏聽到了福音。       我的一位親屬她年輕時，腿長期疼痛，走路很不方便。自從信 神成為基督徒後，經禱告，腿不痛了。 現在雖年邁但是走路輕松勝過年輕時。 我是親眼目睹了 神 醫治。       我從簽證直到來美國處處都體會到是 神的安排，神的引領，神的關照。      我沒來美國前心裏信 神的存在，但是覺得自己是黨員，神是否接納我？心裏有疑問，口裏不敢表白自己信 神。來到美國後我參加了信望愛團

契的等一些活動，使我接識了牧師和一些兄弟姐妹。得到了他們的幫助。為我們的救恩做的禱告。在這裏我要感謝所有向我傳福音，幫助我認識主的牧師及兄弟姐妹，把我從罪與死中救出來。                    羅馬書第十章九節說：“你若口裏認耶酥為主，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我信 神，認耶穌為主。神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生活在人事間，我犯過罪，如自私，高傲等。我相信耶穌為我死而復生。是為了贖罪。  我願意跟隨主直到永遠，並盡自己所能傳播福音。             
� 麥鴻建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能站在這裏跟大家分享我的見證是我的福分，感謝主一直以來的安排。       還記得 9 個月前我來到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當時的我是想著，在這一個完全不熟悉的地方，要想迅速適應下來，必須能接觸到跟我有類似經歷而且已經有較多經驗的人接觸；然後，我就聯系到了同是跟我一起在化學系修學位的兩位學長——許帥、張渺；他們帶我到迦南團契，用他們平和的方式來跟我交流。我坦誠地說，當時我每個星期參加他們的團契，原因

很簡單——我要通過他們以及參加團契的人了解美國社會，我要了解美國華人這個特殊圈子裏生存的規則，而且當時我心裏認為，他們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參加這種組織。想要一個有著深厚中國文化底蘊的人去相信自己有罪，相信那無法看見，而且不見得一定能給以實際利益的 神，這種事情十分不現實。要麽他們就是被洗腦了。      大家聽到我之前說的這麽些話，一定就已經對我產生強烈反感。沒錯，我以前就是這麽一個人，我的所做所想都充滿著“我以為”“我想要”。兩個字可以完全概括我的價值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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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我是一個完全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但也許認識我的人並不這樣認為，他們會覺得我誠實、厚道、行為得體，可是誰又想到，我所做的一切都非出自真心，我這面具底下是怎麽樣的一個本性。我了解自己的特性，各種虛偽的行為我都可以使其變得自然，所以我相信，身邊跟我一樣帶著面具活著的人一定不少，於是我一直以來都是活在一個充滿隔閡的世界，外面的人看來，我跟朋友們都相處得很和諧，可是誰又知道這種表面上、形式上的虛偽生活卻只會將一個人帶入深淵與黑暗。      我從來都沒有得到過真正的歡樂，就因為我把生活上的很多都看做是虛偽，把朋友們所做的都看做別有用心。我已經忘記了到底是什麽時候，什麽事情將我帶入這種黑暗。很害怕終有一天，當唯一可信的親人都離開我的時候，我還有誰可以相信，那將會是怎樣一個地獄。那時我想如果真的有 神，真的有主耶穌，祂會救我，祂會原諒我嗎？我只是覺得自己很可笑、很愚昧，如果地獄是真的有的話，那將會是我的終點。  但是主的確有在幫我！在我還沒有信靠祂的時候，祂已經在幫我！就在到達美國開始學業的這

段時間，祂讓我自己看，讓我自己想，到底應該怎樣生活。然後我就做出了很多連我自己都沒辦法解釋為什麽我會這樣做的事情。還記得牧師為我做決誌禱告那天，一切都很自然，牧師跟我聊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然後只是問了我一句“你現在還有什麽不清楚的問題嗎？”，突然地一股感動就湧上心來，我認了罪。我到之前也一直不明白為了什麽我會突然反常，做出了一些自己根本不可能作出來的行為，後來我想通了，因為我在用“心”在說話，當我拋棄“面具”的時候，主就引導了我。      到底信主了之後，主要教我什麽？我總結出來是三點——要學會感恩，要學會愛、要學會謙卑、要學會認錯。當我真正明白這些之後，我的人生就有了新的轉折點，我感受到了真正發自內心的快樂，這種快樂是任何虛榮跟物質享受都無法給我的。      盡管主不能每件事都如你所願，但我相信祂能把所有一切都安排好，因為祂曾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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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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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路歷程我的心路歷程我的心路歷程我的心路歷程    

� 黃習東 

     我和我老伴於去年 12月來美國照顧身患肝癌絕癥的女婿劉平。當時他在住院治療了，女兒黃亞菲在醫院料理，兩個小外甥女由他們的朋友照看。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教會的弟兄姐妹從各方面給予了巨大的幫助，還給我們傳經講道，用車接送我們參加教會，團契活動。 啟發引導我們信 神信主，帶領我們為劉平禱告。 他們謙卑的言行，深深打動和感染了我。心想，他們都是出國留學，像模像樣的高等人才，在沒有人誘惑，沒有人鼓噪，沒有人脅迫的情況下，自覺自願地集結在基督的旗幟下，為主而生，為主而活，對我產生了巨大震憾，我捫心自問，能像他們那樣信奉基督嗎？      我是個老共產黨員，今年 60 多歲，自己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而形成的世界觀，基本是無神論的思想體系。 由一個無神論者轉變成一個信 神信主的基督徒，是一個艱巨而深刻的轉變。經過一段時間的跟進培訓，慕道班學習，屬靈輔導和教會團契活動，使自己對基督教信仰有了初步認識和理解。 我於元月 13 日在周牧師的指導下，決誌信主，信奉天父，信仰耶穌，成為基督徒。       今天，我很高興來到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接受洗禮，在這個莊嚴的時刻，我鄭重宣告，我願意認罪悔該歸向耶穌，是父神借聖子在十字架上的死，赦免了我們的罪，救贖了我們的生命，相

信耶穌是我們的救主，接受耶穌為我們生命的主宰，願意信奉祂，跟隨祂，效法祂，牢牢記住祂曾醫好雙目失明的瞎子巴底買時所講的一句話“你的信救了你（馬可福音 10：52）”。   

    人生在世，無論地位高低，權勢大小，財富多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信。 信就是信心，信念，信仰；信就是信奉，信靠，信實；信就是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堅信不疑，矢誌不渝，真心真意，誠心誠意，全心全意地生活在基督裏。像信心之父亞伯拉罕，雙目復明的巴底亞等忠實信徒那樣，信靠 神，信奉主，信則靈，信則成。 所以，我們要堅持讀聖經，聽 神的話語，照 神的旨意辦事，做 神的好兒女，永遠生活在基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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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受洗見證冬季受洗見證冬季受洗見證冬季受洗見證    

� 侯誌沅      大家早上好，平安。今天是我受洗的日子，在這可紀念的日子，感謝主揀選了我做祂的兒女。我從小在天主教會學校讀書，那時只知道天上有個 神，並且喜歡聽教堂裏的聖詩和音樂，並沒有真正認識主。雖是這樣，在我的工作簡歷表上還要填寫信徒二字。所以歷次政治運動，都要批判我是洋奴買辦出身，學洋樂器，信洋教，使我對宗教信仰產生了畏懼心理，而遠離了主，從此不敢再提信主。今年七月來到美國，女兒帶我們到教會來，參加教會各項活動，又讀了聖經，並且得到周牧師，蔡牧師，何長老及夫人小萍，巴姐妹，杜茵姐妹和團契的弟兄姐妹關懷幫助，對我這個陌生人如此的友善和關愛，也正如聖經約翰福音 13：34 節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麽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我倍感親切和溫暖，真正感到教會像個家啊！ 聖經以弗所書 2：19 節說“你們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裏的人了”。是 神創造宇宙萬物，祂是一切的主宰，祂是人類的救世主，是 神的大愛拯救了我，使我認清了自己的罪。祂不嫌棄我，還收我做祂的新生兒女，我感謝主給了我新的生命。我會用我的音樂和鋼琴藝術贊頌主，敬拜主，事奉主耶穌對我的恩典。   

     現在把我對主的感恩創作的一首詩歌《信你，愛你，我主耶穌》獻給主，並與大家一起分享。  信禰，愛禰，我主耶穌 信禰，愛禰，我主耶穌 信禰，愛禰，我主耶穌 是禰十架寶血救贖人類 還清罪債獲永生 是禰把我揀選，迷途羔羊有方向  信禰，愛禰，我主耶穌 信禰，愛禰，我主耶穌 尊禰的聖名，認清我罪 因主赦免拯救我 我歌頌，我讚美，我主耶穌 永遠跟隨事奉禰  信禰，愛禰，我主耶穌 信禰，愛禰，我主耶穌 我主耶穌，阿們，阿們         
� 嶽  圓        各位兄弟姐妹好！我叫嶽圓，現在在華大讀金融系研究生一年級。      在認識主以前，我就認識到自己的身上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比如容易嫉妒，比如對別人總比對自己苛刻，比如在心情不好的時候容易對身邊的人，甚至是父母不耐煩，發脾氣。這

些使得我本來樂觀熱情的心，漸漸被蒙蔽起來。常常在傷害了別人之後，自己更加得不到安寧，更加不快樂。我以為我愛身邊的人，但實際上卻是最愛自己。現在才知道，這些都是潛伏在我身上的罪。但在當時卻不知道，也並不想改變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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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這樣的我，神原本可以就此放棄我，永遠將我隔絕祂身邊，但 神是這麽的寬容慈愛，竟為了我們這些罪人，將獨生愛子耶穌派遣到世上，並為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我不配，但我依然感謝 神，派了那麽多仆人來到我身邊，邀我去團契，為我傳福音，即使被我百般推脫依然沒有放棄我，使我認識祂，也使我相信我也可以因相信耶穌而成為他的兒女。      哥林多前書 1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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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終於決誌信主以後，我才知道 神對我們的良苦用心。這段話成為我改變的參照，也使我更加懂得如何去像 神愛我們一樣去愛別人。雖然並不能一下子避免去犯罪，但心漸漸能得平安得感覺，真好。      我願意認罪悔改，接受並相信耶穌成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一生聽從祂、跟隨祂、榮耀祂。謝謝！ 
            

� 張凱華      福音臨到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80 年代初，我還是一個身在農村的高中生。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命運，在當時只能靠上大學。而當時的高考被人形容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上大學就是鯉魚跳農門。身為高中生的我，壓力之大可想而知。自然有時候覺也睡不好，聽收音機就是我的一個愛好。偶然的機會，我就收聽到了香港的福音電臺的廣播。在深夜裏，牧師的講道，就像一股清泉流到我的心底，使我緊張的心歸於平靜，進入夢鄉。福音在這一時期是我最好的催眠曲。      真正接觸到聖經和基督徒，是我 90 年代在醫院工作的時候。有一段時間，由於工作的波動，感情的挫折，以及我妹妹的不幸身亡，一連串的打擊使我跌入了人生最黑暗的時期。幸運的是，因為我在醫

院的窗口部門工作，每天要面對很多人。其中就有一位基督徒，發現我情緒低落，精神不振。了解到我的情況後，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基督徒家庭聚會。我們在一起研讀聖經，唱贊美詩，聽同工講道，使我逐漸從人生低谷中走出來。      今天，我有信心坦然面對生命中可能遇到的一個又一個困難。不是因為我心裏素質特別好，而是因為我心有依靠。聖經就是我信心的源泉。“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這是我最喜歡的 神所啟示的話語。    人之初，性本惡。自從認識主耶酥，我意識到我是個罪人。可是耶酥基督深愛罪人。我願意認罪悔改，接受來自主耶酥基督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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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毅  兄弟姐妹平安！我叫毛毅。      我是一個太過於平凡的人，掉在人堆裏肯定找不出來。但是我們天上的父並沒有忘記我。在我踏上美國的第一周，祂就派人告訴了我祂的存在。教會裏兄弟姐妹的熱情，善良，喜樂深深打動了我，也漸漸使我那顆防備的心軟化下來。      一開始，我並不認為自己有罪。我是個小人物，膽小怯懦，從不敢做壞事。直到一次教會弟兄傳福音的時候我才醒悟，我最大的罪就是不認主。祂創造了我們，並派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們有了永生的盼望。不認祂就像兒女背棄父母一樣。      信主之初，我一直很惶恐。因為對聖經了解不多，總怕自己的行為玷汙了我主的聖明。還好有主內的兄弟姐妹的扶持，特別是信望愛團契的兄弟姐妹們。他們從來都沒有忘記我，堅持帶我來教會。有什麽活動一定第一時間邀請我。感謝他們在我信主之初給予我的莫大的支持。      信主之後，我的心逐漸遠離浮躁。在大家的關懷下，我學會了感恩，愛，而我也領受了更多的愛。感謝主賜予我明亮的眼睛，讓我能看見。信主之後的一天，在我和媽媽的交談中，我得知家裏爆發了“內戰”，弟弟被趕出了家門。媽媽讓我給弟弟上一課，教育他一下。在網上我“見”到了弟弟，我小心翼翼，生怕碰到他那顆敏感神經，讓他也疏遠我。感謝主賜予我智慧，開我的口。讓我告訴他其實爸媽有多愛他，每次吵完他們內心也傷痕累累。我們永遠愛他，不管他以後怎樣，因為我們永遠是一家人。隨後我又告訴媽媽，勸慰她應該敞開胸懷接受那個犯錯的

孩子。我們應該一起努力愛他，幫助他。而不是把他歸到壞人堆裏，指責他，諷刺他。近來和父母打電話，他們說弟弟回來了，語氣也親切了很

多。感謝主！                  ““““愛是恒久忍耐愛是恒久忍耐愛是恒久忍耐愛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又是恩慈又是恩慈又是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嫉妒愛是不嫉妒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愛是不自誇愛是不自誇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張狂不張狂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不求自己不求自己不求自己的益處的益處的益處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輕易發怒不輕易發怒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不喜歡不不喜歡不不喜歡不義義義義，，，，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盼凡事盼凡事盼凡事盼望望望望，，，，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忍耐（（（（林前林前林前林前 13131313：：：：6666））））””””。正是聖經中的這段給我了啟示。我知道我是一個太渺小，智慧太少的人。唯有靠著 神，才能使我周圍的親人，朋友和我一樣蒙恩。而這段路還很長，而我還太懦弱，太單薄，我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我更感謝你們對我的扶持。但這個責任是我要義無反顧擔起的甜蜜的責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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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  宇     弟兄姊妹們平安。我是漆宇，來自廣東深圳，現在華盛頓大學讀研究生。      在讀大學本科的時候，我接觸到了福音，也自己主動去教會，在一次聖誕平安夜的活動中，當時講臺上的牧師一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 2：14）”。 這句經文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找基督徒朋友、同學了解。經過他們簡單的介紹，自己以為已經知道不少，然而其實確實膚淺得可憐。因為那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身上的罪，並不知道得罪了 神，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和 神恢復關系。      來了美國之後，我聽說了有教會團契的迎新活動，就趕緊去了。不過，來了一次就走了，沒再來。直到半年後今年一月份，才繼續參加團契和教會的主日崇拜。通過福音組的學習，對基本的真理有了認識，也接受自己是罪人這個事實。2月 4 號我在幾位弟兄姐妹的帶領下進行了決誌禱告，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宰。感謝 神！正是因為他兒子耶穌的寶血在十字架上的挽回祭，我得以救贖，才能接受這奇妙的恩典，長闊高深的愛。決誌禱告後的第一次團契活動，讀經的部分竟然就是路加福音 2：14：“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感謝主！用祂奇妙的話一直在帶領我。      信主之後，我見證了許多 神的恩典與賞賜，懷著謙卑的心在生活中信靠主，仰望主，榮耀主，同時也靠著祂的力量克服了許多困難，化解了許多誤會。這些有很多，我不一一列舉。因為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們並不是為了得到各種各樣的小的好處，認識耶穌基督真 神，信靠祂，本身就是最大的福分。      因為曾經一時軟弱和其他原因，已經錯過了兩次洗禮。今天我站在這裏，為了順服祂的心意，見證祂的恩典，滿懷感激地稱頌：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 神，在地上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阿門！         
� 王中凡      弟兄姐妹們好，我從小受無神論的教育，從來就不相信有 神，在我要好的朋友中也有基督徒，他們多年來給過我不少有關基督的書籍和影像資料，但我很少認真看過，認為與自己無關，但他們從未放棄給我傳福音。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基督徒的虔誠，善良，誠實和對人的

愛心。我多少也受到了一些啟發，自己在精神上也想有個歸宿。      來美國第三天，女兒就帶我來到了教會，周牧師帶我到更新團契參加活動，我立即愛上了這個集體，記得活動結束後，我問周牧師到教會來要具備什麽條件，註意什麽事項。周牧師微笑著說來了就好，我非常高興。過了一天後，第一次參加了主日崇拜。並和大家一起唱聖詩，聽講道，感到非常興奮，精神從來沒有那麽輕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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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雜念都沒有了。感到這真是一個凈化人靈魂的地方，我的思想起了一個飛躍的變化，從感情上我真心願意相信有 神的存在。隨著參加團契活動，主日學，及蔡牧師的家訪和教會的其它活動，我逐漸對 神與人的關系，對罪，對新生，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並認識到了自己是一個罪人。不久，何世川長老和曾小萍姐妹給我傳了福音，我更加認識到了是主創造了萬物，祂又是一切的主宰，是耶穌的十字架寶血洗清了人類的罪，使我們得救。最後何世川長老問我，你信主了嗎？ 我堅定地回答我信主。他說，現在你就是基督徒

了，祝福你。我當時感到無比幸福，真沒想到這一天，對我來說來的這麽漫長，又是這麽快，感謝主對我的耐心等待。        哥林多後書 5：17 節說：“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我欣慰在晚年能夠得救，得到新生，能把自己交給主，事奉主，得到主的關愛，一直迷途的羊，回到羊群裏來了。     
� 王斯佳 

     今天，我站在主的殿堂裏和眾兄弟姐妹來做我的見證。首先我要感謝 神對我的看顧與保守，以及在座的各位對我的指引和幫助。生長在一個被無神論包圍的環境下，過去的我雖然各方面成績優秀，家庭方面也不愁吃穿，可是我的內心總是被一種空虛所占據。當時的我百思不得其解，無法找出這種感覺的來源。      一次看似偶然但或許早已註定的機遇，讓我認識了 神。通過聆聽弟兄姐妹的見證，和牧師的布道，神的話語和 神的愛，猶如泉水般流入了我的內心深處，讓我覺得有生以來第一次如此充實。同時也讓我看清了自己的罪。以前的我很自私，想要什麽就要得到什麽。總是以為我可以主宰我自己的人生，要達到目標只要靠自己的奮鬥。在我初了解 神的那個階段，曾經在信仰的道路上迷了路。那時候我只了解耶穌是我的救主，卻並不懂得祂也是我生活的主宰。所以只是單純的相信祂的存在，而卻在生活上依舊依照自己的方式度過每一天。而且我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挫折，加上自己的軟弱，使得我與主的距離逐漸越來越遠。。。可是祂卻沒有放棄我。  

    這個夏天，我面臨了感情上非常大的打擊。面對著四面八方的壓力和傷害，把我直接從一個樂觀向上的女孩直接打入了抑郁癥。若不是主的帶領，我恐怕永遠也不能從中走出來。但是 神令祂的話語浮現在我腦海中，並讓很多我的朋友來陪伴我，給予了我莫大的安慰，讓我在短短的時間內奇跡般的調整了心態並原諒了那些曾經深深傷害我的人們。主以祂的恩典讓我明白祂的愛，並通過周牧師讓我清楚的明白祂不但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主人。曾經的我犯下如此的罪，讓主傷心，自己卻不知道。認識 神讓我清楚的意識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充滿著罪的，可是 神的慈愛使得祂甘願犧牲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來為我們挽救我們。      我願意認罪悔改歸主，讓寶血將我的罪洗凈，使我得到新生。現在的我在努力的遵從 神的教導，生活變得充滿動力。感謝 神不離不棄的愛。我願意一生跟隨主的帶領，讓主的聖靈住在我心裏，求 神使用我更多。我知道我將來會面臨很多困難的試探以及罪的誘惑，但我相信主與我同在，求祂可以賜個我一顆堅定的心來戰勝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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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哲      受洗要寫受洗見證，對此我無比頭痛。因為要寫信主前後自己的變化。可我連自己何時信的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寫呢？更要命的是，我也不覺得我有什么變化。      我向來是個非常驕傲的人。雖然我自己沒什么本事吧，可我卻老看不起別人（比如說別人給我傳福音，心裏想：就憑你也來給我傳福音，你是來打醬油的吧？）。另外，我還是一個特別冷漠的人。對別人好的行為不會心存感激和贊賞，我始終是無動於衷。而且我對人吹毛求疵，對別人任何細微小的過犯都非常敏感（基督徒當然也在內）。因此在我看來基督徒無非也就這個樣子，也不會特別好嘛，我何必成為其中一員呢？周牧師教導我說：不像其他宗教，基督信仰並不是一個強調叫人行為變得更好的宗教。基督信仰是強調天上的 神願意主動地和一個得罪祂的，不配的人和好的關系。 

    也因為我的驕傲，原來每當周牧師跟我談話，問我願不願信的時候，我都說no。我心想我可以信，但我不願順服。感謝 神，聖靈一直耐心地在我心中工作，不知不覺我的心逐漸軟化了下來了。剛才我提到我不知何時信的，但是當最近一次周牧師跟我說：如果你已經信了，那么去接受洗禮是來自主耶穌的命令。當牧師對我這樣說完，我發現現在的我根本無法拒絕。因為這是 神的命令，我無可推諉。周牧師說：這就是你的變化。因為，你的信帶來順服主的行為。      如果還有什么變化，那約莫就是我的信使我有信心上臺做這個見證。願讓眾人知道我的罪。比如說, 我今天能夠在這裏告訴大家我是這樣一個人。以前的我是絕對做不到的。  願 神給我力量，讓我脫離罪的捆綁。阿門！     
� 王聖淇     我是在小學的時候聽到我外婆（她是個基督徒）的講述，對基督產生懵懂的印象。那時我唯一會做的事情就是在每次考試之前祈禱一番，希望自己考試能取得好成績。除此之外並沒有其它了解，當然也就不知道自己的罪。以為自己沒有觸犯法律，道德上做得任何事情也都過得去，所以其實一直得罪著 神但卻不知道。      來到美國後，通過弟兄弟妹的福音也及各種形式的學習，了解到 神的話語，讓我在 神的光照下逐漸成長。 通過讀經和看記錄片，我看到 神為了洗清我們的罪，而不在讓我們生活在深陷罪過卻無所知而舍去了自己的生命；通過兄弟姐妹不厭其煩的關心與照顧，讓我看到了 神做的工，讓人充滿了為侍奉 神而發自內心的喜悅。  

    有一點內心的變化是對死亡的態度。在信 神之前，我是個很怕死的人，有的時候敏感到做車做船做飛機，甚至走路都會想到會不會出現什麽意外，有的時候甚至腦海裏會像電影一下想像到災難發生之後的情景，這使我有時候心裏面極度的緊張，擔憂和懼怕。信 神之後，我會在這時候向 神禱告。神奇的是，心裏面的恐懼消失了，換來的是一種平和和安慰。我仿佛聽到 神在對我說“追隨我，我會讓你進入到我的國度”，於是我就充滿了喜悅。      我自己以前會秉著一個原則，那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所以對那些自己討厭的人和對自己不友善的人采取針鋒相對，警惕和厭惡的態度。尤其當自己聽到有人背後議論自己的時候會把這種人列入自己的黑名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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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凡事都提防著他。 但是通過讀經 “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 5:44）”。 讓我看到了 神的大愛，也教導我們惟有真誠的愛心才能化解仇恨。這一點對我信 神之後的生活有了重要的影響，讓我不再每天心存憂慮，而試著去用一些愛心和寬容來愛對方，從而將以前的所謂的“仇敵”變成了好友。  
     單憑一點就體會到了 神的愛，信 神之後的福氣。以後為什麽不更多學習 神的話語呢，按祂所教的去做呢？在這裏，我願對世人宣告我願意認罪悔改，也願意接受 神藉著耶穌給我們的救恩，不但相信耶穌是我們的救主，也接受祂是我們生命的主宰，願意一生跟隨祂，聽祂的話。

� 蔡葉菲 兄弟姐妹平安！我叫蔡葉菲。      今天我能夠站在這裏為大家分享我的見證，我知道這並不是靠著我自己的能力，而是因為 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 和 神在我內心深處的感動。我知道這是 神的旨意。  數年前，有段時間我屢遭挫折。朋友拉著我去九華山寺廟燒香拜佛，希望能逆轉我的運氣。寺內有幾十座菩薩，有一位相貌實在猙獰，沒敢上前敬拜。事後，我的命運並沒有好轉, 甚至更加惡化。朋友戲笑我說是沒拜好每一座佛的原因。我因後怕，恐怕得罪菩薩而惹病招災, 再也不敢有求 神拜佛之念。另外，我的人生觀是成功要靠自己的實力和奮鬥，不能靠他人，更不能靠虛無縹緲的上帝。      感謝 神沒有離棄我這個悖逆的浪子。雖然是這樣地得罪了 神,過著與 神隔決的生活, 但這位三位一體的真 神一直在默默地愛我，奇妙的事在我身上一幕幕上演：與自己初戀情人長達 10年感情經歷，最後終成眷屬，因他是 神為我許下的配偶；2005 年 神指引我來到美國，來到華人教會，因這裏是讓我認識 神且與祂恢復關系的地方；2006 年，神的大能讓我戰勝了習慣性流產，產下我那健康的兒子。2009 年，靠著 神所賜的智慧，我成為華大生物統計系裏唯一沒有本科文憑的研究生，並在經濟不好的今年畢業後順利找到了工作。神的恩典數不勝數！“......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 神以祂奇妙的方式在成就對每個人的救恩。 

     神的恩光一次次的照亮我的軟弱的靈魂。我自覺是好人，可內心滿是驕傲，嫉妒，貪心；我自覺很有愛心，可是在幫助別人時希望回報。過去我總把成功歸於自己的努力，謙卑下來，就認清自己的罪性，看到 神給我的眾多恩典，是 神把我一步步帶到了今天。祂帶領我沖破黑暗，重新找到生命的意義；祂是一束耀眼的光，為我指明了生命的方向。約翰一書中說，“神就是愛”。我不能見到 神，但是我能看到愛。我也漸漸懂得，神給我們最大的恩典是降下自己的獨生子耶穌做我們的贖罪祭。““““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甚至將祂甚至將祂甚至將祂的獨生子的獨生子的獨生子的獨生子賜給賜給賜給賜給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叫一切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叫一切信祂的，，，，不至不至不至不至滅亡滅亡滅亡滅亡，，，，反得反得反得反得永永永永生生生生（（（（約約約約 3:163:163:163:16））））””””。 主用祂的寶血洗凈我們的罪，使我們能因信稱義，有永生的盼望。      決志以後，雖然生活還是原來的生活，但是我卻感到內心深處從未有過的滿足，平安和喜樂。我滿足於有一個這麽可愛的孩子，我滿足於有一個曾被我吹毛求疵的先生，滿足於我工作。看問體的角度也發生了變化，甚至先生的邋塌讓我覺得多了些男人味，曾經因父母對我求學和婚姻的阻撓而怨恨多年，現在那些怨恨消失矣盡，反感謝他們讓我的生活變得多姿多彩。自己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去對周圍的人和事，懷著一顆感恩的心珍惜自己的新生命.      感謝贊美主，從今以後，我不在是那迷失的羔羊，求袮的靈來充滿我，帶領我走那永生的路，讓我的心在袮裏面所作所行都為榮耀袮，直到永遠，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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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天天    路路路路    歷歷歷歷    程程程程    

A trip to Meigu 
� Linda Tang 

 

    My first 

time to hear 

the name of 

“meigu” was 

from our 

teacher-Tina 

last year, 

who 

mentioned a 

trip. As her strong accent (she is a Chinese 

American), I thought she mentioned a trip to 

Meiguo (the United States). My friend teased me 

that my motive was suspicious. At last, I didn’t 

join that trip due to some personal reasons. In 

July, Tina talked about the trip to Meigu again 

and stressed that as volunteers, we were going 

to assist MSI’s workers to hold a mini Olympic 

meeting for local kids this year. For I am the few 

who have a relatively flexible time and I also 

wanted to see how workers of MSI work with 

locals, I said Yes to Tina. Actually, at that point, I 

knew nothing about Meigu and the things we 

were supposed to do there.  

 

    My relaxing mood lasted till our preliminary 

meeting in which we were told that we would 

sleep in the floor of school and that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take a shower there due to water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might not have 

electricity. I began to feel uneasy. I told my 

friends that I needed their prayers. I purchased a 

sleeping bag and mat and began to prepare this 

trip. However situations came one after another. 

First, just a few days before our departure, there 

was a bad rainstorm attacked Liangshan areas 

and caused 19 people’s death and serious 

mudslides which blocked many roads. It meant 

that we probably couldn’t reach our destination. 

Second, the only male member of our team was 

sick (facial paralysis) and could not make the 

trip. Then, at the day we left, another young girl 

suddenly had a serious allergic symptom so that 

she couldn’t join the trip either. Tina asked us to 

pray. At last, two brothers joined our team,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later.  

 

    When we finally boarded on the train, the trip 

has become real to me. After one night’s train, 

we arrived in Xichang. The first impression was 

“cool”. I was told that Xichang is a place where 

the weather is neither hot in summer nor cold in 

winter. Since the time was quite early,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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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ded to take a look at Qiong Hai. Qionghai, 

which actually is a quake-formed lake, is a 

beautiful and serene place. Walking at the bank 

of Qionghai, you can hardly believe it’s only 4 

km from Xichang. 

 

    After a little twists and turns, we eventually 

caught a long distance bus from Xichang and 

went northeast towards our destination-Meigu. 

Meigu is a small county that sits in the deep 

heart of Da Liang Shan, about 170 kilo-meters 

from Xichang city, and is a Yi ethnic group area.  

 

    After riding along the road for 1 and half 

hours, beautiful sceneries greet our eyes: 

different shades of green adorn high meadows 

and mountains on which cows and sheep 

scatter. Our bus wandered among them; 

sometimes we had to stop to wait pigs and 

geese strolling by. Most passengers were Yi 

people. They chatted in their own tongue. A lady 

sat before us has a little boy who has a cute 

hairstyle which is typical in Yi areas. The boy 

liked to look at me without a blink or words. After 

5 hours’ bumpy ride, we arrived at Meigu. Meigu 

literally means a “beautiful girl” and it’s said that 

all “Golden flower girl”- a champion title given by 

a beauty competition held in Xichang during the 

torch festival were from Meigu. Though Meigu 

has a beautiful name, it is actually a poverty 

stricken county. Yi people are polytheist. A Bimo 

(wizard) training center is located in Meigu.  

 

    MSI’s Becky (we called teacher Lin) and Lafu 

(a local driver) welcomed us at the bus station 

and arranged us to check in at a hotel. That 

night, we got together at Becky’s home listening 

to her introduction about MSI’s work in Meigu 

and Children’s summer program. MSI 

Professional Service is a registered, non-

government and unprofitable organization. Its 

members are Christian and its headquarters is in 

Hongkong. Since 1994, it began to cooperate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later, set up offices 

in Chengdu and Kunming. In Meigu, 3 sisters 

work with three local employees who are 

assigned by the government. Their work mainly 

involves in poverty relief, family health education 

and children projects. In Chengdu, we were told 

that we just assisted local coworkers. But here 

we found that each of us (4), together with a Yi 

translator, was to take charge of a team’s whole 

activities. After a whole day’s travel, I felt very 

tired and my brain wasn’t functioning well. I only 

got the rough idea of activities. Fortunately, 

tomorrow’s activity began in the afternoon. I still 

had time to prep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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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ond day, we got up early and bought 

some food that would be carried to the vill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first team left for the 

village. Since we had 10 people and a lot of 

supplies to transport, we planned to take 2 or 3 

batches to get there. It takes about one hour 

from Meigu to the village by car in a good 

weather. Later we got news that the automobile 

was broken on its way back to pick up us. We 

were asked to wait for further news. After the 

lunch, the news came. We must rent cars and 

take machinists and all stuff left to the village. 

The weather of mountain areas changes very 

quickly. The sky began to rain. For the road to 

the village is a muddy road and it will become 

very soft after the soaking of rain, no driver was 

willing to send us there.  And what’s more, we 

couldn’t contact the first team to let them know 

our situation, for there is no cell signal on the 

mountain. Finally our local coworker, a young Yi 

lady—Shama Wuzhi, persuaded her relatives to 

send us. As soon as we landed on the muddy 

road, I completely understood why drivers 

refused to earn money.  The rented vehicle was 

a shabby van which made the journey more 

difficult. The only good thing was that our driver 

is a veteran and he knows well about the road.  

 

    Our van hardly rode on the bumpy muddy 

mountain road and a few feet away are deep 

valley. If a slight mistake was made, we would 

fall into the valley. All the way, I didn’t dare to 

open my eyes and just silently said prayers. I 

even regretted that I didn’t leave my accident 

insurance on the table when I left home. When 

we were driving by a puddle, the wheels deeply 

fell into mud. We all felt that the situation was 

not good and got off the van.  At this crucial 

moment, Tina said to me “Let us pray together”. 

Then she began to pray loudly, on the 

background, I could hear two brothers were 

pushing the van. Suddenly I heard a loud voice, 

our van miraculously got out of the puddle. 

Since that, we regained our strength and kept 

our journey.  

 

    One hour later, we got to the place where 

MSI’ vehicle stopped. We were told that the road 

to the village was damaged by the rain and that 

we had to walk 3 kilo-meters to the village. 3 km 

walking on high altitude muddy mountain road 

with supplies in heaps? My dear Lord. The local 

coworker told us that villagers would come to 

carry our stuff to the village. A few minute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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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oup of people emerged on the mountain 

road. Most of them were young girls and kids. It 

only took a while that all our things including our 

backpack were stuck in their deep baskets and 

carried on their shoulders. I tried to chat with 

them, but most of them don’t understand 

mandarin. These Yi people are very shy, but 

have brilliant smiles. Several girls smilingly 

stared at me and chatted in their tongue. I knew 

they were judging me, but out of curiosity and 

fondness. Because of them, the 3 km’s journey 

became easy for us. When we finally walked into 

the gate of the school, the playground had 

already crowded with kids and adults. Some of 

them wore their festival costumes.  

 

     After a short time arrangement, we held a 

simple opening ceremony. There were about 

132 kids attending this activity, aged from 7-16 

(Yi people has a different way of counting age, 

usually one or two years older than their real 

age). They were divided into 4 age groups: 7-8, 

9-11, 12-13 and 14-16. But they looked much 

younger than the same age kids of cities. At the 

end of the ceremony, we gave them each a shirt 

and a hair band. The kids were so happy to get 

the gift and put them on immediately. So far, I 

came to realize that how important this summer 

program was for them. We used to worry that 

they probably wouldn’t show up in the afternoon 

after 2 or 3 hours break (our activity included 

two parts : 10am—1pm; 3pm or 4 pm-the end, 

some kids live a little far) . Since I arrived at the 

school, I tried to chat with older kids who can 

understand some mandarin and soon it 

developed into a mutual favor. Under their 

requests, I changed my team and became the 

teacher of the big kid group. My amazing 

experience just began.      

                

    This summer program included 3 days 

activities besides an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Each day had a theme: ‘make a 

wise decision’; ‘never give up’ and ‘everyone is 

important’. Centered on these themes, some 

team games, discussion and handcraft were 

arranged. MSI’s staffs also prepared snacks 

each day. Their careful prepar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success of this summer 

program.                                   

                               

    Through the first day’s activity, we got some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our students. There 

was one common sense shared by all teachers 

that our students were too obedient. Their 

tractability made our heart feel a little (sad). The 

activity spot and our dormitories were all set up 

in the village school which was built last year. 

However, for there is only one teacher who is 

also the village accountant, most of classrooms 

are empty even without desks and chairs. Some 

older kids go to the He Gu Le county school. We 

gave them colored wax to paint. Such a simply 

thing which may be disdained by the same age 

of kids of cities was a big attraction for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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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oo. I spotted them dedicatedly painting 

pictures after class outside their homes.  

 

    One day, afternoon activity was to climb a 

mountain and have a “barbeque”. So-called 

barbeque was actually to bake potatoes and 

cotton candy. Tomatoes and buckwheat are the 

main produces of the village. The activity started 

at 4pm, but since 2 pm, the kids began to come, 

each of them carried a bag of washed potatoes. 

The older kids also brought some tree branches. 

My role dramatically changed from a teacher to 

a person who is not good at climbing the 

mountain. My students held my hands, one or 

two, and carefully led and protected me. Other 

teachers joked “You are too fortunate!” Yes, I 

am. From the beginning, my heart was warmed 

by our students. The girl, who held my hand all 

the time while descending the mountain, 

suddenly said to me “teacher, I love you”. I 

asked why, she answered “because you love us 

first”. All kids showed us their strong ability to 

survive in the difficult environment. Our teacher 

prepared some medicine just in case they might 

burn their hands, nothing happened. They are all 

veterans. When potatoes were cooked well, they 

carefully peeled and sent to teachers.  

 

    Yi people are natural singers and dancers. At 

nights, as a way of welcoming us, locals got 

together on the playground of the school and lit 

a fire to dance. Even though we felt very tired 

after a long day, we didn’t want to say ‘No’ to 

them. The closing ceremony was very 

successful. We marched around the playground 

and sang the song kids learnt. They also 

showed their parents what they learned from this 

summer program. At last, we gave them 4 

different kinds of snacks and one drink. The 

students in our group saved most of food and 



崇聲 2010-2011                                                                                                                          Voice of Adoration 2010-2011 

 

92 

 

gave them to their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some families have 6 kids). After the ceremony, 

the head of the village told the old kids to get 

their hoes to clear the road, for there had a 

heavy rain the day before, otherwise, our car 

couldn’t get through.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Though it’s only 4 days, yet it seemed that we 

had known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The girls 

said “These 3 days, we were very happy. 

Teacher, come early to see us next year.” One 

girl named Rizuo, who is very thoughtful and 

clever, began to weep. I gave her a big hug. She 

said to me “teacher, I will report my score to you 

next year.” Our car drove out of the village, but 

our heart will forever care about them.  

 

    Looking back on our 4 days’ lives, we can 

easily notice some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village. First of all, water shortage. The picture 

shows the drinking water source. MSI a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idea of family health. But if there 

is no water, how do they carry out? The second 

is hygiene. Our students, under the request of 

local Yi teacher, wore their best clothes, washed 

their face and hands before they came to attend 

the activities. But their rough hands were still 

very dirty. There is a water drain in the school, 

kids and dogs all drink there. This is our daily 

food at the home of the village head. It’s said 

that it’s best food there. After 4 days’ lives, some 

of our coworkers were sick. But if a local is sick, 

he goes to see a ‘Bimo’ instead of a doctor. The 

last thing is smoking and drinking. Locals told us 

kids begin to smoke and drink when they are 

only 3 years old. Young girl smoking is also a 

common phenomenon. I told our students many 

times “Don’t smoke. It’s harmful to your health.” 

The girls promised they won’t.  

 

    Since we all concern about these kids, we 

hope that we can give them a long-term help. 

Such as: collect some clothes, donate a library 

and try to visit them twice a year or once every 3 

months. Of course, all these projects should be 

led and implemented under MSI. They have 

done a wonderful work there. We put all these 

plans in prayers and surrender to the Lord. The 

trip to Meigu for me is a journey filled with 

thanksgiving.              
五子登科五子登科五子登科五子登科    

� 一塊泥土      《宋史•竇儀傳》記載：宋代竇禹鈞的五個兒子儀、儼、侃、偁、僖相繼及第，故稱“五子登科”。這個成語體現了父母望子成龍, 登科及第，並成為國之棟梁的美好願望。後來不同時代五子登科被演繹成不同的用法。現代最為流行的是被人用成個人生活夢想：房子、車子、銀子、妻子、孩子。基督徒也有自己的“五子登科”：悔改回頭的浪子，溫和善良的君子，奮勇向前的卒子，擇善固執的傻子，認真勤奮的尖子。 我家也育有五子 - 承宇 (Erik)，承越 (Andrew)，承欣  (Karen) ， 承 澄  (Jemuel) ， 和 承 恩 
(Nathan)。妻子和我對我們自己的個人生活夢想，以及對孩子們的盼望在不同的時候也是不同的五子登科。      老大承宇 (Erik)和老二承越 (Andrew)出生於我們成為基督徒前。從他們的中文名字不難看出我們對孩子們的盼望是五子登科，望子成龍的盼望。對於我自己來說，初來乍到美國的幾年看到的是美國的科技發達，經濟富庶。想起出國前小有成就的我，對自己的盼望自然是最為流行的五子登科個人成就感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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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承宇 (Erik)出生在我讀博士期間，博士研究課題是通過基因工程培育抗病的玫瑰。開始時實驗很不順利。後來又從同事了解到 3 個博士生接觸過這個項目，第一位雖然畢業了，但是僅做出組織培養，並沒有培育出轉基因植株。第二位和第三位都知難而退選了其它的課題了。所以當時心裏壓力很大。聖誕節在導師家的聚會中，由於研究的壓力，所以我不無幾分憂郁。導師問我為什麽，我向他解釋了原因。導師要我在新年後和他具體談課題的事，現在要享受美食。新年後，導師告訴我說我可以自己選擇一個輔助課題，確保以後可以畢業。通過一年的努力後，我得到了幾棵植株。我自己根本沒有信心相信這些植株是真的轉基因植物。周圍有幾個基督徒，因為他們人很好，而且我也相信有 神，所以也就願意和他們來往。當我和他們交流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說什麽都可以向 神禱告。我開始做實驗檢測這些植株到底是不是真的轉基因的，並且為自己的實驗禱告。第二天，檢測的結果竟然證實這些植株真的是轉基因植物。這事給我我信主的路上奠定了基石。當時我的導師說我有一雙有魔力的手。但是我現在清楚的知道那是上帝的恩典。 

     老二承越 (Andrew) 出生在我博士畢業後。Andrew 是耶穌的使徒，那時蒙蒙中我就喜歡這個名字。為他起英文名字時，主已經通過逆境開始在我的心裏做功，並且願意讀聖經。三年半刻苦努力讀完博士，並且有幾篇第一作者的文章，所以就有了幾個博士後的選擇。我沒有去自己當初答應去的實驗室，那個實驗室的老板是導師的朋友，且我的導師極力向她推薦我。我的出爾反爾叫導師很不高興。以至於和老板的關系一度從親密到冷淡，甚至後來我心裏充滿怨恨(見下)。我自己著實想到加州大學的一個實驗室因為我看到他們有在《科學》雜誌上發表過論文，所以就沒

有顧及從 F1 簽證轉成 J1 簽證。並且說服妻子放棄讀博士的願望，理由是承越就要來到這個世上，她有統計學的碩士學位將來很容易在加州找到很好收入的工作。畢業後我們舉家搬遷到美麗的聖地亞哥海濱城市。由於誤解了學校移民咨詢人的話，我沒有及時去學校辦理妻子的移民身份，以至於妻子沒有了合法居住美國的身份。學校請來律師寫信給移民局，馬拉松式的等了好久，回信卻是她不得不回國並從新簽證。我博士後的老板工作十分敬業，而且有些古怪，對我們要求也十分嚴格，周六加班是家常便飯。妻子沒有身份不能工作，習慣了忙碌的她不得不在家帶孩子。工作的壓力又使我回家沒有好氣。夫妻吵架也成了家常便飯。 

     因為我們被生活壓得透不過氣，我們都希望家庭生活和夫妻關系有所改變，靠我們自己無法改變無法解決，所以我們全家開始固定的去教會開始尋求 神 。其實 神早就在等我們了。他給我們預備好了很多有愛心的弟兄姊妹。他們不但要我們到家吃飯，講述 神的話語，以及給我們生活上很多的幫助。以前我讀博士時，我曾經對我傳福音的人說，我希望能有一個科學家和我講訴耶和華創造宇宙萬物，那會對我的信仰有幫助的。他們真的請來一位美國天文學教授來講解。對我來說那一次很感激他們，卻沒有什麽幫助。可是生活上的困難，和主裏的平安卻叫我真正認識了 神。如果我起初聽道就信了，也許就不會有這麽多的掙紮。如果沒有這麽多的掙紮，也許我們也不會這樣的感恩。但是不論怎樣，我們感恩的是我們全家靠主的恩典，於 2002年一起受洗歸入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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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博士畢業前有一篇論文沒有及時投稿發表，但是已經寫入了我的博士論文裏。後來成為基督徒後，得知此文章發表了，文章裏註明我和另一位作者對此研究有同等的貢獻，自己的名字且在第二位。憤憤不平的和教會的一個弟兄講了此事，並且表示想要為此事去據理力爭。本來想至少得到弟兄的同情，然而得到的卻是教訓。這位弟兄在領會時公然在大家面前說，有的弟兄願意為某事去爭。。。具體不記得怎麽說的了，大意就是這不是一個基督徒應該做的。當時的我，實在對這個弟兄沒好氣。幾天後我還是認同弟兄所說的基督徒在工作裏應該有更多的順服，況且那篇論文的另一位作者也對論文做了一些工作。不願意順服的我還是順服下來。為自己的出爾反爾向過去的老板道歉。後來找工作時我的博士導師寫了難以置信的好的推薦信。我為弟兄的教訓而感恩。      那事發生的年底，姐夫突然從國內打電話來，他用顫抖的聲音對我說我姐姐可能得了乳腺癌。聽了之後猶如五雷轟頂。我和姐姐的關系十分的好。小時候她對我的照顧一幕一幕的顯現在我的面前。當地的醫生本以為是脂肪瘤，可切除來後，卻發現可能是乳腺癌。當地醫院又不能做乳腺癌的手術。我告訴他們馬上去哈爾濱火車這樣可以贏得時間防止手術可能引起的癌細胞擴散。我趴在地上為她禱告，也請教會的弟兄姊妹為她禱告。就是那位在上面提到的在教會裏教訓我的弟兄告訴我，他已經聯系了他的大學同學，天津醫科大學的乳腺科的主任醫生。天津大學乳腺科是國內最好的乳腺科之一。感恩中，馬上打電話告訴我姐夫繼續乘火車去天津。手術後我姐姐告訴我說她手術後都沒有明顯的疼痛。而且每次化療後，白細胞下降，只要吃一只雞後，白細胞就回到正常。我媽媽告訴她好多的基督徒都在為她禱告。如今手術後已經 8 年了，她和正常人已沒有分別。為此她也願意信靠主耶穌。而我也為自己過去對那位教訓我的弟兄感到慚愧。      老三承欣 (Karen)出生在妻子和我信主之後。因為我們希望她在主裏歡欣，所以中文名字

是承欣。Keren 是約伯經歷苦難後的三女兒，與常見的 Karen 只有一個字母之差，所以我就起來這個英文名字。她的英文中間名字是 Lily，百合花的意思。起這個名源於 “野地的花” 和“谷中百合花”這兩首贊美詩。初出接觸基督教時就很喜歡這兩首歌。      五子登科裏的竇禹鈞出身於富庶的商人家庭，家道昌盛。但他最初為人心術不正，專用大鬥進，小稱賣，費盡心機坑蒙拐騙，以勢壓人。貧民百姓痛恨他的為富不仁。我雖然不像竇禹鈞，但是耶穌叫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我心裏充滿主所不喜悅的東西，像爭競，嫉妒，發怒，自我為中心，等等。實在是列舉不完。主所不喜悅的我樣樣俱全。承欣 (Karen) 出生的時候，我們得到了教會裏很多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愛護，甚至別的教會不熟悉的弟兄姊妹的關心。叫我們知道 神的愛無處不在，沒有界限。弟兄姊妹們輪流給我們送飯食。這些飯食都是他們精心準備的。在醫院期間護士和醫生對此都很詫異和羨慕的。後來承澄 (Jemuel)，和承恩 (Nathan)，的出生也是同樣的。基督徒都知道約伯是一個順服主的人，可以理解在他在經歷了很多的苦難時，他的幾個朋友都來幫助勸解他。聖經裏說，人算什麽，你競顧念他？世人算什麽你競眷顧他？我想我算什麽，我沒有出奇的地方，也和其他基督徒沒有血緣關系，而他們卻如何的關心我們。耶穌基督在他們裏面的愛是唯一的答案。以後每每當我和別人講怎知有 神時，我都不會忘記說從我周圍弟兄姐妹的愛，我就知道有一位充滿愛的 神。      感恩的同時，我們全家也歡喜參加每周的周五查經，和周日主日崇拜。我也願意參加教會的更多服侍。所以很多時間花在與教會有關的事上。博士讀了三年半有 6 篇第一作者的論文先後發表。承欣 (Karen) 出生後，博士後已經做了三年半，一篇論文都沒有發表，更不用說第一作者的論文。我的願望是將來做教授，沒有論文就意味著希望渺茫。我的岳父岳母這個時候和我們在一起，照顧妻子和孩子。有一天在吃晚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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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對我說，你過去讀本科，碩士，和博士期間的樣子如何如何。而現在我看你不像一個基督徒，更像一個糊塗徒。言下之意就是說我對自己的工作不像以前一樣執著，更沒有什麽成就可言，與以前的我形成鮮明的對比。岳父過去是某國內大學的校領導，當初他喜歡我這個女婿的一個原因就是我是一個出色的學生。聽了這話，如果是以前的我，一定很懊惱。可那次我心裏很平靜。我知道主有祂的美意在我們家裏。那時我的岳父對基督信仰很感興趣並和我們一起去教會查經，但是出埃及記所記載的 神對罪的嚴厲懲戒成了他信主的障礙。我在家裏的行為和主所要求的在世上“做鹽做光”（要有好見證）離得很遠。求 神幫助我的岳父早日認識並信靠他。 
     老四承澄 (Jemuel)出生時我們在主裏的生命已經 5 歲了。妻子希望這個孩子的性情品格清澈透明，妻子就取了他的中文名字為承澄。並聽了主裏一個老姊妹的建議，把他的英文名字取成Jemuel，意思是有 神的日子，我們希望他的成長有主的榮光。當他還在母腹裏的時候，妻子已經超過 35歲了，醫生檢查的各樣指標數據都說明他有可能有染色體的疾病。主已經賜給我們 3 個健康的寶寶。我們為此感恩。神賜給我們的都是尚好的，不論怎樣他的恩典都夠我們用。所以決定不再多做檢查，把孩子生下來。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為我們禱告，其中包括我的博士導師。那一年，他正好來聖地亞哥開會。我就去會議中心看他。我們的關系也已經化凍。我們聊起家庭工作，承澄的狀況，及我的信仰。我們發現我們都是基督徒，只是他在主裏的年歲比我大的多了。他說他會為我們禱告的。我想如果我博士畢業時已經信主，我當時會用主裏的誠實和他解釋我為什麽我選擇另一個實驗室的原因，並且向他道歉我自己的出爾反爾，並且不去找理由把自己的選擇說成是合情合理的，我們的師生關系就不會有

過去的緊張。我也不會有畢業典禮時，沒有導師的窘迫。      六年的博士後生活讓我知道靠自己是多麽靠不住的，而主耶穌基督卻是昨日、今日、到永遠都不改變的愛我的 神。先後面試了幾個地方，2008 年終於知道主給我們預備了聖路易斯這個地方。我們心裏火熱，感謝主的恩典。買房子時禱告，我們求主使用我們的房子為他的福音做工作。可是發現自己對聖經卻不是那麽了解。所在的教會有那麽多愛主的弟兄姊妹。感恩的同時，也對自己的無知自慚形穢。所以一直參加教會的主日學，希望主在屬靈的知識上給我配備。      主在各種方面讓我們學習他謙卑仁愛的樣式。我們往往從表面可以做到，可內心骨子裏卻是十分難做到的。在聖地亞哥時，教會雖然人數很少，可事業上有成就的卻大有幾個。其中一個很愛主弟兄，一次作見證時講訴他畢業時找工作的情形。所有他願望的工作的門都關上了，可唯一個工作機會卻是他所不喜愛的，與他的博士研究聯系也不是很緊密的。可是他對工作卻是認真對待，為人謙卑。從未要求老板加工資。可他的職業卻一路飆升。多年後，他清楚的看到主的帶領。一次和他深談的時候，他說為人要透明、謙卑，對工作要認真，神會祝福你的。這句話一直在我心裏。博士後期間，及後來到聖路易斯工作的期間，都是本著這樣的原則。可是我其實並沒有理解弟兄對我說的話。我的內心裏依舊是驕傲的，工作上認真所謂的目的也不是榮耀主的名。我對弟兄的話真正的理解開始於來聖路易斯後的教會的主日學課程《信仰與職場》。還有牧師的家訪。我當時向牧師抱怨自己工作努力，卻沒有相應的認可。並舉例說了上面一個弟兄的例子。言下之意無不是認為我在拷貝弟兄的行為，主你你怎麽不提拔我呢。牧師只問了一個問題：你謙卑做事的目的是什麽？我當時頓悟，並且向 神認了錯。      老五承恩 (Nathan))出生時我們在主裏的生命已經 8 歲了。回想信主的路上多次跌倒，妻子和我都為 神不棄不舍的愛而感恩。所以我們為老五起中文名字為承恩。他的英文名字是教會的一個長老起的。Nathan 的意思是 神的恩典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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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教會的團契生活，有一個沒有信主的女士侃侃而談：一些基督徒多麽的偽善，教會外教會裏判若兩人，華裔基督徒很少有像美國基督徒那麽慷慨解囊幫助他人。。。聽了這話，我有的只是很慚愧和感恩。其實我知道我和她說的沒什麽兩樣。有一次，妻子邀請牧師到家裏向一位慕道朋友講福音。當講到罪的時候，牧師說基督徒也是罪人，並突然問我基督徒是什麽樣的罪人，用兩個字回答。牧師是一個對信仰一絲不茍的人，有時有點怕他，但也很喜歡他。慶幸的是我當時答出來了 – 我們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們仰望耶穌。信了主後我們為主幫助我們的改變而感謝主。我們雖然依舊得罪主，但是頻率和強度都大大的低於從前。這讓我明白我時刻離不開主。如果我們能自己做的很好，主耶穌就不需要為我們上十字架了。 

     有一次主日離開教會進到家裏，因為一點小事，就和妻子你一句我一句，分貝逐漸加高，最後互不相讓大吵起來。老大承宇哭了。他大聲的說，Dad, mom, today is Lord’s day。 You do not want to sin。（今天是主日，你們不要犯罪）。聽到後我心裏很愧疚，妻子也一樣。可我們倆依舊沒有放棄自己的堡壘，繼續爭吵。然後承宇大聲的禱告，Lord, you  help my dad and mom (神你來幫助我的爸爸媽媽)。 聽到後，妻子和我再也爭吵不下去了。我們為我們有一個愛主和主愛的孩子而喜悅和感恩。對自己的行為而懊惱慚愧。最另妻子和我感恩的是大兒子承宇於十二月 12 日 2010 年受洗歸入主耶穌的名下。心裏充滿感恩- 神的恩典超乎我們的所求所想。      竇禹鈞後來決定重新做人，悔過從善，大積陰德。由於自己重禮儀、德行好，且教子有方、家庭和睦，五個兒子均金榜提名。我和妻子，也許還有你，同樣盼望過和竇禹鈞一樣。但是竇禹鈞的盼望是僅僅在地上的盼望。我們基督徒知道在地上我們有主同在即是天堂，有誰也奪不去的平安喜樂。我們基督徒還有將來天上的盼望，因為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所以現在對五個孩子的最大期望莫過於基督徒的五子登科：悔改回頭的浪子，溫和善良的君子，奮勇向前的卒子，擇善固執的傻子，認真勤奮的尖子。            
� 劉  晨      去年身體年檢後的一個星期三下午，接到醫生的電話，“在你的甲狀腺上發現一個 nodule，要進一步做 biopsy。”這個突然的電話讓我的腦子裏一片空白，nodule, biopsy 都是第一次聽到，甲狀腺到底在頭頸的中部還是下部都不清楚。我機械本能地開始 google 搜尋, 得到的大量的搜尋結果已記不清楚，記得周三是收到團契

同工 Email 的日子，我有好多的問題，我想讀讀那日的每周金句。打開 Email，我讀到的是：                  ““““耶和華是我的耶和華是我的耶和華是我的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牧者牧者牧者，，，，我必不至我必不至我必不至我必不至缺乏缺乏缺乏缺乏。。。。祂使祂使祂使祂使我我我我躺臥躺臥躺臥躺臥在在在在青草青草青草青草上上上上，，，，領領領領我在可安我在可安我在可安我在可安歇歇歇歇的水的水的水的水邊邊邊邊。。。。祂使我祂使我祂使我祂使我的的的的靈魂蘇醒靈魂蘇醒靈魂蘇醒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為自己的名引為自己的名引為自己的名引導導導導我我我我走走走走義路義路義路義路。。。。我我我我雖然雖然雖然雖然行過行過行過行過死蔭死蔭死蔭死蔭的的的的幽谷幽谷幽谷幽谷，，，，也不也不也不也不怕遭怕遭怕遭怕遭害害害害，，，，因為你因為你因為你因為你與與與與我我我我同同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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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在在；；；；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杖杖杖杖，，，，你的你的你的你的竿竿竿竿，，，，都安都安都安都安慰慰慰慰我我我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敵敵敵敵人面人面人面人面前前前前，，，，你為我你為我你為我你為我擺設筵席擺設筵席擺設筵席擺設筵席；；；；你你你你用油膏用油膏用油膏用油膏了我的了我的了我的了我的頭頭頭頭，，，，使我使我使我使我的福的福的福的福杯滿溢杯滿溢杯滿溢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惠惠惠慈愛慈愛慈愛慈愛隨著隨著隨著隨著我我我我，，，，我我我我且且且且要要要要住住住住在耶和華的在耶和華的在耶和華的在耶和華的殿中殿中殿中殿中，，，，直到永直到永直到永直到永遠遠遠遠。。。。””””     

    但接下來的日子裏，我的情緒還是起伏很大。我曾經軟弱的媽媽，卻變得堅強。媽媽對我說：“記得周牧師說過，當礦工被困在礦井中時，會緊張慌亂，會哭，但這都沒用，如果能鎮靜下來，眼睛會慢慢適應黑暗，會看到亮光，找到出路。”媽媽也責備我：“你是基督徒，這麽憂愁成這樣？”那個晚上，正好建文打來電話，在知道情況後，建文安慰我，鼓勵我，叫我要禱告，也為我禱告。電話中，我們一起禱告，建文說：神啊，如果袮願意，求袮使檢查的結果是好的。      當時有兩個問題，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為什麽會有 nodule，結果到底是什麽。我知道在世上，大概沒有人能給我答案，沒有地方可找到答案，只有 神知道。我開始仔細地讀每日讀經。很奇怪，每日總能讀到一些像是對我說的經句，以前讀過卻不懂的聖經經句，開始讀懂了。兩個問題的答案是設麽變得不那麽重要，我只想

緊緊地依靠 神，求 神代領我，與我同在。我也開始看到我以前看作輕描淡寫的人的罪性，是那樣阻隔了 神和人的關系。我為自己得罪 神的地方而向 神求赦免。      低落的情緒還是有襲來，但我常常地想想 神的話語，贊美詩歌的詞曲，真的得著力量。憂愁少起來，平安多起來。      兩個星期後，知道了 biopsy的結果，結果是良性的，無需治療。感謝 神，又一次讓我經歷了祂的慈愛，祂的信實。      最後分享一段在那兩個星期裏讀到的一段話語，與大家切磋共勉：  

    假如在貧困中不感覺艱苦，在疾病中不感覺煩惱，在羞辱中不感覺憂傷，在死亡中不感覺恐怖--對這一切的不幸都毫不關心，又怎能表示一個人的忍受患難的耐性呢？但因為每一種不幸都叫我們痛心，所以當一個信徒受到很大的刺激，卻因敬畏上帝而抑制自己的沖動，這就是表現他的堅忍：當他為憂患所打擊，卻仍以上帝所賜的安慰為滿足，這就是他的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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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的操練奉獻的操練奉獻的操練奉獻的操練    

� 一位弟兄  

    盡管信主已有些年數，可在金錢的奉獻上總是信心不足，進步緩慢。但在這同時 神還是那樣地對自己寬容，忍耐和厚愛，給我們年年加薪水，有豐豐富富的供應。我還常常用 “捐的樂意是 神所喜悅的”這句話來安慰自己。雖然能說出一切都是 神給的，可在奉獻上就只是想到錢是自己的，從而舍不得奉獻出來。      由於在金錢奉獻上放不開，被金錢緊緊地束縛着。結果在其它的事奉上也同樣地做不到 神所滿意的，覺得自己不配在眾人面前來事奉 神。我常常為此很苦惱，盡管自己向 神禱告。願把身體當作活祭獻上，可是連從 神那里得來的十分之一都不願獻上。我也明明知道 神在瑪拉基書三章十節說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与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但我仍然沒有足夠的信心，還是常常為此苦惱。  

    感謝 神的帶領，讓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把自己的苦惱告訴了周牧師。周牧師一方面用 神的話開導我，一方面為我禱告。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周牧師說我能把自己這樣的苦惱說出來，本身就是 神的厚愛。他還讓我回去好好向 神禱告。從牧師那里回來後，我與妻子分享了與周牧師的交談。妻子也知道我有這方面的苦惱。但沒有想到這么嚴重以至於告訴了牧師。想不到妻子欣然同意我們應在奉獻上邁開一大步。我也來到 神的面前認真禱告。求 神讓自己能做到滿心歡喜地把從 神那里得來的一部份獻上。使我們感到驚奇的是﹐禱告後當我們問孩子：“假如你有一百塊錢，奉獻給神十分之一，你可能不會在意。但若我們有十萬塊，獻上一萬塊。你還會樂意奉獻嗎? ”想不到孩子竟回答說：“那你還有九萬塊留下呢。”感謝 神，我們過去眼睛只是盯住那一萬塊，沒有想到 神給我們留下的是何等的豐富。其實這所有的金錢都不屬於我們，而是 神托付於我們保管。我們只是祂的管家。這正是神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節告訴我們的：“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托誰，就向誰多要”。我們又進一步試問孩子：“若不這樣奉獻，我們省下來可以買豪華車開。”孩子回答說：“那當你開這部車時，你會有平安喜樂嗎? ”感謝贊美 神﹐這是祂通過我們的孩子在向我們說話呀!      在奉獻上邁出一步後，由於脫去了金錢的捆綁，在其它的事奉上也能安下心來了。在這同時 神也大大地供應我們，給我們的總是超出我們的所求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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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不去的平安奪不去的平安奪不去的平安奪不去的平安    

� 楊  默      教會一年一度的聖誕節聚會結束了。今年聚會的主題是“沒有耶穌的聖誕？”。聚會以一部短話劇為引線，幫助人們反思聖誕節真正的意義。這部同名的話劇“沒有耶穌的聖誕？”講述魔鬼撒旦如何利用現代社會中各樣的“節日風俗”迷惑人心靈的眼睛，叫人忘卻聖誕節真正的主角—主耶穌基督。      導演 Ian 數月前找到我，邀請我扮演撒旦這個角色。我當時沒有多想就答應了，因為我很喜歡演戲，也喜歡演“有挑戰性”的角色。但是，這之後的曲折經歷卻是我當時未曾想到的……      當劇本定稿，開始排練的時候，難題一個接一個地來了。首先，我無論如何都無法“進入角色”。我平日裏把 神當作寶貝，保藏在心裏；在話劇中，卻要做一個迷惑人和褻瀆 神的。我一邊要演出撒旦，一邊卻在心裏無比痛恨這個角色。但凡演得有一點點“壞”起來了，心裏立刻開始難過，甚至討厭自己。每次排練結束，我都把劇本扔在一邊，再也不想看到，直到下一次排練之前。當整個話劇準備進程已經過半時，我陷到強烈的困惑裏：我先前為什麽要草率地接這個角色？這樣的節目究竟是不是 神所祝福、所喜悅的？我繼續演下去，會不會影響我對 神的敬拜？……抑郁之中，我開始萌生“退出”的想法。但是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已經一起付出了很多的精力，我若臨場退縮，他們就要重頭再來，並更加緊迫。進退兩難之中，我的心始終沒有平安。這時我發現，從接演話劇開始，我從沒有把這件事認真地放在禱告裏，聽聽 神的意思是什麽。  

    一個周六下午，結束了可怕的排練，想想第二天主日敬拜之後，我又要開始“學做”撒旦，我向 神做了一個禱告：“ 神啊，我真的沒有力氣再演下去了。如果你還想讓我繼續，請你在明天幫助我。” 神奇妙地回應了我的禱告。我在第二天的排練中，不知不覺地找到了感覺，而且開始漸漸掌握如何演出撒旦迷惑人心的各種伎倆。我心裏對它知道的越清楚，卻反而越有平安。就好像，你了解了敵人的進攻計劃，就更知道怎樣抵擋。於是，一直堵在我心裏的結化開了。我終於開始平靜地面對這次表演。這是 神的工作。 

     然而，還有另外一個難題，幾乎是同樣地困擾著我。按導演的期望，撒旦以富有現代感的形象出場，並要在幾句獨白性質的自我介紹之後，演出一段 Rap（說唱音樂）來暖場。巧合的是，我在信主之前酷愛說唱音樂。（若按照這個背景，我還真應該算是合適的人選。）但是，信主以來，這樣的音樂已經漸漸失去了對我的吸引力。在詩班的服侍也讓我知道，神若給我能唱歌的口，我就只當唱歌贊美祂。這一次，我不但要唱 Rap，還要自己寫詞，配合撒旦這個角色……這無疑是在我好不容易融入了表演之後，更進一步的挑戰。我選定伴奏之後，稍微嘗試了一兩句歌詞，“沒有耶穌的聖誕……”，就再也寫不下去了。我把這項任務一拖再拖，直到話劇的所有其他部分都排練完畢，只剩下合練的時候，我還沒有開工。又是在我想要放棄這一段 Rap 的表演的時候，藉著禱告，我的心態和思想都被 神改變。我雖然寫不出敵對 神的歌詞，但我可以寫詞描述這個世代是如何被迷惑，以致在聖誕節裏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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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了耶穌。於是，在先前兩個月都沒能完成的創作，最後只用了兩個小時就定稿了。在整個過程中，神一直保守我的心，叫我沒有偏離，去唱祂不喜悅的內容。 轉眼，幾個月的排練接近尾聲。演出在即，我心裏還有些不安。一方面，我擔心自己以撒旦的形象面對幾百觀眾（其中大多數是基督徒）時，會緊張、心虛、甚至忘詞；另一方面，我也擔心我所表演的角色會引發其他人對我個人的恐懼或反感。過去的一周，我開始更多地為這次話劇禱告，也邀請身邊的弟兄姐妹為我禱告。在禱告中，我看到 神是如何帶領我從軟弱中走出來，靠著祂完成這個工作。我也看到，神是如何祝福這一次的聚會。雖然在話劇裏有邪惡的角色，但 神要藉著這些向看到的人傳達祂的信息。我求 神看顧我們所擺上的，若祂願意，祂就能夠藉著我們這些微薄不配的擺上做祂改變生命的工作。      今天白天，我在隱隱的緊張裏禱告的時候，神的祝福臨到我的心：“我在你心裏所放下的平安，是誰也奪不去的。”。我就是憑著 祂的這句應許，毫無懼怕地站到了聚光燈下，順利地完成了我的表演。回看這一次不平常的服侍經歷，我

知道是 神帶我進入了祂的一場爭戰。在爭戰裏，每當我靠自己，忘記祂的時候，我就軟弱、就失敗。但每當我仰望祂，尋求祂的幫助時，祂就帶我一起得勝再得勝。寶貴的是，是祂自己一直在對我負責，保守著祂在我心裏所建造所經營的那份產業。我的 神，是帶領我爭戰的 神，也是與我分享祂的勝利的 神。我的 神，永遠不失敗。      話劇的最後一幕，周牧師扮演的傳道人向已經氣急敗壞的撒旦宣告說：“你不可以改變這個事實。這個世界上只有一位真神，祂愛我們，把自己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為要拯救我們。……”，我雖是在表演那個永遠失敗的魔鬼，但卻在心裏默念著主耶穌的宣告：“‘我看見撒旦像閃電一樣從天上墜落。看，我已經給了你們權柄去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勢力，絕不會有什麽能傷害你們了（路加福音10:18-19）。’”  ““““哈哈哈哈利路亞利路亞利路亞利路亞！！！！因為我們的因為我們的因為我們的因為我們的主主主主、、、、神神神神、、、、全全全全能能能能者者者者做做做做王王王王了了了了！（！（！（！（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 11119999:6:6:6:6））））””””         榮耀單單歸給 神。阿們！        （聖誕節聚會主題海報由弟兄 Yu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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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蝦出生記小蝦出生記小蝦出生記小蝦出生記    

� 曉  東     認識我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們有兩個非常可愛的女兒，讓家裏生氣勃勃。 為了家中男女比例平衡，從 2005年起，也就是我們剛剛信主的那一年，我們就開始要這個孩子。一開始，我們試過這樣那樣的要男孩的偏方，結果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隨著在主內時間的增長，我們逐漸地學習交托，仰望，把我們的需要帶到禱告當中，求 神賜給我們一個健康的男孩兒。團契，教會裏知道我們心思的弟兄姐妹也為我們禱告。聖經中有好幾對年長的夫婦求 神賜孩子：亞伯拉罕/撒拉得以撒，以利加拿/哈拿得撒母耳，以利莎白/撒迦利亞得約翰。 詩篇 127：3“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 

    經過兩次小產，我們想：太太的年齡已經大了，兩個女兒也已經很好啦，也許這就是 神的旨意。 就在我們準備放棄的最後一個月，我們驚喜地發現，太太懷孕了。 我們當時不知這個孩子是否能健康平安地來到我們家中，可是我們心裏充滿平安喜樂。 自從太太懷孕之後，先生每次去周三的禱告會，都會為這個小寶寶禱告。他的名言是“又過了一個星期”。就這樣一個一個星期地過去了，孩子一天一天地成熟，太太的肚子也越來越大。先生心疼太太，禱告求主讓太太的工作輕松些，可似乎果效不大，比平時更忙。 但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知道我們能承受多少，祂也知道什麽對我們最好。回過頭來看，這樣反而減輕了孩子出生以後的工作負擔。太太在臨產前兩個月又查出妊辰糖尿病，每頓飯後紮血

算下次該吃多少。雖然當時辛苦，可產後的減肥任務就輕松多了。       整個懷孕的過程，靠 神的看顧和保守，一步一步地走過。小蝦比預產期早兩個星期來到世上，健健康康地，全家從老到小都合不攏嘴。弟兄姐妹的愛心讓我們特別感動，送吃的，送穿的，送玩兒的，讓我們不知如何地感謝大家，只有獻上感恩。      小蝦的第一個月真是充滿坎坷。先是黃疸高，每天紮腳後跟取血還不算，實驗室機器出故障，接連兩次把那些好不容易擠出的血弄光，還得重新紮。好在小蝦的黃疸很快就恢復正常。兩個姐姐特別地喜歡這個小弟弟，每天湊在爸爸媽媽和弟弟的房間裏，滿有天倫之樂。可在小蝦出生整三周的時候，一天晚上，小蝦開始發燒。溫度對大一點的孩子並不高，剛剛 100.4°C。 可小蝦很不舒服，放不下身。出院的時候發給我們的小冊子上說， 如果這麽小的孩子發燒達到100.4°C， 就要給醫生打電話。 電話那邊的護士說，不能給吃 Tylenol，如果燒到 100.5°C， 就要去急診室。先生和太太一起流淚向 神禱告，求 神醫治。小蝦除了燒之外，食欲還很好，也沒有呼吸困難的癥狀，所以我們心想也許沒有什麽大事。這一晚上小蝦就在媽媽的懷裏迷迷糊糊地過去了。他的體溫一直保持在 100.4°C 和 100.5°C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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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燒還沒有退，我們給醫生打電話，醫生說要住院。太太很擔心，眼淚不住地流，先生的信心比較大，安慰太太說“放心吧，神賜給我們的不會拿走。”先生把兒子帶走了，太太繼續向 神禱告，雖然不知會怎樣，可 神把平安放在太太的心裏。等孩子在醫院安頓好了，先生把太太接去照顧小蝦。看著這麽小的孩子打著點滴，媽媽心裏不好受，可先生“選”了一個好醫院（神賜先生智慧，把孩子留在離家近的醫院），只有幾個兒科病人，很安靜。我們也感謝 神的憐憫，讓小蝦快到滿月的時候才生病，媽媽可以有足夠的體力到醫院照顧小蝦。神也同樣憐憫我們，小蝦做腰穿的時候，爸爸媽媽都不在場，否則孩子的哭聲可夠折磨我們的心了。事後我們才知道一個小寶寶發低燒為什麽這麽嚴重，如果是細菌性腦膜炎，是會有生命危險的。小蝦得的是病毒性腦膜炎，可以完全地恢復。我們真是向 神獻上感恩，雖然我們經歷這樣的不易，卻

保守小蝦不會遭害。 說來也怪，小蝦在醫院裏再也沒有發燒，所以他一直等到兩個月打預防針的時候才吃了 Tylenol。      在兩個月常規檢查的時候，醫生診所的前臺接待員告訴媽媽小蝦沒有保險， 讓媽媽大吃一驚。原來因為兩個姐姐都沒有需要我們特意加到我們的福利中，我們就忘了小蝦。當媽媽給人事部打電話時才發現那是最後一天可以把他加上，否則要等到明年。我們知道我們經常打盹，可我們天上的阿爸父不會。祂看顧我們的一切，我們只需要尋求祂的面，聆聽祂的聲音。      我們感謝 神把小蝦帶到我們家，我們更感謝 神豐豐富富的預備。在小蝦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先生的姐姐就來幫忙。我們求主繼續帶領小蝦和他的兩個姐姐，也求主賜我們智慧教育他們，從小到大，不偏離主的路，成為合 神心意的人。               
美姑之行美姑之行美姑之行美姑之行    

� 李  堅      

從美姑回來已經許多天，始終沈浸在一種很濃稠很奇妙的心情裏面，揮之不去！一種很久沒有或者說是從沒有過的感動在心裏激蕩，我不敢確定我是否找到了天父的某些旨意，而我在這次行程裏卻的的確確感受到天國聖潔的光輝！！  

    十分偶然決定參加這次美姑 MSI 之行，王俊弟兄因身體原因退出和 LINDA 姊妹懇求有弟兄的參與，而身為在涼山長大的我似乎沒有理由再猶豫。王宇也因為身體原因臨行前換成謝弟兄。我們一行五人 TINA，置郁子，LINDA，謝弟兄和我踏上前往美姑的美好也稍顯艱苦的行程。      RAY 已提前訂好我們的車，她和王弟兄還妥善的為我們準備好睡墊睡袋。火車是 13日晚 7 點36 分從成都南開車，車站門口我們會合，見到裝束齊整的大家和一個日本中年女人，大家都叫她YIKUKU，我是費了半天勁才叫順這個名字，十分面善，隨時都和你微笑著，眼睛彎彎的象新月，圓臉，五官不大但十分妥帖。說話慢而輕，中文發音略帶日本味，句尾喜歡用重復的字眼，是那種一見就很親切就會喜歡上的人，慢慢熟悉起來後還是那種你忍不住要和她開開玩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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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 和 LINDA 因為一直在教會裏相處，要熟悉些。當然也遠不了解更多，TINA 在大家眼裏是一個溫和睿智，謙卑有力，思維力行動力靈命都極高的人，深受大家敬重。LINDA 在我看來一直是嬌氣柔弱的，為人很溫和，一口純正的國語十分好聽，而能否承受這次艱苦的旅程，我有些懷疑。謝弟兄在另一個小組，為人友好溫和，說話做事很有見地和思考，靈裏操練是我們中間進步最快的之一，也很有幽默感，是個不錯的搭檔。  起初，心裏一直有些擔憂，擔心 YIKUKU的生疏和TINA 的不茍言笑，擔心 LINDA的拘謹和小謝的認真。感謝主！因為大家在主裏的緣故，談話開始進行得很輕松，我們談著共同的話題……火車開得很快。      第二日，晨，準點抵西昌。稍做休息整理，我們即將行李存放 MSI 西昌辦公室所在地西昌衛校，然後按計劃駕車環遊邛海。邛海的清晨安靜清朗，東斜的陽光隨意的灑在海面上，微風吹皺著水面泛起金色暈染的水花，海天山色被薄薄的迷霧浸著，海灣濕地裏大片的蘆葦也隨著風的節奏飄著，鷺或飄然飛舞或悠然佇立，一派的和諧安祥，十分宜人，大家被眼前美景陶醉著！      繼續前行,一路開著絢麗的有些誇張的三角梅吸引著我們的註意，我們在邛海賓館和月亮灣稍作停留，留戀著這山水一色的美麗，也感嘆著上帝造物的奇妙！幾經折騰，我們終於搭上前往美姑的班車，一次美妙的心靈之旅於是次第展開……。      車過昭覺，萬千思緒湧入心頭，曾經的街頭巷尾，河流山野承載著我太多的童年記憶，眼前的街景已面目全非，記憶裏的老城已蕩然無存，只有那淺淺的河灣，遙遙的遠山和城中的紀念碑

仿佛依稀往日的模樣，留戀的心情跟隨著不疾不徐的客車躅躅而過，心被一種難以言說的傷感刺痛著，象是在為逝去的童年和青春祭奠！不由的想起兒時單純的快樂和簡單的痛苦，感慨著由時光之線串綴起的人生歷程！      下午五點，我們順利抵達美姑，一座山谷小壩裏的縣城，象是被擁在巨大的青山的臂腕裏的小城。林老師和拉夫已早早的來接我們，相互寒暄後我們來到 MSI 駐美辦，見到了劉老師，烏芝和阿說。大家互相介紹認識，至此，看得出每個人都還在例行公事的心情裏，略顯拘謹和不安。各人都小心翼翼的參予到合作的過程裏來。晚飯是小謝隆重推薦的洋芋燒雞，味道的確不錯！權當是一天奔波的犒勞。隨後在林老師家的準備會上我才知道確切的活動安排，雖然尚不太得要領。大家都準備著以後的行程和心情！我們禱告著！      化學反應從第二天開始！依林老師安排，我們分兩批上山。首批人員物資一早出發；我們為第二批 ，采購部分食物並等候。也許是為著節約，沒有租車，不期卻遭遇大問題！拉夫的獵豹越野在將近目的地時，離合器被抱死燒毀，必須縣城裏修車工馳援！此時我們已同先發的隊員失去聯系，他們已在老鄉們的幫助下步行上山，山上沒有信號。烏芝果斷決定租車上！屋漏偏遇連夜雨，大雨頃刻而至，很快我們把物資和我們五人塞進烏芝表哥羊雜的老爺面包車裏，懵然跟隨著。我們必須的是要再租一輛車以便塞進我們余下的物資和修車工，雨越下越大，羊雜開始不安起來，經驗告訴他山上的雨更大，山路將變的崎嶇濕滑而充滿危險，上去難，下來更艱！已沒有其他司機願意冒險，我們心裏都涼了！終於在我們幾乎絕望的時候，羊雜的努力有了結果，有人願意送我們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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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我們就進山了，道路因著雨中的濕滑和車況的極差而映襯的無比兇險！危險在纏繞著我們，車身扭動著，打滑著， 哮著……，熄火…，倒車…，強沖…，一點點向高處挪動。真正的危險終於來了，一處被車輪碾壓出的壕溝擺在車前，我們下車讓車先沖，羊雜仔細勘察後盡量靠著路邊的路基壓過去，剛到中間，由於壕壁稀滑，車輪打滑車身傾斜著不可阻擋的向下滑去……要翻車……心被提到嗓子眼……！終於，側滑停了下來，老爺面包咆哮著想沖出來，卻已沒有能力了！我們被眼前的窘境驚呆了！推車..，我和小謝下到壕裏並肩上……，沒費太多周折，車冒著黑煙扭動著沖了出來，回頭準備呼喚她們上車，一種深刻的東西迅速把我攥住了，她們正埋頭虔誠地在禱告！啊…….上帝與我們同在，我深深的被擊中了，禱告蒙神垂聽的感覺如此美妙動人！！我於是靜靜的等著她們。繼續上路 ，車行在懸崖峭壁間，危險依然，但凡驚險的時候總有個人會緊緊閉上眼睛，十分逗人！危險離我們很近…也很遠…！      終於我們翻過山口，抵達了一處激流奔瀉的山澗，河對面拉夫的車在路邊攤著，我們車行的路程結束。大家憂喜交加！既喜的是我們終於可以重新站在大地上，且憂的是眼前小山樣的行李和物資需要背上遙遠的高山！很快，我們的擔憂成了多余，成群結隊的村民從山對面拐出來,出乎我們意料，我們所有的物資行李全被搶去，尤其讓 TINA受不了的是一個身高只及她一半的小女孩上來就把她的背包扛上肩快步出發了，背包幾乎遮住了她的背影！大家開始了一種東西感動著的化學反應，跟隨著鄉親們跨過湍急的小河開始了劫難後輕松的步行。這時才發現周遭的景色是如此的美麗動人，高山草甸交錯著稀樹和灌叢，山路順著高山峽谷向上延伸，雨後濕潤清冷的空氣十分舒爽，我們也開始一種愉快的喧囂和寧靜的

置換！一路相伴的孩子們都很乖，我們嘮三叨四愉快的走著，一個很好聽的歌聲從前邊傳過來，是很經典的彜族的酒歌，但從來沒有這麽好聽過，柔美有韻味，清純而悠遠，有如天籟，歌聲激起我們濃厚的興趣，漫長的山路在不知不覺中就走過了，看得出每個人都興致高昂，鄉親們很高興我們也很興奮，大家沒有隔閡！有驚無險，我們終於達到目的地！大家會合，都抑制不住有些激動的微笑著相互致意，我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完全沒有疏離的心情，就象來到親人中間，透出自然而然的親近，這種親近感也很順的傳達給了鄉親們，我們有了很好的開始，一點都不突兀。比原計劃開幕的時間已過了兩個多小時，但孩子們鄉親們都不斷興致勃勃的聚攏過來，十分樸素而隆重地歡迎著我們的到來！少女們甚至換上了節日的盛裝！全體集合…，盡管天色已不算早。      夏令營開幕！孩子們欣喜，激動，熱烈的表情感染著每一個人，集合，點名，分發隊服……，每雙眼睛都亮閃閃的，稍微露出害羞和膽怯，都很乖很聽話，充滿著希翼！孩子們的臉大致都是稀裏糊塗的，有個男孩兩條鼻涕長長的落下來又吸回去，我故意學著他的樣子，他不好意思而十分迅速的吸回的動作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氣氛十分融洽。林老師主持著熱烈激情又嚴謹有序的開幕式，劉老師擔任翻譯，阿說自編自唱的歌帶來了高潮,我們小隊 8~9 歲的孩子們到的很齊，一個挨一個僅緊緊地擠著，點來數去卻多了兩個孩子，名單上沒有他們，也沒有多余的名額，十分揪心的是他們那雙渴望加入的眼睛和失落難受的表情而我又無可奈何，站在隊列裏久久不願離開，讓我難以釋懷！天陰沈著，不時飄落著雨滴，心裏祈求著天父的祝福！我們高興地和每一個我們見著的村民招呼著，雖然語言不太通，但笑意寫在大家臉上，熱情而親切，一股愛的暖流在心間流動著！對於我們來說，在此我們似乎完全與俗世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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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手機信號，沒有高樓大廈，沒有車水馬龍，沒有燈紅酒綠……我們完全忘卻了世界的爭執，欲望，焦慮，嫉妒，忙碌……，內心就象這純凈的天空寧靜舒朗，沒有城市的噪音，汙染的空氣，躁動的人群，更沒有一絲閑雜意念，滿心想的是為別人的快樂而工作，到最後我已不能理清的是到底是孩子得著的多還是我們收獲更豐。      晚飯是去村書記家。延著山村濕滑的小路向上的半山上，一座典型的彜族民居，厚厚的夯土墻，以前的木瓦已換成火瓦，內樘是全木的穿梁結構，沒有窗戶，屋內一片漆黑，進屋右首一張大床應該是主人的臥床，緊挨著是鍋莊，三條牛角形刻著花紋的條石呈三角向上支起來，一口大鍋在上面冒著水氣，鍋下燒著柴火，煙霧彌漫著整個屋子，鍋上不高的地方還懸著一個長方的結實的木架，通常是掛煙熏老臘肉的位置，靠裏還擠放著一臺  櫃，順墻一圈堆放著雜亂的諸如樓梯，幾袋糧食，農具……，進門的左手開著一臺能表示和時代俱進的有聲有畫的機器！因為我的彜腔漢話（團結話（很地道，烏芝很隆重的邀請我在主人的位置坐下，大家圍攏鍋莊坐下來，火光映照著，臉紅紅的，透出些許激動和新鮮！主人準備著彜族大餐，坨坨肉，蕎面餅，酸菜湯。坨坨肉是現殺的山地敞放的小豬，沒有規則地砍成拳頭大塊，煮到八成熟，肉質細嫩，入口化渣，調料十分粗放，鹽巴辣椒面之類，就著蕎餅酸菜湯，恰好合成出一種簡單而爽口的滋味，十分受用，十分過癮！主人一直等我們吃完才重新圍坐上來開始吃飯，十分客氣，讓我們很難為情又無可奈何，只有深表謝意而已。      山裏的夜清新安祥，自此往後的幾天一直沈浸在一種與境與人都親切的感覺中，山水的美麗，鄉親的熱情，同工的敬業都令人肅然起敬，

心裏滿是感恩，神的安排是如此奇妙如此妥帖是任何人無法預設的，不可模仿不可復制，感謝神，感謝所有的人！我們都期待著和孩子們的互動。      接著三天，我們有條不紊的遞次和孩子們展開著夏令營的主題活動，選擇對的，永不放棄，我很重要。圍繞主題，MSI林老師和劉老師，烏芝老師精心籌劃嚴密組織準備充分，設計了許多遊戲和手工，諸如貓捉老鼠，蛇和梯，繩子圖形，麻袋接力，冷熱遊戲，填色繪畫，折風車，鳥風鈴，篝火晚會……，每個項目，每種材料，每個小組，每個細節……都無微不至的周到，我們於是按部就班地帶領著孩子們進入精彩的遊戲，孩子們如此喜歡如此認真如此投入，他們是真正的被包圍在歡樂中了，操場被孩子們的身影，笑聲，尖叫聲，歡呼聲，村民們的笑臉，老師們的喊聲……充滿了，到處洋溢著激情，到處洋溢著歡樂，到處洋溢著美麗！遊戲中間穿插著主題討論和演講，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也一點一點被啟發出來，來自耶酥完全無私的愛在大家中間湧流，孩子們的心是如此的幹凈，單純，透明，愛的種子就這樣播撒在孩子們心裏，在愛的清流裏我的心也被慢慢洗凈，我同樣相信它也種在了我的心中，我若有所悟，主耶酥為何如此喜歡和悅納小孩！也深深的祈願這片凈土不被世界的罪惡所湮沒！我們每個人都被深深的感動著，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所遭遇的所有感動，美景，艱險，辛苦，快樂，美麗……都融入了這次愛的活動裏，如果沒有愛的互動，沒有主的祝福，這一切都將變的虛空，我們的所有經歷幻化為一個背景，在這樣的美麗的背景裏，愛心在傳遞著，匯聚成愛的海洋！不由有種恍若隔世的感覺，當我們棄車，隨著村民邁過那條踹急的河時，我們就象是進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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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要應許我們的天國！唯有在主的愛裏一切變得如此有意義而深入人心。      揮之不去的在這次心靈之旅裏愉快著！享受著！深邃悠遠的藍天陪 搭著泛著寶石亮光的白雲，高地上開著碎花的紅蕎在微風中起伏，陽光清澈透明地逼視著所有的造物，牛馬在青草地裏甩著尾啃著草，豬兒們在泥塘裏歡快地滾著……，我們來到了也許就是被稱為香格裏拉的地方！這裏的人熱情，純樸 ，好客，友善…，每一個人包括我們都如此單純親切，友善可親，沒有嫉妒，沒有憂傷，沒有貪婪，沒有畏懼，沒有嫌棄，沒有苦毒……，這是令人心動令人愉悅令人難忘的一群人，劉老師，烏芝他們也被主的光照亮著，大家融成為一個和睦有力的集體。劉老師的全局駕控，從容不迫，烏芝的全面協調，細致辛苦，林老師耐心堅持，TINA 的靈性帶領，謙卑有力，YIKUKU 細心忙碌，有條不紊，LINDA 溫和可親，謝弟兄的默默支持，阿說純樸熱情，沒有人高舉自己，每個人都充分的發揮著自己的天

分卻又如此合諧！我想這應該就是在主裏的謙卑而有力吧！      這是一次也許至今我所遭遇的最美妙的心靈之旅嗎！一次信心之旅！心裏滿是感恩，感謝 神！感謝 TINA……感謝所有的人！贊美主！求主祝福！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於是想這是否就是天家裏得到的幸福和快樂！      還有許多無以勝記，孩子們清晨送來的煮洋芋，孩子們圍著我們的歌聲，孩子們舍不得我們離開的流淚和眼神，村民們帶領我們圍著篝火歡快的鍋莊舞，TINA 每天帶領我們的晨禱，YIKUKU默默的為大家做事，孩子母親為孩子整理伸展殘舊的衣裳，小女孩抱著 LINDA 的手親吻，阿說自編自唱的熱情的彜歌，林老師冷水洗頭的治頭疼，……！還有堅守第二個星期的 TINA，林老師和 YIKUKU，一直為山裏奔波辛苦的劉老師烏芝和拉夫，還有接替我們去到特西的陳晨王宇，還有讓我感動的 YIKUKU 的短信回復 愛的勞動不辛苦！……愛是恒久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禱告的功效禱告的功效禱告的功效禱告的功效，，，，信心的見證信心的見證信心的見證信心的見證    

� 過健輝     

第一次呼求神第一次呼求神第一次呼求神第一次呼求神         我是 Cherry的母親，一名醫務工作者。2010年 4月 30日是我和老伴來美探親第五週的一個晚上，不幸的遭遇發生了。一個冷不防的衝擊力，使我後退幾步重重地蹲坐在地上。由於我的體重

不輕，倒下的勢頭很重，臀腰部痛得我急呼：“ 神啊! 救救我 ，不要讓我截癱了”。說完我就感到眼前發黑，耳朵嗡嗡作響，聽不見聲音了。接著臉上的皮膚和嘴唇緊緊地收縮起來，以後我就不知人事了。大約幾秒鐘後，我睜開眼睛，只見家人驚圍在我身邊。以為我是心腦血管病而暈倒的，欲叫急救車送我去醫院。但被我拒絕，因我下意識地側臥一下身子，又彎曲雙腿，感到下肢能動，皮膚也有感覺。我判斷出沒有發生截癱(我原有腰椎退行性變的病症)，也沒有出現股骨頸骨折的症狀(這是老年人摔跤後的常見病)。我想我最多是腰椎間盤的損傷或骨盆骨折。總之，沒有生命危險。於是家人把我扶到床上，又給我一個冰袋放在腰間。我服了兩片止痛片和一粒安眠藥。昏昏沉沉地度過傷後第一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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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只能直挺地躺在床上，不能翻身，左側臀部只要一動就有“過電樣”的觸痛。腰圍一圈的肌肉和神經也持續作痛。特別是起床時，當身體和床面成 45度角時，痛就更難以忍受。尤其是下床去衛生間，我幾乎整個身子都趴在老伴肩背上，慢慢移步。這兩處的痛總讓我出一身冷汗。我真是第一次嘗試到甚麼是出“冷汗”的滋味。為了減少這樣的痛苦，我每天不敢喝水。只是服藥時喝一、兩口水。 這樣最多每天早晚兩次去衛生間。難熬的兩天過去了。星期日女兒一家去教堂做禮拜。她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三位牧師，請他們為我禱告，也請中英文堂的弟兄姐妹為我代禱。當晚周牧師就來電話慰問，蔡牧師也來家探訪，並告知教會有 walker 可借用。以後不斷有姊妹來電話勸我一定要去就醫或提供醫療信息等。星期一女兒去走訪了 St. Luke 醫院和骨科中心，告知掛急診可以不預約。但是前者醫院即使急診，也要候診三到四小時(我支持不住)。 掛號費為200 美元，拍 X光片子需要 400 美元，骨科中心則各減少 20 美元。有人告訴說 X 光片讀片子也需要交費。如此這般僅僅拍 X 光片子，出個診斷報告，還不包括給藥和治療費用就要付上 600 到700 美元，這對於來自大陸的人來說, 實在是太貴了。由於我們沒有公民身分，也沒有綠卡，所以不能享受醫療保險等優惠待遇。為此，我堅決不同意在美國治療。儘管女兒執意要為我付醫藥費，但她自己 stay home 已一年多，我們原本想來幫她帶帶孩子，做做飯的，好讓她騰出時間去做自己的事情。現在不但幫了“倒忙”，還要為我付醫療費，實在說不過去。所以我想只要沒有生命危險，也沒有發生上述兩種可怕的合併症，只要我能坐輪椅上飛機，可以考慮回青島治療(國內有醫療保險)。  第二次呼求神第二次呼求神第二次呼求神第二次呼求神         傷後第三天，當我思考著不能在美國治療又該怎麼辦時，我無奈的躺在床上，兩眼看著天花板和窗外的藍天，我大聲地呼求 神說：我摔這一跤，無論是祢的旨意，或是撒旦的作為，都是祢

允許的。祢不允許的事不會發生，如今我這般慘狀，既不能在此治療，又不能回青島去，我只有求靠祢來醫治我。因為經上說：“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祢既然能讓我摔倒，祢也能讓我站起來。權柄全在祢手裡，今天我別無他路。只有單單地仰望祢，單單地求靠祢，全然地“賴”著祢。我反覆地背著馬太福音 7章 7到 12 節聖經，突然在我腦海中有一個聲音說：妳不是有個醫學院的同學熟精武，他是骨科專家在青島，妳不能打個電話給他嗎？這個啟示給了我一絲希望。說也奇怪，我這次來美沒帶親友的電話本，僅僅抄錄一些 email信箱。臨行時，卻把大學校友的通訊錄丟進了行李箱。於是很快請老伴接通了夏醫生家電話。正好是他本人接聽的。我就向他訴說了受傷的經過和當前的症狀。他問我要 X光片的診斷報告，我答復了沒拍片的原因。他就根據我的描述， 給我制定一套物理治療方案並給予須服用的藥名，又說如果有不嚴重的骨盆骨折，只需靜養和加綁腹帶 ；如有較重的腰椎間盤壓縮性骨折，等妳症狀緩和後回國，可以給妳做個微創手術，打上骨膠即可。又安慰我說一般要兩週以後方能減輕症狀； 一個月後能下地走動。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 若要徹底恢復， 一般需一百天時間。藉著 神的啟示，我得到了這樣一位醫生的遙控醫治和心裡安慰。這是  神聽了我的禱告，給於我的回應。我的心情開始平靜下來，安心養傷。  第三次呼求神第三次呼求神第三次呼求神第三次呼求神         傷後第六天，由於按照“方案”治療才三天，我的腰間和臀部兩處的疼痛，尚無明顯改善。六天來痛的煎熬實在難以忍受，於是我在第六天晚上禱告說：神啊！祢用了五天的大能，創造了天地宇宙，樹木果蔬，飛禽走獸；第六天已祢自己的形象又造了人，第七天祢歇了祢的工，安息了。神啊! 我是祢造的一名小卒。我沒有工，只有罪。但我這痛的“罪”實在受不了啦! 祢能否憐憫我， 賜給我一天的安息日，在這一天終讓我的痛能得到緩解，吃下飯去，睡個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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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心滿意足了。哪怕一天也好 (我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沒想到第二天淩晨起來，照例要去衛生間。當我支撐著站起來時，左臀部的放射樣痛明顯減輕，也不出冷汗了。往後的幾天理，該處的痛只有減輕，沒有加重。我感恩禱告向 神說：神啊! 我只問祢要了一天的安息日，我就知足了。沒想到祢卻“照著在我們心裡運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3:20)”我感到我的傷痛有救了。  神也聽袁伯母的禱告神也聽袁伯母的禱告神也聽袁伯母的禱告神也聽袁伯母的禱告         傷後第十天(求 神賜給我安息日的第四天)的午後，女兒接到麗白姐妹的電話，說是袁伯母要來看我。女兒再三謝絕他們的誠意， 因為袁伯母年事已高，出門多有不便。況且不久前還暈倒過一次。老人家千萬不能來，但麗白姐妹卻說：老人家心意已定， 不會改變的。果然下午二時，麗白姐妹陪同袁伯母出現在我的床前，並且送來一束非常漂亮的鮮花,。她老人家親切地詢問我的病情，安慰我要按照 神的旨意靜養，不要著急。臨行前說要為我做個禱告。話音剛落，她和麗白姐噗通一下跪在我的床前。我只能抬頭說，為我禱告很好，但您這麼大年紀了，跪下不行。我今年七十多歲，您比我大十二歲，我怎麼敢當！麗白姐妹說：婆婆經常給病人禱告都是跪下的，她是向 神跪求。妳就不用介意了。這時，我老伴和女兒也都跪下，一齊為我禱告。我的眼淚止不住直向下淌。我為主內有這樣一位高齡的愛心老姐妹兒感動，我也為自己沒有像袁伯母那樣的愛心奉獻而慚愧。目送著她們的離去，我的內心久久不能平靜。      當晚，睡前未完成一天中第二次去衛生間的“常規”，也是我最害怕，但又不得不完成的“負擔”。神蹟再次出現了----我的腰在起床成45 度角的關鍵時刻，竟然不怎麼痛了。即使還痛，也完全能忍受得住，也不出冷汗了。老伴似乎有點不相信。這第二處的痛點能減輕得這麼快！但事實證明自那晚起，我的該處痛點逐日在減輕。我仰面像 神高呼：“神啊!  我終於可以敞開喝水了。”十多天來我口可難忍，嘴唇乾裂不敢喝水的滋味非常痛苦。神啊!  恕我無法立即跪下向祢感恩致謝。但我相信這一天，離我能站起來或跪下來向祢感恩的時日不遠了。 

 神啊神啊神啊神啊！！！！    我單單仰望祢信靠祢我單單仰望祢信靠祢我單單仰望祢信靠祢我單單仰望祢信靠祢！！！！         歷時十五個日日夜夜的皮肉痛苦，我的傷痛基本得到了好轉，能藉助 walker 下地漫步練習，三個星期後(5 月 23 日)我就開始參加主日崇拜和團契活動了。這次的意外傷害之所已恢復得如此迅速，全靠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全體中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和所屬團契的熱心基督徒，以及我家鄉青島的教會和團契的弟兄姐妹，都在為我懇切禱告的結果，以他們的愛心和熱心托住了我的禱告和信心。所以我每次向 神呼求及禱告時，都有回應或奇蹟出現。這對於一個不信 神的人來說，好似無稽之談，或著說成事件不可思議的事。但聖經上耶穌曾說過：“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太 21:22）”。我在萬般無奈中，能呼求 神。神啊！我單單仰望祢，單單信靠祢，別無他法。為此我也真真切切地經歷了 神的慈愛和憐憫。祂每次都聽我的禱告，知道我求得是甚麼，也接納了我的信心。最終得著了與 神同在的福分---比甚麼都珍貴。哈里路亞。感謝讚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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