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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復興我們教會 
 

周宇定牧师 
一些弟兄姊妹身上的點點滴滴, 我看到 神在復興我們教會。 

 

[神的話語改變人] 

一位信主五六年的姊

妹那天在她團契中的

領詩深深地感動了

我。她帶我們唱一首

古老的詩歌“有一血

泉”。這歌的副歌是

這樣的：“立去全人

罪跡, 立去全人罪跡, 

罪人只要投身此泉, 

立去全人罪跡。” 

短短四句話, 每句話

都提到罪這個字。我看到她帶我們唱, 也分享她

在傳講福音時心中的感恩與喜樂。我心中很有感

觸。這位姊妹初信時, 受了一些外面錯誤教導的

影響。曾在我辦公室要求我講道中儘量少講罪, 

要講罪也最好婉轉一點。她說：講道中常聽到罪

使她好壓抑。但曾幾何時, 神的話改變了她, 神

的靈復興了她。那晚之後, 我笑著對她說：“你

現在講罪比我講得還多。”  

 

[為破口認罪悔改] 陸續地聽到一些弟兄姊妹說, 

今年教會主題“重建我們破損的牆垣”對他們有

特別的意義。一位姊妹在她的見証中說到：“我

信主將近六年，記得剛信主后一段時間，心里常

常火熱，生命有些改變。后來，就開始平靜下

來，停滯不前，覺得靈里很難有突破。想改變，

卻反反复复地也改變不了。更有甚的是，很多時

候，也沒看到自身靈命上的破口，看不到自己的

罪，也不愿認罪悔改。工作中，常常因為辛苦勞

累，也有很多的怨言，常常忘記了 神的恩典和在

難處中依靠祂。在家庭生活中，也缺乏對丈夫的

順服。今年牧師針對主題的幾篇信息對我觸動很

深。我愿意回應牧師的信息，來重建自己靈里破

損的牆垣；每天多親近主，學習 神的話語，讓耶

穌真正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在工作，家庭和服事

等方面來榮耀祂。” 

[為基督緣故受苦] 一位信主祇兩年的年輕弟兄, 

分享了他最近体會到基督徒“以耶穌為主”和

“同享 神榮耀”的一些關係。他說：“對于深陷

罪中的我們, 想了解 神的榮耀, 和 神為基督徒

所預備的榮耀和冠冕實在是太難了。感謝 神,十

字架的道路能讓我們略略地了解, 并盼望那個与 

神同在的榮耀。我想到保羅曾說‘我們這至輕至

暫的苦楚 , 要為我們成就极重無比永遠的榮

耀。’一個過以耶穌為主的生活就是背自己十字

架的生活, 這會有很多的苦楚, 但心里面卻會一

天新似一天, 并且會有那個對与 神同在的活潑的

盼望。”這弟兄接著說：“這体會是 神給我新的

領受, 這樣的領受幫助我在服事中, 愿意為基督

的緣故受苦。我實在盼望 神興起我們團契還有教

會的兄弟姐妹一起來尊主為大，大家能一起來禱

告會親近 神；一起在教會團契服侍 神；主日一

起按時來敬拜 神；一起在各處傳福音來見證 

神；這樣我們就真的能開始略略地了解 神的榮

耀。” 

 

[在後的將要在前] 1月20號晚上, 我參加了信望

愛團契為新年佈道會所舉行的特別禱告會。那晚

天氣非常不好,下著冰雨,所以能參加禱告會的不

多。但老中青三代都有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年輕

的四位弟兄姊妹，都信主沒有多久，但一個個都

認定主, 對主執著忠心。在未禱告之前, 最年輕

的姊妹拿以西結書的一些經文與我們分享勉勵。

看她小小年紀, 信主大約兩年, 卻靈命成熟, 講

地頭頭是道。我看著她, 我想到當我信主兩年時, 

以西結書在聖經的什麼地方我都弄不清楚, 而 神

卻選召我這不配的人, 而現在是這姊妹的牧師。

聖經裡講到在後的在前,而在前的將要在後。感謝 

神在我們教會興起年輕的生力軍。 

 

    願那復興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的靈火,不斷在

弟兄姊妹心中焚燒,也在所有主耶穌基督教會中焚

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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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is reviving our church 
 

Pastor Yueting Chou 
 

From the everyday witness of brother and sisters, I see God bringing revival to our church. 
 

[God’s Word changing Lives] A sister, who 
came to Christ within the last 6 years, moved me 
with her testimony at fellowship.  She led the old 
hymn “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 The 
chorus states how sinners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And sinners 
plunged beneath that flood lose all their guilty 
stains.”  The chorus confronts sin in these short 
verses.  She also shared the joy and gratefulness 
she felt when sharing the gospel, all of which 
moved me.  When this sister was first saved, she 
was influenced by some mistaken teachings.  At 
one time, she came to my office and asked that I 
not mention sin as much as possible in my 
sermons, and if I did mention sin, to mention it in 
a lighter perspective.  She stated that the topic of 
sin caused her pressure. However, over the years, 
God’s spirit changed her and she experienced 
revival.  After that night of sharing, I told her in 
good gesture “Your sharing on sins are much 
better than mine now”. 
 
[Confessions on Rebuilding Broken Walls] I’ve 
received feedback from numerous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the theme this year “Rebuild Our 
Broken Walls” has been very meaningful.  One 
sister shared that “I’ve been a Christian for almost 
six years.  At first, I was on fire for Christ and my 
life was changed by God.  Afterwards, I came to a 
standstill and it was hard to have any spiritual 
advances.  Even though I wanted to change 
continually, I wasn’t able to. Many times, I wasn’t 
able to see the sin in my life, wasn’t able to 
recognize the broken walls in my spiritual life and 
even not willing to repent.  At work, I would 
forget God’s grace and neglect to depend on Him 
during hard times; often I would have many 
complaints due to being tired.  At home, I would 
lack submission to my husband.  The sermons that 
have been preached regarding this year’s theme 
has given me much thought.  I am willing to 
respond to the pastor’s sharing and rebuild the 

broken walls; come closer to God daily, study His 
word, allow Christ to reign in my life and give 
God glory at work, home and my service to 
Christ”. 
 

[Suffering for Christ]  A young brother who 
came to Christ for only two years ago shared how 
he experien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 as 
Lord’ and ‘sharing in God’s glory’.  He said “For 
us steeply entrenched in sin, it is to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God’s glory and the plan God has 
prepared for Christians to share the heavenly 
crown and glory.  Thank God, the way of the 
cross allows us to slowly understand and hope for 
the glory of Emmanuel.  Paul has said “For our 
present trouble, which is only for a short time, is 
working out for us a much greater weight of 
glory;” A life with Christ as Lord is one that 
involves carrying our cross; this has many 
hardships, but our hearts will be renewed daily 
and we will have the joyful hope with God’s 
presence.”  This brother continued “This 
realization from God helps me in my service and 
be willing to suffer for Christ.  I sincerely hope 
God will raise up our fellowships and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church to put Him first, that 
we may come close to Him at prayer meeting; 
serve together in fellowship; worship together on 
Sunday; witness together God’s gospel; then we 
will be able to truly slowly understand God’s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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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are last will be first]  I participated 
in the prayer meeting to prepare for Faith Hope 
Love’s New Year gospel venue on Jan 20th. The 
weather was terrible that night with icy rain so 
many were not able to attend.  However, there 
were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age groups, 
university students through seniors.  I believ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four young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n though they had been believers for a 
short time, they showed a faithful commitment 
and were focused on Christ.  The youngest sister 
shared some passages from Ezekiel to encourage 
us before the closing prayer.  Seeing her young 

age both spiritually and physically, I saw how 
spiritually mature she was.  Thinking back to 
when I had only been a Christian for two years, I 
didn’t even know where the book of Ezekiel was 
in the Bible.  Yet, God called this unworthy 
person to be pastor of such a sister.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the last will be first, and the first will 
be last.  Praise God for reviving our church with 
reinforcements. 
 
May the spiritual revival in St Loui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continue to burn in our hearts 
and in all of Christ’s churches. 

 
 
 

I Will Build My Church 
 

Pastor Mark Manning 
 

Jesus promised that He will build His Church, 
and nothing can stop His work (Matthew 
16:18).  For SLCCC, God has encouraged me 
through His Word that He is going to bless us as 
a Church in the years to come, building us as 

God's wonderful family. 

In the days of Zerubbabel (Zechariah 4), there 
were challenges to building the temple.  Upon 
finishing the foundation, it seemed like only a 
small beginning (vs. 10).  Oh, this could be 
discouraging.  But God encouraged him about 
moving forward in God's power to complete the 
work that lay ahead.  How could it possibly be 
done?  God's answer was, “’Not by might nor by 
power, but by my Spirit,' says the Lord 
Almighty” (vs. 6). 
 
Let us be encouraged that God's Spirit is at work 
to make things happen, to build us deeper, wider, 
and stronger.  As we prayerfully work together, 
we will see God's mighty hand answer and b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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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建立我的教會 
 

明邁克牧師 
 

    耶穌應許祂將建立自己的教會，而且沒有什

麽可以勝過他（太 16：18）。對於成立經年的聖

路易華人教會，神一直通過祂自己的話語來激勵

我：祂正將祝福我們、建造我們這個美好的大家

庭。  

 

    在所羅巴伯的時代（亞 4）建聖殿遇到挑

戰。立好聖殿的地基似乎只是建聖殿中一件小小

的序曲（亞 4：10）。哦，這聽起來似乎挺令人

氣餒的。但 神卻勉勵所羅巴伯必完成這工。這

怎麽可能成就呢？神的回應是“萬軍之耶和華

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

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願我們共勉：神的靈在作工-祂允許事情發

生，祂讓我們經歷更深、更廣、更有能力。在同

心敬虔地服事中，我們就將一直親眼看到神大能

的手的回應和祝福！ 

 

A Church That Embraces People with 
Love, Truth and the Gospel 

 

Pastor Vincent Choi 

What kind of church is SLCCC? I wonder if you were 
being asked that question before. The answer may 
vary depending on what is on the inquirer’s mind. 
SLCCC is an independent evangelical church – that is 
our doctrinal framework. We were established thirty 
some years ago from a small student Bible study 
group – that refers to our history. The majority of our 
people are young families that originally came from 
mainland China – that represents the composition of 
our congregation. But besides all those and perhaps a 
few other characteristics I believe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things that stand out and define our church.  

When the apostle Paul wrote to the church in Colosse 
he began the letter by commending its congregation 
this way: “We always thank God,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en we pray for you, because we 
have heard of your faith in Christ Jesus and of the 
love you have for all the saints — the faith and love 
that spring from the hope that is stored up for you in 
heaven and that you have already heard about in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that has come to you.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gospel is bearing fruit and 
growing, just as it has been doing among you since 

the day you heard it and understood God’s grace in 
all its truth.” (Colossians 1:3-6) 

From thes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I can identify 
three things that SLCCC shares with the Coloss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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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ve – we demonstrate Christ-like love to one 
another. We never hesitate to take action to care for 
those who are in need. When an email is sent out 
requesting prayer for someone in need it is not 
unusual to receive multiple replies moments later 
from people sharing their concern over the matter and 
expressing willingness to pray for the need. Requests, 
whether for the need of ride, daily necessities or food, 
are almost always filled in a short time. 

2. Truth – we are never too shy to defend the truth. 
We are a Bible-believing church. We live and breathe 
by “the book.” If it is in the Bible we will study it 
through personal devotion, fellowship Bible study, 
Sunday school and the pulpit. When we begin a new 
endeavor or change the existing way of doing 
ministry we challenge our coworkers to look for 
Biblical proof to support it. Biblical truth is not only 
something to observe within the church walls but also 
has to permeate in our daily life. 

3. Evangelism – we always look for avenues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ose who do not know Christ. We 
open our door to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because 

we are eager to introduce Christ to them. We do so on 
a person-to-person level, through fellowship 
meetings, in the Sunday school classroom and from 
the pulpit. If there is one thing this world needs it 
would be a transformed life resulted from an e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our Lord Jesus Christ. Our church 
stands as a beacon to point people to this only source 
of everlasting life. 

A church that does not practice Christian love is only 
an ornate institution of hypocrites. A church that does 
not proclaim the truth would eventually succumb to 
compromising with the fallen world. A church that 
does not reach out to the spiritually loss would only 
grow old – and die. 2012 marks the 14th year that I 
have been in this church. I pray and will continue to 
pray that by God’s grace these three distinct qualities 
would all the more keep on growing and maturing. 

 

一間懷抱愛，真理和福音的教會 

蔡炎康牧师 

    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是個什麽樣的教會？我

不知你是否曾經被別人這樣問過。答案可能千變

萬化，因人而異。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是一間獨

立的福音派教會－這是我們的教義宗旨；它是從

三十幾年前一個小小的學生團契建立起來的－這

是我們的教會歷史。當中絕大多數是從大陸來的

年輕家庭－這是我

們教會成員的主

架。但除了這些或

是別的特質，我相

信還有至少三方面

可以來形容我們這

間教會。 

    當使徒保羅寫信給歌羅西教會的弟兄姐妹

們，他開篇就以贊賞的口吻寫到“我們感謝 神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因聽見你

們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是

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盼望就是你們從

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這福音傳到你們

那裏，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

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 神恩惠的 

日子一樣。”（西 1:3-6） 

    從這些鼓勵的經文中，我注意到聖路易華人

基督教會和歌羅西教會在三方面有相同之處。 

1. 愛心-我們用基督般的愛彼此相愛。對有

需要的人我們毫不猶豫地提供幫助。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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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有需要的代禱郵件發出去，總是很快

得到多人的回覆：弟兄姐妹們要麽表達他

們的關心要麽表示願意代禱。無論是接送

人，還是幫忙準備日常所需或者食物，這

樣的請求往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得到回

應。 

 

2. 真理-我們毫無保留地為真理辯護。我們

以聖經為準則，以 神的話為糧。通過個

人靈修，團契查經，主日學和主日的講

壇，我們在聖經中尋求帶領。當我們開展

一項新事工或者對現有的事工進行一些調

整，我們會向同工發出挑戰：從聖經中找

到根據而不是任意而行。聖經的真理不僅

僅活現在教堂的高墻裏面而且還要在我們

日常生活中得到彰顯。 

 

3. 傳福音-我們總是尋找各樣的途徑和那些

尚未認識基督的朋友們分享福音。教會的

大門一直是向任何人敞開，因為我們渴望

把基督介紹給他們。而這些是藉著個人傳

講，團契聚會，主日學課程和主日的講壇

做成的。倘若現今世界只需要一件事情，

那將就是與主耶穌基督恢復永恒的關係後

所帶來更新的生命。而我們的教會如燈塔

般向周遭的人指出這是通往永生的唯一途

徑。 

 

    一間教會如果對基督的愛沒有任何操練，它

只是一個道貌岸然徒有虛名的機構；一間教會如

果不能為真理站穩最終就會向墮落的世界及其廉

價的世俗觀相妥協；一間教會如果不能走出去，

對失喪的靈魂沒有負擔，它只能將會日漸日衰，

直到消失。到 2012 年為止我在這間教會已經有

14 個年頭。我在 神面前禱告，而且會繼續禱

告：藉著 神的恩典，讓這三個特質在這間教會當

中不斷成長，愈發成熟。 

 

讀經分享 

主的話是生命 

湯昌潔 

    感謝主！讓我又有機會來見證主的大愛！自

從教會實行每年通讀一遍聖經計劃後，我執行了

一年，第二年我卻不想讀了。我覺得我總共通讀

了三、四遍，讀得懂的地方讀得懂，讀不懂的地

方還是讀不懂，不執行了。 

    前年四月份某一天，我覺得頭暈、乏力，一

量血壓，上面是 140，下面是 98。我想，遭了，

老年高血壓來了。我先生知道後，拿出藥來叫我

吃，一天一粒，一年 365 粒。他意思是人老了，

血壓高些是正常的，不吃藥血壓下不來。我懂這

些，但我又想我婆婆常年吃高血壓、心臟病的

藥，每頓飯後一大把藥。十幾年下來，藥的後遺

癥發作，現在得了老年癡呆癥，她自己不知道，

家人是多麼辛苦，我拒絕吃藥！我又想，我要教

孩子們，有時會

提高嗓門，對高

血壓的病不利，

我 還 又 不 能 退

休。大約一個星

期左右，我早，

中，晚三次量血

壓，不下去，人

沒吃藥，自然不

會好，沒折了。 

    我只能來到主座前，向主祈求。主在我禱告

時意思是讓我每年通讀一遍聖經，這樣祂才會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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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我的高血壓。我知道後很高興，想：這可不像

是我自己的想法，因為我已經決定不再每年通讀

了；又不像是魔鬼的意思，因為魔鬼不會叫我讀

聖經，他也不會醫病；肯定是上帝的恩典了。為

要趕上進度，當天我就讀了幾章。晚上一量血

壓，下去了，人也感覺爽了，真是感謝主！至今

我不敢不每年通讀聖經了。 

    我又覺得很慚愧，平時覺得小孩子真不懂

事，練琴好像父母親欠著他們似的：你若練好了

琴，我就給你買你要買的……他們不知道父母的

用心只是一味地為他們的好。我怎麼就變成了小

孩子了呢？ 

    那年夏天，我打電話把這個見證告訴我信佛

的大姐。她說：現在是夏天，高血壓的人是不用

吃降壓藥的。到了冬天，我又打電話告訴她：我

沒斷過讀聖經，沒吃過一粒降壓藥，血壓正常！

至今我沒有斷過每年念一遍聖經，血壓至今亦正

常，感謝主！主是信實的主！有時，碰到有高血

壓的弟兄姐妹，我會問：“你是否每年通讀聖

經？”當然，主在每個人身上的計劃和使用不

同，給每個人的教誨和恩典也不同，但我要用我

這親身經歷的見證和主的話語來高聲贊美主：

“上帝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

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

住在他裏面。”（約一 4：16）“我對你們所說

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 6：63b）。 

 

生活見證 

來美後的二三事 -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竺傳美 

 

    轉眼，來美國已經三年半了。這麽多日子

裏，相信每一個人的生命裏經歷了很多事，也有

很多的感悟。最近，我的大學同學們準備出一集

班刊，邀請我們每個人寫點東西。我很想知道我

的同學們生命中曾經或正在經歷的事情，所以我

願意先分享我自己的。於是，我開始回想這三年

半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選了三件來和大家分

享。 

    首先要說的是我來美國一年多後信主成了基

督徒。先說這個，不光光是因為它最先發生，而

且是因為它成為之後我要分享的兩件大事的基

礎。跟大多數在美國的同學一樣，剛來美國時我

就有機會接觸到教會。一兩次接觸之後，因各樣

的原因，就跟他們結束了來往。但是我很感恩的

是，差不多一年之後，我搬家，有了一個基督徒

鄰居。她邀請我去團契（查經小組）和教會，我

就去了，很平常的，當時並沒有特別有心想了解

想追求基督信仰，當然也沒有毫不當一回事，只

是當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去看看、了解了解。去

後幾次之後，有過一些些感動，但是沒有特別令

我感動的事；他們的有些做法讓我覺得不習慣，

但是也沒有覺得特別討厭，所以就常常去。去得

多了，知道他們所信的是什麽了，自己也開始看

聖經，重新審視自己，也思考自己將來的人生。 

雖然期間也有過掙紮，但是幾個月後，我理智的

選擇我要相信福音：就是上帝造天地萬物也創造

了我，祂愛我，可是我因著自己的罪性常常得罪

這位聖潔公義的上帝，使得我在世上被罪捆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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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沒有平安，而且將來也要面臨難以承受的上帝

的審判。但是上帝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受

死且復活，擔當了我的罪，讓我借著相信祂不光

可以擺脫罪的束縛，而且恢復了和上帝的關系，

讓我成為上帝的女兒，蒙受祂的祝福，且有永生

的盼望。 

 

    或許你現在看不懂我寫的這段文字，但是這

福音確實改變了我的生命，我自己心裏深深的知

道。它讓我第一次真正面對和認識自己，看到自

己的自私、驕傲和狡詐，以及自己被罪捆綁卻無

法靠自己去擺脫罪的束縛的事實，讓我在黑暗中

仿佛看到了一束光；它讓我知道我生命的真相還

有活者的意義，讓我曾經時不時感到漂泊和迷惘

的心堅定地知道今後的每步路當怎麽走；它讓我

感受到上帝對我的愛是那麽的深厚和真實，還有

我的教會和弟兄姐妹是那麽的寶貴，我的心因這

份愛而滿足。啊，我不知道如何表達我信主後我

生命裏的輕松、自由、平安，還有從心底裏湧出

來的喜悅，但願你有一天能夠懂得和擁有我的這

種心情。我只能說，這是我生命中所做的最感恩

的一個決定，得到的最美好的一個祝福。 

 

    第二件大事要數結婚了。我特別感謝上帝的

恩典，我和男朋友可以來美國同一所大學，而且

可以一起信主，之後不久我們就結婚了。結婚兩

年來，上帝對我們的婚姻有滿滿的祝福，說也說

不完。祂從各個方面改變我們兩個人，讓我們的

愛情裏少了一些虛浮和自私，多了許多的舍己和

合一。每當我們倆一起數算上帝在過去的日子裏

對我們恩典時，每當我們倆一起為現在面臨的大

小的事情禱告時，每當我們倆一起暢想未來當過

什麽樣的生命時，我就感覺到夫妻同心合意、合

為一體的美好。我知道，若是沒有上帝在我們的

婚姻當中，我們的關系不會像現在這麽甜美，這

種甜美比起戀愛時的那種甜美有著天壤之別。而

且，我相信，幾十年後，我們的關系會依然如

此，不是吹噓什麽，因為知道自己不能預定什

麽，也見過很多不能白頭到老的婚姻，只是相信

我們的婚姻若在上帝手中就必然穩固。 

 

    第三件大事就是我懷孕了，剛知道是個女

孩。我深知，這也是上帝的祝福，不光光是祂讓

我們如願懷孕，而且祂預定這件事情在這個時候

發生對我來說是最好的安排。很巧的，這段時間

教會裏新開了一門教養小孩的課；很巧的，我們

剛搬的新家離我所去的醫院很近；很巧的，我的

科研進行到一個階段可以讓我在懷孕後期和生產

之後待在家裏寫文章，而不會因為懷孕而延後畢

業等等。我知道這一切發生都不是偶然的，但它

就是這麽完美的發生了。有誰的心思能像上帝那

樣周全呢？做上帝的子女是何等的有福！面對這

個新生命，我和丈夫既興奮又陌生，但是我們一

點都不擔心憂慮，因為知道這個小孩是上帝賜的

產業，祂必定看顧到底。我和丈夫需要做的就是

按照聖經的教導來養育我們的小孩。 

 

    若要說起上帝在我學業上的祝福，那又可以

寫長長的一篇文章了，留待以後再細說。回想這

一切，我能說什麽呢？一切都是上帝的帶領和恩

典。祂給我的不僅僅是這些可以說出來的福分，

更是一個在祂裏面的新的生命。 上帝又美又善，

又真又活，祂配得我的贊美和感謝，值得我一生

去倚靠，一生為祂而活。願這成為祂的見證，願

你因信祂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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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生活 

做團契主席隨感 
酉 申 

 

    酉申與太太及兒子一家於 2009 年夏天搬來聖

路易，因為在其它地方的教會認識了 SLCCC 以前

的成員，就被介紹到並加入 SLCCC 大家庭。第一

天來到 SLCCC 被多位弟兄姐妹熱情問候並邀請加

入他們所在的團契。酉申一家先加入了沐恩團

契，之後分別在明奇／建文家和世川／小萍家也

參加過聚會。認識了更多弟兄姐妹，最終覺得沐

恩更適合，於是一直固定參加團契及教會的所有

活動。 

 

    來聖路易半年之後，酉申開始做團契副主席

學習服事；緊接著，借著團契成員的鼓勵和相

信，酉申從 2011 年初開始做團契主席。2011 年

12 月 25 日是一年的最後一個主日，周牧師當天

講道的信息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

耐、凡事盼望”，也是教會當年的主題“彼此相

愛”的最後一講。對酉申而言，做團契主席將滿

一年，牧師的信息引發許多感受；其後劉敬霞姊

妹也不斷鼓勵，她建議說如果不把自己的感受和 

神的祝福記下來，很快就忘掉了；但是如果記下

來，以後回頭再看，會發出驚嘆！最終這些字碼

在了一起，也是對酉申自己的提醒。 

 

    酉申做團契主席的一年，是深深經歷團契的

弟兄姐妹的愛心的一年。想酉申一家來到這裏，

很快就被接納包容成為團契大家庭中的成員，很

大程度是他們的愛心與關心的結果；其次，酉申

感謝他們的相信與支持，從開始學習服事，乃至

做主席來“領導”他們，與信任分不開；許多時

候在教會遇到酉申不認識／熟悉的弟兄姐妹，他

們都會介紹相識並附加說酉申是團契的主席，這

讓酉申覺得飄飄然雲裏霧裏。其實他們許多在各

自的工作中都有管理者角色，但在教會個個都虛

己造就別人，念及此，酉申往往汗顏；許多具體

工作任務的完成，都是團契各位大力支持、同工

的結果。其實酉申自己也明白不會做主席，經過

許多年的 postdoc 經歷，酉申一直是執行者，不

曾有過管理者的概念。面對團契主席的角色，酉

申起初是抱著學習服事的態度出發而去做一個協

調者，不敢以“領導”自居；這樣的自身狀況，

再加上酉申還沒有買房子，在過去的一年，酉申

覺得許多事情沒做到位，非常虧欠大家，因而酉

申感謝團契各位的忍耐，而且還忍耐了一整年，

真不容易！同樣性質的問題放在酉申與太太之

間，可能早就吵翻天了。團契對每一位成員在 神

的愛中的包容、相信和忍耐，讓酉申覺得就是團

契盼望每一位成員都能在靈命上有成長，在服事

上有長進。在交接下一屆團契主席班子的時候，

酉申感謝團契的包容、相信和忍耐，至於盼望，

酉申說是盼望他快下臺，好讓更成熟的成員上來

做的更好，大家好意的回應是盼望留任；新主席

班子有酉申的搭檔續任，這讓酉申想起“麥子留

下，稗子拔掉”的經文。 

 

    酉申做團契主席的一年，是經歷 神的信實的

一年。團契主席的位置在於協調和帶領服事，更

大的意義在於其位分，要能夠帶動成員在靈命上

成長。酉申當初的出發點輕視了這個位分，以為

只要盡力做好具體任務即可，這也是前面說所酉

申一直以來的職業經歷只是個執行者的反映。一

年期間真的有過幾次試探，讓酉申覺得幾乎走不

動－不知道做什麽或如何做；或許這些事在另外

的人看來根本不是個事，但是 神通過這些讓酉申

記得去禱告，求 神帶領開路；也讓酉申學習跟 

神禱告。酉申關於團契的理念是團契就是一個小

教會，應該是五臟俱全。耶穌基督是教會的頭，

自然也是團契的頭；有時在困難時念及此，酉申

會與主耍賴，會跟主說：這是你的團契，我不知

該如何辦，你來處理吧；還真是，往往這時候在

自己覺得沒把握的時候，事情會順利完成，反而

在自己躊躇滿誌的時候，卻有波折。一年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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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真是 神的大能和幫助。現在回頭來看，真是

很美的、與 神共負軛的、也是受管教的時光。 

 

    酉申做團契主席的一年，更多的，是經歷 神

的祝福的一年。在這一年，酉申經歷的得著和祝

福超乎想象。一是家庭的祝福，酉申太太在後面

大力支持，兒子也一直很乖，全家充滿從上而來

的喜樂；全家夏天休假時，從科羅拉多的丹佛一

直遊玩到懷俄明的黃石，一段非常難忘的經歷；

更重要的是，全家的綠卡在酉申服事的這一年拿

到了，正如酉申現在的工作一樣，酉申及太太清

清楚楚知道，都是 神給的，而且 神選擇在酉申

服事的一年，神的心意就顯明了。酉申如果不信 

神，也可以說結果是熬到年頭了、或者給自己臉

上貼金說目前的工作是遇上伯樂了；但是酉申相

信 神，而且內心明白自己是塊什麽料，知道是 

神幹預了；酉申和太太懷著感謝的心歡喜領受，

而不敢沾沾自喜。二是個人的得著，酉申不會禱

告，做主席期間學習禱告；酉申不善在人前講

話，但是做主席就需要這樣做；酉申在以往的工

作中一直是執行者，但是做主席需要考慮團契成

員以及教會整體，雖然在教會中沒有所謂世俗

性，但畢竟也面對一個團體。酉申從團契的服事

位置拔出後一個月，謀生的地方人員調整，一部

分新的工作責任競然是負責客戶服務。三是工作

的得著，酉申換過多次工作，打一槍換一個地

方，沒有積累，產出與投入比很低；但是在過去

的一年裏，收獲頗豐，酉申明白是 神的祝福，憑

自己是不配得的。雖然目前的工作仍然有不確定

性，但是人生的確定性在 神的手裏，酉申信靠祈

求 神帶領和保守前面的路。正如有一首歌詞寫道

“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認識你，在一生中最大的

事是愛慕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事你”。當

把第一優先的 神安置在人生首要位置後，其他的

就自然各歸其位。 

 

感恩見證 

張芳蘭 

弟兄姐妹們大家好， 

 

    感謝 神！讓我有機會，在這一年一度的隆重

的感恩節向 神獻上我的感恩和贊美。  

 

    這幾年以來，我常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凡

我所到之處，如散步，或與友人相聚，或在牙科

門診，進醫院查身體，進出教會或團契等，凡是

認識的，見過面的，總會有人詢問我的年齡，並

且誇我身體好，真健康！ 

 

    實則不然！在我一生中，生過許多種疾病，

如傷寒，白喉（當然那都是少兒時期）；在成年

後，因病做過 2 次大手術（小手術不算）。一次

藥物過敏差點送命。肺結核這個病的病假特長，

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到一年。由於反反復復長年

生病，給我的感覺，好像是沒怎麽工作，就徑直

步入到老年。 

 

    當年，過去，曾經青年時期，也有過我們的

工作和事業。我們都在醫校執教。當時我們無論

是在身份，職業和地位上等，一直是為人所敬重

的，羨慕和贊賞的。但是在那個內憂外患的戰亂

年代，苦悶、空虛、生活中缺目標、無定向、沒

有平安感，就更談不到喜樂了。整個身心沈浸在

消極喪氣之中，就只能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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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拯救我的，是源於這本聖經。那是在七

十年代之初，由我芝加哥的姑母回國探親帶給我

們的。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聖經，真是欣喜若狂，

既高興又好奇；那急切的心情，迫不及待，立即

展開看。從創世紀看起，聖經的記述，詳細具

體，好多神跡奇事吸引著我愛不釋手！是祂讓我

了解到：聖經是經過一兩千年的時間，有四十多

位見證人，將獨一真 神的啟示分別記載下來。這

些見證人之間，因著年代關系，無聯絡或抄襲的

可能，但他們的記錄內容，卻像有默契般的一

致，真是如同出自一人之手。這足證實祂就是 

神！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 不 借 著

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裏

去。”（約

14：6）我

知道，由始

祖亞當一人

叛逆 神，

罪 進 入 世

界；這基因，人從胎裏就帶有人的罪性。最大的

罪莫過於人們偏偏相信被造物；而單單不相信那

創造萬物的主－我們的  神！！！救贖的唯一出

路：就是要相信三一真神（聖父，聖子，聖靈）

因信得救！透過祂諄諄教導，真誠親切；祂的話

語常常激動我珠淚橫流，是祂以主動的大愛，犧

牲和無尚的愛，撫平了我這顆憂傷的，瀕臨毀滅

的心漸漸蘇醒過來！依賴祂的帶領，終於在我再

次赴美時在 Omaha 華人基督教會受洗（1992）自

此得以歸家。 

 

    聖經不單是創造史，是指南書，預言書，百

科全書；因它包括了天文地理，世界整個神州，

真是 神賜給人類的寶書！天書！我欣喜，我高

興！試想人世間有多少的高智權貴者，讀過萬卷

書，滿腹經綸，只可惜，沒能讀過這聖經，也不

認識 神。相比之下，倍感高興快樂，幸福無比！ 

 

    主教導我們，要關心別人，愛人如己。我實

按捺不住內中興奮，得此好消息。首先想到親朋

好友。特別於我 2000 年赴美之前。那時一切都較

開放了。有聖經銷售，有教堂崇拜了。我即買了

一批送他們，還有過去我的老師們。年齡大了，

否則就沒機會了。還好我的眼科老師，衛生學老

師都回信了，說：聖經是本好書，奇書！祂對人

類的貢獻真是太大了！真了不起！共鳴使我很得

安慰！也是他們的鼓舞使我更加靠攏 神，跟隨 

神！ 

 

我的健康方法之一，就是多讀聖經，多禱告。 

    神愛我們，為我

們 舍 命 ， 用 祂 的 寶

血，從罪中釋放了我

們，並潔凈了我們，

賜權柄作 神的兒女。

使我們坦然無懼怕地

屈膝在祂的腳前，向

祂傾心吐意，帶我們

出死入生，出黑暗入

光明（出亞當，入基

督）。讀聖經使我飲水思源，不忘恩典！恩典！

是的，主啊！是袮不單把救恩賜給我們，並且把

袮自己也給了我們，是袮帶我們在袮的裏面，沒

有人能把我們奪去，沒有人能把袮的愛隔絕！在

袮裏面我們才有真正的自由和安息！仰首闊步，

擡頭做人！袮使我豐富保暖，享受袮愛的溫暖，

在袮裏面，我們就有力量，剛強壯膽面對一切！

主啊，袮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都是袮的帶領， 

看顧，不管高山低谷，還是懸崖峭壁，都是袮慈

愛保守平安通過。多年來困擾著我的肺病痊愈

了，失去的記憶恢復了，眼底大面積出血，按照

醫生的經驗之談說我的左眼是瞎眼了！但是 神袮

的醫治，又使我的視力奇跡般的恢復了！這我真

是滿心獻上感謝和贊美！ 

 

    五年前，孫子為上大學事鬧個天翻地覆，是

袮的醫治，教導幫助使他健康了，大學畢業了。

2012 年即將碩士畢業了。是袮的大能的手把孫

子，本來從一個嬌慣頑皮的孩子，教導改變他。

如今成為一個，既有愛心，又善解人意，能幫助

父母，尊敬老人，懂禮貌的，有文化有知識有教

養的好青年！ 

 

    十年前，我因病作大手術，神的恩典，讓我

從術後第二天開始就能下地活動（距今還差 3 個

月就整十年了）。這期間我一直參加主日學，除

了一次感冒，怕到課堂傳染缺課一次之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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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勤。以上全是來自 神的恩典，是 神的力量：

是那生命的河；和袮力量的源泉， 源源不斷的流

向我支撐我。否則，不會有我的今天！千真萬

確，多看聖經，多禱告，就多蒙福！是真實的！

是可信的！ 

 

我的健康方法之二， 就是建立人 神親切的關

系。 

 

    聖經教導我們：你們親近 神，神就必親近你

們。實在講，從我獲得重生的那一刻起，神的教

誨，在認識上漸漸更新。那屬天的生命就運行聖

靈在我裏面，聖靈帶領堅強。那是 神的話語－是

祂的光深入到我心中，流暢在血液裏，以及實踐

在生活中，指令我行事為人要與恩典的選民相

稱。每當我地點，時間，定睛在 神的身上時，與

主相交時，主的話語撞擊著我，激勵著我，必須

遵照旨意行。主的生命就在我生命之中產生極大

的震動。那是裏面的黑暗被主的真光照亮時，是

罪惡被聖靈赦免時，當即我那喜樂的淚水沖刷，

滌蕩著我裏面的汙垢，以及那些個諸多負面的影

響！就像周師母在我們團契所講：耶穌來了！要

看裏面！有哪些藏著的，掖著的，自我認為那些

所 謂 的 寶 貝 ！ － 那 些 見 不 得 陽 光 的 東

西！！！.....因為 神是聖潔的！通過與 神交流

溝通；只有去掉這些東西，才能求得 神與我們同

在。自那時期，我決定主動地向 神全面敞開！做

到表裏如一！！謙卑真誠地呈現在主腳前，進入

到 神的心意裏面，才能更加認識 神。以此建立

和更新與 神之間的關系。 

 

    我常想，基督徒，這個尊貴的稱謂，乃是慈

愛的天父所賜。實際，透過聖經的光鏡照照，就

那副本相而言，還是相差很遠很遠...... 

 

    我知道 神召我們的目的，要讓我們成為聖

潔。因我們是重價（藉著耶穌基督的生命和鮮

血）買來的！活著是要我們榮耀 神！所謂門徒，

在作光作鹽！神更指令我們要喜樂！賜我們平安

喜樂！人生的意義，喜樂與盼望，都是來自創

造、救贖、看顧我們的 神！有了祂我們才有一

切！特別是喜樂！祂是我們健康的唯一保障！要

喜樂；就要多思念基督的事，多思念上面的事，

多思念值得頌揚的、高興的、愉快的事。正如腓

立比書 4：8－9 節所講：“凡是真實的，可敬

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有什

麽德行，有什麽稱贊，你們都要去思念。賜平安

的 神，必與你們同在。”思念真是太重要了！思

念是整個身心的司令部！總指揮！如果一個人，

讓什麽事務占據了他的心思意念，那個事務，遲

早就會支配他的言行表露出來，就與腓立比書

4：8－9 節種種的德行結合在一起，就必然會產

生健全的思想意識形態。這形態是積極的、向上

的、旺盛的，因而帶來道德與靈性美好的生活。

祂就必定促使你的身心健康！神賜我們平安喜

樂，讓我們沐浴在祂的愛裏，旨在我們裏面產生

激勵鞭策我們的全力，各系統，各管道，各部

門，都要按步就班，有條不紊，調動發奮極力工

作，使整個機體都處在這種正規的，蒸蒸日上，

朝氣蓬勃的氛圍之中。身體必然會逐漸強壯而健

康！這都是實實在在的！願共勉！感謝 神恩典！ 

總之， 得勝的武器，是認真讀經，多禱告，做到

完全依靠  神！仰望  神，靠  神喜樂，靠  神

得勝！堅定依靠，持守主道！做 神國合格兒女， 

當好在世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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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恩旋律 
侯誌沅 

 

    我來美國大約兩個月左右，還沒有受洗，但

是已經決誌信主了。一天忽然牙疼起來了，是最

後面的一顆牙（智齒）。關於治療費用昂貴否，

我咨詢了教會中的弟兄姐妹。 通過蔡牧師的告

知， 拔去最後面的大牙需要二，三百元。這把我

嚇了一跳，女兒說：“別害怕，多貴的價格也得

去治療啊！”但是我沒有答應找牙醫。 

 

    在夜間疼痛難忍，只好用民間療法，如塗抹

牙膏，咬花椒，深呼吸氣等，卻不可以止疼。夜

深人靜，我獨自坐在沙發上，不敢呻吟，怕擾亂

他們的睡眠。因為自己還不會禱告，也不太知道

有事情發生如何求主幫助我，我自己就哼唱了一

句歌詞。我反復地哼唱這個帶旋律的歌詞，牙的

劇烈疼痛有了放散的感覺，逐漸在流動著，從牙

齦處慢慢散去。我驚呆了。我意識到：是主在幫

助， 是主聽見了我的呼求。我對主的敬拜和贊美

被主悅納了！ 

 

    天已經蒙蒙亮了，我把這首歌頌贊，感恩的

詩歌全部創作完成。自己又反復地唱，反復地

唱。我的牙居然奇跡般地不疼了。我把這首詩

歌，親手交給世川長老，請他給以指正。他說可

以再歡快些。我回到家裏按照他的意見，又重新

修改。但是原先的旋律總是在腦中回蕩揮之不

去。最後， 我決心把這首贊美的詩歌，按原先的

旋律重新整理，寫好歌和鋼琴伴奏，做為我在受

洗時獻給主耶穌的頌歌。我深深感受到這個旋律

是主賜予給我的，是主的恩典予我的。主親自醫

治的牙，一年多來從未疼痛過，至今自然脫落。

我把這顆牙保存起來， 這是主的神跡。 

 

感謝 神 

萬秀娟 

    感謝 神！我們人有那麽多的罪惡。人算什

麽，神竟然眷顧我們，只因為是祂創造了我們，

是神的憐憫和恩慈！ 

 

    認識 神，感受聖靈，感受 神、神的無所不

能，無所不知。神知道什麽是對我們最好的。相

信 神，依靠 神。在 神的帶領下，我們的擔子是

輕省的，我們生活是有盼望的。 

 

    感謝姐姐姐夫邀請我來美，讓我有機會認識

美國，並在經濟上給了我很大的支持幫助。 

 

    感謝我朋友邀請我來教會，認識了 神。 

 

    感謝劉俊姐妹的理解幫助，一步步帶領。在

我還不是一個基督徒的時候，本來是溝通挺困

難，還有些討厭的情況下，來幫助我。即便現

在，我仍然是那麽的不好。時常軟弱的我，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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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成熟。也籍著身邊的所有人和事的幫助下提

前受了洗。感謝周牧師、蔡牧師。 

 

    感謝幫我攝影、制作留戀光盤的 Allen, 照

相的文彪，感謝所有見證我受洗的兄弟姐妹。 

 

    感謝周牧師、周師母，給我很多正確的指導

和幫助。唯獨靠 神，我們才能真正得救。周牧師

那麽忙的情況下，仍不會忘記我。每每的講道，

都似乎是說給我聽的，這也是聖經的魅力和 神的

偉大之處。周師母站在 神的角度，指導我正確的

人生做事原則。 

 

    感謝蔡牧師的一路幫助。邀請我進路得團

契，幫我解疑。感謝蔡師母的幫助。感謝蔡牧師

一家的感恩節聚餐的邀請。 

 

    感謝新生命團契的兄弟姐妹，在這麽短短的

時間內，就接納我，在我還不懂得去關懷別人的

時候。我太關心自己，太擔心自己了。以至於，

我的眼睛是瞎的，我的心是封閉的。感謝我有機

會加入新生命團契一起頌揚我主耶穌。 

 

    感謝陳斌，邀請我去他們家過感恩節。以及

陳斌一家在我找工作時，也極力給予我幫助和關

懷。 

 

    感謝恩園團契。真的只有通過 神，我才能跟

這麽多不同的人能相識。在我的腦海裏，人仍存

在著不同的等級。真的是在 神的眼裏，我們每個

人都是特別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只是我

們被放在不同家庭、不同的地方。但是，因為 神

的恩典。我們不同地方的人能來到這裏，共享家

的溫暖，大家能彼此分享快樂和分擔痛苦。 

 

    感謝 Allen 和 Sky, 在生活上的接送，在靈

裏的幫助。真的很想念美國的兄弟姐妹。 

 

    感謝施春美在靈裏的幫助。她教導我，人的

罪像一個臟了杯子，需要不斷的用水去清洗，以

達到人的凈化。真的很喜歡這種感覺。她也教導

了我，與 神的關系近了，跟主內的兄弟姐妹自然

也就是近了。 

 

    感謝路得姐妹會，讓我知道了，做為一個女

人，特別如果是結了婚的女人，我們更需要去修

煉很多很多。結婚不是童話故事的終點，而是生

活的起點。我是那麽的需要成長。 

     

    感謝小陳，當我提出很愚蠢的疑問時，她對

我說，在主內的姐妹的愛人如己乃是出在內心，

根本無須證明給別人看。只需對得起自己，對得

起 神。 

 

    感謝依雲，在我失去方向，表現得很無助、

懷疑自己的時候。她邀請我去她家做客。她那兩

個天使般的女兒，真是讓我羨慕不已。孩子真的

是 神的賜予。讓我們能有著那麽美好的感受。即

便會因此很忙，因此而放棄了很多。不過孩子就

是 神的祝福和恩典。她給予了很多前途上的建議

和鼓勵。 

 

    感謝信望愛團契。

年輕火熱的兄弟姐妹

們，在軍營的退休會讓

我感觸很大。這個時

候，我們能觸摸到彼此

的心靈。都因為 神造

我們的時候吹的那口

氣，於是我們即便年紀

不同，經歷不同，但是

我們因著相信 神，我們的心是敞開的、純凈的。

感謝 神，讓我們來到這個世上，卻不孤單。 

 

    感謝蔡昕穎一家，感謝謝堯一家，感謝李

燦、程豪一家。感謝 Louis。因著 神的帶領，我

能參加這麽多團契聚會，在這麽短的時間，靈命

上有所長進，真的很感謝主內的兄弟姐妹們。 

 

    感謝 ESL 學校的老師同學們。感謝 Corie 的

聆聽與幫助，感謝 Brad 一針見血地對我說：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感謝 Vee 

當我感受無助時，給我很多安慰。 

 

    感謝我的房東一家，試圖提供信息幫助我留

在美國。 

 

    感謝 神，只是因為我是人，時常渺小、軟

弱。真的是依靠著主內的兄弟姐妹，我才面向主

的榮光。我會不斷的強大自己的內心，在靈命上

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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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ajo 短宣分享 
Amy Zhang 

 

During this past year, I found myself 

growing steadily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God. My main reason for going 

to Navajo this year was to try to grow 

closer to God. During the week we were 

in Arizona, this was easy, with morning 

devotions and Gathering every night and 

being able to see God's work up close 

and personal, but I was afraid that I 

would drift away from God again once I 

came back. But so far, the impact 

hasn't worn off yet, and I'm continuing 

my morning devotions and I feel that I 

really am closer to God than I was 

before.  I think that Vacation Bible 

School this year was really successful, 

especially the Youth program. I'm 

really glad that I went this year. The 

mission trip really helped me grow in 

faith. 

    在過去的一年裏， 我發現自己越來越遠離 

神。這也是我決定去納瓦侯短宣的主要原因。借

此希望自己能轉回而靠近主。 我們在亞利桑那州

的那幾天，日子過得很輕松愜意：每天晨更，每

晚有聚會，親眼親身經歷 神的手在作工。可我擔

心自己一旦回到聖路易，屬靈的光景就回到從

前。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這個跡象。我繼續

堅持每日清晨的靈修，愈發覺得離主愈近。我覺

得今年聖經學校的夏令營非常成功，尤其是青少

年的節目。 我很高興自己今年有去納瓦侯短宣，

這次經歷確實對我對屬靈的信心上有幫助。 

 

 
 

Tina Zhang 
 

The Navajo Mission Trip helped me so 

much. Before the trip, I actually 

seriously doubted that God even existed 

but after the trip, my faith was 

completely renewed and I believe I 

welcomed God back into my life during 

the trip.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that helped me were the nightly 

gatherings. I enjoyed listening to 

Youwan, Pat, Pastor Manning, Peggy, 

Charlie, and Jenny all share. It was 

really helpful because I think hearing 

testimonies and other people's 

Christian walks with God encouraged me. 

 

I think Vacation Bible School was most 

effective for reaching out to the 

Navajo people. It's really amazing 

seeing the Navajo kids have fun, smile, 

and ask for piggy-back rides. They 

really grow close to, not only the 

tribal leaders, but also the 

shopkeepers. The Navajo kids look up to 

their tribal leaders and as a result, 

the tribal leaders have a huge 

responsibility and ability to reach out 

to them.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things is how the kids never forget who 

we are, even though they just get to be 

with us for a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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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really glad I went on this 

trip.  I'm happy that I went because 

now I feel like I have God right by my 

side to help me face moving away to 

college. 

    參與納瓦侯短宣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在去之

前，我的確懷疑過上帝是否真正存在。但是現在

我的信心被完完全全地更新。在參與短宣的整個

過程中， 我確信並且歡迎  神真實地介入到我的

生活中。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是每晚的聚會。聽

Youwan, Pat, Pastor Manning, Peggy, Charlie, 

and Jenny 等弟兄姐妹們的分享真是一種享受。

基督徒的見證和與 神同行的經歷給了我莫大的鼓

舞和激勵！ 

 

    我想聖經學校的夏令營是最有效地把福音傳

給生活在納瓦侯的人的方式。 當看到納瓦侯 的

孩子們玩得很開心，爽朗的笑容和聽到他們想騎

在後背上的請求， 我真是欣喜若狂！這些孩子們

不僅與部落的領袖而且整個部落的人都有很親密

的關系。納瓦侯

的小孩尊敬他們

部落的首領，因

此部落首領對他

們有極大的責任

和影響力。雖然

我們與孩子們在一起僅僅有一周的時間，但他們

已經記住了我們當中每個人的名字，這真是令人

感到驚訝！ 

 

    我很慶幸我參加了這次短宣。我即將要離開

家去上大學，更高興的是，借著這次短宣的參

與，現在讓我覺得上帝就在我身邊幫助我如何面

對新環境。 

 

秋季短宣分享 

见证如云中国行 (1) 摇动神的手的祷告 

鄧明奇 

    离开上海那天，我们计划去第一个培训地

点，没料想 神带领我们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

过，自然也没有在计划中的地方。真如同圣经所

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来到这样一个未曾想到的地方，就有未曾想

到的经历与感受。虽然对我们服事带来许多调整

的需要和挑战，却也是留心察看 神如何成就、如

何祝福的好机会。比如昨天，就与 Z 牧师参加了

一场婚宴，听到了弟兄姐妹的许多感人见证。 

    Z 弟兄那天从车站接到我们，就带我们住在

他家。他的身上有许多 神恩典的见证，待有时间

我会继续了解，这里所分享的只是片段而已，却

是令我与 Z 牧师非常感动的。今天早上我再次与

他核实了细节，所以资料的来源与准确性是可以

置疑却应该相信的。 

见证以第一人称方式，就如同 Z弟兄向你讲述... 

     “我从 80 年代信主后，就和父母在教会服

事，成为教会主要同工。2009 年 4 月 5 日我因为

突发脑拴，身体瘫痪而住进医院 19 天，昏迷整整

一周，醒来后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嘴无法嚼，

进食靠妻子将食物塞至咽喉再勉强吞咽下去。在

医院每一天，都有几十位弟兄姐妹前去探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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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进去，流泪出来，让医生们诧异我究竟是什么

人物，有如此多人关心。 

    稍微恢复之后，妻子每天搀扶我在医院行走

放松。有一天我与妻子在住院部大门厅里祷告，

周围许多人观看，不知我们在干什么。那时我的

声音还是模糊不清的。我的祷告是：‘主啊，我

是你的仆人。我知道自己不配，也常常得罪你。

如果你喜悦我的服事，要将我取去与袮同在，我

全然顺服。如果因着我的罪，袮要惩罚我，让我

从此瘫痪，我也全然接受。但是，主，我知道这

不是袮的心意，我们的教会还需要我。我求的就

是袮能够让我重新站上讲坛，继续传讲袮的话

语，服事袮的教会。’ 

    住院 19 天后，我的身体有了恢复，就坚持出

院了。医生认定我不应该出院，他们告诉我不会

痊愈，一定会有残疾留下。并且吩咐，出院之后

要经常吊盐水，以舒通经脉，而且要每天吃药，

直到离开这世界。但是我相信 神会完全医治，就

将药物全部扔掉，也没有去打吊水。 

    出院的第二天，是医生建议吊盐水的日子，

妻子哭着劝我，我就依着妻子意思前往。路上有

位姐妹接待到家中吃饭，又有另一位姐妹陪同

(注：她的见证以后详细分享)。看着这两位曾经

患病，透过自己祷告得医治的姐妹，我想：神既

然能够透过我的祷告医治她们，一定也可以医治

我。那天我们就没有继续去医院吊水。我对 神

说：‘我没有别的祈求，只想重新站在讲台

上。’ 

    回来后 3-4 天，是教会的同工/执事会，在自

家边上教会举行，那时我嘴还歪着，腿提不起

来，声音也发不出来，妻子和女儿搀扶我参加了

同工会，弟兄姐妹们看着我们，都留泪感动。 

    从医院出来后，我就重新开始教会的讲道服

事，妻子用电瓶车，带我去教会各个聚会点。我

对 神祷告说：‘主啊，我的嘴是歪的，边讲边流

口水，走路也一瘸一拐。你总不要要我就这样歪

着嘴讲袮的道吧？求袮让我有稳健的步伐，端正

的形象，传讲袮的话语。’每次我都这样祷告，

我的身体也在服事中重新恢复起来，现在各方面

基本正常。 

透过这次生病，我发现自己的讲道更进深了一

步，神好像赐了我一个新的脑袋，我的讲道在逻

辑上更加严密，服事特别有力量，释经讲道特别

有亮光，每次上讲坛都特别有感动，弟兄姐妹们

也从中更多受益。 

愿荣耀归给 神！” 

蛛丝马迹中国行 (4) 计划外的目的地 

    11 月 6

日(周日)早

上，我们一

行四人在接

待的邓肯弟

兄家简单早

餐后，就乘

坐地铁前往

虹 桥 火 车

站，然后离

开了上海。

我们的计划

是到了一个中大型城市之后，再分别前往两处培

训地点。TED 和 DY 姐妹对中国大陆情形相对不熟

悉，所以 Z 牧师定意在他们买好车票，与我们分

别之后我们再计划下一步行动。 

    于是，在他们两位离开之后，我们与所处培

训地点的同工联系，商量何时何地碰面。这个地

点是我们两个小组都将前往服事之地。我与 Z 牧

师 6 日赶到，7-11 日和 12 日上午进行培训，TED

与 DY 结束第一处培训之后，于 12 日赶往该地，

开始第二周的培训，我与 Z 牧师则离开前往第三

地开始我们第二周的培训。这乃是宣教机构与当

地教会联系之后，和我们如此交流的，料想该是

安排周到，算无遗策的了。 

    我们已经与接待同工联系，说好在火车站乘

出租车去某处与他会面。然而，就在我们正步入

一辆出租车时，电话来了。原来那同工说将会面

地点改在另外一处。但我们赶到时，那同工还没

有到。与他联系，说 20 分钟左右赶到。在我们等

待之时，又收到电话，这次却说是：他们不知道

我们将与今日赶到，明日开始培训，所以并没有

作好相应安排。他们的安排从 12 日开始，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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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们只知道 TED 和 DY 将去培训，而没有期待

我和 Z牧师到来。 

    我们很奇怪，为什么在火车上与他们联系之

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那显然不重

要了。得知这变故之后，Z 牧师马上与负责安排

此次培训的同工联系，了解到过程中的一行人为

疏忽与信息的非准确传递，同时也考虑应对措

施。由当地同工临时安排一些培训活动是一个可

能性，另一可能就是去别的地方看看，比如，在

某地的教会就一直希望我们能去与当地同工交

流，了解。 

    计划中接待

我们的同工赶

到，在交流之

后，Z 牧师决定

由宣教机构的同

工为我们安排另

一去处，我们则

告诉来接待我们

的同工，既然

TED 和 DY 已经

定好会去该地有

圣经培训，我们就趁机看神如何带领我们去一个

新的地方体验。但过去的一个多小时，真让我和

Z 牧师有亚伯拉罕的感觉。何故？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也？但我们也对神将要带领我们

去的地方很是期待，想看看神让这样的事情发

生，我们会看到什么，学到什么？ 而我们的等待

也并不久。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就被告知，已经

与某地的教会联系好，我们要尽快赶到另一车

站，乘坐下午 3 点的汽车前往 3 小时车程之外的

另一城市。那时已经过了 2点 1刻。 

    于是，我们赶快打的到了那个车站。却发现

3 点的汽车只剩下了一张车票。我与 Z 牧师自然

不能分开，所以就定下 4 点的车票。等待的一个

小时之间，我与 Z 牧师玩笑，如果公安能在我们

将要去的这地方找到我们，就真要佩服他们了，

因为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就连这个地名都没有听

说过，作梦也没有想到将会前往的。 

    3 个小时的车程似乎很久，因为我在车上睡

得晕晕困困。虽然早上起得很早，从上海来的火

车上却已经休息了一段时间。车上的这段睡眠或

许就是多余的了，过犹不及看来常是对的。至于

到了以后该是什么情形，也无须考虑了。车上的

时候与接待的弟兄短信联系了几次，汽车到站，

我们还是没有见到庐山真面目。手机联系，才发

现都已经在场，设立个双方都知道的建筑物为标

记，才发现我们都已经到场了，摹然回首，就发

现所等待的人，正在秋夜灯火阑姗之处。他就是

Z弟兄、所去教会的负责同工。 

    由 Z 弟兄带领，乘出租车来到 40 分钟车程之

外 Z 弟兄的家，姐妹已经将饭菜做好。我们也终

于抵达了宣教的目的地。这目的地虽然不在计划

之中，目的却没有两样。然而，这目的能否达

到，如何达到，却在未知之数。 

就在这样的未知之中，完成一天的旅程。 

蛛丝马迹中国行 (5) 农村家庭教会非主日敬拜

的经历 

    今天早餐之后，由接待 Z 弟兄家的姐妹带

领，Z 牧师与我去参加当地教会某个聚会点的活

动。虽然不是主日，他们的聚会却与正常的主日

崇拜没有二致：1 个小时的诗歌，加上 1 个小时

的讲道信息。悄悄问 Z 牧师，他倒有过一点经

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参加农村家庭教会的崇

拜，有些新鲜好奇，也有些紧张忐忒。新鲜的感

觉不言而喻，因为两天前根本部不会想到自己会

在这样的时间地点出现。神以祂特别的方式带

领，让我们这次短宣经历了许多不在计划之中的

事情，是全新的经历与感受。 

    紧张则是因为 Z 牧师安排我讲道。其实原来

的安排是我与他兵分两路，我去的地方比较远，

要乘坐摩托车前往。Z 牧师考虑我还在小病呻吟

中，若被冷风吹透，会更加不可收拾，于是建议

安排的弟兄，可否不乘摩托车前往，而使用出租

车为交通工具。那弟兄闻弦歌而知雅意，就安排

我与 Z 牧师同来一个地方。当时我正遵从 Z 牧师

的吩咐而蒙头大睡，企图将感冒病菌隔离至死，

对于这些安排全然不知，对后来 Z 牧师说由我讲

道也只有在感到措手不及之后顺服接受。 

    所以昨天晚上就在考虑如何将曾在教会主日

分享的“爱是不嫉妒”信息改头换面，以适用于

这儿的弟兄姐妹，但毕竟离上次分享过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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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许多内容开始印象模糊，到今天早上，还是

不很熟悉。在与 Z牧师的祷告中，只有求 神来掌

管，完全不因我的配得，而因弟兄姐妹们渴慕的

心而祝福。无论情形如何效果怎样，让我们在敬

拜中经历 神的同在。 

    参与今天聚会的多数是老人，带领诗歌的姐

妹由于参加圣诞歌舞排练而没有参与服事，所以

在诗歌时间，有些不知唱什么歌的犹疑。Z 牧师

从手机里调出了两首喜欢的诗歌，他们却没有听

过。于是，Z 牧师从交给我们的一首赞美诗选中

挑选出了几首诗歌，准备带领大家一起唱。这些

诗歌是我们教会唱得比较多，又是相当流行的赞

美诗歌，比如，你真伟大， 耶和华的心，爱我愿

意等。最后两首更是我们以为每个人都会唱的

“奇异恩典”和“爱的真谛”。所以在他们唱了

两首诗歌之后，Z 牧师自告奋勇来讲所选择的诗

歌和大家分享。没想到，连奇异恩典这麽有名的

歌，他们都不会唱。其他歌就更加只有放弃了。 

    但“爱的真谛”却是我今天讲道的主题，所

以我与 Z 牧师还是带领大家唱了一遍。然后，我

们主动提出，一句一句教他们唱这首歌。在如此

正式场合教唱诗歌，对连简谱也不识的我来说，

当然是第一次。好在他们既然都不会唱，我怎么

样教都可以，只要 Z 牧师不认为我教错了就行。

我教得认真，Z 牧师大声配合得认真，他们学得

也很认真，不过几遍下来，他们还是没有完全学

会。 

    时间不等人，所以我开始了“爱是不嫉妒”

的信息。在自己教会主日讲道时，通常只有 30 来

分钟时间，每次我都用到极致，今天有 1 个小时

可用，就充裕了许多，我得以添加一些内容，也

无须匆忙，有助于我放慢语速，使他们尽可能多

听懂些。从他们反映来看，对我的湖南普通话接

受程度还可以，至于信息对他们有多少作用，就

全然在 神手中了。所以，在结束崇拜之后，还是

不加思索地感受到了一阵轻松。 

2011福音大会印象 (1) 与主同行的渴求 

    2011 年中国福音大会 11 月 24-27 日在香港

举行，我与 Z 牧师 24 下午赶到香港，28 日上午

离港，全程参加了这次大会。几年前生命季刊决

定将福音大会放在香港举行，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更多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参加，使福音大会前的

“中国”两字更加名符其实。就单从这一点来

看，2011 年福音大会无疑取得了很大成功。因为

大会共有 5 千多人参加，其中多数就是来自中国

大陆的弟兄姐妹们。 

    大会期间，我或与 Z 牧师结伴而行，或独自

漫步，会经常遇到三五成群的，来自大陆省份的

弟兄姐妹。要作出这样的判断不难，从外表、言

语、举止、年龄、性别上均可看出来。或者有人

会置疑，外表与言语举止来判断颇有道理，年龄

性别又如何得出他们来自何方的结论呢？莫非大

会对来自各地弟兄姐妹年龄性别有所限制不成？ 

    各位有所不知：随着近年中国经济发展，农

村教会中许多青壮劳力因“打工潮”而动，离开

故土到城市求发展，而留守在农村家园，构建农

村教会的已经被形象地称为 386199 部队了。对大

陆稍有了解的都知道，三八，妇女节也；六一，

儿童节也；而九九，则是重阳节了。所以，

386199 所描绘的乃是，目前农村的主体人口乃是

妇女、儿童和

老人们。教会

的组成也不例

外，儿童不会

来参加福音大

会，所以如果

是妇女与老人

为主体，几乎

可以判定来自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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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次我与 Z 牧师前面座位上，就有几位这样

姐妹。待她们开口，熟悉的乡音更是吸引了我

们，原来她们是从我们短宣所在地区而来。又有

一次，活动结束之后，我们步行回旅馆，Z 牧师

与前面几位姐妹一搭讪，原来她们乃是 Z 牧师老

家而来。遗憾的是，Z 牧师出生台湾，迄今还从

来没有去过老家，少了那番“泪眼汪汪老乡会”

的景观。 

    对我来说，见到老乡，也不会泪眼汪汪的。

那天大会突发奇想，分年龄段退场、拿饭，于是

我与 Z 牧师分开。就在我隐身人潮中，默默前行

时，听到前面姐妹与远处之人交流。我问：你是

湖南人吗？ 答曰：是，我是岳阳人。我答：我是

长沙人。请问，你既是岳阳人，是否认识某牧师

呢？ 这位牧师两个多月前，曾到我们教会，我与

Z 牧师在长沙之时，也曾起意去看看他，但思念

无限，时间有限，未能成行。 

    果然，那位姐妹居然认识我所提到的牧师，

尽管他们并不在同一个教会。在大会期间，自然

我们也遇见了曾在我们教会的几位弟兄姐妹，以

及曾经在其他地方基督徒聚会中见到的牧者和主

内肢体。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聚会时同声赞

美，祷告时声势如水，就餐时熙熙攘攘，想到天

堂之时景象将更加宏伟浩大，荣耀圣洁，喜乐感

恩，而且不需排队领饭食，不由向往之。 

    大会几天时间，有许多好的信息，好的敬

拜，带来许多值得回味的感受。然而，我最被感

动的那次，乃是 25 日晚上的特别分享与献诗时

间。那天领会的赵约翰牧师带领诗歌敬拜之后，

就将时间交给“真爱家园”团契，然后就见一些

弟兄，帮助几位坐在轮椅上的弟兄姐妹来到了台

上。那时，我才明白了下午聚会结束时，征召一

十八位精壮弟兄到前台领命的用意。当时，一则

我坐在上面，跑到前面需费不少时间，失了天

时，又缺地利， 再则，想到自己形容清瘦，恐怕

也没有人和，担心跑到前面会被当面斥退。所以

就盘腿不动如山。到如今，近水楼台果然先得

月。若置身于那 18 条好汉之列，当可对他们的分

享与诗歌有更深感受。 

    我还在心里嘀咕， 几位弟兄姐妹已开始唱诗

歌了。唱的是“我求耶稣与我同行”，乃从一首

黑人灵歌翻译而来)。 

 

我求耶稣与我同行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我求耶稣与我同行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我求耶稣与我同行 

All along my pilgrim journey  在我行走天路的历程中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我求耶稣与我同行 

  

In my trial, Lord, walk with me   在我的试炼中，主与我同行 

In my trials, Lord, walk with me  在我的试炼中，主与我同行 

When the shades of life are falling  当乌云遮盖了人生 

Lord,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我求耶稣与我同行 

  

In my sorrow, Lord walk with me         在我悲伤当中，主与我同行 

In my sorrows, Lord walk with me  在我悲伤当中，主与我同行 

When my heart within is aching Lord,  当我心破碎疼痛时候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我求耶稣与我同行 

to walk with me          与我同行 

  

In my troubles, Lord walk with me  在我患难当中，主与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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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troubles, Lord walk with me  在我患难当中，主与我同行 

When my life becomes a burden, Lord,  当生活成为重担时候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我求耶稣与我同行 

  

to walk with me          与我同行 

to walk with me          与我同行 

to walk with me          与我同行 

  

Jesus to walk with me    耶稣与我同行 

to walk with me          与我同行 

to walk with me          与我同行 

 

 

 

中國短宣見証分享                                             
黃姐妹 

 

    神的事工永遠是團隊事奉。此次的聖經培訓, 

也不例外。明的雖是我們四人前往中國作教導工

作, 暗的卻是許多人的愛心、信心作後盾,使得我

們能順利出發,平安返回。早在出發前,就有人送

長襪給我們保暖；有人指教我們該買什么樣的腹

瀉藥, 以防因吃壞東西無法上課；有多人勸我們

要多穿一些, 因中國的生活環境不比美國；也有

人送小擴音器, 幫助我們上課的果效；更有人願

意將他累積的飛行哩數送給我們, 以致我們有一

位子升等至商務艙, 享受較好的休息。當然更多

的人日夜不斷地為我們四人禱告。當我們一行到

達上海, 那里的張弟兄和他的姐妹早為我們預備

好一切進入培訓的需要。到了培訓點, 教會特別

為我們老師準備最好的房間住, 三餐都是特別煮

的食物, 晚上送熱水給我們泡腳, 消除一天的疲

勞。當第二個培訓課程必須提早結束出來,有一位

我們在那里才見面的小弟兄, 更是多次多方為我

們安排一切, 他真是  神差來的天使, 使得我們

在陌生的城市不致舉目無親、心中慌亂。一下飛

機回到家, 早有姐妹煮來的熱騰騰的飯菜等待我

們, 這一切的一切, 都是 神豊富的供應, 你們就

是我們的同工。 

      

    我們這組的培訓是黃弟兄上午教希伯來書, 

我則是下午教歸納式查經法, 以提摩太後書作範

本。 我們一共去了二個培訓點。第一個培訓點是

給教會同工, 來了大約 60 多位, 這些同工一般年

齡較大, 其中有人已在教會牧養了 40 年。此次的

聚集, 有點類似同工退修會, 有兩天的下午, 負

責人特要我提早下課, 他好為這些同工有一些培

靈和勸勉。這些弟兄姐妹學習態度認真, 他們可

以坐在小板凳上一天八小時, 五天密集式的上課, 

精神仍舊抖擻, 頭腦依然清楚, 毫無叫苦抱怨。 

 

給我印象相當深刻的有幾點: 

     

第一是他們的

禱告：每天早

晨五點半他們

就起床靈修 ,

七點至七點半

是他們敬拜讚

美的時間。所

謂敬拜讚美 , 

其實就是詩歌禱告。他們全都面向東方的牆壁跪

著, 然後有一人順其自然開口唱詩, 其餘的人跟

著合唱, 沒有詩本, 全憑記憶。接著就有一人受

聖靈感動開始禱告, 他們很習慣在大眾面前禱告, 

禱告很長, 絕對不少於十分鐘, 而且很流暢, 是

那種在 神面前剝開心, 敞開靈, 不太計較人怎麼

想的禱告。他們的禱告很重視內心的認罪, 認罪

的相當徹底, 是這里很少見到的。 他們流淚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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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會目前的景況認罪, 為同工靈裹的迷失認罪, 

為自己沒作好榜樣認罪, 我常常為他們的禱告感

動不已, 我深信在天上的父 神必垂听這樣的禱

告。在我們隔壁房間,住著一些遠來的姐妹, 他們

每晚也有禱告聚會, 他們也是這樣一首詩歌, 帶

進一個禱告, 再唱一首詩歌, 再由另一個人禱告, 

每晚九點開始, 有時我們累了睡著了, 他們還在 

神面前熱烈禱告。另外, 在他們的禱告中, 他們

對魔鬼撒但的作為很敏感。在聚會期間, 有一位

外省來的姐妹曾和我分享。在他們的村子里, 常

有人被鬼附著, 他們就是靠讀 神的話和禁食禱告

把鬼趕出去。所以這次接待我們的主人,有一個小

外孫女, 大約一歲半, 從我們開始聚會就發燒生

病, 吃藥也不管用。每晚都听到她哭鬧的聲音, 

我起初不以為意, 小孩生病畢竟是常事。但教會

的弟兄姐妹卻有不同看法, 他們在禱告中就記念

這小女孩, 要耶穌基督把鬼從這小女孩身上趕出

去。每次聚會前的禱告也是如此, 他們求主把攪

擾的靈從會場趕出去, 從每人的心中趕出去, 好

讓大家能好好學習。 

      

第二是他們的詩歌。他們很愛唱詩,有空檔就學詩

歌, 每人手中都有一本小詩本, 叫 “生命詩

歌”。帶領詩歌的人先一節一節用簡譜帶唱, 大

家跟著學唱。幾遍下來,大家熟悉曲調後, 再加進

歌詞, 也是一節一節教唱, 唱幾遍後, 再從頭到

尾連續唱幾遍, 如此就學會一首詩歌。每次的唱

詩, 大家唱得很起勁, 很大聲, 老少都唱, 而且

很整齊, 加上他們特有的鄉音, 真的很好聽。還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每次休息後要再上課, 次序

總是有點亂, 這時就有人開始唱詩歌,然後大家慢

慢安靜下來跟著唱, 幾遍下來, 我們(老師) 才又

再上課, 所以那里的教會召聚的方式是以詩歌代

替我們教會的打鈴。 

      

    第二個培訓點為青年延伸班，是神學院課程

的設立，算學分的。來參加的學生相當年輕，大

約二＋多歲，來自不同的地方。有的要搭車六個

多鐘頭才能到達。這些學生週日週間事奉很多，

第一天上課，大家都歞得累累的，沒什么勁，彼

此也很生疏。到第二天，大家才開始熱絡起來，

有說有笑，但好景不長，這也是我們要分离的時

候。那天下午，發生了一件意外事。官方不曉得

為何來查問，逼得我們必須提早結束上，次曰完

全离開培訓點。那天我們特別地經歷到 神的能力

與同在。雖然在這一點沒有能完成培訓工作，是

我們的遺憾；但那里的弟兄姐妹純樸的面孔和開

朗的笑容，仍留在我們的腦海和心中，不能忘

懷。這些弟兄姐妹他們的處境常在困難當中，但

他們仍願意忠心為主擺上，是我們的榜樣，但也

需要我們常常為他們禱告。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也是第一次參加培訓。

感謝 神, 衪給我們有機會与衪同工，經歷衪無限

的恩典和保護, 願一切榮耀都歸給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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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aining 分享 
楊  強 

    半年前剛來美國的時候，是我信主的第五

年。從信仰的蜜月期過渡到沈澱期，有過喜樂，

也有過仿徨。每周固定去教會、團契、禱告會，

好像也有那麽一點點“屬靈”：查經班、退修

會、見證會，都有參加。但真正的來自基督的

愛，卻難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展現出來。更令人難

過的是，心中當初的那份火熱、那份從 神而來的

平安，卻不能再常常都經歷到。 

    似乎缺少了點東西。是什麽呢？我苦苦尋

求。想起聖經的教導，我能隱約意識到在傳福音

上，自己有很大的虧欠，但是心中一直以找不到

合適的機會為由，為自己的責任開開脫。但是時

間一長，就不能自己說服自己了，何況聖經還說

過：不傳福音，我們就有禍了。於是我開始嘗試

在團契的慕道友裏尋找這樣的傳福音機會。 神喜

悅這樣的心，但這樣的機會總有限，需要事先和

慕道友建立良好的關系，才能有更深入的交流。

心中還是期望有更多傳福音的機會。直到有一天

在主日學，偶然得知教會還有 E-Training（福音

拓展訓練）的活動，可以定期上門探訪慕道友、

傳遞使人得救的福音。通過進一步的了解，我了

解到這是咱們教會的群體性的福音事工，同時對

個人也是很好的傳福音操練機會，即能榮 神益

人，又能預備自己將來為主多做工，於是毫不猶

豫地打算加入到其中。 

    還記得第一次參加

培訓，周牧師帶領幾位

弟兄姊妹做模擬探訪。

同工們循循善誘，從有

沒有 神、 神的旨意和

計劃、人類的罪和主的

救贖，直到什麽是相

信、如何相信，一邊聯系實際生活，一邊勸化教

導，講得生動活潑。其中有一個例子，談到了我

們罪人的境況，就像是尼加拉大瀑布前漂流的木

筏，人沒有能力自己從木筏上下來安全上岸，必

須要靠岸上的幫助者，憑信心願意接受幫助的，

就能得救。這樣的例子就非常貼近人和生活，深

入淺出。 

    雖然經過同工培訓會的準備，第一次去探訪

時，心中還是不免緊張。還好有組長帶著我們，

她主講我們做代禱和幫助。那次的探訪對象是一

位從大陸來的生物老師。她非常想了解我們的信

仰，問了很多問題，比如天主教、新教的歷史，

中國的教會現狀等。那一次她雖然沒有馬上決

誌，但是靠著 神的恩典，她願意進一步來了解和

認識 神，讓我們感恩不已。一次又一次地上門探

訪，漸漸明白傳福音是靠主的大能，不是我們的

高言大智和智慧知識，但我們自己也要必須要預

備好油，更好地裝備自己，把主的道豐豐富富存

在心裏，做主合用的器皿和管道。 

    接下來的每周四晚上，就成了經歷與 神同工

的時刻。在與探訪對象的交流過程中，雖然有過

失望、焦急、難過，但更有歡欣、平安、喜樂。

有一次探訪一位弟兄的爸爸，老人家音色純正、

中氣十足，一看就經歷過人生的風風雨雨。剛開

始的時候，他還不太接受人都有罪的事實，而是

說人嘛，都有犯錯誤和過失的時候。至於罪嘛，

不覺得那麽嚴重。當時我們三人的心都在漸漸變

涼。但我們繼續往下講耶穌的身份和祂的救贖，

周牧師著重講了因著耶穌我們和 神得以恢復關

系，和造物主有了生命和永恒的連接。隨著傳講

的深入，當我們講到自己的親身經歷、生活中見

證的點點滴滴時，能感受到他的心開始松動。最

後，當牧師問道是否願意信主時，他盡奇跡般地

說我願意。大家非常激動，我們都非常開心， 神

就藉著我們的傳講，在那一刻開啟他的心，把永

恒的生命連接和 神聖的愛顯明在他心裏，使人願

意來相信和接受。當時是多麽的開心和感恩，興

奮之余馬上給弟兄打電話，第一時間告訴了他爸

爸願意信主這個消息，分享這歡欣鼓舞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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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內的時候，我們往往只是給身邊的同學

和朋友傳，或者是請到教會來、直接交給慕道班

的同工。有時也會在戶外或者校園，向陌生人傳

福音，但在戶外必然充滿了挑戰，和陌生人能傳

講一遍完整的福音都不容易。但是通過教會的 E-

training，我們卻可以暫時離開教會，在家或者

一個約定的場所，探訪素不認識的朋友。在那一

段固定的時間內，與慕道友談論信仰、分享福

音，關懷他人的生活，把基督的愛傳遞到他人中

間。這是多麽寶貴的機會啊。在國外人們遠離故

土的親朋，會更孤單、更需要交流，這也給我們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享見證的機會。 

 

通過 E-training 的訓練，向不

同的探訪對象分享福音，遭遇各

式各樣的問題，能幫助我們更深

理解慕道友心裏的困惑。我身邊有一個同學，一

直問我各種信仰問題。通過深入的交流，我發現

雖然他很早就承認有 神的存在，但究竟有沒有一

位和我們生活密切相關、愛我們的 神，他內心還

是比較模糊、不能確定，會有搖擺。還有就是對

人有罪這一點雖然也承認，但是還沒有引起自己

足夠的重視和警覺。因此我就根據 E-training 上

培訓過的內容，有針對性的給他講述了這兩方面

的內容，引起了他的反思。 

    從心裏明白，到講述清楚，再到帶著愛和火

熱的心去傳講耶穌，每一步是一個大的進步。通

過 E-training, 神讓我克服了膽怯，給了我們清

楚傳講祂永恒福音的寶貴機會，激勵我們為每一

顆失喪靈魂代求。祂把從祂而來的愛的種子撒在

我們裏面，讓我們不可小看每一個靈魂的價值，

也提醒我們回想當初是如何被祂的大愛所救贖。

“不是我們愛 神， 乃是 神愛我們， 差他的兒

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願我

們都被主耶穌的愛所激勵，住在祂的裏面，為祂

勇敢地做福音大能的見證。 

 

 

 

中文成人主日學 

利未記學後感 
林  潔 

 

    我從來沒有學過利未記。這 3 個月來, 通過主

日學老師的認真準備、詳細系統的講解、以及課堂

討論, 加上自己對於利未記裏面的內容著實仔細地

看了很多，在看的過程當中產生了無限的感恩和反

思。 

 

    不同的生活環境有不同的生活空間，若在不同

的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不同的思想是自然而然的

事情。很多事情揭開以後你會覺得很簡單，但是若

是沒有揭開之前，你會覺得很荒謬，沒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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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習《利未記》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作為祭

司的繁瑣，作為利未人的艱難。並非是他們的工作

艱難，因為那完全要看獻祭的人多不多。我看到利

未記所記錄的各種規條是這樣的簡單，但又是那樣

的嚴格，所以產生很多想法，就是這些利未人不會

覺得苦幹無味嗎？就象自己喜歡當老師。但是在美

國,只能教中文,又只能教一個班, 一本書, 很難創

新，有什麽意思？如果一輩子只能做一些不能改變

的動作和事情，那麽有什麽深遠的意義蘊含在其

中，讓人們可以有生存的樂趣和追求呢？ 

 

    正是由於這些似乎不能改變的事情，讓那些無

心跟從上帝的人被分別開來，只是在一種機械性的

操作當中敬拜上帝，卻不再思想，不再仔細的研

讀，也不再去反思自己的人生。 

 

    從學習中我認識到，在還沒有顯明以色列人有

什麽罪的時候，利未記就開始記錄該如何獻祭贖

罪。而很顯然，如果贖罪祭能夠贖罪的話，自然就

不需要每年都去贖。但是真的，這些祭不但是個人

在獻，每年一次也要全體獻上，無論你是真的有罪

還是沒有罪，雖然沒有无罪的人，但是這種獻法其

實已經在隱含一個非常鮮明的道理，就是人是在罪

裏被圈住了。 

 

    而說到聖潔更是有意思，既然屬於 神的就是

聖潔的，那麽為什麽要制定這麽繁雜的法律條文讓

人屬於 神呢？既然 神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那麽

以這種嚴格的時間和空間的敬拜和祂的接連,豈不

是很荒謬嗎？ 

 

    只是這種可見與不可見的跨越，這種有限與無

限的接連，卻恰恰在這種可見的繁雜的規條中反映

出來，就是所謂的否定的肯定，在否定了人的操作

能夠完善自己的情況下，其實肯定了救恩的存在。 

 

    上帝不就正是通過這些奇妙的手段叫那些屬於

祂的人從“杖下經過”嗎？ 

 

主啊，袮真奇妙，我愛袮！ 

 

張瑢瑢 

燔祭： 

作為五祭中的第一祭，是要贖罪。我們與 神的關

系，對 神的敬拜就要從認真悔改，求赦免開始。 

素祭：  

當 神悅納我們燔祭，贖了我們的罪，我們就要以

喜悅的心來感恩，甘心順服在 神的面前。 

平安祭： 

當我們的罪得到赦免，我們完全的順服在 神的面

前，我們與 神和好，那將是一幅多美好的畫面。

我們出自內心的喜悅，將以最甜美的感情來贊美 

神。 

贖罪祭： 

神是聖潔的，容不得半點罪。當我們有了罪，玷

汙 了 

神，我們

就要清潔

自己，否

則  神就

會離棄我

們。 

贖愆祭： 

不管是有意的或是過失犯罪，我們都要為這些負

責任，都要付代價。主耶穌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

完成了贖愆祭，贖了我們的罪， 這是何等大的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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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世 

    舊約所提到的五祭是 神要以色列人對 神的

敬拜，感恩及認罪所表達的外在方式。實質的意

義是要借著這些無瑕疵及最好的祭物，來表明獻

祭人以虔誠的心意來獻給 神。所以獻祭的那顆心

就很重要了。不是因為獻祭而獻祭的，因為“聽

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上 15：

22）。 

    到了新約，當基督愛我們，為我們舍了自己

當作馨香的供物與祭物獻給 神（弗 5：2）, 就

叫我們明白了獻祭的真正意義，就是要懂得愛 

神，明白基督舍己的愛，才能凡事憑愛心行為愛

人。“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何 6：6） 

    基督將自己獻給 神，所以我們也要效法基督

將自己獻給 神。保羅教導我們“當將自己的身體

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

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 12：1）身

體指著是我們的心思， 意念，行為與舉止。每天

不斷地心意更新而變化所帶出來的生命，是聖潔

的，因有耶穌的寶血洗凈遮蓋的，對罪有著憂傷

痛悔的心來獻給 神。 

    求 神憐憫我們，因為我們需要的恩典來過每

一天。祂賜給我們的生命與生活，也求“看我裏

面而有什麽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詩 139：24） 

 

楊曉峰 

A) What do you learn from these five 

offerings in the Old Testament?  

1.   God's chosen people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s in many ways, 

particularly in worship and service by the 

specifics for the offerings  

2.  People are reminded of God's 

holiness and righteousness and human's 

sins by the offerings 

3.  People are reminded of God's grace, 

redemption and provision by the offerings 

4.  The offerings point to Jesus who 

sacrificed himself for our sake 

B) How do you apply then into your lives 

today? 

1.   We need to be accountable in front 

of God and understand the consequences   

2.   We should appreciate the grac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and love 

Him  

3.   We should also offer our best to God 

五祭中的得著： 

1. 神的選民在諸多方面被分別出來，尤其是

在敬拜和獻祭等具體的服事中。 

2. 神的百姓借著獻祭從而思想到 神的聖

潔，公義和人的罪。 

3. 神的百姓借著獻祭而被提醒到 神的恩

典，救贖和供應。 

4. 這些獻祭都指向主耶穌，祂為我們而獻。 

在生活中的應用： 

1. 我們需要在 神面前交賬而且要明白一言

一行會帶來後果。 

2. 應該對主為我們所作的

一切心懷感恩而且要全心全意

來愛祂。 

3. 將我們最好的獻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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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曼琪 

In the book there are 4 different topics-

God's presence, holiness, 5 offerings, and 

covenant with His people in Mt. Sinai. 

The key thought of Leviticus is holiness 

(Leviticus 19:2). These words let me think 

of Hebrews whole Chapter 10 explains 

clearly about the blood of Christ and 

Christ's sacrifice once for all. So we are 

never ignorant of the Importance of Old 

Testament, because “the Law is only a 

shadow of the good things that are coming - 

not the realities themselves, The reality 

is found in Christ. ”   (Col 2:17) 

At last mentioning about God's presence, 

God's delight in our service. God always 

was with His people in the regulations for 

worship and offerings in daily life (see 

1:9, 1:13). It is a burnt offering, an 

offering made by fire, an aroma pleasing to 

the Lord, Applied today we are the aroma of 

life if we receive the gospel (see 2 

Corinthians 2:15). 

 

    利未記中有 4 個主題 － 神的同在，聖潔，

五祭和 神與祂的百姓在西奈山上所立的約。 

    利未記很重要的

一 個 觀 念 是 聖 潔

（19：2）。這些經文

讓我想到希伯來書第

十章：它清楚地講到

基督的寶血和祂一次

獻上成為永遠獻上。我們不能無視舊約，因為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西 2：17） 

    最後要提及的是關於 神的同在和祂在服事中

的彰顯。神總是與祂的百姓同在，無論是敬拜中

還是每日的獻祭中（1：9，1：13）。它是燔祭，

是獻與耶和華的馨香的火祭。應用在今天，在我

們得救的人身上有基督馨香之氣（林後 2：

15）。 

 

講道學 – (信心的人生) 

魏  斌 

    我於 2001 年 8 月來到美國，幷於 2002 年 3

月 31 日受洗，成為 神家中的一員。初信主時，

對真道朦朦朧朧，卻十分追求，熱忱十足。因有

一個機會去了洛杉磯一家醫院的 ICU 看望主內的

一位弟兄，他因腎衰竭綜合癥住進 ICU 病房，在

那裡每次都能看到各式各樣的危重病人，表現各

異，有哭鬧的，有哀傷的，有怕死的。其中有一

種人叫我十分驚奇，他不哭也不鬧，靜靜的躺在

病床上，或休息，或思考，或與家人談話，我去

探望的這位弟兄也是如此。難道他不痛嗎？我就

忍不住去問護士，為什麼這個病人和其他病人不

一樣，是不是給他打了鎮靜劑，或吃了止痛藥，

才會這樣的，護士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她說：

“你問的這個病人是個基督徒，當然和他們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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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嘍。”我還是不太明白，難道信耶穌比鎮靜劑

還管用嗎？我又回去問團契的輔導，在他的解釋

中，我明白了，我們這些  神的兒女實在是有福

氣的一群人，因為我們所信的主是戰勝死亡的

主，是給我們永生盼望的主，因著主耶穌的復

活，我們不再需要懼怕死亡，我們也可以輕看這

世界的一切苦難，因著主的復活，我們也可以一

同復活，我們在地上的日子本來就是寄居的，短

暫的，天上才是我們永遠的家鄉。他說：這位弟

兄有這樣的信心與盼望，還懼怕什麼呢?  

    人因為罪的緣故，身體會慢慢地衰殘，精神

上也逐漸產生憂慮、哀傷、喪膽和懼怕，情緒上

也隨之焦慮不安起來。當我們人生面對這樣的光

景時候，要堅定我們的信心，相信依靠 神的話

語，因為 神是信實的，祂的應許從不落空。神

的話語是我們隨時的激勵和幫助。 

    下面讓我們一同來思想經文，哥林多後書

4:13-18 “但我們既有信心，正如經上記著說：

『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我們也信，所以也

說話。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

與耶穌一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你們一同站在他

面前。凡事都是為你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發加

增，感謝格外顯多，以致榮耀歸與神。所以，我

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

天。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

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

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因為相信我們必與主一同復活，所以我們不

被這個世界上的一切所轄制。在這裡保羅清楚地

告訴我們，因著信心，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穌復活

的，也會叫我們與耶穌一同復活，並且叫我們與

你們一同站在祂面前。 

1. 信心使我們不再懼怕死亡 

保羅在林後 4：7-12 中，他暗示到自己身體上有

軟弱。在林後 1：8 中說道，有極大的試煉臨到

他，他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斷絕了，但是保羅卻

在患難之時發出感恩與贊美，就因為他相信那一

位叫主復活的 神，也必叫我們與主耶穌一同復

活。因信心是建立在復活的主耶穌基督和 神的

應許上。保羅在林前 15：14、19 說到：“若基

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

也是枉然。”“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眾人更可憐。”保羅清楚明白，耶穌基督

的復活是完全真實的，因為他自己親身經歷了復

活的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彰顯。並願意

為這位復活的主付上代價。保羅也是為主殉道的

使徒中的一位。在林後 4 章 13 節【“但我們既

有信心，正如經上記著說：（我因信，所以如此

說話。）我們也信，所以也說話。”】的經文中

包含了一個重要的屬靈原則：信心產生見證，我

們首先相信，然後才傳講，並且要順服。這段經

文出自詩篇 116 篇：10節，【‘我因信，所以如

此說話；’“我受了極大的困苦。”】 保羅引

用此段經文的用意是著重強調，無論在任何時

候，經歷任何處境，信心是基礎，有了信心，我

們才可以說：我們雖然受了極大的困苦，但仍可

以保持對 神的信心，雖然我們在驚恐中說過，

“人都是說謊的”，但我們仍然相信 神。因為

有了這樣的信心，才可以作這樣的宣告。

【V4:16】“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

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這裡的外體是指人

的身體，內心則指的是屬靈的生命。保羅因著

信，因著復活的主，身體上雖然軟弱，但靈裏面

卻靠著主得到剛強，身體雖然在一天天地衰老，

但屬靈的生命卻一天新似一天不斷地增長。保羅

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那賜恩典的 神和那從死裡

復活的主耶穌基督身上，他一生仰望、信靠、順

服 神。這是保羅的功課，也是我們一生之久的

功課。 

    這樣的見證

就像雲彩一樣環

繞著我們，這樣

的榜樣在我們的

身邊隨處可見，

同時也在影響著

我們的生命。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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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磯羅蘭崗基督徒禮拜堂的鄺長老曾經在主日信

息中講述過他母親的一個美好見證。他父親是臺

灣一位將領，也是主內弟兄，已經回天家了。母

親在一次身體檢查中發現有癌癥嫌疑，並需要進

一步的做病理確診，在這段等待檢查結果的漫長

日子裏，兒女們都非常擔心，寢食難安，不論北

京的哥哥，還是洛杉磯的鄺長老和臺灣的親人都

十分擔心和掛念，擔心媽媽的情緒和身體是否會

因為這個檢查結果而受到影響。可是媽媽卻做了

一件事，給每一個孩子都打了電話，反倒去安慰

每個孩子的心，給鄺長老打電話時，她說：“你

不用擔心我了，如果檢查結果好呢，我來美國看

你們，如果檢查結果不好呢，我就去天上見你爸

爸。”在這裡我們看到 神的兒女，面對病痛與

死亡的關頭，竟然以這樣詼諧幽默的方式來坦然

處之。這位姐妹所以能這樣，就是因為她有信

心，並相信那位使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

耶穌一同復活。她信靠順服 神，她的信心完全

建立在 神的話語和應許上。 

    今天，我們這些 神的兒女們能否也有這樣

的信心來對待病痛和死亡呢？是的，答案截然不

同；世人如何看待病痛與死亡的呢？大多數人認

為是可怕的、沒希望的，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但

是 神的兒女則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待病痛與死亡

的，我們本來就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是客旅，

是寄居的。是因為罪的緣故。世人常說：夕陽無

限好，只是近黃昏。意思是夕陽雖然斑斕，但已

經是盡頭了；但 神的兒女卻看到夕陽的那邊是

日出，是新的開始，是我們所期盼的，是 神在

永恒計劃裡為我們所預備的，是我們回歸正途的

起點。所以我們在生活中應該把信心提升起來，

不但要有這樣的信心，還能真正活出這樣的見證

來，就像保羅，那位姐妹，和許多信心的榜樣所

作的見證那樣。 

2. 信心使我們不懼怕苦難 

    信心是從 神而來，是 神的恩典。因著這恩

典我們感謝 神。在本書的開始部分 1 章 8 節中

保羅曾說到他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為什麼在這

卻說到：“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

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v17】如此之大

的信心跨越，先是沒有希望，後是對苦難的藐

視，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是 神的恩典。保羅在面

對和經歷這些苦難的時候，他認為是對自己有益

的，在軟弱時經歷剛強；在試煉中經歷與 神同

在的喜樂；在患難中經歷依靠 神的平安；保羅

把信心提升到一個新的層面，因著信心，因著相

信我們必與主一同復活，不但不怕身體上的衰

殘，更不怕所遭遇的任何苦難和逼迫。“我們因

基督，所以在 神面前才有這樣的信心。並不是

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

是出於 神。”【V3:4-5】多麽堅定的信心，不

但相信依靠 神，而且還謙卑順服在 神的主權之

下。“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

的軟弱上顯的完全。”主耶穌的話語也激勵著保

羅，保羅在 12 章 10 節中說到“我為基督的緣

故，就以軟弱、淩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

樂的，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

了。”這充分表明了保羅信心是建立在復活的主

耶穌基督身上。 

    宣教士王季雄、王敏雯夫婦，他們爲了福音

的緣故，放棄了在美國大企業工作的優厚待遇，

在泰國金三角傳福音連續 26 年，這是個與外界

沒有聯絡，沒有通訊，沒有

公共交通，沒有電，沒有自

來水的地方，每家每戶都與

毒品打交道。他們每天都身

處危險之中。生活也十分艱

苦，一年下來一個村子殺一

頭豬，每家分到一點豬肉，爲了保存豬肉不壞，

先用油炸過，再放到油裏浸泡。一次敏雯懷孕

後，因為意外原因，必須送醫急救，因交通不

便，山上的人只能用用擔架擡著她，經過 6-7 個

小時的跋涉到達山下的醫院，經醫生檢查後告

知，因時間耽擱太久，他們失去了這個孩子，同

時他們也永遠失去了擁有自己孩子的機會。26 年

後回到美國，在考美國公民時，遭遇美國移民局

和 FBI 的反復審查，歷時 5 年。更有甚者，竟然

有主內的人，懷疑他販毒、吸毒。在這些懷疑、

猜測、患難、逼迫和打擊下，他沒有退縮，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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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倒，因為他相信這位復活的主耶穌，他為主

經受磨練和患難不是徒勞的，他所作的是 神所

喜悅的。正是因為他有這樣的信心，所以他可以

輕看這個世界所加給他的一切苦難，並能坦然面

對，沒有任何怨言牢騷，當 神的呼召再一次臨

到他們的時候，他們毅然決然地於 2010 年 11 月

再次進入金三角地區。正像保羅所說的：“我們

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

遠的榮耀。”感謝 神的憐憫和恩典，榮耀歸於 

神。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會遇到一些意想不

到的，突入其來的苦難，包括身體上的軟弱，心

靈上的創傷，或是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和不如

意。當我們的眼目只看見我們的苦難時，苦難就

會顯得很大，苦難就把我們壓倒了，但是當我們

的眼睛註目在耶穌身上，而不是拘禁在我們所遭

遇的苦難上面，我們就有能力戰勝一切的患難。

感謝 神，祂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感謝主耶

穌從死裡復活，成就我們的信心，也讓我們在日

常生活中有能力活出這樣的信心。現在有些弟兄

姐妹正處在失去工作的狀況，或是身體軟弱之

中，我們的確應當禱告，憑著信心求，能讓他們

儘快找到工作，身體得醫治，同時也借著這樣的

歷練，使我們的信心更加堅定，讓我們的生命得

到更大的提升，並使我們的眼目只定睛在復活的

主耶穌基督身上。                          

3. 信心使我們不顧念眼見 

    何謂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

事的確據。”保羅在這裏著重強調，信心在我們

生命中的延伸和展望，因著相信復活的主耶穌，

使我們不但不懼怕死亡，不懼怕暫時的苦楚，更

讓我們看到那永遠的家鄉。在林後 4：18 中說

道：“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

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

的”。這裡保羅要我們超越自我，超越現在，讓

我們以 神的眼光看這個世界，而不是以人的眼

光，因為我們的身體和思想都受到局限，若不是 

神親自啟示祂自己和祂在永恒裏為我們預備的計

劃，人沒有辦法知道永恒的事情。主的門徒跟從

主三年之多，可以說親歷了主的神跡，親耳聆聽

了主的教導，可是依然沒有辦法建立完全的信

心，在主被釘十架時，東躲西藏，重操舊業，當

主復活後，他們才完全明白並相信這位復活的主

耶穌就是 神。因主耶穌的復活，也讓門徒知道

了 神在永恒中為我們所預備的，是上好的福

分。林前 2：9 說道：“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

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

曾想到的。”因著復活的主耶穌他們建立了這樣

的信心，並放棄這個世界的一切，讓這些原本小

信的門徒，願意付上生命的代價，為主擺上。這

是真信心，真信心會產生出一個真實無偽的人生

來，這一切的一切都是 神在我們身上所作的

工，是 神的生命在我們生命裡面的彰顯， 

因著 神的恩典，因著這位復活的主耶穌基督，

多少年來有多少 神的兒女們放下優厚的薪資待

遇，舒適溫馨的生活環境，把自己全身心的奉獻

給 神，他們本可以過著無慮的生活，但他們不

再顧念這世上的一切，願意為耶穌離開本地本

家，捨棄一切物質上的豐富，投資到永恒的基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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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今的時代，處處充滿了物欲和引誘，尤

其生活在北美的我們，生活富裕，無憂無慮，對

物質的生活的追求可以永無止境，這樣的生活一

直在阻礙我們與 神的關係，因為工作的繁忙，

已經讓我們很少時間來親近 神，敬拜 神，服事 

神，至此，我們應當驚醒，重新調整我們自己人

生的方向，以保羅為榜樣，不要顧念所能看見

的，我們要顧念那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

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一個真正把自己的人生

放在 神永恒基業上的人，他不會在乎今生在世

上的得與失。讓聖靈光照我們，充滿我們。我們

相信那叫主耶穌復活的，也必叫我們與耶穌一同

復活，同在永恒中，將榮耀歸給 神。 

    主耶穌是復活的主，我們的信心應建立在復

活的主耶穌和 神的應許上，使我們有信心和力

量走在 神的真道上，過一個信心的人生，忍耐

等候主耶穌的再來。 

 

 

耶穌行了神蹟                          

馬太福音 8:1-4 (Matthew 8:1-4) 

黃德牧 

經文介紹：耶穌經

過洗禮和試探之後

就開始祂的事工。

祂先搬到北部, 這

是應驥先知以賽亞

說的預言。在馬太

褔音四章廿三節

說:“耶穌走遍加

利利,在各會堂裏

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 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

然後從馬太福音第五到第八章, 主把八福和天國

倫理, 內容和概念教訓了。耶穌講解完登山訓之

後；開始在馬太褔音第八、九章主行了十個神

蹟。在第八章, 主開始祂醫治的事工。今天我們

所思想衪所行的第一個神蹟就是醫治痲瘋病患者

的神蹟。 

經文: 馬 太 福 音 8:1-4 (Matthew 8:1-4) 

 1 耶穌下了山，有許多人跟著他。  

 2 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說：主若肯，必

能叫我潔淨了。  

 3 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罷！他

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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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耶穌對他說：你切不可告訴人，只要去把身

體給祭司察看，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對眾人

作證據。 

禱告 

信息 

    最近一位牧師說到我們要明白三件事(一) 自

我: 我們是照 神形像造的 (二) 神給我們責任 

(三) 我們是有需要的人。我們是有需要, 你我的

需要只有輕重之分 [ FCF ] 我們多多少少體驗到

極大的困難和接觸到極難的疾病, 只是有輕重之

分。我們也許體驗到困擾因為罪孽在我們心中, 

雖然還沒有行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也許體驗到

困難的婚姻, 經到巨大創傷甚至到了不能恢復的

地步。我們也許感到我們好像被丟棄一樣。  

    今天痲瘋病患者的神蹟再一次提醒我們, 我

們能把所有的需要帶到主的面前因為耶穌是 神, 

是我們的拯救。  

命題: 由於耶穌的全能, 我們能把任何的需要帶

到祂的面前。   

    通過痲瘋神蹟我們的信念可以增長因認識耶

穌的屬性、作為, 祂是 神。所以, 今天在這洗凈

大痲瘋神蹟中, 我們發現主是全能的。我們可以

把需要帶到主前, 衪也是垂聽禱告的 神。主耶穌

有能力醫冶而且另有指示。   

把需要帶到主前, 因為耶穌是垂聽禱告的神。 

把需要帶到主前, 因為耶穌有能力醫冶。 

把需要帶到主前, 因為耶穌另有指示。 

I. 把需要帶到主前, 因為耶穌是垂聽禱告的神 

(馬太 8:2) 。(Bring your need to the Lord 

because Jesus is God who listens to Our 

Prayer)   

1.  耶穌是神 (Jesus is God)  

“看”“有一個長大痲瘋的來拜他。” 

我加了“看”字(Look) 因原文有 “看”字, 有

希奇的事將要發生。就是大痲瘋病患者不顧一切

來到耶穌跟前來拜祂。有幾種痛苦的疾病在聖經

中被提到, 其中最可怕的就是痲瘋病。這種傳染

病強迫病人離人群獨居, 當別人接近他們時要大

聲喊，說: “不潔淨, 不潔淨”。這位長大痲瘋

的為什應不顧一切, 違規地跑到耶穌面前。是什

麼驅使痲瘋病患者來到耶穌面前呢？我相信有二

個原因：   

(一) 他必須知道耶穌是誰? 耶穌是願意垂聽禱告

的 神所以可以把他的需要告訴耶穌。痲瘋病人

“來拜他”耶穌並沒有拒絕。表示祂是 神。在聖

經中只有 神才能接受人的敬拜。 另一方面痲瘋

病人也稱呼祂為“主”。他相信耶穌是主能醫治

他。耶穌願意聽他的需要“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

了”,“衹要主肯, 您能醫治我。” 

    當神蹟在耶穌的事工中出現, 神蹟總是個標

誌 (Signs) 就是耶穌是 神。神蹟被連接在主的

教訓是要印証 神的話是真理。   

2. 耶穌有主權 (Jesus is Sovereign) 

痲瘋病人認定耶穌是 神。另一方面他也認知耶穌

有主權。 

    他要求耶穌“主若肯, 必能叫我潔淨了。只

要主肯, 衪必能醫治。 醫治痲瘋病出發點是出於 

神的心意。所以耶穌有絕對的主權要不要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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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做個比方。今天有一個人如果問我說, 

黃弟兄請你幫忙我, 送我去飛機場, 我若說肯我

也能做到。但如果他要求我馬上為他冶病呢? 我

只能說我為你禱告, 平平安安地去罷。我並不能

行神蹟也沒有主權。耶穌呢? 耶穌是 神也有主

權。祂馬上可以行神蹟。你看到了沒有。 

    今天我們禱告但時常忘記耶穌的主權。主是

照祂的旨意答應我們。不一定是照我們意思。我

們有時並不能完全了解 神的旨意。所以我們應該

學習完全降服在主的旨意下。 

3. 他是在絕望中而無路可走 (Nowhere to Turn) 

 

    我相信大痲瘋病人是在絕望中而無處轉機。   

    我能想像大痲瘋患者在人面前來求耶穌是件

多麼困難的事。非常困難因為必須暴露他的病

症。他對他的病症一定覺得很羞愧。但是痲瘋病

患者當著人面前要求耶穌醫他。我能想像他是非

常的絕望。他必須要求耶穌。你個人有什應需要

嗎? 把需要帶到主前, 因為耶穌是垂聽禱告的 

神。 

    我 不 知 道 您 怎 麽

看。有時候請求人幫忙

是一件非常難的事。你

有沒有請老板給你加薪

過？ 或當您做學生時你

並沒有一輛汽車。有時

候我們必須請人帶我們去某個地方真是覺得難為

情。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當時我為我的朋友看

房子, 我的汽車發生故障, 因此我的另一位朋友

讓我搭他的車回到我的朋友的房子。在他讓我下

車之後,我才發現,我沒有房子的鑰匙。  我離開

時卻把鑰匙留在我的汽車裡。我嘗試了每個可能

的方式仍然不能進到房子裡因我小心把房子門

窗鎖上了。我感到難受不敢叫任何人帶我回汽車

那是因為當時是早晨 1:00AM。  我整夜在外面, 

等到天亮, 才敢用公用電話叫我的朋友幫助我去

拿我的鑰匙。我能想像這位大痲瘋患者更是在困

難中, 來請求耶穌醫治他。 

    我今天可以保證,您能隨時求告耶穌。主會

聽。只怕你不願來到主跟前。在馬可 1:41, 也記

載這件事說: “耶穌動了慈心”。耶穌是滿有慈

愛。因此, 我們應該感到自由的求主幫助我們的

需要。希伯來書 4:15, 16：15 “因為我們的大

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 衪也曾凡事受過

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

坦然無懼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 蒙恩

惠, 作隨時的幫助。”所以, 當我們更多的認識

衪時相信耶穌是 神, 衪有主權, 有能力。我鼓勵

您把您的需要帶到祂面前因為耶穌是垂聽禱告的 

神。 

II. 把需要帶到主前, 因為耶穌有能力醫冶 (馬

太 8:3) 。(Jesus Has the Power to Heal)。 

1. 耶穌伸手摸他 (Jesus’ Touch)   

 

    這裏我們看到耶穌竟然伸手摸他而治好大痲

瘋病。這是非常希奇的事, 為什麼? 前面說痲瘋

疾病是人人懼怕, 在古老的社會並沒有比“痲瘋

病”更可怕的。社交和心理都被毀滅。除疾病恐

怖和它無可救藥之外, 受害者被驅出社會。人患

這病被考慮像死人一般 (民 12:12 ) 。 也被認

為是在上帝的審判之下(代下 26:20) 。痲瘋病人

在禮儀方面認為是髒的而有傳染性的人, 他們從

社會中被分別出來。碰到人時要宣佈自己喊說 

“不潔淨, 不潔淨”(利 14:45) 另外一個神蹟記

在路加福音 17:12-13“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長

大痲瘋的，迎面而來，遠遠的站著，高聲說：耶

穌，夫子，可憐我們罷！)。痲瘋病人是一群孤苦, 

不能接近的人而被困在絕望的苦難中。事實上, 

人們想避免有痲瘋病人在的場合中因為大家怕會

給傳染。而耶穌竟然接觸痲瘋患者, 實在是令人

驚訝。耶穌竟然“伸出了他的手摸他”。 

 

    我們知道, 耶穌能只說一句, 不需要接觸他, 

他就立刻可以得痊癒。且接觸不潔淨的違犯律法

(利 5:3  或是他摸了別人的污穢，無論是染了甚

麼污穢，他卻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了罪。) 很

奇妙耶穌的反應竟然是: “耶穌伸手摸他，說：

我肯，你潔淨了罷！他的大痲瘋立刻就潔淨

了”。這痲瘋病人多么需要人的關心。主關心我

們的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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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的話 (Jesus’ Word):  聖潔的使不潔

淨的聖潔了 

   

    耶穌說“我肯，你潔淨了罷。” 僅僅一個命

令, 痲瘋病患者立刻“被潔淨”。祂講一句話就

夠了。耶穌的話, 就是祂本人, 不能分開的。 

    您有沒有發現痲瘋病是傳染性的。 而耶穌的

潔淨是更加有傳染性,能克服那所有不潔淨的。 

他的接觸使他的潔淨(可以說主的聖潔) 臨到這痲

瘋病患者的身上。這裏有屬靈意義“奇異的

愛”。不久前是復活, 主付上代價為了我們罪替

死、復活。 

 

    罪也給我們看到罪也是像長大痲瘋一樣。(一) 

罪遺傳子孫 (羅 5:18,19) (二) 先小後大  (三) 

極其汙穢 (利 13:45, 46) (四) 無法救治 (王下 

5:7, 羅 7:14-24)  (五) 早晚必死 (羅 6:23) 

(六) 惟主能醫 (太 8：1-4) 。所以耶穌為罪人

替死, 祂的聖潔成為我們的聖潔, 與 神和好。 

    耶穌伸手摸他而治好大痲瘋病患。祂不怕被

傳染反而他的接觸使他的潔淨(可以說主的聖潔) 

臨到痲瘋病患者。你如果是學食品的知道殺病菌

是要經過高壓高熱度。因為細菌不能勝過高壓熱

度。同理的, 黑暗不能勝過光。耶穌是高壓高熱

度, 是真光。祂能勝過一切汙穢和黑暗。 

    主有能力醫治了痲瘋病人身、心、靈的問

題。耶穌伸手觸摸他, 祂的話使痲瘋病人立刻痊

癒。不但如此, 耶穌的醫治是整體性的。耶穌不

但醫治了痲瘋病人的病也醫治患者心理和社會上

問題。過去他無法工作並和他家庭在一起。現在, 

他能工作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家庭和朋友的關係

常常讓我們的生活更豐富和穩固。您可以想像如

果我們不能工作也無法和我們的家庭在一起的那

種心情嗎?  耶穌改變了所有的一切。同樣的今天

耶穌有能力醫治我們每個人的身、心、靈的問

題。主肯醫治所有困苦、所有的創傷。耶穌也醫

治人罪的問題。耶穌聖潔的使不潔淨的聖潔了。

耶穌今天也是可以改變我們一生。不知你有什么

需要耶穌伸手觸摸你的? 主能醫治我們, 改變我

們。您願意把需要帶到主前, 因為耶穌有能力醫

冶。 

III.  把需要帶到主前, 因為耶穌另有指示 (馬

太 8:4)。 (Jesus’ Other Instructions)   

耶穌另有指示我們要順服 

1.  “你切不可告訴人” (Not to Tell Anyone) 

    耶穌是希望簡單地避免, 被錯誤認為衪就是

那位要使全國政治解放的彌賽亞。這沈默是有趣

的因為大概有證人。 聖經並沒有記載是否痲瘋患

者服從這個命令以致耶穌就不能在那裡再走動。 

2.  給祭司察看，照摩西所吩咐 (Show to the 

Priest, Obey Commands by Mosses) 

    第二個吩咐是只要去把身體給祭司察看，獻

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對眾人作證。給祭司察看,   

是認定他已經潔凈, 免得他們嫉妒不承認主所行

的。 

    提供禮物的命令是摩西的吩咐, 對巳經洗淨

痲瘋患者的要求是根據利未記 13-14。耶穌顯示

了祂是一位對律法(Torah) 的規定忠實, 雖然耶

穌違背不接觸的命令。獻上摩西所吩咐的禮物是

預表基督付上罪的代價的另一幅美麗圖畫。 

    利未記十四章 (你可以自己去讀) 談到獻上

摩西所吩咐的禮物是預表耶穌工作: 那談到被殺

的鳥象徵基督的死亡, 被釋放的鳥象徵基督的復

活, 把鳥放入瓦器中象徵道成肉身, 因基督取了

人身, 所以祂可以為我們死；把血放在耳朵, 姆

指和腳趾上象徵人對祂死亡的信心, 血上的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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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我們神的靈。當一個人相信救主時, 聖靈就進

入人心中。 

    所以我相信一個受恩惠的人他會願意順服主

對他的生活的命令。耶穌和我們之間關係不衹是

滿足我們的需要就結束了。祂是我們生命的主。

主給的指示, 從這裡看到往往有更深的義意。我

們要順服而且也得到祂的祝福。 

     一個比較簡單的比方。我的女兒一天回家告

訴我們 , 他得到了一張超速行車罰單 , 她從

Clayton 通過巴克斯特(Baxter) 往曼徹斯特路 

(Manchester)。最近, 我也經過了這同樣路。我

認識到, 限速是為我們的保護因為這條路非常彎

曲。限速是為我們的保

護。   

    我有一位姊姊她是

最勤快, 常為我媽媽做

家務, 因為看到媽媽的

辛苦。她做媽媽所喜悅

的事, 她這麽做是出於

愛母親的心。 

    我相信耶穌的命令一般來說要求我們順服。

為什麼? 它是為了耶穌的國度的緣故並且為了我

們的緣故。一方面是為我們的保護, 另一方面是

出於我們愛主的心。 

    聖經有很多處表示我們服從是必要的。我相

信由於感恩的心所以我們願意順服耶穌。得到超

速行車罰單 (speeding ticket) 像上帝懲戒我們

的不服從。讓我說, 上帝總是充分寬容和有慈愛

的, 他原諒我們並且他給了我們力量服從他。 總

之, 祂給了我們命令和原則服從是為了我們的利

益、為了保護我們。 在痲瘋病患者情況下他接受

了巨大變化在他的生命中。  一般的結果是一定

想要順服耶穌。而且也願意感恩讚美 神。 

在約翰 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

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可以說如果我們愛我們的主,

得到祂的恩惠, 就自然會想順服祂的命令。何況

祂曾醫冶過我們一切的過犯, 也曾豐富地祝福我

們, 我們應當會願意順服衪的。你可能巳經發現

主是看重我們與祂的關係。 

結論: 

    今天我們看到耶穌所行的 神蹟顯示出耶穌是

垂聽禱告的 神, 我們可以把需要帶到主前。耶穌

行了神蹟是作為標誌證明了祂是上帝而有主權。

它證實了祂是救贖主。我們能求告祂並且祂垂聽

我們的禱告。 

    今天的神蹟表示到, 耶穌伸手摸痲瘋病患者, 

他立刻洗淨。也讓我們了解到祂有充分的慈悲和

寬容。今天耶穌有能力醫冶我們醜陋的罪孽, 洗

淨了我們如同衪做在這痲瘋病人身上一樣。祂在

我們心理, 情感上和社交上醫冶了我們所有的難

處與創傷。因祂的恩典, 我們也願意順服祂的指

示, 所以我們時常感恩與讚美。     

    今天的信息讓我們發現我們實在是有需要的

人。你我的需要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 只有輕重

之分。我們多多少少有體驗到巨大的困難和接觸

到極難的疾病, 只有輕重之分。我們也許體驗到

困擾,因為罪孽在我們心中雖然還沒有行在我們的

生活中。我們也許感到我們好像被丟棄。另一方

面, 某些病症祂並沒有醫治。我只能說, 耶穌太

愛我們，絕不傷害我們。並且祂意念也太深以至

我們不能充分地瞭解祂的作为。所以, 我們只能

信靠祂和順服衪的帶領。 

    今天的神蹟信息雖然很熟悉但內容豐富, 我

們彼此鼓勵, 要重讀聖經, 褔音書是要讀了再

讀。不為知識而讀而是深入了解聖經的精意。藉

聖經的教訓, 神蹟經常強迫人考慮耶穌的身分, 

祂是 神。如此我們跟耶穌的關係隨時增長,我們

會開始深深地認識基督, 我們對耶穌的信心也增

長。聖經教導我們(約 14): 聖靈幫助我們想主的

話, 並且我們開始體會祂的力量和經歷祂在我們

的生活中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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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受洗見證 

周雪依 

    在我信主之前我是一個罪孽深重的人。我是自

私的人，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去顧及他人的

感受；我是貪婪的人，常常想要索取確不知道感

激；我也是懶惰的人，做事總是能省就省；我也是

一個不負責任的人，許多說出口的承諾都沒有做

到。  

    最早接觸到 神的一段時間遲遲不願意相信祂，

因為對祂有太多的疑惑和不了解。在慢慢了解祂之

後也會時常覺得不耐煩，不願意接受祂。最後當我

發現並且回顧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裏，不論我有怎

樣的懷疑和逆反心理，神都在冥冥之中關照，保佑

著我，這是在我決定成為基督徒的時候才看到的。

神讓我看清了自己也看到了祂的恩典。 

    神原本可以因為我的罪而讓我自生自滅，但祂

確如此愛我，讓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和其他人的罪

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也派人向我傳福音，使我明

白我可以因為相信耶穌而成為 神的兒女。相信祂就

是 神，也接受耶穌為我的死所帶來的救贖。 

    自從做了信主的決定後，我知道我從前所犯的

錯和罪過都能得到寬恕，這也使我更加感激主的恩

典，祂賜予了我許多非常好的朋友，是他們帶我一

步一步了解 神，哪怕是在我最不願意接受的時候也

不放棄告訴我 神的美德，從而感化我。他們是 神

給我的恩典，和給我的保佑。我覺得我沒有理由不

為了我自己，和 神的恩典而重新開始做一個好人，

我會努力變得不自私，不貪婪，不懶惰，成為有責

任心的人。也不會重蹈覆轍犯過去犯過的錯誤。感

謝主使我得到改變。 

    在路加福音 15：11-32 中，耶穌講了個故事。

大致是說，一個父親有 2 個兒子。小兒子向父親要

他他一半的產業，父親給了他，他就帶著這些去了

遠方，在那裏任意放蕩，浪費資產，當他一無所有

只能靠吃豬吃的東西充饑的時候，他想到了他的父

親，決定回去。他向父親說他得罪了天得罪了父

親，不配做他的兒子，向要做一個雇工。當相離還

遠的時候，他父親看見他，就動了慈心，跑去抱他

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吻。並吩咐仆人說“把那上好

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

鞋穿在他腳上，把那牛犢牽來宰了，我們樂意吃喝

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

的。” 

    我想我就像這故事中的小兒子，不管我從前做

了什麽對 神不敬的事，祂都不計較我的罪，在我願

意重新跟隨 神的時候，祂原諒我所犯的罪，把祂最

好的都賜給我，憐憫我保佑我。讓我像故事中的小

兒子一樣死而復活。給我最好的指引和安慰。 

    我願意對所有人宣告我願意認罪悔改，也願意

接受 神借耶穌給我的救恩，不但相信耶穌是我的救

主，也接受

祂是我生命

的主宰，我

願意一生跟

隨祂，聽祂

的話。 



崇聲 2011-2012                                                                                                                          Voice of Adoration 2011-2012 
 

40 
 

單瞱晶 

哥林多前書 13：13“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在 2008 年的秋季，我的導師李海濤開始指導

我博士項目的學習和研究。他不僅為我制定了周密

的學習和研究計劃，還嚴格地監督著我們各項進

展。但是，由於自己過分自信和驕傲的個性，我沒

有與導師及時溝通在學習和研究上所遇到的問題。

這樣日積月累，在短短一個學期內，導師給我布置

的工作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負荷。緊接著，由於自

己選擇去幫助家人承擔沈重的經濟負擔，我無法全

身心地投入在校的學習和工作。在那時，我自私的

選擇了逃避。   

    在此後將近一年的時間中，雖然我們的辦公室

近在咫尺，我沒有與導師見過一次面，講過一次

話。理所當然地，我在第一次博士資格考試中失敗

了。同時，學校由於資金緊張，準備大幅度縮減博

士項目的資金。在當時，系裏幾乎所有的老師更包

括我自己，對我能否順

利完成學業失去了信

心。 

    正是這個時候，我

的導師默默地，在沒有

告訴我的情況下用他辛

苦努力獲得的研究基金

為我支付了在校所有的

費用。他是唯一一個鼓勵我不要放棄的人。在當

時，我無法用我的價值觀，人生觀，和生活觀去解

釋他為我所做的一切。只有在決誌成為基督徒後，

我才知道是 神通過我的導師向我展示了 神的愛。

這種愛，並沒有因為我過分驕傲、自信和自私而削

減半分。是這種愛，領我走進了 神的殿堂。   

    在剛剛成為基督徒的時候，由於信仰的阻力我

沒有參加受洗。在同時，我也有過基督教義與自己

以前世界觀，價值觀，對聖經一知半解所造成的掙

紮與仿徨。但是 神，還是依然愛我，從來沒有放

棄過我。周牧師和蔡牧師不斷地通過電話和家訪來

鼓勵我，並且為我制定了一對一跟進栽培學習計

劃。在過去的三個月時間中，我的跟進栽培課程老

師任大為和他的夫人，無論工作和生活多麽繁忙，

都積極地協調時間，從未間斷的為我進行輔導課

程。   

    在這段時間內，我開始思考什麽是信，學會了

禱告。當我明白了信，並憑著信，將自己完全交在 

神的手中時，當初的掙紮與仿徨，以及以前生活中

的憂慮與苦悶都漸漸消失了。在自己的心中所充滿

的是平和與盼望。如哥林多前書 2 章 9 節所講：

“神為愛他的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

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宋桂凡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懷著萬分喜悅的心情接受洗禮。向 神

表明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的主，願意

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的主宰。此時此刻，我

的心情難以平靜，回首走過的這段人生的旅途，

雖然沒有遇到過任何驚濤駭浪，但是平凡的生活

中也一樣孕涵著許多深刻的哲理。我很高興與大

家分享我認識 神並得救的經過。 

    我叫宋桂凡，生長在中

國無神論年代。可以說從小

到大從學習到工作乃至個人

生活是一帆風順。來美國之

前，我對基督徒的了解是微

乎其微，甚至對基督徒有很

強的神秘感和隔絕感。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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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我帶著我九歲的兒子來到美國。在飛機

場，我先生手捧著一束非常漂亮的鮮花和一對慈

祥的美國老人(Joice and John)在等待著我們的

到來。John 親自開車把我們送到住處。當我踏入

那個我設想了很久的美國新家，我楞住了。兩室

一廳的房間裏，從廚房到兩個睡房及客廳，裝飾

的井井有條，樣樣備全。當我先生告述我，這一

切都是這兩位老人和教會的朋友準備的，就連那

束鮮花也是 Joice 買的, 我為之震動並且被深深

地感動了，這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基督

徒。我對基督徒不再感到陌生並切有了親近感。

我當時就想，我也要像他們一樣，樂於助人，並

且懷著滴水之恩必以湧泉相報的想法開始了我日

後在美國的奮鬥之路。 

    對於我來說，放棄在中國已經擁有的事業和

生活，也曾經歷了一落千丈的痛苦掙紮。幸運的

是，在後續的一兩年，我和我先生都找到了各自

理想的工作。日後我們也經常去探望兩位老人，

他們的生活並不很富有，但卻很開心。他們在一

如繼往地幫助著碌碌續續來美國留學的外國學

生。與此同時，我也還在雄心勃勃的為了一個又

一個目標而努力著。我依然遵守著我自己的人生

法則：“凡事靠自己，只要努力付出，就會有收

獲。”我變得得到的越多，夢想就越大，每天不

停的忙碌著。可是每當實現了一個目標的時候，

盼望已久的喜悅瞬間便消失了。我也曾經用知足

者常樂這句話來鞭策和安慰自己。長期的繁忙，

也常會帶來一些身體的疲勞和心情的煩躁。靜下

來的時候，我多次地問我自己：在有限的生命

中，我到底要尋找什麽？ 為什麽己經擁有很多，

內心深處卻有一個填不滿的空穴？ 

長久己來，曾經發生的一件事情在我內心一直很

糾結。二 OOO 年，在我授課的 Oracle developer 

結業聚會上，也就是在我的家，有兩名學員決誌

受洗。過後一名學員打電話時對我說：“謝謝

你，讓我有機會認識他們並成為一名基督徒。” 

這冥冥是神 在作工，我卻沒有覺悟。過去很多時

候身邊的朋友邀請我和他們一起去參加教會活動

或去團契聚會，我通常以太忙為理由而推托。我

在得罪 神，自己卻不知道，並不以為心存貪婪或

自傲自大就是罪，這罪阻隔了我們和上帝的關

系。幸運的是，過去的十幾年裏，我身邊一直有

許多很好的基督徒朋友，他們用愛心、耐心、實

際行動一次又一次地感動著我。在座的很多兄弟

姐妹就曾經到我家向我傳福音，借此機會，向你

們表示深深的感謝！感謝 神派祂的獨生子耶穌基

督用祂的寶血洗凈我們的罪，我願與耶穌基督同

死，同埋葬，同復活。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林前 13：4）)“你們

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

存！”(詩 118:29) 感謝主，在萬人之中召喚了

我，讓我親身體驗經歷到祂的大愛，大能，恩

典，和憐憫。 

    我的內心得到釋放，心裏覺得平安。感謝主

對我的帶領和祝福, 感謝主藉洗禮給我新的生

命，也求主幫助我，讓我得到智慧，力量，信心

和勇氣，勝過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試探和挑戰。願

袮繼續帶領我，使我能夠把持方向，不斷地從袮

得到力量，在真理的道路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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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琼 

    我出生在一個無神論家庭，父母都是大學生。

我自幼學習優秀，爭強好勝。因此家裏的事父母很

少讓我管。哥哥姐姐也成為父母教育我的反面教

材。久而久之，我非常養尊處優。重點高中，重點

大學一路走來，我很難看到我是個罪人。 

    第一次跌倒是申請美國大學的簽證屢次被拒。

這在別人不成問題的事兒在我成了一個坎。我感到

自己就像溫室的花朵，脫離父母校園的庇護，就沒

了主張。準備來美

之前在上海工作的

一年裏，第一次重

新認識到父母是多

麽愛我。我在大學

讀書的時候很少想

家。我積極地參加

系裏和學生社團的

各種活動，只專註

於自己的快樂。 

神借著我來美國之前簽證被據的一年多的磨練，讓

我體會到信靠，堅持和祈求。在讀博士期間，每周

到導師家裏團契唱詩，贊美，學習聖經。雖然當時

有很多的疑問，但是每周的學習都會感到一兩句話

很感動。在一開始工作時和博後的合作有一些摩

擦，主要是自己多心，甚至有意不匯報工作的具體

內容，直接影響到和同事的溝通。此時“無論作什

麽，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

的”（西 3：23）的這句話讓我看到了我的自私。

從此以後我的態度大大改變，能夠更寬容，更體諒

別人。 

    一定是 神的帶領讓我來到聖路易斯華人教

會。在教會唱詩贊美分享崇拜逐漸變成了一種屬靈

的需要。轉眼間已經和教會的兄弟姐妹度過了一個

春夏秋冬。第一個帶我進教會的裘愉愉姐妹，盡管

腳上有傷，仍然堅持到機場接我；還有寶舟，國

輝，魏斌弟兄請我到他們家裏做客，待如上賓，受

寵若驚。還要感謝分別到我家裏探訪的 Jims，王

藝，小雪姐，蘇寧，劉敏。他們辛苦地工作，認真

的準備讓我得著很多。 

    在聖路易斯工作了四個月，盡管工作非常努

力，老板的資金也非常充足，可是還是沒有避免失

去了工作，讓我想到自己一定有一些罪是沒有意識

到的。剛好周牧師在講道中提到華神教授蔡麗貞在

他所寫十字架討厭的地方。這本書中有一句話“人

性的通病就是愈是珍貴的東西，人愈是想靠他的努

力來獲得，愈是道德人士，愈是不能相信人在救恩

上竟是絲毫沒有能力。但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是把

人屬靈層面的天賦能力完全抹殺”。我想這句話不

是讓我們不努力，只是說明我們人靠自己的力量是

不能脫離罪的，要想獲得拯救必須信靠耶穌。 

    冬季和蔡牧師還有寶舟去 Kansas 參加教會的

冬令營。高牧師的教會很喜歡雅歌，那幾天我們一

直都在唱“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給

我留下了非常甜蜜的回憶。通過幾天系統的學習，

我開始認真的讀聖經。 

    201 年是個  神機不斷的一年，因為何長老說

彼此相愛就是一個  神跡。在周牧師堅定地貫徹彼

此相愛的主題下，我們約翰一書的主日學班上擔子

登時輕省了許多。小小的虛榮心也得到了滿足。在

如此的關懷下學習與 神相交，作 神的兒女，內心

的喜樂是無法言表的。有人說不是因為虛榮女人是

不會結婚的，我覺得不是因為虛榮，女人也很難信

主。 

    在我還在猶豫不斷的時候，冠誠弟兄一句聖經

打破了我最後的防線“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

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

活它。你們不比飛鳥貴重的多嗎？”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願袮的國降臨。願袮看顧

我每天的查經禱告，高山或低谷你都看顧。 

    從今起，我願單單屬袮，用一生跟隨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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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全 
 

    我出生在湖北省浠水縣一個農村家庭。我出

生的那年正好中國的計劃生育開始實施，我的母

親因為我上面已經有四個姐姐，一個哥哥加上政

府的逼迫，吃了大量藥物準備計劃掉胎中的嬰

兒。誰知我仍然健康地來到這個世界。以前我感

嘆自己命大，現在我知道，一切乃是上帝的恩

典。   

 

    雖然在大陸長大，但自己從來就不是一位徹

底的無神論者。常常希望我的父母所信奉的神

靈，還有我的祖先保佑。另一方面我又被自己和

身邊人的這種實用主義的神靈觀所困惑。心中的

神應該是萬物的主宰，而非招之即來，呼之及

去。稍微懂事以後我開始審視自己的個性，給自

己立的慕誌銘是與人為善，因此給人乖乖仔的印

象。可實際情況是，在我謙虛和善的表象下，內

心充滿驕傲。而且我患得患失，心裏沒有平安。 

 

    信主後我才認識到，這些都是罪的捆綁。來

美國後有很多的機會接觸基督教，教會的飯沒少

吃， 我也很喜歡聽牧師講道。曾經好幾次在布道

會上差點舉手決誌，但最後關頭因為內心的執拗

拒絕。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內心開始軟化並最終

接受主，主給了我家人很多的恩典做鋪墊。包括

我兒子的降生、太太順利找到工作、我們一家人

得以團聚等等。我特別感恩的是，在我兒子出生

以後，我們一家四口人生活非常忙亂。這時候我

們受到當地教會的特別關愛，他們那種無私的愛

讓我感到只能是從 神而來。  

 

    了解我的近況的人可能知道，半年多前我來

到聖路易，但是沒有料到工

作上的人事關系很不如意。

我相信 神知道我一直以來

內心的驕傲，就交給我這樣

一門功課去完成。在這個過

程中，神也一直在給我新的

盼望。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

更加感覺到，靠自己好象總

也靠不住，只能依賴 神。

也感謝 神，把我放在一群

有愛心的弟兄姐妹中間，讓我切實感受到彼此的

關愛。而這一切都是基於耶穌的救贖。約翰福音

6 章節 35 節提到“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

我這裏來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求主幫

助我，成為我生命的靈糧，也求 神看顧我的家

庭，讓我和我的太太還有孩子們在基督裏一同成

長。阿門！ 

 

張  群 

    尊敬的牧師，在座的兄弟姐妹們，上午好！ 

    我站在這聖潔神殿的講臺上，心情無比激動

和愧疚不安。首先我感謝天上的父 神，感謝救

主耶穌基督，將我救贖。父 神沒有嫌棄我，卻

如此的愛我。讓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

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全身，又派人向我傳福

音，使我明白可以因相信耶穌而能成為 神的女

兒，並接受耶穌為我的罪而死所帶來的救贖。我

願意認罪悔過，接受 神借耶穌給我的救恩。我

願意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主宰。

一生跟隨祂，聽祂的話。 

    多年來，我是個無神論者，不知道不相信 

神也有罪，更不相信死後有永生。如今，我承認

了自己罪孽深重，決心靠耶穌改變生命。 

    我能在這儿信主，洗禮是我的福氣，是天父

恩賜給我的。回想 2 月 24 日，是個風雨交加的

天氣。在 神的旨意下，陳斌，愛華，洪波和炎

明他們到我家傳福音。他們苦心婆口的 2 個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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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將信非信，沒有表態。事後的夜裏，我翻

來復去不能入睡，思想鬥爭很激烈。直到天亮。

我堅定了信心，這是天父在召喚我了，我要信主

了。第二天，愛華妹打來電話，我回的第一句話

就是我相信主了，我有罪。當時我們都很激動。

27 日，在教會的安排下，陳斌又來接我們。在教

會大門口，我一眼看到了周牧師，愛華妹在迎接

我。我感動了，流淚了，象失散多年的孩子，一

下見到了親人一樣。中午蔡牧師又找到我，問寒

問暖。28 日，2 位牧師又分別打來熱情洋溢的電

話，給我信心和力量。 

    在慕道班裏，神又派來幾位才華資深的老

師。他們盡心備課，制作幻燈，認真耐心地講

道，使我終身受益。為了跟進栽培我，教會指派

愛華姐妹每周來一次，幫助我學習。為了能讓我

按時參加周日的敬拜與學習，小飛小妹妹堅持不

懈地接送我。在這裏，大家彼此相愛，助人為

樂，蔚然成風。聖經裏“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

我勝過愛自己的父親，妻子，兒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為我的門徒。凡不背著

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門徒。” 

（路 14：26-27）從今往後，撇下一切所有，愛

救主，勝過我的所愛，擔負起自己的使命，要廣

傳福音，盡心盡責

地做好點滴工作。

我要感謝父 神，

感謝救主耶穌基

督，榮耀歸 神！

阿門！ 

 

李福亮 

    今天我能在這裏受洗全靠 神的恩典。 

我信主的過程就是從無  神到懷疑到有  神的過

程。2004年我剛到美國就接開始接觸基督教，知

道了耶穌基督，了解了福音，但自己一直持懷疑

否定的態度。平時自己也會讀聖經，但是因為心

中沒有 神，所以看舊約如神話，視新約為耶穌傳

記。記得剛搬家到聖路易斯不久，周牧師來家

訪。他問我是否承認自己是罪人，我回答“如果

按照基督教的標準我是罪人”，其實自己並不接

受這個標準，心中也沒有 神的位置。 

    兩年多來，我接受過兩位牧師的家訪，參加

過曉明在信望愛開設的福音班，經歷過明奇和寶

舟帶領的兩次福音探訪，聽過眾多兄弟姐妹的洗

禮見證，親身領受了 神對於我們家庭的諸多恩

典。所有這一切讓我一步一步地接近 神並最終接

受 神。 

    神愛我們罪人，主耶穌甚至為我們在十字架

上流血舍身。而以前的自己在信仰上迷失卻不自

知，甚至長時間對 神的召喚不予回應，固執地走

向自己所認定的方向。盡管如此，神並沒有因為

我的一意孤行而放棄，依然引導我去認識祂，也

讓我認識到自己是一個罪人，最大的罪在於不認

主。 

    信主之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改變：能

感受到心中的平安；在聽牧師講道時不再瞌睡；

不再視一切為理所當然，而是感恩 神所賜我們這

一切。信主以前常常將目光放在自己身上，信主

之後則是將目光移向 神。 

    我願意接受 神藉耶穌給我們的救恩，相信祂

就是“道路、生命、真理”；也願意接受聖經教

導，愛上帝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活出真正基督

徒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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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珍 

    各位兄弟姐妹，

早安。我是珍珍，來

自於台灣。當我還是

一個小女孩時，在一

個偶然的機會下，我

加入了主日學，跟著

其他的小朋友在教堂

裡吟唱聖歌讚美主。

不過當時我並不認識

主, 只知道神父及修

女們非常友善，總是招待我們糖果吃。長大後由

於家庭背景，也無法有進一步的機會來接觸主。    

    完成學業後，原以為嫁個有錢老公將是我最

好的依靠。不過 15 年的婚姻卻在爭執與怨恨中畫

下句點。唯一慶幸的是我有了最好的一份禮物-一

個善解人意的孩子。我和孩子於兩年前搬來美

國，開始了截然不同的新生活。由於對前夫的不

諒解，我總不自由主的想要永遠地隔離他與我的

小孩。於是我藉由一些機會，想辦法放大前夫的

錯誤，希望他們彼此結下心結，如此我的小孩就

能夠完全屬於我一個人。 

    在偶然的機會下，我認識了主，了解到祂是

如此的愛我們，為了我們的罪而在十字架上流血

捨身。我開始希望成為主的子女，我學著每天向

主禱告，建立起我和主的關係，並懺悔我所做的

錯誤，祈求主來救贖我。慢慢的，我發覺我不再

這麼的恨我前夫了。我甚至祈求主來改變我的前

夫，讓他能夠變得善解人意，也可以讓我的小孩

能夠愛他的父親，就如同他愛我一樣。這一切都

是因為主改變了我，讓我學習如何展開心胸，放

下之前的總總憎恨，來關愛一個曾經傷害你的

人。感謝主的恩典！聖經哥羅西人書第三章 13 節

裡告訴我們,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 總要彼

此包容, 彼此饒恕,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 你們也

要怎樣饒恕人”，這就是我最好的指引。雖然我

帶著滿身的罪，但主從不離棄我，給予我如此多

的恩典，我願意一生跟隨著主，讓祂成為我生命

中的主宰。阿門！ 

 

繆淑華 

    弟兄姊妹們，早上好！我叫繆淑華。 

    我是於兩周前從武漢來聖路易斯探親，看見

兒子一家人很高興。今天能在大家面前受洗見證 

神更是高興了。這一路上很順利平安，要感謝 

神，也要感謝弟兄姊妹們一個多月來的禱告。我

曾於 2004 年和 2006 年來美探親，在那段時間理

接觸聖經和認識了耶穌，特別是 2006 年接受了

耶穌。以前的我不認為有 神的存在，更不認為自

己有什麽罪。我經常發怒，有時不說實話、嫉妒

別人、自私自利，卻因心裏沒有 神，可以任意做

這些。相信耶穌後，才知道我原來完全與 神是隔

絕的。得罪了 神還不知道，更不用說按照聖經 

神的標準行事為人。現在是 神愛我憐憫我，讓我

明白知道福音：就是 神子耶穌降世為人，為我的

罪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和復活，只要信耶穌就能

成為 神的兒女。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

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 14:6）我要

不動搖地堅信耶穌是這世間的唯一真 神。我相信

只有主耶穌才能赦免我所有的罪，只有主耶穌才

能改變我的生命，只有靠主耶穌才能幫助我戰勝

罪，不犯罪，少犯罪。我要跟隨主耶穌，聽祂的

話，成為 神的好兒女。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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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計軒 

    我在幼年時代由於父母信仰耶穌基督，我對

耶穌基督產生了一種愛慕之心。不過由於工作的

關系和各種私心雜念，未能認識主。直到 2007 年

我退休後，我感到人生活在這個社會中，有一種

孤獨和冷漠。感到人在世上沒有平安，沒有快

樂，世上的一切都是虛空，只有跟隨主才是我一

生的歸宿。所以我決心一生要跟主走。  

    親愛的弟兄姐妹，未信主前世上的罪孽都沖

擊著我的心靈，如貪心嫉妒、狂妄自大、不自量

力、自以為是、對弟兄姐妹沒有愛心等。這些罪

不同程度的存在於我的心靈中，使我身心受到無

數次創傷，整日生活在苦悶痛苦之中。在這絕望

的路途中我找到了耶穌，我認為耶穌基督是這個

世界上唯一的真 神，祂就是道路，祂就是真理，

祂就是生命，祂就是光。祂能改變世界，祂能改

變人生，信祂的人都是蒙福的人，有平安有喜

樂。 

    耶穌被釘十

字架替我們擔當

了罪，我的舊我

已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我已經與

主同死，同復

活，救人已經脫去，聖靈住在我的心中。  

    為了更加愛 神仰望 神，在這次洗禮中我要

離棄我的罪惡，並且要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好

使我的罪得到赦免，領受 神所賜給的聖靈，下定

決心一切執行主的旨意，遵守祂的誡命，用全部

的心誌，情誌，理智和毅力，愛主我的 神。我要

做到愛別人好像愛自己一樣，用一顆誠實的心靈

去敬拜 神，仰望 神，永遠做主的好仆人。時時

事事想著 神，時時事事感謝 神，榮耀 神，我要

用新的生命進入基督徒的團契和 神的國。

 

邱文琳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在沒信主之前，我可

以概括地說我是一個浮躁的人，做任何事都不是

一個心平氣和的人。或許是為了虛榮，或許是為

了自身的利益，我常常給自己很高的要求，不論

大事小事都會令我憂慮和苦惱。有時為了達到自

己的目標，卻不顧家人感受，不考慮其他人的處

境。現在想想這是多麽自私，多麽不謙卑的行為, 

而這些自私,不謙卑在 神眼中都是罪。 

    來到美國之後，一直好像都沒怎麽改變，直

到有一次，一個朋友把我帶到迦南團契，發現那

裏的氣氛同樣是那麽的平安祥和，也許是被基督

徒那種久違了的喜樂的情緒所感染，覺得這些團

契好像是這紛亂的世界裏的一處心靈的驛站，使

我們疲憊的心得以喘息。記得在一零年春節聚會

裏聽到的一首歌是《野地的花》，那貌似簡單的

歌詞一語道破天機，野地的花不需耕種, 卻因為

有 神的供應, 它們從來不用擔心能否開出漂亮的

花朵，那何況這些天父的兒女呢? 神不更是看顧

供應嗎? 這首歌把我這原來不信 神的人搖醒了。

我有卻空有人類的智慧，比野地的花強百倍, 但

總是活在勞苦愁煩之中, 忙碌使我顧不上停下腳

步看看路邊的風景。逐漸地我試著暫時忘掉腦子

裏的一大堆目標計劃，把煩惱和擔憂也先放在一

邊，讓心靈輕松沈澱下來，不再那麽浮躁不安

定。於是我變得有心情來留意每天日常生活中的

點點滴滴。也開始參加團契聚會, 開始從聖經認

識主耶穌。  

    感謝主，也感謝眾弟兄姊妹為我的禱告，經

過這麽久的預備，我充分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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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祂卻如此愛我們, 讓祂兒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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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使我們明白因相信

耶穌而能成為 神的兒女.   

    今早我將藉著洗禮這儀式, 將我因相信主耶

穌而得與主耶穌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意義表現出

來。 這是保羅在羅馬書的一段話：“豈不知我們

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

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

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

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

合。”（羅 6：3-5） 

    因此今天我願意借這個良機, 告訴大家我已

經認罪悔改，並且立誌跟隨主耶穌，成為 神的兒

女，我希望以後能常常親身去感受 神的慈愛，相

信一切的問題在 神的面前都會迎刃而解的。當然

還要感謝迦南團契還有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沒

有你們大家的耐心引領，我便沒有機會認識這位

宇宙間唯一的真 神主耶穌。感謝 神！贊美 神！ 

 

金雪梅 

    我父母是基督徒。在他們的影響下每個星期

天去教堂崇拜。雖然我人到，但心沒到。這樣進

進出出 11 年多，沒什麽長進，但也有了一些疑

問，比如罪的問題，救贖的問題，為什麽相信 神

才能永生等等 。但生活忙忙碌碌把這些問題都拋

在腦後。 

 

    2006 年 9 月到了美國，剛到美國的生活是又

單調又枯燥。老公忙於工作陪我的時間也少了，

我的抱怨多了起來。後來女兒出生了，我還以為

生活的忙碌能好過一點，但現實比我想象的更

糟。每天圍著孩子轉和做飯是我全部的生活。帶

孩子的壓力和身體上疲勞使我的脾氣暴躁，敏

感。 幾乎每天跟老公吵架，每天要吵著離婚。我

老公也受不了我每次找茬吵架，說我是更年期提

前了。 

 

    這艱難的日子裏一直關心我的美國老夫人用 

神的話來鼓勵我，給我禱告。我聽著 神的每一句

話都讓我感動流淚。這位老夫人的建議下我參加

了 BIBLE STUDY。將近 1 年半學習和討論中我懂 

神的話了。神留給我作業讓我思考，過了一段日

子以後, 祂就給我一個滿意的答復。神給我祝福

和恩典比我的變化還要多。 

 

有一天我老公笑嘻嘻地說：“你好久沒把離婚掛

在嘴上了，我有點不習慣。”我也回敬了一句

“咱倆挺般配的，湊合著過吧。”說完我們倆都

笑了。我也感覺到自己的變化，不怎麽埋怨了，

吵架的次數也少了。 

    我要受洗的決定沒有跟我老公提過，因為當

時他在國內出差。 回家後的第 5 天的晚飯桌上，

我很平靜得說了下面的這幾句話“我非常感激你

陪我去教堂；我非常感激你愛孩子愛我；我非常

感激此時此刻一家人一起吃飯”。我看到我老公

的眼睛亮起來了，我又說了一句“我要受洗”，

他快速地過來擁抱我，興奮得說“我們家終於有

基督徒了，看來我也要受洗了。”他的話更讓我

震驚。 

 

    感謝 神，神聽到了我的禱告。只有 神改變

我們，改變我們的人生。感謝主恆久忍耐又有恩

慈的愛！第 1 次認識袮到信主整整花了 16 年漫長

的時間。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知道我是個罪人，需

要 袮的 赦

免 。我 相

信 袮為 我

死 ，代 替

我 受了 我

犯 罪應 受

的 刑罰 ，

我 知道 當

我 相信 袮

的 時 候 , 

袮 已經 赦

免我的罪, 也已經永遠進入我心靈和生命中，作

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願意靠著袮的幫助離

開罪惡，一生跟隨袮，服從袮。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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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琳赟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錢琳赟，來自

上海。 

    初到美國時，就曾聽說這是一個充滿上帝的

國度，而我也只是心懷好奇地陪同妻子在團契與

教會之間穿梭。對於妻子的信仰，我表示理解，

但心有抵觸的拒絕了她每次對於 神的表白，因為

我始終相信自己的客觀和理性。 

    然而當我回想這一年半在美國的生活，又不

由心存感觸，一切事物的發展，似乎早已被安排

好。是幸運？命運？還是？我開始自問，逐漸，

我感受到，妻子的每一次在為我的禱告後，我所

擔心的事情或者行為，會往一切好的方向發展，

是 神的佑護嗎？我開始有些動搖了。同時，教會

中的弟兄姐妹也來到我身邊，為我傳福音，一

次，兩次，三次，我的那份客觀理性的自我評定

開始從內心深處慢慢剝落。不對，這不能叫命

運，我開始告訴自己，我感受到了那一份的佑

護，是妻子的禱告，是弟兄姐妹的禱告，是 神派

他們來，將我帶領到了這裏，從萬裏之遙的地

方，來到了這裏，來到了 神的殿堂。 

    對於成為基督徒，我感到那麽的自然和心

安，再不像從前那樣看待這一切時的誠惶誠恐，

我相信我會成為一個不斷提升境界的基督徒，在

上帝的引領下，與弟兄姐妹一起，為榮耀祂而努

力。 

    簡單的話語表達的是我最真實的心境，在這

裏，我宣告，我願意認罪悔改，承認那曾經不接

受 神的罪過，願意接受 神借耶穌給我的救恩，

我願意一生跟隨祂，並且接受祂對我生命的主

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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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受洗見證 

田東蘭 
 

感謝主，今天讓我有機會分享我的信主經歷！ 

 

    2001 年我放棄工作和先生來到美國學習。起

初生活沒有多少壓力，隨著孩子的出生，生活日

益艱難起來。兩個人的矛盾越來越大，相互埋怨

爭吵很多，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為此很多流淚。

後來有父母來幫忙，有很多教會朋友幫忙，壓力

相對小了一些。搬家到賓州後，對于教會也是偶

爾去，很多時候是覺的牧師講的很有道理，有空

聽聽，收益很多，但也有很多時候找借口不去，

就這樣持續幾年。 

 

    2005 年，我們決定買房子，同時又面臨生孩

子，對于我們應該是很高興的事情。可就在我懷

孕 7 個月的時候，有一天等我將孩子送到幼兒

園，在回家的路上，還沒有走到家，在離家只有

500 米的地方，我腹痛地再也走不動了。當時沒

有手機，周圍沒有人，我只能呼求 神。就在我近

乎絕望的時候，看到在教會曾經碰到的一個朋

友，她很快找人將我送到醫院，醫生告訴我兩個

小時不做手術，人命難保。 

 

    當時在沒有先生在的情況下做的手術，一個

小小的急性闌尾炎卻幾乎將我喪命；接二連三的

手術，將我的腹腔打開清理，當時真的不知道自

己還能維持多久，孩子還沒有出來，卻和我遭受

一次次的手術，很多教會朋友為我祈禱。我當時

只有一個想法，無論如何堅持下去。感謝 神，上

帝給了我和兒子活下來的機會，雖然兒子提前一

個月出生，但他是一個很健康的孩子。 

 

    在生病的時候，我很堅強的安慰自己堅持下

去；可是等孩子出生後，同時照顧兩個孩子，在

加上生病，生孩子的恢複過程，我自己卻抑郁的

很嚴重，也想到很多去自殺的方式。看到孩子，

我每天都在流淚，先生很多時候卻難以理解我的

苦衷，他也有很多抱怨。為此我到過很多次醫

院，醫生一次又一次的給我安慰。後來我堅持到

教會，很多次後，我開始相信真的是有 神的存

在，祂總在我危難時候幫助我，使我堅強。 

 

    在沒有成為基督徒之前，我從來都沒有認為

我有罪，但慢慢的，從聖經的教導，我瞭解任何

人在世界上都是有罪的。我田東蘭也是罪人，多

方面得罪了 神。但是 神的兒子耶穌是無罪的，

祂甘心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為要擔當

我們的罪，替我們接受罪的刑罰，並用祂的寶血

洗去我們的一切罪，把我們從罪中救贖出來。耶

穌死後三天復活，祂今天仍然活著在世上。我是

在今年 2011 年的年初接受耶穌為我個人的救主和

我生命的主宰。 

 

    在我接受耶穌後，最大的感覺是很多時候我

可以禱告，知道自己有依靠，知道耶穌會一直帶

領我的生活。感謝主，我今天能站在這裡見証全

靠 神的恩典和相信接受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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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寶琴 
 

    牧師，師母，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午安： 

 

    首先謝謝大家，犧牲寶貴的主日下午來分享

我的喜悅，也謝謝周牧師幫我潤稿。對一位年已

過半百，且行醫救人三十年的我，絕對無法想像

有一天，自己會站在台上，分享自己得救的見

證。在人不能的， 在 神是無所不能。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尊榮以前，必有謙

卑。”（箴 18：12）“誰能說，我潔淨了我的

心，我脫淨了我的罪？”（箴 20：9）是的，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有耶和華

衡量人心。”（箴 21：2）“誰能知道自己的錯

失呢？願你赦免我隱而未現的過錯。”（詩 19：

12） 

 

     感謝我的父母，讓我從小到大一路順遂。十

多年前我的朋友送我一本聖經，但因不認識 神，

竟然無法看完一行聖經。雖然得罪 神，但 神並

沒有放棄我。仍然依照 神所安排的時間表，讓我

認識主耶穌基督，祂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主

宰。以至今日覺得聖經是寶藏，是經過了奇異恩

典之旅。 

 

    四年前的三月，開啟了我們家迷羊尋主之

旅。我的好同學，何惠，是 神所揀選的導師。帶

著我的兩個寶貝女兒，在來美一年半後成為 神的

兒女。“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

（約 15：16）。 神給我們家的恩賜並不只於

此。去年， 神將小門關起的同時，開啟了一扇更

大的門。在人不能的，在 神是無所不能。神讓我

的先生和我，能排除萬難的來輪流照顧女兒。除

了周牧師及師母外，同時又指派了好多的弟兄姊

妹。不但傳福音給我們，也在生活上照顧幫助我

們。何惠我的好同學，我們家的東西，3/4 都是

她給我們的。Alice，Josh，Philip，Christine

他們的父母和全家，經常給我們 homemade 

food，教我煮菜做麵食，以及種子團契的每一位

姐妹--芬芬，修維，唐序，蘭芳，春美，Jane，

Tina，真是感激不盡。 

 

    接著在今年二月，徐山靜醫師和她先生帶領

我讀路加福音。徐醫師是我在台灣工作上非常尊

敬的前輩，亦是來美後開啟帶領我讀聖經的第一

位導師。三月，芬芬及修維帶領我讀約翰福音家

教密集班。課後還帶我去品嘗各國佳餚，席間也

會繼續討論，讓我更深刻體會。身為敬虔基督徒

所擁有心靈的平安與自由。也了解 神愛我們，為

了救贖我們的罪，讓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釘在

十字架上，流血捨身，用祂的寶血，洗淨我們的

罪，讓我們成為 神的兒女，脫離罪的綑綁，成為

新人。 

 

    五月二十日在一個感動下寫下一張我的信仰

告白，但似乎仍然缺乏臨門一腳。七月四日，美

國國慶日晚間八點左右，在等待璀璨煙火的時

刻，接到改變我一生的電話。我的大女兒 Judy 從

Navajo 打電話告訴我：妹妹 Lily 下午睡醒後，

發燒，持續地上吐下瀉，脫水，呼吸急促，現在

在吐膽汁。其他還有兩位也是吐但沒有瀉。身為

兒科醫師 30 年的我，心中知道目前最快速有效的

治療應是點滴注射，讓腸胃休息。但離 Navajo 最

近的醫院是在 27 英里之外。我的心中充滿了焦

慮，無力感，與恐懼感。擔心 Lily 是否會因長時

間滴水未進亦未食，造成嚴重脫水休克及低血

糖，我當下落淚，翻開聖經，禱告祈求主耶穌基

督能保守他們。由於情況未見改善且更虛弱，他

們終於決定帶三人去就醫。Lily 是三人中最嚴重

的，因此立刻在幾小時內快速的給予 2000cc 點滴

注射治療。真是感謝上帝及所有幫助他們的人。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

能。』” （可 9：23）“所以我告訴你們，凡你

們禱告祈求的，無論是甚麼，只要信是得著的，

就必得著。”（可 11：24）“你們祈求，就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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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太 7：7）又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

他們的。”（太 5：3） 

 

    感謝 神賜我臨門一腳，大衛在詩 23：6 說：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

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我今天願意在大家

面前宣告，耶和華 神是又真又活的 神，我願意

一生跟隨耶穌，祂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主

宰。 

 

 
 

鄭  勁 
 

 

    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朋友們： 

 

    今天我在這裏作一個見證，和大家分享我由

一個無 神論者，轉變為相信 神，接受耶穌基督

為我的救世主的基督徒這樣一個心路曆程。站在

這個講台上，不由得讓我想起我在成為基督徒以

前，我坐在下面曾目睹的幾位兄弟姐妹們在這裏

作的見證。那個時候，我已經和主接近，但還是

不能接受祂。聽著那些兄弟姐妹們見證 神在他們

身上顯現的 神跡，感受到的福音，我曾經不以為

然。為什麼呢？因為我以為它們還不曾發生在我

的身上，我無法感同身受，更不能因此接受主。

但這些證詞在我心中留下了種子。和其它兄弟姐

妹們在我心中曾留下的種子一起，其中的一顆終

于在最後發了芽。 

 

    我是九八年來美國的，這十幾年來，我曾有

無數次的機會接觸福音, 但我都曾無一例外地拒

絕他們。回想這些經曆，我自問自己，是什麼力

量蒙蔽我的感官，驅散了我的勇氣呢？我以為，

就是我的罪惡。 

 

    我的朋友 JOHN 曾經半開玩笑地和我說過，天

主教會在曆史上曾經生產出許多荒唐的東西，但

偶爾他們也會總結出一些精辟的言論。其中之一

就是人的七宗罪。哪七宗呢？憤怒，貪婪，懶

惰，驕傲，好色，嫉妒，還有暴食。捫心自問，

這七宗罪，在我的一生中，也許還沒有犯

（COMMIT）過，但在心裏，我不敢說別人，但在

我，都有。而最讓我們遠離 神，不能接受 神的

罪，我以為就是驕傲。詩篇第十章第四節：“惡

人面帶驕傲，說：耶和華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

的都以為沒有 神。” 

 

    我出生在一個無 神論的國家，從小受的教

育，就是“這個世上沒有救世主”。我們在課堂

上被教育要依靠自己，生長的社會又教育我們要

依靠朋友，政府，黨，但就是不能依靠 神。同樣

也是那個社會教育了我，他們都不一定靠得住，

包括我們自己。我們曾被教育，“人定勝天”，

但是同樣的教育，也承認有“萬事具備，只欠東

風”的時候，更不用說還有古人雲“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我想再是有聰明才智的人，再是有

驕傲本錢的人，也有失敗的時候。捫心自問，我

們人，在那個時候，真的就是那麼靠得住嗎？ 

 

    箴言第十六章第 18 節寫道：“驕傲在敗壞以

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在我不信 神的這三十幾

年，我的生活就是這句格言的寫照。每一個成功

後就是一個巨大的失敗，有如坐過山車。我曾經

以為這是命運在捉弄我。但我現在明白這就是 神

給我的安排。因為驕傲其實就是自我的崇拜，搶

奪本來屬于主的功勞。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七

節：“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有什麼不是領

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仿佛不是領受

的呢？”哥林多後書第 10 章第 13 節：“我們不

願意分外誇口，只要照 神所量給我們的界限，構

到你們那裏。”在信 神後，我常懷著這樣的心去

工作，去處理家庭還有生活中的問題，可以說是

無往不利。而只要我心中生出稍許的自滿，就會

有大大小小的失敗，可以說是屢試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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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神，相信 神，把自己托付給 神，還只

是第一步。接受耶穌基督就是 神，則是最關鍵的

一步。第一步，我走了三十多年。慶幸的是，這

最關鍵的一步，我只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在了解

基督教以前，我也接觸過其它的一些宗教。那些

宗教也有涉及罪惡以及贖罪，但得到解救的方

法，我自己總結下來，不外乎都是自我的修行以

及對自己的懲罰。換句話說，是以人自己的力

量，能夠辦成的事。朋友們，我們不妨想一想。

如果我們人能通過自己的力量解救自己，那麼我

們為什麼要信 神呢？那個時候，我以為基督教也

是如此，這是我的無知。2007 年的聖誕節後，馮

秉誠牧師來聖路易絲華人教會布道。我聽從 神的

招喚參加了布道會。在布道會的第二天，馮牧師

言簡意賅的講說清除了我的最後的一道障礙。那

就是我們人是沒有力量拯救自己的。只有通過耶

穌基的寶血，我們才能得到救贖。約翰福音第 14

章第 6 節：“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神的

力量也讓我克服了我最後的軟弱，我在那一天宣

誓成為了一個基督徒。 

 

    成為基督徒改變了我的命運，改變之大，有

如重生。連我自己的親生父母，也感歎變化之

大。而這些變化，讓我的生活更加充實，工作更

加順利，家庭更加和睦。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並

不是我要信主的原因，它們是我信主的結果。 

 

    朋友們，我其實還有很多想說，但時間有

限。我不指望我今天的證詞，能清除您和 神之間

的障礙。但我希望它能在你心中留下一顆種子。

有如哥林多前書第三章第六節所書：“我栽種

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願 神

讓您信 神的種子有一天發芽。 

 

    以上的證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AMEN！ 

 

 

陳維霖 

    大家早上好，說來慚愧，我是在斷斷續續慕

道了十多年後才在一個很平常的夏日午後，在聽

了一段蠻平常的聖經故事以後接受了基督耶穌作

為我的救主，所以周圍的人都會問我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你會慕道這麼久還沒信呢？又是什麼讓

你一下子就信了呢？”我仔仔細細地思考了一

下，是啊，在我慕道的日子裏，我也曾很認真地

研讀聖經，也曾很用心地聆聽見證，在這十多年

裏光自己聽過的見證就不下百個，被感動的時刻

也不是沒有，為什麼我現在每一天實實在在時時

刻刻依靠著的 神在那麼長久的一段時間內對我來

說就是一片虛幻呢？想了又想，答案只有一個就

是靠人的努力是沒法找到 神的，只有等著 神來

找到人。其實這個答案我慕道時聽得耳朵都起繭

子了，經歷過 神的人人都很明白，還沒有經歷過 

神的打破頭也想不明白，這種 180 度的轉變真是

非常奇妙！ 

    周牧師對我解釋說，維霖，信主的過程就好

比吃餃子吃到飽，最後那個聖經故事的福音也不

過是一個一般的餃子，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只是

恰好你吃到飽了。我想了想，覺得蠻有道理，但

不是很喜歡這種說法，你們想，按這種說法，我

吃了十幾年餃子才吃飽，是不是聽著太浪費糧食

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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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祂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

們 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

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的人，把我們的腳

引到平安的路上。” 這段經文講到祭司撒迦利亞

被聖靈充滿了，就預言說到大有憐憫的主耶穌像

光一樣,  要照亮在黑暗被罪所捆綁的人, 要帶給

他們平安。”（路：1：77-79）    

    從這段經節, 我在信主之前, 我就好比身處伸

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因為黑暗，再多的摸索嘗

試都是枉然，突然間，一輪紅日越過地平線冉冉

升起，一束光射到了我的眼裏，讓我看清了黑暗

中的我，于是我毫不猶豫地朝著光的方向走去。 

    所以在信主前，我被罪捆綁著而不自知，黑

暗中的我能看見什麼呢？所以當 神找到了我，當

光進入了我的眼睛的那一刻起，我就看清了我的

罪，我看到了些什麼呢？我看到了我自己內心矛

盾痛苦的根源，我看到了驕傲嫉妒的我因為某個

人能力不如我卻工資比我高而痛苦，我看到了虛

榮的我因為是否花 3 千美元買一只名牌包而矛

盾，我看到了自私的我因為是否把線花在自己身

上還是家人身上而掙紮……當 神找到我以後，這

些生活中點點滴滴的罪變得那樣清晰，我別無路

可走，只有認罪悔改，希望我逐漸在罪的捆綁中

解脫出來。 

 

黃  玥 
 

  
    大家好，我叫黃玥，是華盛頓大學的一名生

物博士研究生。感謝 神今天讓我站在這裏能夠見

證和受洗。願我口中所說的蒙 神的悅納，也也能

使弟兄姐妹朋友們同得激勵。 

 

    我出生在大陸河南一個小城市的知識分子家

庭。成長環境和很多 80 後都很類似，生活的中心

就是好好學習。大陸無神論教育潛移默化地影響

了我，讓我認為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 神。曾經的

我是一個不斷犯罪卻無力改變的人。羅馬書 1 章

28-31 節，每個詞都是在描述我信主前的光景，

我也想請大家思考一下你是否也在犯這些罪：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 神， 神就任憑他們存邪

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

惡，貪婪，惡毒（或作陰毒）。滿心是嫉妒，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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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不會愛人：我厭惡自己和身邊的

人，我怨恨咒詛最愛我的父母和朋友，我習慣別

人關懷我而從來不會去關愛別人。我曾經就陷在

這樣罪惡深重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感謝主沒有放棄我這樣一個罪人。祂讓我來

到美國求學， 參加信望愛團契和主日崇拜。去年

夏令會一位姐妹的話感動了我，讓我突然發現我

內心深處一直相信有 神，只是被從小的教育所欺

騙和掩蓋。“諸天述說 神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

手段。”（詩 19:1）我是生物專業的。我曾經無

數次被自然界的精妙，生物構造的神奇所震撼。

這樣無以倫比的生物世界是高度智慧的產物，不

可能是偶然進化來的。“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

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借

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羅 1：20）面對 神創造的這天這地，我為什麼

還要推諉呢？于是我承認了有 神。 

 

    對我而言，認識主耶穌基督是一個更加困難

的過程。舊約以賽亞書 53 章對對消除我的懷疑有

很大幫助，其中清清楚楚地預表了 700 年後的主

耶穌基督。“哪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

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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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 53:5）主耶穌基督就

是這樣在舊約時代，在創世之初就已經存在。每

當我看到自己的罪時，才會更加體會到主耶穌是

我們的至寶。“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

14:6） 神是聖潔，公益的，若不是借著耶穌基督

的救贖，我們這些罪人真的沒有辦法靠著自己的

能力重新得見 神的面。曾經的我不斷求神跡感

動，也試圖研究清楚每一個問題的答案，作為信

主的條件。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

透。”(傳 3:11) 但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

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

明。”（羅 1:19）為什麼我們不能抓住 神創造

的這個宇宙， 神的話語-聖經，身邊弟兄姐妹的

見證，我們每個人生活中 神的保守和特殊的感

動，來相信主耶穌基督呢？主耶穌複活向門徒顯

現時，曾對門徒多馬說：“不要疑惑，總要

信。”（約 20:27）“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

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求 神

堅固我還有台下慕道朋友們的信心，讓我們成為

這有福的人。 

 

    感謝主讓我在去年 11 月決志之後，一點一點

成長，也更加認識主。我經曆了讀經禱告的快樂

還有 神的管教，還有生命上的改變-愛人如己。

在學習去愛人的過程中，我也更加感受到 神的大

愛。曾經的我對別人吹毛求疵，這時想到：惟有

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

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 5:8）。無罪的主耶穌竟

然愛我們這樣的罪人，為我們受死，這樣的大愛

就激勵著我去愛身邊的人。 

 

    認識主耶穌讓我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國內

的很多“乖”孩子很像，我成長的中心目的是學

習。但是我腦海中時常會浮出一個念頭：活著是

為了什麼？感謝 神讓我認識祂，讓我明白我是為

了 神的榮耀而活！“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

什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林前 10:31）死

亡不是人生的結束，而是將要和 神同在的一個新

的起點。“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

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

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

基督耶穌裏的。”（羅 8:38-39）。 感謝 神做

我們生命的主，願我們與 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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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受洗見證 

何衛東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叫何衛東，來自北

京。 

 

    首先，我要感謝主，感謝祂賜給我人間最大

的福分。我是在 1995 年出國考英語時接觸到聖經

的。1997 年我去北歐的芬蘭讀書和工作，後來又

移民加拿大，四年前換工作來到美國的聖路易

斯。我每到一個國家，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參加

當地華人基督教組織的活動。現在想來這乃是耶

和華的手從來沒有離開過我。聖靈一直在我心中

做工，直到我在 神預定的時間內成為祂的兒女。 

 

    去年有一次我坐

飛機從聖路易斯到內

不拉斯卡的 Omaha 出

差，飛機離開聖路易

斯十多分鐘，機艙內

突然有煙冒出，飛機

就緊急迫降回聖路易

斯，後來又換了一架

飛機。在飛行途中，

我突然想，如果假如

飛機真的失事了，在

這個世界上，什麽事

情對我來說是最重要

的？我想到了兩件

事：一是我要有足夠

的人壽保險，使得我

的家人不會因為沒有

我生活陷入困難。二

是我的靈魂要為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做好準備。

可是我發現，我的靈魂並沒有準備好。生活中，

我是活在罪中的仆人，貪心、嫉妒、傲慢。正如

羅馬書 7：14-15“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

罪了。因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

的，我並不做；我所恨惡的，我到去做。” 

 

    今年夏天，我和我父親通電話，在電話中談

到了我的宗教信仰。我父親說，基督教是好教，

你為什麽不信呢？我聽後震動很大。我父親 80 多

歲的人，在中國很難接觸到基督教的境況下，鼓

勵我要信基督教。而我在國外十五，六年，幾乎

天天都可以接觸到基督教，卻居然不識主，這使

我我感到很慚愧。後來教會有組織小孩活動，我

太太問我要不要去教會，這時我突然感覺到 神的

呼喚，在 2011 年 8 月 12 日，我決誌信主，完完

全全從心裏接受了耶酥基督作為我生命的救主。 

 

    信主後，我的心中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平安和

喜樂。我開始用基督教徒的生活與工作觀來約束

自己。開始為 神而活。工作和家庭中的人際關系

都有很大的改變。 

 

    大衛詩篇 23:1 中

說：“耶和華是我的牧

者，我必不至缺乏。”

我所在的公司兩年來一

直在申請一個美國能源

部的貸款，大約有 1.3

億美元，可是一直沒有

批下來。今年能源部管

理貸款的官員又換了

人，公司認為批下來的

可能性更小了。在我決

誌信主後的一個星期

五，我向 神禱告，求 

神保佑我工作順利，後

來星期一的時候上班，

突然聽到後面有人聊

天，說貸款已經在上星

期五批下來了。我聽後

很吃驚，因為這種大規模的貸款批下後，公司的

高層會在第一時間向公司雇員宣布慶祝，但是我

們卻沒有收到任何電子郵件。我還是向老板詢問

後才得以確認。這時候感覺很奇妙，像是看到一

雙大能的手一揮，將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了。 

 

最後，感謝主撿選了我，求聖靈能常常指導我，

保守我，以 神的名讓我走義路，做 神所喜悅的

事。使我能夠像在彼得後書 3：14 中所說的：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

勤，使自己沒有玷汙，無可指責，安然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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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鈞旗 

    大家好，我叫劉鈞旗，英文名是 SUMMER. 今

天在這裏講述一下我信主的過程。 

 

在信主之前，我只是認為世界上有至高無上的，

但不清楚具體至高無上的是哪一位或是不是哪些

位。通過信主和讀聖經，我意識到以前我是怎麽

的得罪了 神。以前也拜過佛，也算過命，這些都

是在 神眼中看為惡的事。“人手所造的神就是木

石造成，不能看，不能聽，不能吃，不能聞的

神。” （申 4：28）現在我明白，世界上唯一的

真 神是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聖靈。 

 

    在我信主的過程中，我有過質疑，就是既然 

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那祂為什麽還任憑

人類犯罪呢。從幾個弟兄姐妹那裏得到了答案：

就是 神的愛。當你看到你愛的人愛上別的東西

時，你難過，即便你覺得那個東西有時候不好，

但你卻只會希望他將來看清後可以回到你身邊，

不會硬是要阻止他，那是因為你真的太愛他了，

你會給他自由去選擇他想要的，即使這不是你想

要的，而你卻會在旁邊等著他。 

 

    神愛我們，甚至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差

下祂的獨生子來到人世間，釘十字架，為我們流

血做贖罪祭。神愛我們，還在我們身邊安排不同

的人給我們傳福音。在這裏特別感謝 SKY 帶我來

到教會。謝謝慕道班的老師，給我傳福音的黃

戟，還有牧師。 

 

    在我決誌之前，我已經相信有 神，人有罪，

耶穌為我們贖罪後復活。但我還是沒辦法決誌，

因為我害怕自己軟弱，害怕在決誌以後還是不能

達到 神的要求：做一個聖潔的人。但有一天俊雄

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人在一個河裏，靠自己的意

誌力，拼命的劃槳，卻不知道前面就是一個瀑

布。這時耶穌向人扔了個救生圈，人為什麽不抓

住呢？信 神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要把自己交

到主耶穌手裏，讓主帶領我們，也就是讓耶穌做

我們的主。回到家中，我拿出 SKY 之前送給我的

小卡片。其中一個上面寫的是：DON’T WORRY 

THAT YOU ARE NOT STRONG ENOUGH BEFORE YOU 

BEGIN. IT IS IN THE JOURNEY THAT GOD MAKES 

YOU STRONG. 之前我拿到卡片並沒有領會這句

話，直到俊雄給我講了這個故事。 

 

    11 月 25 日 Black Friday，下班後我去 WEST 

COUNTRY MALL 買東西。在停車場好不容易找到車

位。但因為角度不好，需要倒車後在進入車位。

但我因為忘記把倒車檔變回前進擋就踩了油門，

車狠狠的後退，幸好在過道的車子離我有一點點

的距離，否則我和他的車都會報廢掉。當時我非

常的慌亂和害怕，下車後就雙手合十向 神禱告，

感謝 神讓我平安無事。我覺得人不能掌握自己的

命運，不知道下一刻或明天會發生什麽事。主耶

穌再來的日子臨近了，還不趕快接受耶穌基督為

我的救主，要等到何時呢? 以上是我信主過程中

的一些經歷。 

 

 希望以後主耶穌繼續帶領我在屬靈方面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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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踏上了回天家的路 
卓文娟 

 

     

    30 多年前一個聖誕節前夕的夜晚，有一群大

學生在天津的教堂後門掩護一個對教會一無所

知，卻又對教會存有非常好奇的女生偷偷進入了

教堂。因爲，正門周圍有許多的警察在巡邏，那

時的中國是不允許“國人”有宗教信仰自由。這

個女學生終于從後門進入到教堂，因爲，在她的

內心深處有 神存在的感覺，因爲在她的內心深處

有 神對她的呼喚……教堂裏空空無人，僅有一個

牧師在做禱告…… 

 

    20 多年後，在上海開會的她，這一個當年是

學生現在已經是人過中年她再一次走進了上海的

大教堂，這一次她是坦蕩自如地從大門進入教

堂。她看到座無虛席的基督徒們在崇拜“父

神”。她知道在她的內心深處仍然有 神存在的感

覺，因爲在她的內心深處仍然有 神對她的呼

喚……在離開教堂時她買了一本聖經，一幅耶稣

受洗的照片。 

 

    其實大家已經猜到了，這位女同學就是我。

當時，我仍然讀不懂聖經，我仍然徘徊在 神的門

外。然而，我們的主一直拉住我的手，一刻也沒

有離棄我，祂把我帶到美國，把我帶到祂陽光明

媚的牧場，使我安祥在祂溫暖的懷抱裏。 

 

    在國內我是一個新聞電視工作者，來到美國

有時我也會幫助中國人協會寫一些關于旅居在聖

路易斯的中國人的活動的報道給聖路易斯時報，

聖路易斯新聞報社。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爲了寫

一篇報道去參加一個聚會在閻明家裏，我認識了

我們教會的郭志宏和她的先生梁才，是他們讓我

認識了上帝，是他們帶我走進了 神的大家庭。是

他們讓我看到真正基督徒的風範。 

 

    神讓我經曆了來到美國所有的生活上的困

難，語言上的無奈等等……在這一段時間裏 神讓

我學習許多的功課。來到美國如果不能開車，可

想而知是何等地尴尬與不方便。我在中國是一個

有著 16 年駕駛經驗的老駕駛員。在美國，我卻有

3 次路考沒有通過的經曆。因爲先生要上班，沒

有人帶我去練習，雖然請來教練，但是練習畢竟

有限。況且我每次星期五和星期天去團契去教會

都是郭志宏他們夫妻與團契的姐妹們接送我，日

複一日的接送讓我非常的不好意思。並且我自己

每天要走路去英文學校上課，冬天與炎熱的夏天

讓我苦不堪言。 

 

    爲此我向 神許下承諾，如果讓我考試通過

了。我會每個星期天或星期五自己去教會。這

時，是我們的團契所有的兄弟姐妹幫助我，還有

我們的周師母，是他們抽出寶貴的時間陪我去練

習。陪我去查看路考的路線。 

 

    至今我仍然記得當教會讓施春美來到我的家

裏要我與她 1 對 1 跟進學習聖經的整個過程。這

是讓我記憶猶新永遠不能忘懷的。我記得，當施

春梅來到我的家裏的情景。當她告訴我她是教會

派她到我的家裏指導我學習聖經的施春美，我抱

住她放聲大哭，那是孩子等待了許久突然見到親

人，的那種期待與委屈的歇斯底裏的宣泄。但

是，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真正真的回歸與 神的

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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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前所有的兄弟姐妹爲我禱告。考試的前

一夜，我拿起《聖經》開始讀起詩篇來，讀到了

其中一篇，提到“他必使我安然睡覺”，我竟然

就甜甜地睡著了。 

 

    記得第 2 天春美來我的家，是她帶我參加路

考的考試，一路上，她讓我讀聖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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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

3：5-6）當時，我在想禱告可以讓 神幫助我嗎？

這是真的嗎？我仍然不相信。 

 

    直到我通過路考。主

考官告訴我，你通過了。

92 分。當我與姐妹施春美

流著眼淚緊緊擁抱在一起

時，我才真真實實地感受

禱告和 神與我同在的是何

等神奇異的恩典。也真實

地感受到 神與我的關系是

如此親密。真是靠 神大能

的手和祂無盡的愛，是何

等神奇異的恩典！ 

 

    時隔不久。我仍然想

要再一次看到 神的大能，

我送出了一份尋找工作的

簡曆。然後我對周牧師說：如果這一次 神能夠讓

我有一份工作，我將會向所有我認識的人傳福

音。我也在我的禱告中告訴 神，如果你讓我有這

一份工作。我將每天讀 30 分鍾的聖經。並且向所

有願意相信 神的人傳福音。不久，我便接到面試

通知。當然我們沒有去面試。就這樣我的心謙卑

下來，感謝主讓我認識自己的虛榮與不誠實，使

我在主面前認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爲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麽。”（約

15:5）“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做。”（腓 4:13） 

 

    歸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回首這些的經曆，

不禁悔歎不已。記得夏季的那一次洗禮，周牧師

曾經問過我是否參加那一次的洗禮，我大言不慚

地說，不著急。我已經找到上帝了。讓我慢慢來

認識上帝，我記得周牧師嚴肅地告訴我：文娟，

不是你已經找到了 神，而是我們的父 神找到了

你。  

 

    回想這些我是多麽的慚愧，過去一直享受上

帝那麽多恩典，竟渾然不覺，不知感恩；在遭遇

可能與無奈時，也只會自己一個人痛苦，不知向

誰求告。因爲心中沒有上帝，也不知道自己有何

罪。想起以前的我，真是可悲可笑，面對那麽偉

大的造物主、慈愛的天父，竟渾然不察，多麽愚

昧！我是罪人，誠心向天父忏悔。也感謝我們團

契的弟兄姊妹引領我到主耶稣面前，讓我借聖經

認識上帝，認識主耶稣爲

我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

寶血塗抹我的罪，並在死

後第三天複活，以 神迹顯

明祂的大能，見證祂的真

實。又在我軟弱時攙扶著

我，愛我，收納我，垂聽

我的禱告，救我，並堅固

我的信心。每次讀聖經，

我總有一種感動，參照上

帝的話，看清自己的罪，

求主赦免，幫助我遵行祂

的旨意。 

 

    過去，我的先生總是

說我不快樂！額頭上鎖著

一個川字。當我回到神的大家庭之後，我的先生

說：文娟，你現在是快樂的！ Look you so 

beautiful。是啊，現在的我深深感到做上帝的兒

女多麽幸福！有時扪心自問，像我這樣渺小愚昧

無知的人，主仍然愛我，我能爲主做什麽？ 

 

    保羅說，他是「奉 神旨意」作使徒的。保羅

知道，他成爲基督耶稣的使徒，是他的抉擇（甚

至是一個不容易的抉擇），但又同時肯定，這並

非純粹是個人喜好，更不是偶然或因巧合所促

成。保羅深信，對于他該如何做人、做事，主有

指示旨意。他要學習的，是去辨識主希望他成爲

一個怎樣人，並努力地活現出來，縱然在過程中

可能遇上無數考驗…… 

 

    察驗 神對我們的旨意，明白 神希望我們要

成爲一個怎樣人，並努力地活現出來，也該是我

們學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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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教會的一本雜志上面看到這樣一段故事

《再講一遍》有一首詩歌，是它的作者根據寫出

來的。在一個黃昏的時候，一對傳福音的人進到

了吉普賽人的帳篷裏，那裏躺在一個患重病垂死

的小孫子。他們就向他傳福音，這小孩子用微軟

的聲音問說：神真是這樣的愛人麽？像我這樣窮

苦的小孩他也肯愛麽？“請你把這事再講一遍給

我聽”。他聽了第 2 遍以後眼睛閃著光彩。斷斷

續續地說：“耶稣真是這樣愛我，我要信他。”

“可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就在得救的喜悅

裏，這個小孩子離開了人世。這個小孩子的兩句

話多麽地發人深省：“神這樣的愛我，可是從來

沒有人告訴我。”“再講一遍給我聽吧！” 

 

    兄弟姐妹們。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願意聽

到福音。但是沒有人告訴他們。他們在死蔭裏等

著要聽 神救人的道，你肯去告訴他嗎？神肯舍棄

自己的兒子叫你得救，你竟不肯去把福音告訴人

嗎？ “再講一遍”，“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這

些話是那麽地鞭打著我們，我們是 神的孩子，獻

出您的語言，獻出您的時間，獻出您的禱告，獻

出您自己，叫福音在本地和遠方永不止息的傳出

去，讓更多的人聽見主的名字和祂的救恩。 

 

    從此以後我願意在默想 神的話語、禱告、裝

備自己。感謝 神的恩典：“我的一切都是 神的

“，我已經很滿足了。    

  

    我常常給在中國的同學，朋友，家人講述我

的父 神大能的手和祂無盡的愛。每當我看到從中

國來到這裏的英文學校的同學我都會忍不住的向

他們傳福音，然後問他們“星期天要不要跟我上

教堂？神會愛你的！” 

 

    我參加了教會的傳福音培訓。我與教會傳福

音小組在一個月的培訓中去探訪了 6 個家庭，給

他們傳福音。當有朋友問我，你還沒有受洗，你

也去傳福音？是啊，我在教會是一個新的教徒，

我忘記了我自己還沒有受洗。因爲我早已經把自

己當做一個基督徒，雖然我只是一個剛剛進入 神

的家的新生兒，雖然我對聖經的理解不夠深刻。

但我很快樂有機會爲主作見證，傳揚上帝的福

音。因爲在傳福音的過程中我看到了我們教會的

許多的基督徒像我們的組長小雪。她的左邊的耳

朵不能聽到聲音，但是，她仍然堅持不懈地帶我

們在不同的地方講述，傳楊上帝的福音，聽她那 

情聲並茂的講述，你會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動。被

裝備。 

 

    所有的傳福音的基督徒他們都是工作結束後

要趕到教會，帶領我們去那些願意接受福音的家

庭，他們是那樣的一絲不苟，那樣的虔誠講述上

帝的話語，每次的傳福音你都會受益匪淺，你都

會被一次又一次的感動。他們是要救一切相信的

人。在工作上事奉主。 

 

    現在看來讓我 3 次考試不能通過，這不是巧

合，是 神的大能安排著這一切。神有 祂的美

意。神啊，在你沒有疏漏。袮讓我知道了。明白

了，我真知道了人不能依靠自己的“聰明”行

事，凡事交托主，耐心地等候祂，祂會把最好的

給你。 

 

    盡管我現在仍處于人生低谷，也常被不能出

去工作的問題不知所措；但我願意憑著信心，將

萬事交托上帝，求祂引領。主耶稣說：“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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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

世界。”（約 16：33）“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

14：6）雖然經曆了一些困難與無奈，但我從心裏

感恩；因爲我是在困難與無奈中得到了益處，並

且上帝找到我，讓我認識了耶稣基督，踏上了回

天家的路。而且 神要叫我們更多地經曆 神、認

識 神，使我們得著祂更大的恩典。因爲，順服于 

神的主權是豐盛的。 

 

 

    在探索人生的曆程上，常會遇到很多令人感

到困惑的問題，其中一樣就是人生充滿相對的處

境。在中國我有一份滿意與值得驕傲的工作-電視

記者、編導，在這裏我僅僅是一個家庭主婦；在

中國我雖然是一個白領，在這裏我卻是一個好妻

子；在中國我不知道 神，在這裏 神與我同在。

這些相對的際遇都在 神的時間表上，交織著不同

的景象，充滿在人生之中。究竟這對我們的人生

有什麽益處呢？當然，這是必然的，神是有祂的

大能。神是有祂的美意。 

 

    是 神把這些經曆放在人的中間，爲要使人受

經練（「經練」意即使其謙順），且在其中體驗 

神在各按其時之下，所成就更美的作爲。當人順

服在神的主權下（縱然有時不完全明白所臨到的

遭遇），就會發現 神在永恒中所定的一切都是美

好的，而透過給予人「永恒」的意念，人就可從

「永恒」的角度思索 神一切作爲，從而認識祂、

尊崇祂、享受祂一切所安排的，經曆 神永恒的豐

盛。 

 

    記得我在中秋節寫給我們團契所有的兄弟姐

妹的一段話：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到不了的地

方叫遠方，多少人就這樣，在中秋節到來之際擡

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可他們仍然一直在路上。

我們是何等的有福, 在天上的我們的“天父”用

祂博大的胸懷擁抱了我們。我們擁有主的家！ 

 

    我是何等的有福，拆除藩籬，使人能夠謙卑

地走近 神、親自面對 神，常得到 神奇妙的引

領。感謝教會我們的團契的弟兄姊妹用恒切的禱

告托住我……！！當你望上帝一眼，上帝將眷顧

你整整一生。 

 

    此刻我心裏喚起這樣的祈禱：    

  

    “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  神啊，我素

來倚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敵

向我誇勝。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惟有那無故行

奸詐的必要羞愧。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

指教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指教我，因爲

你是救我的   神。我終日等候你。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你的憐憫和慈愛，因爲

這是亘古以來所常有的。求你不要記念我幼年的

罪愆和我的過犯；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恩惠，

按你的慈愛記念我。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因此，他必教導罪人

走正路。他要按公平引領謙卑人，將他的道指教

他們凡遵守他的約和他法度的人，耶和華都以慈

愛信實待他。”（詩 25：1-10） 

 

        祈禱： 我們的阿爸父，讓我記得你一向對我

的信實，求你使我也能永遠對你盡忠。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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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君楠 
 

    首先，我要為 神在我還是一個罪人的時候揀

選我獻上我的感恩。住在 神的裏面，我是何等的

幸福與榮耀！ 

 

    在信主以前，我是一個不懂得如何去愛人的

人，缺乏安全感自私、驕傲。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很吝惜自己的時間，從不願意為別人花太多的

時間，也不懂得如何去關心別人。由於自己把自

己封閉起來，我甚至都不相信人和人之間是可以

相互溝通的。 

 

    我剛到聖路易斯，思堯和舒羽來機場接我。

由於我家裏沒有家具，舒羽就邀請我去她家暫

住。在第一次飯前禱告中，

舒羽說：“感謝 神把君楠

平安的帶到聖路易斯，請 

神保守她在華大接下來的生

活，能夠盡快的適應。”當

時我心裏覺得奇怪，和舒羽

認識還不到一天，為什麽她

會為我的事情操心，而且還

為我祈禱？這種對別人發自

內心的愛是我以前從來沒有

經歷到的。也正是出於這種

疑惑與好奇，當舒羽問我星

期天要不要一起去教會的時

候，我欣然的答應了。 現

在回想起來，這真的是 神

祂自己在作工。 

  

    向所有福音朋友剛到教會的感受一樣，我感

受到這裏的人是如此的可愛，他們彼此相愛，他

們一起贊美 神。但是真的有這樣一位 神嗎？從

小接受進化論與無神論思想熏陶，要去相信在這

個世上有這樣的一位 神，祂創造了世界，祂愛我

們，我覺得中間的距離還是很大的。所以，我最

初只是覺得基督徒很好，很願意呆在這個教會裏

面。通過參加信望愛團契曉明的福音組，我開始

對這一位 神和聖經開始有了初步的了解。“神的

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中，因為神

已經給他們顯明。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籍著所造

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羅 1:19-

20）感謝 神，在我上完第二次福音組的時候，我

開始認識到了人的罪。以前，我把 sin 和 crime 

等同起來，認為只要沒有殺人放火就沒有犯罪。

現在回想起來，是如此的驕傲與愚昧。也正是因

為罪，我們與 神之間被隔絕了，所以我們看不到

自己的罪。“沒有一個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

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

變為無用。 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羅

3:10-12） 

 

    在這受洗前的幾個月的時間裏面，我的身體

與生活中都遭受到了撒旦的攻擊，有時感受不到

聖靈。感謝 神，祂自己真的是用大能的手托住

我，使我不至被撒旦絆倒。在這段與撒旦鬥爭的

日子裏，我從一開始的依靠自

己來戰勝撒旦以至於筋疲力

盡，到依靠耶穌來擊退魔鬼的

攻擊，深深的感受到了 神的

大能與應許。神對我說：“孩

子，我已經戰勝了整個世界，

撒旦也是為我所用的，只要完

全的信靠我，撒旦就會退

去。” 

  

    還記得周牧師的吃餃子的

比喻。我覺得自己從認識到自

己的罪到接受有這樣一位 

神，並且願意一生一世跟隨

祂，就是吃餃子的過程。感謝 

神自己的帶領，感謝 神常常在我心中對我說話，

也感謝身邊兄弟姐妹對我成長的關心與幫助。現

在，我只想說，我真的需要耶穌作為我生命的主

宰，我渴望住在祂的裏面，也願意讓 神住在我的

裏面！“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 這並

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

為，免得有人自誇。”（弗 2:8-10）當自己在接

受主基督耶穌的祝福，父 神的慈愛時， 一定要

把所有的榮耀頌贊都歸給祂，因為如果不是靠著

祂的名與祂的義，我真的是什麽都做不了的。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

次就是說：“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

大了。”（可 12：30）這才是一個有福的生命，

不遠看將來，不掛慮前面一步，不自己選擇路

程，不把理想的重擔壓在背上， 只是靜靜地一步

一步跟隨著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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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嘯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早上好。我叫張天嘯，

來自中國陝西，目前在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

位。 

 

    我於一年前在巴爾地摩信主。在信主之前我

是一個不甘於現狀的人，一心希望能在學術研究

事業上有所建樹，但是我的內心並不快樂，時常

因為沒有方向感而感到空虛。值得慶倖的是天父

對我不離不棄，借著巴爾地摩當地教會中的幾個

兄弟姐妹，逐漸引領著我這個失去依靠的孤兒回

到了祂的身邊。在聽到當地教會的朋友們給我傳

教之初，我也曾經非常的猶疑。我的心裡在想：

他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呢？我真的像他們說的

是有罪的嗎？主真的那麼神通廣大可以為我洗清

我的罪孽並照護我嗎？以至於懷疑和驕傲一度佔

據著我的內心，讓我無法正視主的存在，這些都

使我在主的面前犯下了罪。但是，後來在同這些

基督徒朋友的相處和對聖經的學習當中，逐漸為

我解釋清楚了這些疑問，我的信心逐漸變得堅

定，並最終在 2010 年的冬天決誌信主。我願意接

受 神的兒子耶穌為我的救主和未來生命的主宰。

決誌信主之後，我內心找到了平安，心情變得輕

鬆，因為我已經明白只要把一切交托給 神，神自

然會有妥善的安排和計畫。 

 

    今天我內心充滿了喜悅，因為我將在教會的

兄弟姐妹們的見證下接受洗禮。聖經歌林多後書

5:17 裡說：“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

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在信仰上，

我知道我自己還只是一個孩子，希望將來在屬靈

方面能夠有不斷地成長。從今往後，我當做 神所

喜悅的事，敬拜 神，讚美 神，榮耀 神。正如聖

經歌羅西書 3:23 裡所說：“無論做甚麼， 都要

從心裡做， 像是給主做的， 不是給人做的。” 

 

 

 

文  麗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文麗，來美國已

經 20 年了。我來到美國不久就接觸了基督教。雖

然是不同的教派，但我從心裏就一直認為是 神在

主宰著宇宙，主宰著我們的命運，也承認我們在 

神的面前都是罪人。但我一直不願接受洗禮。我

覺的洗禮只不過是個外在形式而已。只要我從心

裏接受耶穌，平時盡我的力量多做善事，幫助別

人，做 神喜悅的事就行了。我就想做一個默默的

基督徒。 

  

    6 年前，竇俠弟兄帶我認識了這個教會。記

得當時周牧師給我打過幾次電話和我談受洗的

事，我都拒絕了。那時一看到是周牧師的電話我

就緊張害怕。這幾年裏我經常參加佳友團契的聚

會，看了一些弟兄姐妹講他們成為基督徒經歷的

錄像很有感觸。對這個教會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特別是在我幾次手術時，教會的牧師和弟兄姐妹

都為我禱告，讓我很感動。 

 

今年 5 月份醫生讓我做一個胃的手術，我非常緊

張和擔心，下不了決心是否做這個手術。在一次

聚會時見到小萍姐妹，和她講了我的情況，她認

真的告訴我說，向神 禱告，把這一切交給 神，

讓 神來做決定。如果 神認為你應做這個手術，

求 神保佑你手術順利平安。我照小萍的話去做

了。真的很神奇，我沒有了之前的緊張和擔憂，

心裏非常平安踏實。手術也很順利，恢復的也很

快。這一次讓我真正感受到了 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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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夏天在一次團契聚會時，我問了周牧師

關於受洗的事。我說我就想做一個默默的基督

徒，有必要走那個形式嗎？周牧師說受洗是聖經

裏要求的，是主耶穌親自定下的聖禮，是向世人

宣告我在內心已經相信了主耶穌基督，已經蒙受

了 神的救恩。和周牧師的這次談話後，我想了很

久。在 10 月初的一次周日敬拜時，我看到了教會

的日程安排上有“12 月 11 日冬季洗禮”，我在

那一剎那就做了受洗的決定，真的就是在那一剎

那間。而且我再沒猶豫和後悔過。我想是 神在我

身上作工為我指明了方向。讓我又一次感受到了 

神的力量之神奇和偉大。 

  

    我今天受洗，內心充滿喜悅。我願接受耶穌

為我們的罪而死所帶來的救贖，接受耶穌是我們

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願一生跟隨祂。 

 

林  菁 
 

各位兄弟姐妹好， 

 

    我從小就受到無神論的教育。所有宗教活動

都被視為封建迷信。科學解釋不了的才給了宗教

活動的空間。後來到了美國，就有基督教信徒到

我家傳道，帶我去教堂，覺得那裏的人很友好。

但聖經裏講的和我學的相反。同時，我也不認為

自己有罪。我一直以來與人為善，熱心幫助周圍

的人，我怎麽有罪呢？教會的人雖好但他們所信

的實在有很多疑問。再加上我很忙所以就不再去

教會了。 

 

    後來有了孩子，生活的重點就轉移了，陪孩

子玩兒的時間多了。教會有幼兒班，又有朋友也

到教會，所以到教會的時間就多了一些，還參加

了聖經學習小組。經過學習聖經，認識道這個罪

是指不認識主，神如此愛我們，讓祂兒子耶穌來

到世上，為我們的罪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也派

人向我們傳福音，使我們明白我們可以因相信耶

穌而成為 神的兒女。神在計劃與執行萬事是以 

神得榮耀，人得益處為目的。“我們也在他裏面

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

著他旨意所預定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

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贊。”（弗 1：

11）“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 8：28）

“既是這樣，還有什麽說的呢？ 神若 幫助我

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羅 8：31）福音內容

是以 神，以基督為中心，而不是以人為中心的，

人得好處如永生，平安與喜樂，免去痛苦，是 神

救贖人的許多的結果，但不是主要目的。 

 

    我們的世界很深奧奇妙，科學也只能解釋冰

山一角，而且許多科學理論也是聽別人說的，我

們也不可能親自證明，但是我們為什麽就接受了

呢？我們為什麽不能敞開胸懷像接受科學一樣接

受主呢？ 

 

    認識主之前，我很忙，學了三個完全不同的

專業。後來，受到朋友田玉紅，王老師的影響，

我終於鼓足勇氣站到這裏向大家作見證。有一件

很神奇的事我願和大家分享。自從我決定參加團

契活動，我在想有空要把聖經找出來。有一天我

突然在客廳裏的茶幾上看見了我想要找的中文版

聖經。拿起來一看，聖經的封面 用英文寫的

“ The Bible (Chinese）”，打開一看扉頁上寫

著“To Tom from Jing”。這是我兒子的筆跡。

他的中文不是很好，怎麽知道這是聖經呢？這是 

神的旨意吧。 

 

    感謝主，袮的大能引領我讓我不再仿徨,讓我

認識了這個教會的眾多兄弟姐妹，使我感受到了

和諧大家庭的溫暖。我也把我們教會推薦給我周

圍的人。我有一個學舞蹈的同學，當我問她感恩

節過的可好，她竟哭了。原來她父母早亡，有一

個哥哥也不在身邊，她是一個人過的節，而且她

一直都沒結婚，她很孤獨，非常希望有人愛。我

就推薦她到教會，告訴她“主會與你同在，教會

的兄弟姐妹會與你同在。有了主還怕孤獨嗎？”

信主真好，我們會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煩惱和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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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斌 

    我在信主之前，從信仰上，我認為這個世界

上沒有 神的存在，所以打心底沒有對大自然和 

神的敬畏。並且我還自大地認為自己應該就是自

己的神。通過我自己的學習、思考、鼓勵和自

制，我應該可以把自己的個人修養提高到一定的

高度；其次在人品上，我自認為自己是一個不是

不太好也不是特別壞的人。我知道自己內心有自

私、嫉妒、驕傲、貪婪、自大、自卑和冷漠，但

是我的良心一直在提醒自己努力去做一個好人，

即使討厭一個人呢，我也可以為了自己的形象和

利益考慮給以笑容。但是當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

或者維護自己的自尊和驕傲的時候，捫心自問，

我有時會忘記自己的良心做出一些決定。雖然事

後我也很難受，但是我會安慰自己說，生活有時

候就必須這樣。而現在我認識到，我的以前自大

的信仰和我自己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卑劣人性都是

罪，這種罪不僅會傷害我自己，還會傷害別人，

同時還會讓 神對人感到失望。 

 

    通過了解和學習，有太多的不可思議的事情

讓我相信耶穌是 神，因為祂可以為把自己定在十

字架上的敵人祈禱和祝福；祂對人性的罪惡的剖

析都是入目三分，當我讀到羅馬書第一章時候談

到人性的罪惡時，我都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祂的

書可以被被兩千年傳播卻無人可以找出瑕疵；整 

 

 

個聖經不是只說宗教，而是再說事實和信仰，回

答人從那裏來，也應該到哪裏去。所以我願意接

受祂為我的罪而死所帶來的救贖，而只有通過基

督，我的罪才能得到赦免。 

 

    在學習聖經的過程中，我嘗試把祂的話語用

在我的生活裏面，祂給我帶來的每一點改變都會

讓我受益終生。首先，我開始敢於去面對自己的

驕傲自大。當我稍微有點驕傲的時候，就感覺有

一種聲音不斷提醒我不應該驕傲。而是用一種欣

賞的眼光看別人優秀，並且謙虛的去學習和討

論，這樣才能真正地做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找到自己真正的不足；其次，以前我也會做好

事，但是更多的是為了讓自己感到安心，為了積

德，所以有時候會在意是不是做的還不夠，而不

是在意做這件事情是不是處於多別人發自內心的

關愛。聖經上說“所有的行為都必須從愛出發。

假如我用恩賜，卻沒有愛，我就成了一面鑼--什

麼都不是，什麼益處都沒有”。當我嘗試把愛作

為基礎，然後去與人相處，我敢於面對任何的質 

 

疑和批評，並且會得到比自己想要的得到的東西

還多。哇，很多時候，以愛和包容為基礎，會讓

問題變得更簡單，並且更有效率。 

 

    通過讀經，真的讓我收益良多。當上帝去質

問亞當的時候，亞當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

居的女人，他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

了。” （創 3:12）這句話讓我看到了自己面對

困難時其實也是也這樣抱怨，不去思考自己的問

題，而是把各種失敗的因素歸於別人。這讓我認

識到我就是這麼醜陋，但是還是自作聰明，嘗試

去掩蓋。當我讀到上帝對男人的詛咒“你必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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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

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創

3:19）這讓我對生命很悲觀，也讓我開始思考生

命的意義。毛主席曾說過：“人活著要有一點精

神，不然連狗都不如”。這裏的精神跟我們的說

的不完全一樣，但是人確實需要一個能夠永恒的

信心，讓人活出精神來。另一個是關於愛的討論

“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

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

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林前 13:4-8）讀

到這裏，我完全震驚了，愛原來是被這樣詮釋

的，基督通過自己短短的三年的傳教生活踐行著

這些話。祂為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的人祈禱，可

以包容 Peter 的三次不認主。兩千年來，被祂的

愛所感染額一代又一代人就是祂作為 神存在的很

好的見證。依靠人做，根本不可能，依靠 神，一

切都有可能。 

 

    我願對世人宣告我願意認罪悔改,也願意接受 

神藉耶穌給我們的救恩,不但相信耶穌是我們的救

主,也接受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我願意一生跟隨祂, 

聽祂的話。 

 

董光輝 
 

    各位兄弟姐妹，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這裏作

受洗見證。感謝 神的恩典，能夠成為 神的兒

女。 

 

    我的父母在 90 年代初就是基督徒了。現在我

父母家也是當地家庭聚會的聚點，雖然在我成長

過程中對耶穌基督有或多或少的接觸和了解，但

並沒有真正認識主。父母也經常利用我回家的機

會向我傳授福音，但自己總是有意無意的避開話

題，認為信仰基督耶穌是父母的事情，對自己來

說信主還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記得我結婚的時

候父母送給我一本聖經，不過那時候我並沒有認

真的研讀，只是當我在生活上有煩惱或非常喜悅

的時候向主耶穌祈禱幫助或向主耶穌表達感恩

（當時的禱告方式並不正規）。 

 

    進一步對主基督耶穌的了解是到了美國之

後，通過劉俊、黃戟和李燦等姐妹的福音探訪

後，聽到了更完整的福音，也對主耶穌有了更深

入的認識。傳福音時劉俊問我：“人世間最大的

罪惡是什麼?”我說：“殺人放火”；劉俊反問

我：“你不認為孩子不相認自己的父親是更大的

罪惡嗎？”這句話對初為人父的我來說是很大的

震撼。俗話說“不育兒女不知父母恩”，我非常

深愛自己的孩子，我努力工作和奮鬥的一切目標

就是給自己的孩子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和幸福的

生活。但將來如果孩子不相認自己，那我會多麼

的痛苦和悲傷啊！現在回想以前父母對自己信仰

耶穌的勸導和苦心，自己卻逃避是多麼的不該

啊！天上的父對我們的愛更是如此的厚重，把自

己的人子耶穌獻到十字架上，用耶穌的寶血來洗

刷我們的罪行，如果我們還不相認天上的父，我

們的罪惡是多麼的深重啊！通過每周到迦南團契

的查經，使我更進一步認識到以前自己的罪惡。

以前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很公平和愛憎分明的人，

對朋友很願意付出，即使對素不相識的身處困境

人也能產生憐憫之心並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對自

己的敵人會非常冷漠和憤恨，並且對敵人的不幸

幸災樂禍。當 神的聖靈充滿我心中的那一刻，使

我認識到主的大愛，並且這愛是過于人所能測度

的。神說要愛人如己，並且也要寬容和愛自己的

敵人。正如以弗所書第四章第 31 至 32 節所說：

“一切苦毒、惱恨、憤怒、嚷鬧、毀謗，並一切

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

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

你們一樣”。 

 

    在此，我向世人宣告，我願意認罪悔改，也

願意 神籍耶穌給我的救恩。我不但相信耶穌是我

的救主，也接受祂是我生命的主宰，萬事順服祂

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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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桂芬 
 

    今天我在這裏向我們的主我們的 神，講一下

自己沒有信主前的罪。以前我沒有信主，我是一

個很自私的人，別人有的我也想有，別人能幹的

活我也想去幹。在生活上跟我的老伴也時常爭

嘴，好事都是我做的，錯事都是他做的，這是我

的罪，我不該這樣做。 

 

    自從我來到美國，有朋友馮莉和楊弟兄，帶

我來到教會。教會裏每個人都很熱情。我來到教

會聽到牧師講聖經，我還聽到大家唱贊美 神的歌

曲，我還看到 神讓他的兒子耶穌來到世上為我們

的罪釘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還派人來向我們傳

福音，我想到，我們相信耶穌就是真 神，耶穌為

我們的罪而死，給我們帶來的救贖。感謝主，感

謝 神。  

 

    腓立比書 4：8-9“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

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

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

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

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

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 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從此我就下定決心，聽 神的話，做 神的兒

女。 我信主以後，要學習凡事寬容。如果與別人

有不愉快的時候，我的耐心的去讓別人，讓別人

知道，我們是信 神的，我們是 神的兒女，我們

能寬容人。 不久我就要回中國了，回去以後，我

也要參加教會，與教會裏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 

神，一起傳福音，讓更多的人來敬拜 神，讓更多

的人聽 神的話，讓更多的人成為 神的兒女。 

 

鄭  捷 
 

    感謝主沒有遺棄我這只罪惡的羔羊，讓我能

認識主並給我一顆敬畏主的心。 

 

    回想自己年輕的生命歷程中是充滿了惡的、

不認識主的、所行多惡的。一直感到十分的愧疚

並希望能把自己交到主耶穌基督的手中讓祂來改

變我讓我遠離罪。 

 

    我們生活在一個冷漠缺失愛的世界中，因為

我們每個人都曾是罪的奴仆、為罪而活、為了各

種利益而傷害別人或被別人傷害。我也曾經是一

名罪的奴仆，一直以來活得並不快樂。被別人傷

害過也傷害過別人。只有活在愛中的人才會是善

良的，很明顯我不是, 我也清楚自己不是。 

 

    我有一顆冰冷的心、一顆狹隘的心、一顆仇

恨報復的心，曾經被別人無情傷害過並沈浸於報

復所帶來的惡意的快感中。只是當這一切發生後

自己並不快樂，一切罪都是要帶來懲罰的。身邊

的人並不喜歡我這樣一個人。直到後來有一天，

在伯父家第一次接觸到了有關基督教的事並開始

看《聖經》。《聖經》給了我很多關於人性的解

答, 讓我明白我們因始祖亞當夏娃的罪生來就是

罪的奴仆，我們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無法達到

超然自救的目的, 唯有依靠信救主才能得到救

贖。 

 

    活在罪中確實是痛苦的，仇恨別人、嫉妒別

人等等都是一種罪。把罪放在心中, 內心會很沈

重，親身經歷感受這樣告訴我。我能理解心存怨

恨、嫉妒所帶來的重負。 

 

    《約伯記》28 章 28 節說：敬畏主就是智

慧，遠離惡便是聰明。今時今日我感謝主賜予我

這樣的聰明與智慧讓我歸入羊群沐浴父 神的慈愛

與話語, 讓我認識自己的罪並向主懺悔曾經的

罪。 

 

    記得第一次與明奇弟兄去買十字架項鏈的時

候他告訴我說戴著十字架有一個好處就是時時不

忘自己是一個基督徒謹記主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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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當自己憤怒沖動的時候就會問自己：耶穌

基督希望你怎麽做？主在《詩篇》37 章 8 節說

過：當止住怒氣，離棄忿怒。不要心懷不平，以

致作惡。既然我已經把自己寄托給主就要遵從祂

的話語行事，唯有這樣我才能得到真正的救贖而

不是停留在嘴上希望救贖。 

        雖然即使現在我依然還在犯罪，但我感謝 神,

主已經拯救了我這只罪惡的羔羊。我願向主懺悔, 

希望祂給我勇氣去面對自己犯下的罪, 並給我能

力遵從祂的話語從此不再活在罪中。感謝主耶穌

基 督 賜 給 我 今 天 這 樣 的 覺 悟 。

 

 

天路歷程 

亓立程 
親愛的弟兄姐妹， 

 

主內平安！ 

 

    這個國慶假期（10 月 3 日 - 10 月 4 日），

我到北京參加了 JDK 教會舉辦的退修會（註：因

國內家庭教會的實際情況，為了保密和安全起

見，本文中提到的教會，地點和弟兄姐妹的的名

字被漢語拼音的首字母所代替。）這是我回國後

參加的第一次退修會。非常有感動，願意與大家

分享此次北京之行經歷 神的恩典。 

 

背景： 

 

    我一直與在北京的 BP 弟兄和 JW 阿姨保持著

聯系，得知他們 11 月後可能再回美國，所以想在

他們走之前，回北京看他們。也從他們那裏得知

國慶期間有退修會，我就立刻報了名。 

 

    但國慶前的 3 天，Xin 牧師給我打電話，告

訴我周六有個討論開展青年學生事工的重要聚

會，讓我留下來參加。青年學生事工一直是我的

負擔，也是來深圳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就應允留

了下來。這樣就去不成北京了。 

 

    國慶前 1 天，心裏還是有一種催動，決定要

去北京。還好 jw 阿姨告訴我報名資格還保留著

。就這樣，10 月 1 日晚上 6 點參加完青年團契

聚會，就踏上了 8 點去北京的火車，又從天津轉

車到北京，當 TX 弟兄接我到達退修會的地點時已

是 3日的淩晨多。 

 

參加退修會： 

 

    每天清晨是小組靈修。上午和下午是講道及

禱告回應，晚上是小組討論。 

 

    主透過這些講道信息，讓我靈命得到更新，

再一次認識“基督並祂十字架”是我所信的根

基。再次被主為我罪舍命的愛所大大觸摸，願意

背起十字架，遵循 神的旨意而行。因我們所行 

的與世界不同，必有來自世界的逼迫，也更清楚

這是一條苦難與榮耀並存的窄路。讓我知道自己

是 神國、天國的代表和大使，是萬主之主、萬王

之王的孩子，不輕看自己的身份，活出基督的榮

美，一生為祂作見證。也更知道自己的不能，願

更倚靠主，從祂那裏支取力量而活。求主幫助我

數算自己的日子，為祂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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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影響生命--給我指明了方向： 

 

    退修會後我住在 BP 弟兄家，有很多問題求問

了 BP 弟兄和 JW阿姨，共有三方面： 

 

1．真理的裝備和紮根 -  與 神的關系 

 

    我信主將近兩年了，在神學上還沒有系統的

認識，其中一點就是對靈恩派

的認識。 

 

    約一個月前的一個主日，

因起得晚，去了南山區離家較

近的一個靈恩派教會（教會主

要帶領者是靈恩派的，倒不是

極端靈恩派），而沒有去寶安

的 SMHS 教會。QM 弟兄知道後

馬上給 Xin 牧打了電話，他知

道我要去北京，也給 BP 弟兄打

電話，讓這兩位屬靈的長輩給

我講靈恩派的一些偏離聖經教導的地方及他們的

見證。 

透過這件事，我看到了上帝對我的保守，感謝

主！也看到了真理裝備上的欠缺。BP 弟兄說他通

過聽唐崇榮牧師的講道，受益非常大，建議我好

好聽。我也從他離那裏 Copy 了很多唐牧師的講道

音視頻資料。希望每天下班後聽，在真理上裝

備。也希望能夠業余時間學習系統神學。 

 

    請弟兄姐妹為我禱告，在真理上有紮實的根

基，預備成為  神貴重的器皿，為祂所用。 

 

2．交友和婚姻 

 

   “得著賢妻的，是得著好處，也是蒙了耶和華

的恩惠。”（箴 18：22） 

 

    BP 弟兄告訴我，若是 神帶領，進入婚姻，

兩人一同侍奉主也很好。我也很認同他的想法。

願 神保守我現在單身的時光，生命成長，預備成

為合祂心意的人，也成為對的一半。一直對交友

和婚姻很謹慎，信主後也在為自己的婚姻禱告，

不管是單身還是進入婚姻，我都願意順服 神的帶

領。 

 

    穿插一點：當 BP 弟兄講《十字架與分別為

聖》，站上講臺時，我想起了他的三個極為優秀

的孩子，就問自己：將來能不能也像 BP 弟兄那樣

做一個好父親，把孩子帶到 神的面前？心裏頓時

感覺有了很大的責任。 

 

    請大家為我禱告，願 神預備能夠同心合一侍

奉主的姐妹。 

 

3．信仰與工作、家庭 

 

    現在我已有正確的觀念，工

作也是侍奉 神，不再是信仰的拖

累。願主幫助我在職場上用好每

一分鐘，認真完成工作。也與同

事保持好的關系，做好的見證，

把福音傳給他們。也願主幫助我

在裏面充滿祂的生命，改變我，

在家裏榮耀 神，為家人做好的見

證，帶領媽媽和妹妹信主。 

 

請弟兄姐妹為 BP弟兄全家禱告 

 

     BP 弟兄和他全家四年前蒙主呼召，從美國

回到北京，開放家庭傳福音，服侍弟兄姐妹（我

去年回到北京參加他們的聚會時約有 10 個人，3

個月後就有 40 多人參加，現在已經有兩個聚會

點）。他們現在要到土耳其工作，那裏 99%都是

穆斯林。新約聖經記載的幾間教會（比如以弗所

教會），都在土耳其，但今天一所都沒 有了。 

 

    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這位為主做工的好仆

人，願主保守他們全家在土耳其的生命的成長，

願 神親自牧養他們，帶領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願

主榮耀的名在他們家得到彰顯！也願主保守弟兄

姐妹在主裏生命成長，跟隨主！ 

 

願榮耀歸主！ 

 

以馬內利 

 

立程 

 

編者註：BP 弟兄的妻子寫的一篇文章《家中的平

凡服事》 

http://www.smyxy.org/View/Article/2558 

http://www.smyxy.org/View/Article/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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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見證 

劉  敏 
 

一 基於文化與教育的信仰背景 

 

    因為大陸改革開放後農村家庭模式的變革，

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幾位女性長輩的教導下

度過的。不論是農村民俗中所謂的女性“陰氣

重”或是她們性情中的謙卑，她們所經歷的靈異

事件、她們對神靈和算命的篤信與敬畏成為了我

幼年教育的重要部分。而於我而言，父母在我幼

年時沒有聽從算命先生的告誡以致患上他預言的

殘疾，無論在我的父母還是我自己身上留下的，

都是對於神靈和命定論的深信不疑。 

 

    隨著家庭教育逐漸為學校的正式教育替代，

在我對宗教和信仰的認知體系不斷被灌輸的是共

產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宗教觀，直到我初信的階

段，我對於基督教的理解仍然是停留在歷史教材

所教導的“用於精神寄托的鴉片”、“帝國主義

一手聖經一手槍炮侵略中國”。 

 

    作為一段小插曲，高考復習期間接觸的一些

語文閱讀文章談及中國人實用主義的信仰觀以及

宣揚要用宗教信仰解決中國現存的道德危機時，

我開始對宗教的功用形成了一些正面的態度。 

 

    總而言之，盡管童年的經歷在我的生命中留

下了懵懂的有神論的根基，但論及神的屬性與人

與  神的關系，我還完全處在未知狀態，而對於

宗教的認識則只是在文化的功用層面。 

 

二 比未知更大的痛苦是懷疑 

 

    在我進入大學的第一天，有兩個已經本科畢

業的弟兄到新生宿舍傳福音，之後的整個大一那

年，我四次在校園裏被基督徒上前來傳福音，但

出於對那些不請自來的“推銷者”的反感與不安

全感，我在一聽到他們提到“聖經”兩個字就扭

頭走開。直到大一期末的時候，一位學長利用一

次講座的機會邀我和他談談，因為當時正好有一

些學業上的問題想請教學長，我就答應了，發現

“上當”後也只好礙於面子聽他講諸如“神對於

我的生命有一個美好計劃”之類的理論。因為對

信仰的無知，在一個個向他確認了那些大科學家

都是基督徒後，我覺得自己也沒損失什麽，就索

性答應他做了決誌禱告。 

 

    從一個內地的小城鎮到上海去求學，我很明

白自己是一個土氣還帶著殘疾的“外地人”，我

不喜歡上海人，不喜歡上海話，也不喜歡我自己

這個“爛人”。所以當我第一次來到一群大多數

也是“外地人”學長組成的學生團契時，當那些

自稱弟兄姐妹的學長願意接納羞怯的自己時，不

排斥本身就足以支持我再次去那個團契，雖然我

很不習慣他們那套“被洗過腦一樣”的詞語體

系，不習慣他們對你有些誇張的鼓勵。 

 

    然而，隨著參加團契次數的增加，被接納感

已經不能滿足自己，我開始對基督教和團契裏的

弟兄姐妹挑剔起來，也在一些根基性問題上逐漸

出現了很大的掙紮和質疑。 

 

（一） 信仰的自由 

 

    對於有神論或所謂“超自然力量”的肯定本

身無法導致對獨一真 神的信心，相反，在形成正

確信仰的道路上，多神論可能成為比無神論更大

的阻礙。 

 

    直到信主一年多以後，我才意識到基督徒應

該拒絕拜佛和祭祖先，而且基督徒必須讓周圍人

也信基督。出於對這些強加的條條框框的反感，

各種問題開始冒出來逼迫自己去遠離甚至想到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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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 神：宗教都是各地文化崇拜自然的產物，有什

麽理由自稱是唯一正確的，而別人的都是錯的

呢？我不相信有什麽絕對真理，信不信 神，以及

是否信基督教，各人都有選擇的自由，為什麽一

定要強迫別人相信自己所信的呢?更何況，有什麽

證據證明基督教所信的 神和其他宗教的神不是同

一位呢? 

 

    當柔性的“愛與寬容”與剛硬的原則“唯一

的道路、真理、生命”產生沖突時，我寧願選擇

這個價值多元化的現代社會所倡導的立場：我可

以不認同別人的信仰，卻也“誓死捍衛”他們持

有不同信仰的權利與自由。 

 

    另一方面，信仰背景中對於神靈的忿怒和因

果報應的堅信讓自己產生了一個更大的痛苦：我

竟然無意識地“背叛”了以前的神靈，會不會因

此而遭到報應呢？在一直無法擺脫多神論的情況

下，自己沒有離開 神的原因是功利的兩害相權取

其輕：第一次“叛教”都已既成事實了，如果現

在再離棄基督教那不是要得到雙重報應嗎? 

 

（二） 信仰的功用 

 

    由於將從前實用主義的信仰觀直接移植到基

督信仰上，自己從當初願意做決誌禱告，到後來

讀四福音書的一年中，最被吸引的就是那些對

“耶穌能行神跡”和“現世中好人有好報”價值

觀的強化，而對於罪和永生的觀念完全沒有興

趣。但是隨著對聖經和弟兄姐妹更多的了解，自

己發現那種信 神得“保佑”凡事成功的原始期待

也開始一點點陷入失望。 

 

    大多數弟兄姐妹在學業和其他方面都並不符

合自己心目中成功的標準，相反，基督徒常常將

“不要憂慮”和“一切交托給 神”掛在嘴邊而變

得相對於其他同學不思進取和安於現狀了。另一

方面，他們由於對罪的頻繁自省而變得得心理負

擔過重以致無力前進。更實際的是，那些被當作

標桿的使徒和西方傳教士，按照自己的成功標準

來判斷其實都是失敗者。如果做基督徒就要舍棄

主觀能動性“為 神而活”，而“為 神而活”的

現實結果常常只是平庸甚至為其他人不屑，對於

這樣一個“不真”且“無用”的信仰，我真的還

要再堅持嗎？ 

 

    因為這些，不要說將自己都不確信的信仰傳

給別人，我連對在父母和同學面前承認自己是基

督徒都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恐懼，連靈修讀經和

參加團契也要躲著同學。 

 

三 絕望中的認罪感恩 

 

    憑著這個世界給我的價值觀和知識，根本無

法解決上面那些問題，相反只會強化並產生越來

越多的懷疑和痛苦。而能讓自己放下心裏的剛硬

與驕傲，拋開那些文化或邏輯上的憤憤不平，真

正在生命上學習去倚靠 神的，正是 神祂自己。 

 

    信主兩年後，我和團契裏很多弟兄姐妹開始

面臨畢業後工作還是出國的疑惑。在準備考試和

申請留學過程中，我被放在了各種期望和禱告落

空的情境裏，之前所依靠的人的經驗也被一次次

地破碎，於是不得不被逼到去抓最後一根救命稻

草--來到 神的面前向祂認罪並真正地交托。漸漸

地， 我開始渴慕向 神流淚禱告的時間，替代曾

經所認為的“頻繁自省以致心理壓力過重”的，

是當我開始真正意識自己身上的罪孽時對 神無法

抑制的感恩；替代曾經所認為的“平庸甚至為人

所不屑的基督徒”的，是我那幾個月當中面對再

次失敗或“不夠成功”時，心裏不再沮喪和怨

恨，反倒有一種至今看來都“不可理喻”的平安

與喜樂。直到最後，我在考試和申請上都沒有得

到期望中的成功，但是，當 神拿走我所看重的那

些成功時，祂用自己來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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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那個學期之後，我曾經又批判性地“分析”

自己那段經歷：我在失敗和不確定的情境下依靠 

神的行為其實不還是無法擺脫“實用主義”和

“精神寄托”的框框嗎？你依靠 神的動機還不是

醜陋的求好處？一旦結果出來了，不論得與不

得，你還不又無事不登三寶殿了？一度，我心目

中理想主義的信仰就是那種不以任何回報或賞賜

為目標、對 神單方面的相信與崇拜。 

 

    直到後來， 我才意識到驕傲在用多麽崇高的

面具偽裝自己，並不得不來到 神面前認罪並學習

更多的謙卑：從我們被創造的第一天起，我們就

是天然的領受者，有什麽資格談對 神單方面的付

出呢？更何況，神的慈愛所賜給我們的，常常超

過我們曾經所求的。 

 

四 我們不是信仰的旁觀者 

 

    不論是不是宣稱自己有一種明確、名義上的

宗教信仰，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套堅信的觀念，這

套價值觀支撐著我們絕大多數的認知與行動。從

一開始懵懂的有 神論，我帶著無知和錯誤的期待

做了決誌禱告；之後兩年，在聽道過程中我像一

個旁觀者舉著自由與功用等標準評判那個一時沖

動接受的信仰；今天，我對於多神論和永生的很

多疑惑仍然沒有真正解開，還是常常會帶著理性

對“沒有看見就相信是不是盲信”的問題提出質

疑。所不同的是，當我越來越多看到自己身上的

罪，而不是視之為基督教“欲加之罪，何患無

辭”的一套理論時，當我得以在生命中親手摸過 

神之後，當我開始慢慢去委身於禱告，委身於讀

經，委身於關心與服侍其他的生命時，這些對 神

的問題不是為了決定我還要不要信主，而是為了

更多認識我們這位父。 

 

    願 神親自托住你我的生命，將祂那穿透未知

與疑惑的信心和智慧不斷加添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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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成長 
濮陶芝 

 

    回想信主的經歷，很多年以來我承認自己是

一個罪人；我承認耶穌是 神，是宇宙萬物的主

宰；我心裏相信主耶穌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並且第三日從死裏復活。但是我必須承認我的生

命沒有徹底的改變，直到有一天，一個弟兄在查

經時問了大家這樣一個問題：你如何看待你手中

的主權？我很清楚：這樣的問題，類似的教誨我

曾聽過無數遍，可我以前沒有什麽反應，並且自

認順服的還不錯。可這次聽了那個弟兄的問題的

感覺不一樣，我來到 神的面前，求 神饒恕自己

的驕傲，饒恕自己的無知，願意把我的主權交在 

神的手中，我願意讓主耶穌在我生命中掌主權，

我願意降服在主面前。 

 

    後來，我在工作中遇到了麻煩，本來一向信

任我的老板翻臉趕我走人。那時，我先生也面臨

找工作。老板和我都很清楚：我是無辜的，我憤

怒，我痛苦，我非常非常的不滿。沒有工作是小

事，但是我要找回我的公平。我要討個說法，我

要整個魚死網破，至少我要把這裏的醜陋的東西

抖落出來。但是我清楚，即使我渾身都是嘴，道

理都是我的，也沒有一個人能為我主持公道。我

還想到：我可以帶著只有我會的技術到老板的死

對頭那裏工作來報復老板。但是感謝 神多年的教

誨，也感謝主的看顧和引領，以上的事情我都沒

有做。這件事的前因後果除去我先生知道以外我

只告訴過一位主內的姐妹（我們沒有自己的牧

師、師母，我們的弟兄姐妹都在一個單位工

作）。我向她哭訴我的痛苦，求她為我禱告，她

安慰我說：有時侯痛苦是一個偽裝的祝福，它會

把我們磨的更像主耶穌。這句提醒真的是讓當時

的我輕松了許多, 我來到主面前，問主我應從這

件事裏學什麽功課。生活在低谷中的我，真的不

明白 神的美意在哪裏。 

 

    周圍的朋友勸我去給老板說好話求老板給我

延期，我笑笑說：我不會去。因為我心裏清楚，

這也不是 神讓我去做的事情。這樣以淚洗面的日

子持續了兩個月的時間, 老板主動提出幫我延期

幾個月。但是，我依然痛苦，時常來到 神的面前

哭訴。我把我所有的閑暇時間都用來讀經，想從 

神的話語中找到答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

劉誌雄長老所著的《聖經中的工作觀》。神借著 

 

這本書和我說話，它撥亮了我心中的那盞屬靈的

燈，這本書中一再講解 神的話語：“你們作仆人

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你們肉身的主

人，好象聽從基督一般”。我是一個聽話的員

工，但是我從來沒有把老板放到這種高度去看，

我也從聖經中學到：“無論作什麽，都要從心裏

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因你們知道

從主那裏，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 

 

是主基督。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主並

不偏待人。”(西 3：23-25)  

 

感謝主，我放下了我心中的一切，我輕松無比，

我沒有痛苦，沒有嫉恨。接下來的日子就是如饑

似渴的讀聖經，說來奇怪，原來讀不懂的章節，

現在讀起來覺得是真理。有人作見證說，如果你

沒有經歷過痛苦，聖經中的一些話語你不能理

解，這話一點不假。在那以後的日子裏，老板高

興或不高興不再是我的晴雨表，我心中十分的平

靜，即便是老板讓我明天走人，我也會走得很瀟

灑。真的是感謝 神,！從這件事上，神讓我學會

了如何順服，如何交托仰望。從那以後，我覺得

自己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變，所以這是我真正的

得救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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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一次聚會分享 
酉申 

 

    今天我同大家分享一些在我轉變成為基督徒

之前的部分心得，是對我觸動很大的東西。在開

始之前，大家也互相認識一下，跟鄰座的介紹自

己——。 

          

    當我們介紹自己的時候，都說自己的名字；

但每個人的名字後面，還跟著一個問題“我是

誰？”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我的年齡比較難

講。年紀輕的，不服氣-就他？年長的，不客氣-

就他？在這裏鬥膽而為。 

          

    信主前在馬裏蘭一位弟兄分

享過，這個“我是誰？”的問題

是精神病院的醫生對付新病人的

一招。一位新來的病人，激動不

已；醫生就問他“你是誰？”。

他的反應是“我是張三/李

四”。醫生會說“不是問你的名

字，是問你是誰？”，這時病人

就平靜下來開始發楞。還有讀武

俠小說的都讀過歐陽鋒倒練經

脈，武功無敵，但他打瘋了忘了

自己是誰；別人跟他說歐陽鋒武

功第一，他就平靜下來開始想這

個熟悉的歐陽鋒到底是誰。 

          

    我們都沒有精神病，也沒有倒練經脈。我們

問自己“我是誰？”這個問題時，會想到什麽

呢？一個想法是“我是人”。那麽人又是什麽

呢？以前讀過一個小故事，一位哲學家說人就是

雙腳站立沒有羽毛的動物，於是就有人給他一只

拔光毛的雞，說這就是你。人跟這個世界的東西

都不一樣，常聽到一句話“人是萬物之靈”，很

高的評價。這樣一個特別的種類，來源究竟是什

麽？聖經中有答案：“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

人，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

人，名叫亞當。”（創 2：7） 

          

    這節經文給出人的四個特點：身體是塵土而

來；生命氣息從神而來；有自己的魂，還有名

字。生命氣息從 神而來，神又是什麽？聖經上說 

神是靈，敬祂的要用心靈和誠實來拜祂；聖經上

還說，叫人活著的乃是靈；所以生命氣息就是

靈。這樣在我們的名字後面，作為人我們還有三

個特點：（1）體 body– 外形（2）魂 soul– 思

想（3）靈 spirit– 生命， 只有都具備了，我

們才有完整的生命。 

          

    但是我們不具備，我們失去了最重要的關乎

生命的靈。怎麽失去的？因為我們的魂。人是 神

創造萬物後最後的創造，是祂的巔峰之作，人不

是機器，人有魂能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創

造；但是這也是一把雙刃劍，人的魂為此也會自

我膨脹而最終要“便如 神”一

般。在 神看來這是極大的罪

惡，因此祂把人趕出了伊甸園，

結果使生命之靈從人的特點中消

失了，人的名字下面只剩下了體

與魂， 結局就是死。 

          

    有誰想過自己八九十歲乃至

一百歲以後在哪裏？我在兒子十

年前出生後想到過，當時想的是

抱孫子，抱孫子就要想自己到那

時多少歲了。想到自己八九十歲

乃至一百歲以後在哪裏時-當時

是半夜正在從實驗室往住處走，

突然打了個冷戰，感覺脖子後面被人吹了一口涼

氣。我們的身體會死去，這是我們唯一的結局

嗎？ 

          

    對這個問題，聖經也給出了答案，我們的這

種光景不是創造人的 神願意看到的，出於祂的愛

和憐憫，祂給了我們一條出路：就是賜下祂的兒

子耶穌到這個世界來拯救世人。我們都知道，耶

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祂死前說過“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們

同在。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

靈”。因著耶穌，我們就能得到關乎生命的聖

靈，使我們作為人得以完全，我們的名字後面的

靈、魂、體三個特點得以完整，從而有完整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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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除了耶穌以外，還有其他途徑嗎？在我

們的傳說或傳統中，有許多的神仙故事，神仙的

特點是什麽？長生不老，瓊漿玉液，等等。聖經

傳道書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

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中，只是 神至始至終的作

為，人不能參透”。這些神仙故事代表了人心中

曾有過的記憶，是對失去生命的靈之前的朦朧記

憶，於是便有了各種各樣的尋找方法（各種宗教

的產生？）想把失去的朦朧記憶中的東西尋回

來，我們熟悉的佛或道就成為眾多方式方法中的

一種手段來追求完全的生命。追求者入門稱為遁

入空門，因為世界的一切是空；有一位亓立誠弟

兄，對人生及生命這樣的事非常的追求，在國內

上大學時作佛教的居士（不剃度、帶發修行

者），真心追求真生命。作為華盛頓大學的交換

學生來到這裏後，轉變成了基督徒，他認為生命

在耶穌中。他做見證時提到一點，在他摸索過程

中，上網搜索“基督徒轉變為佛教徒”沒有結

果，反而有大量“佛教徒轉變為基督徒”的搜索

結果，我們要想一想……。 

          

    聖經是一本講人的生命的書，基於聖經的基

督教不是所謂的“教”，其本意是讓人恢復與賜

生命聖靈的 神的關系，並讓人認識自己在世界的

身份和地位。其他的宗教都是給人指出一條出路

去修行，只有耶穌在聖經裏說“我就是道路、真

理、生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生命在我，復活也在我”，“我就是生

命的糧”，“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人若

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賜的糧，就是我的

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所以凡接受耶穌的

就可與創造生命的 神得以連接，天人合一，從而

得到完整的生命，而不必去做各樣的修行。聖經

看上去這麽一本小書，要是沒有聖靈的感動，很

難讀下去；同樣的一本武俠小說，挑燈夜讀可以

讀完五本。大家今天能聚在一起，不是偶然，願

每一位都能有聖靈進入心中，從而由這本小書中

得到真生命，重新認識“我是誰”。

 

 

祂的信實何等偉大 
孫寶舟 

 

    回想過去兩年來 神的帶領，我心中只能對主

說：“祂的信實何等偉大”。 

 

    2008 年 8 月黃敏到 St.Louis 來讀書，我沒

有在這裏找到工作。由於移民身份的原因，我們

不得不暫時分開一段是時間。我留在 Los Alamos 

National Lab 做 Postdoc，那時候女兒由外公外

婆來幫忙帶。他們住滿 6 個月後，女兒被帶回中

國 6 個月。從分開的那一天起，我和黃敏幾乎每

天在電話裏禱告，求 神堅固我們的心，更求 神

施恩帶領我們可以在一起。我和黃敏，恩妮一家

分開在三個不同的地方，我常常想到我自己沒有

盡到一個丈夫，父親的責任，也不是一個好的見

證。  神特別的施恩憐憫，回應了我們的禱告，

我的綠卡竟然奇跡般在 2009 年 5 月底的批了下

來。 

  

    我們開始尋求是黃敏搬到 Los Almos （新墨

西哥州）, 還是我搬到 St.Louis。2009 年 4 月黃

敏到 Los Alamos 面試 intern，但是 神沒有開路

。接下來我就考慮搬到 St. Louis 來，但是心中

免不了有些掙紮。一方面在 Los Alamos 的團契開

始服事，並且有一定的果效，弟兄姐妹也舍不得

我離開。掙紮更是來自我要放棄我的工作, 搬到

St.Louis 面對我沒有工作的光景。但是我還是決

定即使沒有工作，我也要和太太，女兒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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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最後的決定之前，我還特別找 St. Louis 教

會的周牧師咨詢了一次（那時和周牧師還不

熟）。周牧師和我分享了帖撒羅尼迦後書 1：

11，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因此、我們常為你們

禱告、願我們的 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

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

所作的工夫”，也用這節經文為我禱告。我明白

我們家庭要在一起是我們所羨慕的良善，大能的 

神一定會成就。當時周牧師特別提醒我，我辭掉

Los Alamos 的工作，不是因為太太和小孩，而是 

神要帶領我來。這樣我來了，沒有工作或不如意

的時候，也不要埋怨太太和孩子。 

 

    2009 年 7 月份就和老板說，因為家庭的原因

我要辭掉當時的工作，搬到 St.Louis。他也表示

理解，但是讓我再三考慮，而且給我辦的是

Family Leave，說如果在 St。Louis 找不到工

作，希望我明年再回來工作，甚至考慮我在家工

作。我想這樣也好，小信的我給自己留了條退

路。萬一找不到工作，我還可以回來。 

 

    於是我盡快完成手頭的工作，2009 年 9 月初

到中國把女兒接回來，我們覺得孩子應該和我們

住在一起，我們也十分想念她。9 月底我就完全

搬到 St.Louis。一方面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時

間，一方面到處投簡歷，找工作。不管和我的背

景是否 match，我都投簡歷。一個多月過去了，

沒有一個 positive 回應，倒是收到了一些拒信。

甚至華大的校長幫我在華大化學系推薦了一個

Postdoc 工作，那個教授也不理我。我開始有一

些灰心。沒有工作，我和恩妮也沒有健康保險，

而且都感冒，還懷疑是 H1N1 的流感。心情很是沮

喪。 

 

    

    在一次周二的禱告會，和弟兄姐妹第一次分

享了我找工作的難處和我的一些 frustration，

和我信心的搖動，於是他們就為我找工作禱告，

求 神開路。禱告完後，我還沒有回到家，手機裏

就收到面試的 email，化學系（我是學物理的）

的那位教授說他有 funding。沒有和我聯系上，

是因為 Email 出了問題。後來又收到了醫學院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的兩個

面試，都願意給我 offer。而且如果我願意的

話，馬上都可以工作。事情似乎是來了一個 180

度的轉變。這件事情我經歷到祂是信實的 神，祂

眷顧我的需要。這幾個工作都和我的背景關系不

大，最後我決定接受那個最先給我的 offer。感

謝 神，祂一步一步的帶領，我盡管有很多的軟

弱，祂沒有放棄我，祂知道我們的需要。我也體

會到帖後 1：11 節的“又用大能成就一切因信心

所做的功夫。” 

 

    2009 年 12 月開始上班，工作了一段時間，

感謝 神的帶領，雖然和以前做的很不一樣，但是 

神的恩典夠用。我們開始在 FHL 團契有一些服

事。2010 年 2 月買了房子，也開放我們的家庭做

FHL 的周二禱告會用。黃敏 5 月畢業也在華大醫

學院附近的一家公司找到工作。到了年底，聽說

我的 Postdoc 老板拿到外州一個學校的 offer，

要離開，而且 postdoc 的工作也不是一個穩定的

工作，我決定離開那個老板。 

 

    我已經做了 5 年的 postdoc，想做臨床的工

作。 所以工作 了一年後 開始申 請 Medical 

Physics Residency Program。我很想留在這裏工

作，但是 St. Louis 地區只有我們系有這個

program，我知道自己很難進華大的 program，因

為他們很少招內部的人。每年有近 200 人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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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只有兩個 positions。於是我憑著自己的想

法，申請一些其他比較好的醫學院。我的目的是

拿到其他學校的 offer，然後和這兒的 director

談，看看是否可以給一個機會讓我留在這裏。

2011 年 3 月我竟然拿到了 Harvard Medical 

School 的 offer，而華大甚至連一個面試的機會

都沒有給我。當時我和這兒的 clinical chief 談

留在這兒的可能性，但是 神沒有開路（神的旨意

高過我們的旨意，神的計劃並不是這樣）。 

 

    當時就面臨著一個重要的

決定，是接受 Harvard 的 offer

，還是拒掉它？當時我已經不

做 postdoc ， 為 了 申 請

residency 在做一個 part time

的工作（一個月按照 20 小時的

工資來付，雖然我工作 40 小時

），一方面覺得拒掉是很可惜

的，這麽好的一個機會；可是

接受吧，意味著全家要搬到

Boston 去。黃敏要辭掉她剛開

始一年的工作(我們也相信這個

工作是 神賜給她的)；老二過

幾個月馬上要出生，有很大的

壓力；而且我們很舍不得這兒的教會和弟兄姐

妹。拿到 offer 後我禱告，甚至禁食一天，求 神

來帶領我做決定。我必須在 72 小時之內作出答

復。經過內心的掙紮，我決定不去 Boston，留在

St.Louis，盡管當時沒有一個正式的工作。按照

聖經的原則，家庭的穩定和教會屬靈的生活都應

該優先於我的 Career。當時 神給我的感動就是

耶穌再回來時，不是看我們在事業上多麽成功，

而是看我們是否在祂的事工和托付給我們的家庭

是否忠心。我們覺得 神帶領我們留在 St.Louis

對我們是最好的，雖然我不確定 神是否在工作上

給我開路，但是我打算下一年再申請華大。周牧

師和曉明弟兄都很有信心，說 神會為我開路。

FHL 的 Raymond 弟兄有一次對我說，雖然我放棄

了 Harvard，看來起來好像耽誤了一年，但是 神

會把這個時間補回來。說真的，我是半信半疑。 

 

    我實在是沒有什麽信心，也不感謝 神給我預

備了一個 Clinical Physics Assistant 的工作（

一年的 contract）。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有一個更

好的工作。CPA 是一個本科生畢業就可以做的工

作，我 Ph.D.畢業已經 5-6 年了，這個工作也沒

有什麽前途。我心中有許多的掙紮，加上周圍的

同事常常說我不該放棄 Harvard 的那個機會，周

圍的同事沒有一個人支持我的決定。特別是我做

的 research，投的 abstract 被接收，出去開會

還要自己出費用。我覺得有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沒有一顆喜樂感恩的心。有一次老板要求我早上

3 點起來，開車去芝加哥作一個 presentation，

早上 9 點前必須趕到。做完報告，當天下午趕回

來，晚上 8-9 點鐘才到家。每每碰到工作上不順

心如意，就開始後悔我當初

做的決定，心想如果我去了

Harvard ， 可 能 不 會 這 樣

了。心中常常軟弱，甚至埋

怨 神，不願意來到 神的面

前禱告。這樣的軟弱灰心反

反復復好幾次，感謝 神，

每次祂都用大能的手托住

我。 

 

    這樣到了今年年底，許

多人開始申請明年 7/1 日開

始 residency，12/15 日的

申請截至日期很快就到了。

我心中仍然不確定我在這裏

是否有一個比較正式的工作或者 residency。過

去一年我工作十分努力，工作量是我前任的 2-3

倍 。 大 家 都 認 為 我 作 的 很 好 ， 按 照 我 的

performance 我覺得應該留在這裏沒有什麽問

題。於是我去試探性的問了一下 division 的其中

一個 co-director，我是否要申請外面的工作。

他也想讓我留在這裏，也知道那個 CPA 的工作我

不會長久做下去。然後他去和另外的那個 co-

director 討論，結果告訴我應該申請外面的工作

或者 residency，因為他們還是不能保證我明年

在這裏會有一個正式的工作。 

 

    我再次的感到十分灰心和沮喪，不知道 神明

年會如何的帶領我們，又開始懷疑我當初的決定

是否是對的。我不得不開始新一輪的申請，當然

還是希望留在這裏。但是兩個位置，有一二百人

申請，可以說可能性很難預測。內部都有 7-8 個

人申請，背景都很強。我心想看來明年可能還得

離開這裏。我禱告說，神啊，我已經等候一年

了，我沒有信心再等候了，如果華大不給我工

作，我有了其他的 offer，我這次得搬走了，如

果你要帶領我們走，我們願意順服。我對 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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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們不明白你的帶領為什麽是這樣，因為是

你帶領我辭掉 Los Alamos 的工作來這裏，又是袮

帶領我讓我拒掉 Harvard 的 offer，決定留在這

裏，現在又要帶我們走，為什麽我要花一年時間

等候呢？早點走不是更好麽？我禱告求祂讓我明

白祂的帶領。 

 

    神實在是憐憫我們的 神，在我們軟弱之中彰

顯祂的作為。正當我非常沮喪灰心甚至不想禱告

的時候，10 天前我們 division 的 co-director

突然找我，說他們要 dismiss 去年招進來的一個

resident，他們需要一個新的 resident 在 1 月 1

日頂替他的位置，要面試內部申請的 2-3 個

candidates。這種事情過去極少發生。我聽了很

是高興，覺得有希望了，和 2 個人競爭比和一二

百人競爭希望大的多了。而且心中有感動，覺得

這個職位就是 神為我預備的。 於是請弟兄姐妹

為我禱告，我自己好好準備那兩天的面試。面試

的那一天我去的比較早，在辦公室裏讀聖經，讀

到詩篇 21 篇 2 節：“他心裏所願的，你已經賜給

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嘗不應允”，我感到  

神是在對我說話。感謝 神，面試都很順利。上周

五他們給我電話說決定把這個 offer給我！ 

    我的心中滿是感恩，祂的信實何等偉大。雖

然我是如此的小信，並且常常的懷疑祂的美意，

但是祂仍然以祂的信實慈愛來待我。我在軟弱當

中，祂扶持我。祂不誤事，當時 Raymond 說，我

耽誤的時間，神會補回來。現在看來，我比去

Harvard 還要早半年畢業。因為 Harvard 是 3 年

的 program，華大是 2 年的 program。信靠祂的人

不至蒙羞，祂為我們所預備的超過我們的所求所

想。雖然我過去一年工作十分努力，甚至常常加

班，想憑著自己的努力，為了 impress 老板。我

認為我憑著自己的努力，我可以留在這裏。但是

事實並不是如此，就好象詩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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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這兩年當中祂是如此奇妙的帶領我，

雖然都是我個人的一些小的事情，但是在這些經

歷當中，神讓我看到我的信心是如此的軟弱。祂

讓我經歷到祂的信實，讓我在以後的生命中，有

更大的信心來依靠祂，惟願 神繼續的憐憫我，讓

我不要忘記祂過去怎麽的恩待我，帶領我，讓我

的信心不要因為環境的改變而搖擺不定。“你要

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

（箴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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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何世川長老專輯 

1. 何世川长老生平 (追思礼拜上所用) 

 

    何世川弟兄，1964年12月25日出生於四川酉

陽。父何庭鎬，母舒忠仙。世川15歲入南京農業

大學。畢業後，分配至江蘇省鎮江市農科所。

1988年，世川赴美求學。1992年獲普渡大學植物

分子遺傳學碩士學位。1995年，獲該校植物分子

生物學博士學位，並進入康奈爾大學作博士後研

究。1999年開始在孟山都公司工作，直至去世。

世川弟兄工作認真，卓有成效，2005年得以獲選

進入公司Fellow Program。 

 

    世川於普

渡求學期間接

觸基督信仰，

1992年歸入主

名。康奈爾大

學時，他積極

參與教會團契

服事。全家搬

來聖路易後，

世川更是多方

面參與聖路易

華人基督教會

事奉。此外，

他亦熱心大陸

事工，曾多次

赴中國農村教會作聖經培訓。2009年6月，世川被

按立為教會長老，開始牧養工作。 

 

    2009年9月25日，世川在教會差傳年會帶領詩

歌敬拜時突發中風，後被診斷患有惡性腦瘤。隨

後一年多化療和放療期間，腫瘤生長暫時受到抑

制，世川也全時間在神學院學習，且恢復包括團

契，主日學，主日講道等諸多服事。2011年3月，

世川腦瘤復發。2012年2月9日下午3時15分，他息

了世上勞苦，在與妻子小萍的相擁中蒙主恩召，

榮歸天家。 

     

1987年，世川於河南洛陽初次偶遇小萍姐妹。

1992年，他們重逢美國，隨後於1993年8月結為連

理，並育有兩位兒子，翔與少勉。歲月悠悠，深

情脈脈。兩年多與病魔抗爭過程中，他們相濡以

沫，甘苦與共，成為無數弟兄姐妹的激勵，和如

同雲彩般的美好見証。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証人，如同雲彩圍著

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

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得的路程”

(希伯來書12：1)。在追念慶祝世川弟兄一生的時

候，願他“為主而活，為主而作”的見証成為我

們效法的榜樣。 

 

 

2. 世川2011年圣诞节家信 (英文，附加中文翻译如下) 

 

Steve’s Christmas Letter  

 

Dear brothers/sisters/friends,  

 

Greetings! At this moment of Christmas and 

up-coming New Year, we are overwhelmed with 

the most joyful hearts and lots of 

gratitude, simply to say: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We are joyful and for-ever thankful because 

the good Lord has been sustaining us that 

the whole family is ready for the 

celebration of a wonderful holiday season! 

The past year has been a very difficult 

one, with dad battling the brain cancer. We 

had to battle through with almost 

unendurable hardships and lots of weeping 

and tears, and at times we were beginning 

to doubt whether this was the day I should 

die, or should there be an endless tunnel 

of darkness? Yet the Lord is my light and 

my salvation, every time when I was about 

to give up, He raised me up, leading me 

pass the Death of Valley into sp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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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fire and water, He brought us to a 

place of abundance. Praise be to the Lord!  

We are grateful because the rest of family 

has witnessed plenty of blessings 

throughout year! Xiaoping was offered three 

months of family medical leave so that she 

could spend full-time taking care of dad. 

And after that she has maintained flexible 

schedules to be available whenever her 

husband needs her. Like an angel sent by 

God, her ever-presence of tenderness and 

comforting has blessed me with unspeakable 

comfort, enjoyment and inspiration, and in 

the midst of miserable and painful 

sufferings, we can still hold hands, 

proudly proclaiming: Life is not too bad 

after all!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Remember what our older son, Shawn, said 

when I suffered the stroke and was 

diagnosed with brain cancer three years 

ago, and he said that the hardship would 

only make us stronger? Well, he has carried 

the word through and grown into a mature 

young man that most peer students are 

envious of. Right now he is busy with lots 

of activities from marching bands to 

concert performances to debate 

competitions, at the meantime preparing 

college applications. As if that’ s still 

not enough, he is routinely leading the 

worship teams as pianist, gathering 

(parties, I think) around all over the 

place, and even helping his brother Samuel 

who is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two leagues 

by offering him rides. I am so glad he got 

his driver ’ s license last winter; 

otherwise a designated full-time driver 

would be a must! How truthful it is when 

the Bible says that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God!  

 

As for Samuel, he is doing grea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nearby elementary 

school to a middle school at more distance 

might mean to get up a little bit earlier, 

ride on the bus a little longer, see his 

parents a little less often, communicate 

with his teachers a little less convenient, 

and become less independent. But in all 

this, he has been adjusting well. Or in 

worst scenarios, his mom perhaps would have 

to drive him to school in mornings a little 

more often, or we are definitely at lot of 

more excitement and anticipation when 

parent conferences are coming up! His 

biggest interest right now is basketball- 

basketball players, basketball NBA, 

basketball NCAA, basketball games, 

basketball movies, basketball videos, 

basketball sneakers, basketball teams… Oh, 

don’ t forget he is practicing basketball 

everywhere! I am so glad that Shawn could 

give his brother rides whenever he is 

available, or mom would be really burnt 

out! Samuel is starting to play piano for 

the children ’ s choir in church as well 

(inspired by his good friend who promised 

to play violin along whenever Samuel serves 

as pianist, - top confidential). Like last 

Sunday, he played piano beautifully while 

rest of gang were singing “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It is our belief that in 

His time, He will make everything the most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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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am writing this short assay, words 

cannot express my gratitude and abundance 

of blessings that our God helped us 

throughout this past year. I am so 

fortunate  and richly blessed that I became 

a brother in the Family 20 years ago, and 

have been taken good care of ever since, 

walking together, crying out together, 

weeping together, helping together, in this 

formidable journey. Maybe someday the 

journey would come to an end, it would then 

be my forever debt in 

paying you back,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shall be my 

unshakable hope that 

someday, we shall 

meet again in heaven.   

 

I shall always love 

you!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forever! 

 

 

中文翻譯: 最後的問候與告別 

 

親愛的弟兄姐妹朋友們： 

 

主內平安！ 

 

    值此圣誕与新年之際，我們的心被喜樂和感

恩充滿。千言万語化作心中的祝福：祝您圣誕愉

快，新年喜樂！ 

 

    的确，我們心里无限感恩，因為恩主的一路

保守，使我們全家喜樂满怀地期盼着歡度這个喜

慶的节日！過去一年對我們来说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我一直与腦瘤的抗争。其间有許多難以用言

语表达的困苦艱辛，也伴随着許多的淚水与悲

傷。甚至有時我怀疑到，是否今天就是我离开的

日子，還是我要在那看不到尽頭的漆黑隧道中继

续前行？然而，主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

救！每次我正要放棄的時候，祂就扶持我使我重

新站立起來！祂帶我行過死蔭的幽谷領我到可安

歇的泉源之地，祂使我經過水火而進入丰盛之

處。一切頌贊榮耀歸給我的主我的 神！ 

 

    我很感恩，因

為從歲首到年終，

在家中所有的人身

上都見證着 神丰

盛的恩典。先說小

萍，公司給了她三

個月的假期“看顧

病患家人”，因而

她能夠全时间来看護陪伴我。即使3個月的假期结

束之后，她仍然有比較彈性的工作時間，以至于

當我有任何需要的時候，她就在我身邊。對我來

說，她就是 神差來的天使，以她永远的溫柔，細

心，体貼和爱帶給我無尽的安慰和歡喜，激勵和

感恩。在拥有彼此的两人世界里，即便是在如此

心碎的難处中，我們依然能夠手拉着手，会心地

宣告：生命中有你，再苦也喜樂！如同圣經所

說，“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我就是那時時得着天使安慰的有福之人！ 

 

    再說我们的大儿子何翔(Shawn)吧。還記得

嗎？兩年多前我突发中風且被診斷為腦癌，当萍

儿把消息告诉孩子后，Shawn回答妈妈說“這一切

將使我們更加坚強”。他如此說，也實在是如此

坚強地成長起來。如今他的成熟，讓許多同齡的

年輕人羡慕直至嫉妒。除了繁忙的高中最后一年

的学业，許許多多的课外活動，包括樂隊練習，

音樂会表演，辯論競賽等之外，他正在努力准备

大學入學的各样考试和申請。忙碌生活的另一重

要方面是，他一直是教會主日崇拜的司琴之一，

并且乐意在其他各類的聚會中服事(我沒能参加，

但猜得出来)。还有，他会尽一切可能帮忙接送參

加兩個籃球隊比赛的弟弟！我非常感恩的是，去

年他開始练習駕駛，圣誕过后满了十六岁就順利

拿到了駕照。否則，我們家中豈不是需要一个全

职司机來應付這一切？圣經上說，“万事互相效

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何等真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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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小儿子少勉

(昵称三毛， Samuel)

了，他非常的棒！從离

家近的小學換到稍遠处

的初中是個轉變，意味

着早晨要起得早些，在

校車上坐得久些，每日

見父母時間少些，父母与老師交流更不方便些，

他因此顯得越來越獨立些。雖然有如此多的調

整，他适應得很好。當然，也會有没赶上校车需

要妈妈早晨開車送去學校的時候；还有就是开家

长会之前，我們心中定會有更多的未知而带来的

憧憬与期望。目前他最大的興趣就是籃球！籃球

明星，職業籃球(NBA)，大學籃球(NCAA)，籃球比

賽，籃球電影，籃球錄相，籃球鞋，籃球隊等

等。哦，別忘了这个赛季他同时参加了好几個籃

球队的練習！正如上面所說，我很高興Shawn哥哥

能夠幫助接送弟弟，否則妈妈真會累坏的！非常

感恩的是，三毛也開始為教會儿童詩班司琴了(順

便吐露一個小秘密，請勿外傳：他之所以乐意这

样服事，乃是受好朋友的激勵。因為好朋友說，

如果三毛彈鋼琴，他就在旁邊拉小提琴配合)。上

周主日，儿童詩班獻唱“這是天父世界”，三毛

的鋼琴彈得非常棒。我深信，在 神自己的时间

里，祂將使万事万物成为美好！ 

 

    执笔寫這封信的時候，其实言语已無法表達

我內心的感恩，是因着 神丰盛的恩典和無尽的

爱，伴隨我們渡過了這一年。我是多么的幸運，

多么的蒙 神祝福与怜憫，20年前就蒙恩成為主内

弟兄是 神家中的一員。從那天起，我就在主爱里

得到弟兄姐妹的關心与呵护，高山低谷我们攜手

同行，同泣同喜，彼此扶持。在過去兩年多我所

經歷的艱難旅程中，就更是如此了。也許這樣的

旅程終有一天會結束，我無法回報你們的愛，那

將是我永遠的憾事。但与此同時，我有那不可搖

動的盼望：将来有一天我們要在天家相聚共享永

生！ 

 

    我会永遠愛你們！愿主的祝福与保守常与弟

兄姐妹同在！ 

 

世川 

 

 

3. 何世川長老追思禮拜 (2月18日) 新聞稿: 明奇簡潔版 

  

[原載聖路易時報﹐2012年2月23日版; 圣路易華

人基督教會供稿] 

 

    2月18日上午，何世川長老追思禮拜在圣路易

華人基督教會隆重舉行。教會弟兄姐妹，何世川

弟兄和妻子曾小萍姐妹的公司同事，多年交往的

同學朋友等共數百位，緬怀追憶何世川弟兄精彩

亮麗的一生，從中得着安慰，勸勉，与激勵。 

  

    何世川弟兄1964年出生四川酉陽，1988年赴

美求學，1995年獲普渡大學分子生物學博士學

位。1999年開始在孟山都公司工作，直至去世。

他于普渡大學求學期間接触基督信仰，1992年歸

入主名。移居圣路易

后，他積极參与圣路

易華人基督教會各种

事奉，2009年6月按立

為教會長老。2009年9

月，他被診斷為惡性

腦瘤。在与病魔頑強

不懈抗爭兩年多后，2012年2月9日下午3點15分，

他蒙主恩召，榮歸天國。 

  

    世川的猝然离世，給所有關愛他的親人朋友

們，以及敬仰他的弟兄姐妹們帶來了巨大悲痛。

然而，他息了世上勞苦，与主同在，不再有痛

苦，眼淚，和悲傷，帶給我們無限的安慰。故

此，追憶和吊唁活動得以按照生性樂觀洒脫的世

川所愿，在慶祝和贊美中進行。 

  

    2月17日周五下午4點到晚上8點，在Forever 

Bellerive Funeral Home and Cemetery 舉行了

遺体告別儀式。几個小時內，前來吊唁的絡繹不

絕。鮮花簇擁中的世川，音容笑貌一如往昔，卻

是斯人已逝，天人永隔，令曾与他親密同工的弟

兄姐妹們和朋友們無不悲從心起，淚涌如泉。看

到世川安祥躺臥，如同進入永恒甜蜜的睡眠，想

到他的身体不再有病痛的折磨，又不由為他高

興，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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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禮拜于周六上午9

點半開始，在圣路易華人基

督教會大堂舉行。樓上樓下

座無虛席，除身在圣路易的

外，亦有不少專程從外州赶

來參加的。追思禮拜是在既

有思念和憂傷，又有喜樂和

盼望的气氛中進行的。 

 

    這樣的氛圍從親友的挽聯中可以看出。妻子

萍儿的挽聯是：“二十載相濡以沫，牽手人生溫

馨長在；永生路風雨同舟，共承天恩福樂無

窮”。兩個儿子的挽聯是，“訓誨有多方，慈容

笑意永存心底；訣別在今朝，敬虔愛主化作儿

行”。身在國內的父母及曾与哥哥渡過生命中最

后兩周的妹妹獻上的挽聯是“老怀堪悲，痛吾儿

塵世永別，無緣最后一面；淚眼含笑，喜兄長愛

中安息，靜享康樂天堂”。与他親密同工，情同

手足的教會某弟兄的挽聯是：“六載相知，為良

師益友，乃患難兄弟；他日重逢，喜舊貌新顏，

慶永生同工”。 

 

    這樣的氛圍從追思禮拜的詩歌中可以看出。

由周宇定牧師主禮的儀式以“奇异恩典”和“獻

上感恩”這兩首贊美詩作為序曲。“生命的河，

喜樂的河”則是世川去年10月2日癌症复發后拖着

病体上台領唱過的，當時令在場許多人動容。如

今唱起，弟兄姐妹眼前不由浮現出那天世川的領

詩，浮現世川從前領詩的激情洋溢。由世川創作

的詩歌“舉起救恩的杯”則更讓大家想到他將信

仰活出來的一生，為主所做的美好見證。 

 

    這樣的氛圍從主內肢体的分享中可以看出。

世川的妹妹，教會的弟兄姐妹，多年的同學，傳

揚福音的宣教同工，肝膽相照的患難兄弟，分別

從不同層面分享了与世川交往的點滴。結合各個

時期的照片回顧，眾人感受世川那精彩的一生。

他從天涯尋夢的翩翩少年，一見鐘情的浪漫佳

侶，成長為溫和寬厚的賢夫慈父，孝悌忠信的愛

子長兄。認識耶穌后，更是全然委身，成為忠心

良善的 神國工人，腳蹤佳美的福音使者。即使患

腦癌后，他樂觀不改，是真正笑對癌症的爭戰勇

士，成為許多人的激勵。 

 

    這樣的氛圍更是從妻子曾小萍姐妹的致詞中

可以看出。20年的婚姻生活，她与世川相濡以

沫，甘苦与共，成為無數弟兄姐妹的激勵，如同

云彩般絢麗奪目。玫瑰是他們永遠的愛情，愛是

他們不息的生命。世川的离去，帶給她難以言表

的傷痛。然而，她為曾經共同擁有的美好日子而

感恩，為世川的一生能夠影響別人，成為別人的

祝福而感恩。世川走了，去了基督徒向往的永恒

天家，她期待那樂園重逢，更享永生時刻的來

到。相見的日子雖遙渺無期，重逢的喜悅卻已在

心頭點亮。 

  

    追思儀式結束后的葬禮中，同樣是惜別与憂

傷，感恩与喜樂交織。午后蔚藍的晴空下，世川

在最愛的妻儿，眾多教會的弟兄姐妹，及各地赶

來的好友陪伴下，緩緩走完了塵世間最后一段路

程。他的一生，如同春花般燦爛；他的离去，如

同秋葉之靜美。他沒有想着要帶走什么，卻帶走

了我們深深的思念与不舍。他沒有籌划要留下什

么，卻將虔誠愛主的典范，賢夫慈父的榜樣，留

在我們的心中，影響塑造着我們的生命。 

 

世川，天國再見！

 

 

4. 追思礼拜上的分享： 

 

1) 對哥哥的追憶 (何敏) 

 

    2008年春天，哥哥回到中國。在送我回宿舍

的路上，哥哥說了一句我永不會忘記的話：“妹

妹，此生我一無所憾，唯一向往的，就是永生

了。" 

    如今，哥哥已經歸于天國，走向永生。我們

在悲傷的同時，也深深地感激。感謝万能的造物

主，讓哥哥走得如此平

靜。仿佛就是一個永恒

的睡眠，一個沒有病痛

与眼淚，一個歡樂与安

祥的睡眠。感謝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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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走之后，竟然留給妹妹如此的平靜。 

     

    我該怎樣在記憶中回想哥哥呢？對我而言，

哥哥是一個万花筒，永遠處在五光十色的變化維

度之中。很少很小的時候，哥哥的形象是遙遠的

湘西老家最好的孩子。媽媽說，他最乖最听話，

成績最好，從不惹媽媽生气；童年的記憶中，哥

哥是整個小鎮唯一的大學生，他燙着頭發，穿喇

叭褲，長青春痘，風度翩翩地回家，讓木棉樹

下、安宁河旁的那個簡陋的小家成為鎮上姑娘們

眼光凝聚的地方；少年時代，哥哥是金沙江邊的

英俊青年，他彈着吉他，滿腹心事在江邊彈“愛

的羅曼史”，彈“外婆的膨湖灣”，看旁邊的小

妹和一群傻孩子一遍又一遍堆筑沙灘上的城堡，

又一次又一次地讓城堡塌陷。城堡正是少年時代

所有的夢想際遇，我們徒勞地堆起它，又眼睜睜

地看它必然倒塌。對哥哥而言，他的人生也在此

之后選擇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去處：出國，到美利

堅，從此也离開了爸爸媽媽和妹妹共有的原生的

家。 

 

    我要到哥哥出國很久很久之后，才明白童年

到青年時代哥哥形象中的變化。真實的哥哥不是

媽媽千百遍塑造出來的完美孩子，不是世界上最

聰明、最帥、最乖最听話也最能干的人。然而，

真實的哥哥更是上天恩賜給我們的禮物。他溫柔

多情，多年來，他用瓊瑤連續劇中的愛情方式愛

了一個最好的女人；他激情澎湃，他的吉他、他

的歌聲、他對世界美好之物的熱愛，相信很多人

都不會忘記；他才思紛紛，在科學家的身份之

后，我惊嘆遺傳与育种這樣的名詞能与小說、詩

歌、散文完美地結合。我不知道他在美利堅這片

土地生根、發芽的過程中經歷過怎樣的艱難与磨

折，但他帶給家人的，永遠是和藹可親、滿臉開

朗的陽光。即使在他生命中最后時刻，在病痛的

极度折磨之中，他亦永遠滿臉微笑，虔誠地相信

着耶和華，愛着天上与人間的世界。 

  

    我相信，哥哥一定是造物主的光榮，上天的

精心杰作。不然，為什么要在人生的燦爛之際，

卻要將這樣的身影永恒地凝固在我們的記憶之中

呢？是否造物主借此讓我們明白紅塵無常，命運

難測，因此，要學會心存敬畏与感激，珍惜所有

美好的一切？一個月前，我本來是滿怀着憤怒而

來，然而，在哥哥离去之后，我突然學會了平

靜。親愛的哥哥，你已經在永生中了罷，你已經

走完了從原生的家，到幸福的家，最終回歸天家

的旅程罷。在今后的歲月中，妹妹會永遠記得這

份平靜与從容，這是你在這親愛的塵世中留于我

的最后禮物。

 

 

2) 紀念世川弟兄 (陳發雲) 

 

    我們与世川結識是在1989

年,剛剛從中國來美國留學不

久。我們与小萍在中國時就是

好朋友。世川留給我們的第一

印象是他平易近人，風趣幽

默，才華橫溢。他也是一個非

常喜樂的人。他所到之處都總

是會有歡聲笑語,深受朋友們的賞識和愛戴。他和

小萍由相識而相愛,到情定終身于美國費時多年。

感謝 神！他最后終于得償所愿，得到了一位美

麗，賢惠，能干，患難与共的好妻子。也開始了

我們兩家20多年來的友情。 

 

    世川弟兄是一個平凡的弟兄，一個普通的

人。但他身上有三個特點：能干、肯干、和苦

干。在主里，他任勞任怨，帶頭作工。世川信主

之后,將他的個人及家庭都全然奉獻給 神，毫不

保留。為着國度福音在中國大陸的開展,他總是抓

住机會回到中國,与一起搭配的弟兄們勞苦的工

作，好為着更多的人得救。 

 

    自從听見世川生病，剛開始我們不能接受。

常常問主：“這事怎么會臨到世川? ” 小萍卻安

慰我們說：“感謝 神！神自有祂的美意。”她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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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要求是要我們為世川的身体禱告。2010年夏

天，經得世川，小萍的同意，我們來到圣路易斯

探望世川。看見他說話不如往常洪亮，身体疼痛

很厲害，常常整夜都沒有辦法睡，我們心里非常

難過。但在他臉上卻看不到愁苦，他眼中也絲毫

沒有沮喪。他看出我們滿臉愁苦，卻主動安慰我

們，叫我們不要難過，要為他禱告和贊美主！求

主給他夠用的恩典。他告訴我：“主在世上只留

了30几年, 我已活了40几年了。無論是生是死我

都是主的人。”因為化療,他的精力已經大不如以

前了。但 神給了他無窮的智慧和力量。他把公司

給他用作病休的假全職上神學院。他給我們听他

自己搜集的詩歌，和我們一起彈吉他唱詩歌。他

唱詩歌极具感染力，听他唱歌很享受。他開始唱

的時候很激昂,之后他精力不支，很快睡過去了。

但是他馬上又惊醒，表示他還在听。我們當時覺

得很心酸。但是他依然鼓勵我們繼續唱。世川在

治療期間，一直都很有信心。這信心源于他對主

的愛。無論多么地痛苦，他都竭力配合，期望能

恢复健康，有更多的時間來服事主。 

 

    我們結識這20几年來,有過許許多多的甜蜜溫

馨的家常,往事，親情,不少喜樂的回憶。這一切

不會因為世川的驟然离去而消失, 反而會更深深

地印在我們的心底。 

 

    世川弟兄被主提去了，令我們傷痛不舍。但

我們都知道，他是被主收取去的成熟果子。他是

一粒麥子落在地里死了，會結出許許多多的子粒

來。我們的弟兄已打完了他該打的仗，跑完了他

該跑的路。感謝主賜給我們這么好的弟兄。世川

弟兄的离去，更提醒我們這些活着的信徒：為主

時間已經不多，所有机會將會很快過去，快快起

來趁着今日，竭力愛主，為主而活。 

 

愿弟兄安息主怀! 

 

 

3) 紀念世川弟兄燦爛的一生 (廖偉) 

 

    認識世川已經

很多年了，對他有

更多的更深的了解

和認識是在跟他所

在的團契出游兩

次，以及參加世川

的短詩小組之后。

今天能在這儿世川

弟兄的追思禮拜上

跟大家作些分享，

實在是我的榮幸。

很顯然世川用他的生命為 神做出了美好的見證，

從不同的層面触摸到生活在他周圍的每一位， 神

也借着他讓他成為生活在他周圍的無數人的祝

福。 

 

世川的這一生是美好的的一生，是燦爛的一生： 

 

    自從上周听到世川弟兄回歸天家的消息, 這

几天來我一直思緒万千, 想到了很多很多。想到

了這些年來世川弟兄做在教會，做在我們每個人

身上的點點滴滴；想到了他充滿激情的講道; 想

到了他動情的歌聲; 想到了他遠行万里，去到中

國的鄉村傳道，只為了拯救那些失喪的靈魂；想

到了他用幽默詼諧的文筆，在博客上真實地記錄

了他這兩年半來抗癌的經歷；想到了他的寬厚，

溫柔，也想到了他的大俠的風范…… 

 

世川的這一生也是愛的一生： 

 

    提摩太前書1：5“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

愛是從清洁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

生出來的”。世川用他的生命映照了這段經文，

用他的生命譜寫了一首愛的詩歌，這反映在他愛 

神，愛人，以及愛生活愛生命這三方面。 

 

    在我們還是“地下基督徒”的時候，就常可

以看到世川在公司的cafeteria向同事傳福音的身

影。世川對他的愛人小萍堅貞不屈的愛更是有目

共睹，有口皆碑的；還有他那發至內心對他人的

關怀也是我們中間很多人可以見證的。网球場上

矯健的身影，Michigan山上穩健的步伐，病榻上

頑強抗癌的意志，都是他愛生活愛生命的寫真。 

 

    2010年九月底，我們搬去了Oklahoma。 不久

接到了小萍世川的電話，說他們會与明奇家一同

到Oklahoma來。在世川的博客中也曾記載一是去

看NBA籃球賽，二是去看望一對剛搬去那儿不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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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還很孤獨的一對夫婦。言語之間，透露出他發

至內心的對我們的關愛。那一次，他們及時地給

我們帶來了來自圣路易斯的關怀和愛，讓我們的

內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溫暖；那一次也是世川

最后的一次遠行…… 

 

世川的這一生更是瀟洒的一生： 

 

“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云彩”，卻留下了滿天

彩霞，讓生者更能理會生命的意義，更能珍惜 神

所賜的每一天，更能珍惜我們周圍的每一個人，

更愿活出一個充滿愛的生命。 

 

    世川，那美好的仗你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

你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你已經守住了。很榮幸

能認識你，很榮幸能在你生命的旅程中与你共行

一程。 

 

別了，世川，永遠里再見！ 

 

4) 先抵終點的回家者 (许惠芬) 

 

    世川走了，我有心痛与不舍。但是在對他的

思念中，卻揉合了我對 神更深的愛，与中國宣教

更全然的委身。 

 

    明奇信上說是周牧師，世川，与我一起開始

了SLCCC中國宣教的工作。事實上，我真要感謝 

神。那年在河南鄭州与周牧師，世川見頭次面，

之后近十天培訓生活，就把我与SLCCC拉近距离

了。 

 

    兩年多前，我病了，開刀了，休養了。這經

驗使我對同路人(患癌症的宣教人)有深一層的認

同与怜惜。前年當我听到世川病了，就不自覺的

想來看他。2010年5月我自己一個人從Chicago搭

火車來，參加了教會退修會，与即將成行的短宣

隊員見面禱告。中國宣教似乎成了我那次行程的

重點，但起始我只是為著世川來的。 

 

    我怀念我們一起在河南鄉下与農村家庭教會

肢体一起唱宣教的中國的情形，我也想跟世川聊

聊他學廚師弟兄做菜的趣事，記得否Z牧師腸胃炎

時大夥儿拼命的禱告……，我只是想藉著我們同

有的負擔來鼓勵他，有天我們再一道去那儿大唱

宣教的中國。 

 

    去年，我又來SLCCC，与世川，小萍，明奇，

周牧師一道吃伊甸餐。除Z牧師外，我們都吃得津

津有味，也吃得很努力。有段時間我与世川單獨

交通，他說:“慧芬姐，我想以后跟你去西北邊疆

宣教，我心中有負擔，我們彼此代禱。”我回

答：“會的，有天我們一起去。”如今，他人不

能去，我3月去時將帶著世川的禱告同去，上帝成

全了他的心愿。 

  

    世川，是上帝愛的使者。他舍己生病，成全

了大家彼此切實相愛的机會；他是教會禱告的促

動者，因著他，教會的禱告更密集，更有深度，

更迫切了；他是感恩聚會的發起人，追思禮拜肯

定有說不盡的感恩。他更是宣教士，在病床上他

的心卻在遙遠的中國。世川，比我們先到家了，

他完成 神給他的工作，就睡了，他与第一位宣教

士耶穌同在，期待著我們繼續奔跑前面的路，這

是一條宣教的路，是回家的路，是十架的路，是

舍己成全他人的路。 

 

SLCCC，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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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六年同工，永遠同工 (鄧明奇) 

 

    在這里追思世川，對我來說，又悲傷又高

興。許多弟兄姐妹眼中，我与世川就像兄弟；我

們自己心中，兩個家庭就像一個。我們常為此感

謝 神，在不同時候將我們帶領進入 神的國度，

不同時候來到這個教會。2005年9月25日，星期

天，我初次來這個教會聚會，新朋友介紹后，第

一個和我握手的就是世川和小萍。因為他們在崇

拜的時候，就在納悶：坐在后面的不知何許人

也，讀經聲音很大，普通話還很不標准。唱歌聲

音挺大，還挺不着調。真是有點莫明其妙。 

 

    那年10月15日，周六，我第一次去世川家聚

會。世川的電郵邀請，現在我還保留着。我來教

會后，在屬靈上和服事上的成長，都有世川的禱

告和支持。他不說，但我知道。我們曾經公司午

餐時候交流周末聚會的計划，一起中國短宣，兩

個人在旅店房間敬拜；曾經兩個家庭半夜深談，

從12月31日談到1月1日；曾經几個家庭出游，邊

走邊敬拜，邊走邊服事；曾經兩年時間，每個月

一次，和几個家庭一起邀請福音朋友，新朋友，

分享信仰，分享生活。我們也在教會團契事工，

校園事工，傳福音訓練，各類特別活動上配搭。 

  

    許多人說我們的配合很好，很默契。其實我

們性格很不一樣，相同的就是都樂意服事，樂意

在服事中按照需要去配合對方。許多時候，看到

世川小萍在那里，我的心里就有了底，我想他們

也一樣。世川有許多恩賜是我一直在學習的，有

些方面差距太大。過去很大，現在就更大了。是

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對我的缺點与不足，世川

也很愿意以婉轉的方式提出來，希望我改進。他

生病后，我才了解到，他和小萍曾有一個計划：

就是通過兩對夫妻約會的方式，由他們用四川普

通話提高我和建文的湖南普通話。每想到這里，

我的心里就很溫暖，溫馨，感恩。 

  

    我和世川是公司同事，也是教會同工，更是

屬靈伙伴。生病后，世川說，我是他的患難弟

兄。箴言說：朋

友乃時常親愛，

弟 兄 為 患 難 而

生 。 世 川 生 病

前，兩個家庭有

許 多 親 愛 的 時

候。生病后，我

們 一 同 經 歷 患

難，更經歷患難

中 神的安慰，神

的扶持，神的恩

典。世川常說：

“MQ，非常遺憾，現在不能和你一起同工了”。

我就回答：“其實，我們還在同工，只是暫時以

不同方式。神若醫治你，我們還可以繼續同

工”。我兩次中國短宣，几乎每天都通過小萍与

他聯系，請他禱告，一起同工。去年11月我与周

牧師去中國短宣三周，也是世川腦瘤复發后，連

續參加教會禱告會的三周。 

 

    我曾多次禱告，神若愿意，可以從我的生命

中拿去5年，10年，20年，賜給世川。但 神的計

划高過我們的計划，神對世川的愛超過我們對他

的愛。上周四，他与小萍相擁，安祥地睡了，我

為他高興，為 神帶領他平安歸天家而感恩。我忽

然有了感動，我們只是面目暫時离別，在永生 神

的國度里，我將与世川繼續同工，永遠同工。 

 

    今天的追思禮拜，我相信世川愿意我們在追

念他一生，更追念 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帶領，使 

神的名得榮耀。他是 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他与 

神同行，神將他取去，不在我們之中，但是他的

服事，他服事的果效還在我們當中。這次服事，

我們配搭更加默契，因為世川都不需要說話，只

是默默地看着我。 

 

     然后，以他的方式提醒我：MQ， 你講得太

多了。赶快下來吧！ 我說：OK，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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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生的讚美 (閔迦源) 

 

    一個多星期前收到關于長老去世的郵件，家

里的气氛一下子變了。心里有很多憂傷和惋惜，

怎么一切發生的這么快，也沒有想到一年前的送

別是在這世上的最后一面。 

 

    上周末我參加了一個退修會。在這期間，每

當想起世川長老來，心里好像都催促着我要回

來，來和弟兄姐妹一起紀念他。 

 

    和淚水相比，今天更是一個喜樂的日子，是

慶祝我們的長老在世間的生活，慶祝他用生命寫

成的贊美詩，來效法他對 神的忠心服侍。 

 

    在圣路易斯的日子里，世川是我們年輕人不

可缺少的屬靈長輩之一，他教會了我們很多東

西。第一次傳福音訓練中，他讓我看到，傳福音

不僅僅是要把福音內容講清楚，也要培養和福音

朋友的關系，真實地去關心他們的學習和生活。

在社區聯誼日上，他邀請我們一起唱贊美詩，從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到橄欖樹，從音樂中可以体會

到他期待主的小羊回家。在校園福音事工上，他

總是很熱心地愿意与我們同工，愿意成為被 神使

用的器皿，我們也看到他服侍所結的果子，這些

果子今天就坐在我們中間。 

 

        以上這些小片段，雖然不多，卻足以啟發我

們這些年輕人學習他，為 神國的福音火熱。 

     

    我很感謝世川在他帶領敬拜的時候，邀請一

批年輕的基督徒唱詩贊美 神。從他身上，我們學

到敬拜不僅僅發生在主日，更是基督徒每一天的

功課。在与癌症斗爭的日子里，他渴慕回到 神的

殿敬拜。每一天經歷艱難，卻不忘贊美感謝 神，

知道祂的恩典夠用。我想他真是為我們80后90后

的怕吃苦的年輕人樹

立了榜樣，不要怕試

煉，不要常抱怨，因

為在磨難中，經歷十

字架的大能，信心得

以堅固穩妥。 

 

        用一首世川經常

帶的詩歌來結束，我

想他的生命是這首詩

歌的印證： 

 

耶和華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意用恩

典為你冠冕。 

 

耶和華的心是賜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應許慈

愛永不改變。 

 

當你遇苦難﹐他渴望与你共承擔﹐試探中他要更

新你賜夠用恩典。 

 

憂傷与愁煩﹐他渴望為你來舒緩﹐唯愿你全心交

托尋求他容面。 

 

耶和華的心是慈愛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贊美信

靠到永遠。  

 

 

7) 仍舊對我們說話 (邢斯堯) 

 

    2009年9月我來到SLCCC，世川也是在9月病

的，所以我們其實并沒有許多眼所能見的交集。

一共和世川說過的話，并不及為他代禱說的話

多。我剛來到教會，被問及從哪里來，就被介紹

給世川小萍，說我們是同一處來的。簡單說了兩

三句，世川就沒有話了，只是笑眯眯的，原來這

位長老朴實“無話”，這也成為我腦海中一直對

他的印象。 

    2010年信望愛團契迎新聚會，世川被請來講

福音，他大大方方講了自己的信主見證。記得他

說剛來的時候英語很爛，人家問他說，“what's 

up？”他听力大概還可以，就回答說：“Nothing 

is up”。他講福音，娓娓道來，也現身說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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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大概他已經因為自己的病， 把自己交托 

神，准備剩下的時間都奉獻給 神。 

 

    后來世川就又病了，讓我最惊訝的是 神借着

他興起的几期的40天禁食禱告，實在讓人感動。         

世川雖然和我不熟，卻還能關心我。我曾在困難

的時候收到世川小萍寄來的卡片，和他在病中發

來的郵件。世川自己大概不知道這封郵件的后續

故事，但卻是被 神使用的。再后來，2011年信望

愛團契的迎新聚會，世川已經不能夠再講他 

nothing is up 的故事了。 但他和小萍還是到場

了。我記得楊叔叔特別感動，說信望愛的迎新

會，教會的牧師長老包括全都來了，給他很大的

震撼和鼓勵。這一次，世川話也沒說，神也使用

了。 

 

    在為世川的代禱中，神讓我明白，他特別揀

選了世川，做自己的器皿，承載自己愿意加給他

的恩典，榮耀自己的名。世川的离開，仿佛是一

次讓人窺探永恒的机會。我突然發現，原來我們

与永恒，与主耶穌那么近，我們在世的日子實在

是可以數算的。有一天我們也會离開帳篷，像世

川一樣向主交帳。 

 

    我也看見 神借着世川在許多人心里所做的改

變，神慈愛、智慧的手在做着更大的更新工作。

我們不能為 神做什么，但如果能像世川一樣被主

使用，就是很蒙福的事情。我覺得世川今天仍舊

對我們說話，激勵我們要快跑跟從主，不浪費 神

明明加給我們教會的恩典与复興的机會。 

 

感 謝 贊 美 主 ， 愿 榮 耀 歸 与 至 高 的  神 ！

 

 

8) 為世川弟兄感謝贊美神 (郭志宏) 

 

    今天我為我

親愛的弟兄，我

尊敬的長老世川

感謝贊美我們的 

神！我感謝 神

把世川放在我們

的當中，讓我如

此的有福气，能

在過去的十多年

里認識世川，并

跟他在同一個團

契聚會，在同一個教會敬拜 神，多次跟他們家和

許多弟兄姐妹一起去度假。讓我有更多的机會了

解這樣一位廣傳福音，盡心盡意敬拜 神的好弟

兄；一位愛人如己，忠心事奉 神，有牧者心腸，

体貼弟兄姐妹的長老；一位才華橫溢，言傳身教

的慈父，深愛体貼妻子的好丈夫。我贊美 神因着

世川為主所做的善工，使他成為多人的祝福，使

世川所做的善工的果效成為我們繼續奔走天路的

勉勵。 

    廣傳福音：沒有人能記得清曾經有多少慕道

朋友，弟兄姐妹去過世川小萍的家，品嘗過小萍

姐妹的拿手好菜，世川弟兄夏天的烤肉，感恩節

的烤火雞，和他們一起分享 神的話語，一起敬拜 

神。記得我們家剛剛加入大陸團契的時候，曾經

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個星期五我們的團契都是在

世川小萍的家聚會。世川總是用他那渾厚的歌

聲，优美的吉他帶領我們唱詩贊美 神，帶領弟兄

姐妹進入晚上的敬拜。我們一起查考圣經，一起

分享，一起禱告。常常是到了深夜弟兄姐妹才帶

着說不盡的內心的喜樂，靈里的滿足，依依不舍

地离去，并期待着下一個星期五的聚會。有很多

的慕道朋友通過這樣的聚會，更多地認識了 神，

成為 神的儿女。我的先生就是在這樣的團契中接

收耶穌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世川傳福音不

僅僅是在自己家里，他曾多次參加傳福音培訓，

探訪慕道友，即使是在他患病期間仍然探訪福音

朋友，參加福音聚會，領人歸主。 

 



崇聲 2011-2012                                                                                                                          Voice of Adoration 2011-2012 
 

89 
 

    牧者的心腸：世川也很注重幫助初信的基督

徒成長。記得我先生剛剛信主時，世川主動花時

間來跟進我先生。他每周一次來一對一地跟我先

生一起查考圣經，分享自己的見證，一共花了十

多周的時間，把圣經的基礎真理講得明明白白。

后來世川又鼓勵我先生在團契里開始事奉。當我

先生猶豫時，世川分享說：我們事奉時，神并不

看重我們有什么能力，而是看重我們愿意事奉的

心。世川也多次這樣鼓勵我在教會服事。不但如

此，世川對小孩子屬靈的成長也非常關心。記得

在他生病后，教會所有的弟兄姐妹都為他禱告，

包括我的小儿子。當世川知道后，有一天他找到

我的小儿子，很認真地對他說：“Daniel，謝謝

你為我禱告，我現在感覺好多了，請繼續為我禱

告”。世川愛弟兄姐妹，体貼弟兄姐妹的軟弱，

即使他自己身体仍然軟弱的時候也不例外。在他

生病期間，他仍然關心他人，還是去探訪病人，

為身体軟弱的弟兄姐妹禱告，對教會哪家有難處

的，他都知道，他都去關心。 

 

    忠心事奉：“你們要先求他

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

給你們了。”(太6：33) 這節經

文是世川在談到事奉時跟團契的

弟兄姐妹分享的。他分享說：在

事奉中受益最多的是自己，因為

事奉的過程中你可以更多地經歷

到 神的恩典。世川這么多年來

在教會對 神的忠心事奉實在是

我們學習的榜樣。幽默風趣的主

日講道，激動人心地帶領詩歌敬拜，生動活潑的

主日學都給弟兄姐妹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次

的福音探訪，回國短宣，在許多地方都留下了他

那傳福音的佳美的腳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

他們的大儿子Shawn 彈琴，世川小萍同在台上領

詩，那是一幅多美的全家事奉耶和華的圖畫！世

川的事奉并沒有影響他的工作，他是 神忠心的仆

人，他同時在工作上也非常出色。 

 

    世川把敬拜 神當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這是

我們眾所周知的。記得我們團契的弟兄姐妹一起

去度假，世川也是會帶領我們通過各种方式來敬

拜 神。即使是在他生病手術后，世川也是一樣渴

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 神。他在手術后康复中最

想做的事就是能到教會去敬拜 神。世川在最后的

几周仍然拖着虛弱的身体坐着輪椅來教會敬拜。

一月二十二日我在教會見到世川，我走到他的跟

前，找不到合适的話語來安慰他，只是眼含淚水

看着他。世川把他溫暖的手伸過來，緊緊握住我

的手。世川沒有說什么，但他的臉上沒有一絲的

抱怨，沒有一絲的痛苦，有的是對 神的堅定的信

靠与順服，有的是盡心盡意盡敬拜 神的堅定的意

念。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寫到：…雖有苦難，我還

是樂觀。眼睛模糊不能看圣經，我就用DVD錄音机

來靈修；看不清盤里的東西，就讓太太一口一口

地喂我沙拉；后來DVD也不行了，就讓萍儿一小

段、一小段地給我讀；即便后來我連一小段都沒

法听了，整日轟炸我的腦袋的是馬蜂窩的叫聲，

我還能放聲高唱贊美 神，因耶和華的喜樂就是我

們的力量。我雖然失去了靈修的權利，失去了吃

飯的權利，失去了行動的權利，失去了生存的權

利，但我有一個惊奇的發現，那就是：誰也不能

奪去我敬拜的權利。 

 

    生活中的世川是一位言傳身教

的慈父，深愛体貼妻子的好丈夫。

他和小萍的愛情是 神的愛的美好

見證，讓眾多弟兄姐妹所羡慕。世

川不太會做飯，然而小萍做得一手

好菜。常常是當小萍做飯菜時，世

川就在旁邊陪着小萍，為她讀圣

經，他既陪了太太，又和太太一起

利用時間學習 神的話語。他們夫

妻同心，共同事奉，成為多人的祝

福。我時常會在眾人中不自覺地尋

找他們的身影，每當我們看到他們謙卑和藹可親

的笑容，心里就有一种說不出的歡喜与欣慰。 

 

    跟世川弟兄告別實在是很難很難，我想每一

位親人，認識世川的弟兄姐妹，朋友都非常痛

心。這几天我一直回想着一首世川帶領我們唱過

的一首歌“相約在主里”，這首歌使我得到很大

的安慰。因為我知道我們基督徒在世上只是寄居

的，我們与世川在世上的分別只是暫時的，將來

有一天我們會在 神的榮耀里与世川再歡聚。我想

世川弟兄也一定不愿意我們過度悲傷，他會盼望

小萍姐妹，Shawn和Samuel和我們每一位珍惜我們

在世上的日子，更多地被 神所得着，為主所用。 

 

愿所有的榮耀都歸給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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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感恩于今生，相約在永恒 (曾小萍) 

 

    在今天這樣特別的

日子，我們因着愛的緣

故，一起聚集來回顧和

感恩世川的一生。非常

感謝你們能參加今天的

追思禮拜。謝謝我親愛

的弟兄姐妹朋友們，

Monsanto和 Pfizer的同

事們，Shawn和Samuel的

同學，朋友，和老師們。我要特別感謝從Iowa來

的小昆，New Jersey來的發雲和小鳳， Houston

來的乐元和乐菲，從Indianapolis來的期途和王

静 ， 從  Oklahoma City 來 的 化 冰 和 廖 偉 ，

Minnesota來的迦源，從芝加哥來的劉穎，葛蘇，

朗心和齊雲，提早從亞特蘭大飛回來的斯堯， 從

威斯康星來的張寧，以及Shawn的同學Esther和媽

媽。你們當中肯定還有從外地赶來，我暫時還不

知道，也無法提名致謝的，謝謝你們！ 

 

    世川生病兩年多來，得到大家的悉心愛護和

關心。我們一同流淚，一同祈求，一同歡笑。尤

其是教會弟兄姐妹們長期為世川禁食禱告，讓我

們深覺不配，也非常感恩，因為看到教會因此更

加興旺。求 神記念各位愛心，加倍賜福給你們。

如今，世川走了，去了我們向往的主的怀抱。相

對病中所經歷的痛苦和掙扎，他走得那么的平

靜。正如他一直很喜歡的詩句“輕輕地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地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絲云

彩”。是的，他已經回到期待已久的天家，享受

在父 神面前永遠的喜樂和平安，從此不再有痛

苦，眼淚，和悲傷。 

 

今天你揚帆遠航， 

駛向好得無比的輝煌。 

相見的日子遙渺無期， 

重逢的喜悅卻已在心頭點亮。 

 

我想到這些，就很感謝 神。因着有盼望，我們將

重逢于天堂，我無限感恩于今生。感恩 神將世川

賜給我，讓我們共同擁有過去20多年的美好日

子。 

 

玫瑰是你我永遠的愛情 

穹蒼歲月同媒 

綠水青山為證 

愛，才是你不息的生命。 

 

我為 神賜給我這樣好的愛人，為他給Shawn和

Samuel這樣好的父親，教會弟兄姐妹們好的弟

兄， 神國的好仆人，基督福音的好使者，而感

恩。我為他的一生而感恩。為他的一生能夠影響

到別人的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而感恩。 

 

感謝神，感謝大家，愿榮耀頌贊都歸給 神！

 

 

5. 其他追忆文章： 

 

1) 長相思-悼世川長老 (李正信) 

 

你淚盈，我淚盈，同悼世川年尚輕。為 神獻此生。 

兄也行，弟也行，廣報佳音奉主名。相逢在聖城。 

 

2) 敬拜 神的一生 (崔曉方) 

 

    年輕的世川弟兄于今年2月9日被主接回天

家。正如一位弟兄所說的，世川弟兄是一位愛主

的信徒，積极服事 神的忠心仆人，是一位為弟兄

姐妹們所尊重的主內肢体，教會的屬靈領袖；是

一位為朋友同事所欽佩的職場楷模，良師益友；

是一位為妻子和孩子所愛戴的賢夫良友，楷模慈

父。更使我們深受鼓舞的是他的一顆渴慕敬拜 神

的心。 

 

    有一年，世川弟兄与教會另一位弟兄配搭去

國內短宣。某個星期天上午，他們在旅店等待前

往另一個地方作聖經培訓。世川弟兄知道這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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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神的時間，就与那位弟兄商量，他們倆就一起

來敬拜 神。那位弟兄司會，領詩，禱告，世川弟

兄講道，就那樣，他們組成了最小規模的崇拜活

動。 

 

    世川弟兄還跟我們分享過在他住院期間，每

天早上都有護士來問病人問題以查看病人的意識

狀態，最常問的問題是“今天是星期几？”。當

那天是星期天的早上，護士又問同樣的問題的時

候，他就感到非常的難過，他當時是多么想到教

會跟弟兄姐妹們一起敬拜 神啊！ 

 

    世川弟兄以實際行動證實了他渴慕敬拜 神的

心。在他腦瘤術后三周多的時候就登台講道，見

證 神施行在他身上的恩典，歸榮耀給全能的天

父。一篇“我為我的患癌症感謝 神”的文章是一

位基督徒屬靈生命巔峰的寫照。他在患病期間，

以詩篇116篇為基礎，創作了一首自編，自譜的贊

美詩歌“高舉救恩的杯”，并兩次參加團契的獻

詩。他知道 神一直在看顧着他，賜給他力量，能

讓他又一次站在講台上，帶領大家唱詩敬拜 神。 

 

    世川弟兄自患病以來，先是由曉萍姐妹攙扶

來教會敬拜 神，而后扶着拐杖，坐着輪椅來參加

崇拜。只要他身体能堅持，他就一定會來教會崇

拜。就象他所分享的“病魔可以奪走我行走的權

利，吃飯的權利，睡覺的權利，甚至說話的權

利，但他永遠也奪不去我敬拜 神的權利！”世川

弟兄在他去世前兩周的敬拜中還高聲喊出“感謝 

神，贊美主！”。 

  

    世川弟兄就是這

樣的渴慕敬拜 神，

為我們生活在舒适環

境中基督徒做了個好

榜樣。他一生服侍，

敬拜 神，直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那美好

的仗他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他已經跑盡

了。將來有一天，我

們會看到他所得的，

神賜的榮耀冠冕。 

 

3) 淚別世川 (田玉泓) 

 

    2012年2月9日傍晚，打開Email，還沒進入信

箱，就看見一行字，是團契主席CB弟兄發出的一

個Email的主題。一個字，一個字地讀這一行字，

不能夠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里的盼望像一個彩

色的球，驀然之間就破了。里面那沉沉的霧气瞬

間凝結成一行行的淚水，滾落下來。手里的鼠標

似有千斤重。心想：若是此刻我不再往前點擊，

去看那封Email的內容，那么這行字里所說的，是

否就不會變成現實了呢？此時此刻真的愿意禱告

祈求會是如此，然而… 

 

    我們親愛的世川弟兄离開我

們去了，雖說對他而言，息了世

上的勞苦，不再有病痛的折磨，

脫去這纏累人的肉身，在天家里

与榮耀的救主永遠相守，有天使

歌唱在左右…是何等的美好！然

而在我們，想到在今世里跟親愛

的弟兄永不能再相見，怎不令人

痛徹心肺！世川最后一次參加主

日崇拜，在大堂里高聲贊美感謝 

神，我卻因為家里老三生病，沒能去教會。隔周

日，我又一次來到大堂，心神不宁地不斷向后面

世川小萍習慣坐的位置張望，盼望能夠見到他們

熟悉的身影，然而卻始終未能如愿，心里還隱隱

的感到悵然若失。沒想到那一天的錯過便是一

生，便是今世里的永遠…當你以為有擁有很多個

日子可以揮霍的時候，主告訴你，今世里一切都

是有限，當珍惜你周圍所有的人，所有的時刻。 

 

    2007年初我們全家來到教會，就跟世川小萍

同在一個更新團契。那時候，明奇家里有一個每

月一次的傳福音聚會，每次都邀請几個基督徒家

庭一起來同工。世川小萍是其中最主要的同工。

每次去，我都感慨神如此搭配的奇妙，看到JW和

XJ在廚房里面忙碌洗碗，明奇，世川，和小萍忙

着向慕道友傳福音，各司其職，簡直就是天衣無

縫。我自己倒是覺得兩樣都不及他們，常常感到

羞愧不已。每次受到最大的鼓舞就是做工的果效

因着世川小萍的在場而加倍。為什么呢，即使他

們夫妻不開口傳福音，僅僅是站在那里，就已經

是主耶穌最美好的見證。小萍聰明漂亮溫柔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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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世川風流倜儻才思敏捷，夫妻雙雙才華橫溢

事業有成而又美滿恩愛。我常常看到慕道朋友們

看到他們的時候，嘴巴張得大大的。因為他們常

常想基督徒都是些生活突遭變故，走投無路的

人，眼前這么一對神仙一般的佳侶，怎么就信了

呢，而且不只是信，還居然信得那么純淨那么虔

誠那么投入！！就這一點，就頃刻間顛覆了他們

心中由來已久的偏見。再听他們夫妻二人侃侃而

談福音的真諦，那些慕道的朋友心里面頑固的石

頭豈有不松動的道理？ 

 

    即便是我這個基督徒，從那

几年開始一直到現在，世川和小

萍都一直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基

督徒夫婦的象征。后來讀到世川

的文字，譜的曲子，多少次親耳

聆听他講道，無數次被他激情澎

湃的領詩所感染，那就更加是無

比的欽佩了。感謝 神祂賜給世

川特別多的恩賜，而世川在世間

的歲月做到了這些恩賜的最好最

忠心的管家，沒有一樣他不是傾

心用在 神的事工上面。特別是

他在患病以后，還堅持在主日講

壇，主日學，和團契中服事，不知有多少次讓多

少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看到他的見證，有多少人

忍不住捫心自問，神賜給我的恩賜，我有沒有以

這樣的忠心來管理，有沒有像他這樣把自己全身

心獻上為活祭？曾經不只一次听到弟兄姐妹見證

說，他們能夠今天站出來服事，就是因着看到世

川的見證。又有多少人因着世川，因着他們夫妻

的見證，就打開封閉的心門，迎接圣靈，悔改成

為屬神的子民。更有多少人，包括我自己，基督

徒或者慕道朋友，熟悉的或者是陌生的，在生活

中有困難的時候，接受過他們夫妻特別的關怀和

愛心，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基督的大愛。即使是當

世川在病中的時候，這种對別人的關怀和愛心也

從沒有間斷，當弟兄姐妹看到世川被病痛折磨，

心里難過的時候，他們卻反過來安慰那些因世川

傷心流淚的人。小萍曾經分享說在世川生病以后

看到神的恩典，說“從前風聞有你，如今親眼看

見”。實際上，他們夫妻就是基督屬天之愛在這

世間最完美的見證。 

 

    世川在生病以前，曾數次到大陸傳福音，足

跡所到之處，几乎全是閉塞的窮鄉僻壤，這對于

一個從小在城市長大的人來說，不知要克服多少

生理和心理上的挑戰，若不是心里信仰的堅定，

沒有人能夠做得到。特別令我欣慰的是，在一次

聚會中談話，才發現他還曾經到過我的家鄉。豫

中的山區有一些地方是很貧窮的，但就是在最貧

窮的山區，反而福音愈加興旺，我們老家在農村

的一些親戚就有不少是信主的。世川到的地方相

信就是那些最貧窮的山區，條件很差。臨走的時

候据說東道主請他到當地最好的飯店去吃了一頓

飯，世川一說起這個飯店的名字

來，居然發現那里离當時我姐姐

的家几乎是几步之遙，真是讓我

倍感親切，覺得這個世界真是

小。每每想來，我自己的父老鄉

親，都從來沒有為他們做過什

么，而世川卻不遠万里歷盡千辛

万苦從美國來到這里為鄉親們傳

福音，想到此，就常常感動不

已，當想象世川在自己家鄉的山

路上曾經風塵仆仆，留下一行行

腳印，也覺得特別溫馨，特別感

恩。 

 

    我們所有的人，在這世上的日子都只是客旅

的，寄居的日子。亦或四十年，亦或五十，六

十，七十，八十，或者更久，在世人眼里有很大

的區別，而在 神的永恒的之中，又有什么分別

呢？如果你走過了一生，留不下些什么，兩手空

空就去見主面，豈不羞慚？世川在世的日子，留

給別人的都是愛，不論是最親愛的妻子小萍，是

陌生的第一次到教會的弟兄，還是教會里面多年

以來并肩同工，情同手足的弟兄姐妹，他們心里

留下的都永遠是世川那全心的愛，對主的熱愛，

對弟兄姐妹和陌生朋友的熱愛，對主的事工的熱

愛，和對教會的熱愛。這些愛就像一顆顆种子，

落在土里，就發芽，結出許多的籽粒來，在收獲

的時候，我們會看到世川的微笑，在陽光和白

云，和他最鐘愛的秋葉的光華中閃耀。 

 

    世川，別了，記得這只是短暫的离別，因我

們在天國里有永生的盼望。世川，別了，不要對

親愛的小萍不舍，記得她還有主的同在，記得她

還有我們，你最親愛的弟兄姐妹… 

 



崇聲 2011-2012                                                                                                                          Voice of Adoration 2011-2012 
 

93 
 

4) 對世川弟兄的追思 （林小雪） 

 

    要謝謝MQ的約稿，使我能有机會將對世川弟

兄的追思寫出來与大家分享，也了卻今年二月由

于擔心不能控制情感而沒有勇气在弟兄追思禮拜

上分享所留下的遺憾。 

 

    認識世川小萍一家該有近十二年了，我們倆

家是1999年先后來到SLCCC。那時我們被邀剛加入

大陸團契，半年后世川一家來到SLCCC。P師母立

刻要我們打電話邀請他們加入大陸團契，我們就

這樣開始了一起主里的事奉。 

 

    大多數從大陸來的姐妹們常會感嘆自己的弟

兄在羅曼蒂克方面有待長進，世川卻是例外。記

得當時我們被P師母邀請加入教會學習夫妻恩愛的

互動小組，有教材和錄像，輪流由不同夫妻帶

領，目的是更好的了解 神造男女的不同，從而能

彼此更進一步了解，諒解，相愛。世川，小萍也

被邀請參加。世川對小萍的呵護愛慕常在討論中

自然流露，他還十分不解的說我們的學習教材有

“問題”：夫妻間那有那么多不同而帶來的沖

突？只要全心的疼愛你的妻子就是了… 從此小萍

便成了姐妹們羡慕的對象。 

 

    世川是個充滿了愛

心的弟兄。記得大陸團

契有次禱告會，我剛好

和世川還有另一位姐妹

分在同一小組，在教會

圖書館一起禱告。那天

剛入冬，還滿冷的，我

不經意說了聲“還真有

點冷”，世川弟兄立刻脫了外套，遞給我說“穿

上吧”，這讓我感動了許久。 

 

    還有一件內疚和自責的事，也因世川的愛心

才慢慢原諒自己。那是2009年9月25日，世川在教

會宣教周領詩歌敬拜的星期五晚上。他問我是否

可以代他領歌，因為他可能是感冒了，不太舒

服。我謝絕了，對世川說：我不可能臨時上陣，

況且又是宣教大會，怎么好由姐妹在台上領歌？

我又對他說：我會為他的不舒服禱告，他一定會

順利帶完那天的詩歌敬拜。沒想到，世川就在那

晚領完詩歌后由于腦中風被送進醫院… 

 

    我的自責以及在 神

面前的認罪，也因著 神

的怜憫和世川的諒解慢慢

釋怀。那是在世川腦部手

術的快速康复后，我告訴

了他我的后悔，他笑着對

我說“是 神的美意。還

好你沒有答應我，否則我

是想回家睡覺去的，那不就更糟糕了嗎？”我立

刻對世川說， 從今以后我一定隨叫即到，不論在

何日 何時練詩:) 

 

    講到世川的領詩，和他在一起侍奉應有七，

八年了。他那种對 神發自內心的贊美，敬拜也給

了我許多的得着。常有其他較不定時被邀加入世

川敬拜小組的姐妹參加一兩次后，會對我說，她

們較緊張。因世川在練習時的詩歌程序跟真正敬

拜時常有“出入”，有時還出入不小。 她們問我

怎能 “鎮靜”自如跟沒事一樣地唱？我告訴姐妹

們的秘訣是“just play by ears”。因為世川是

常讓圣靈來帶領敬拜我們的 神！我個人非常的享

受這樣全身心的贊美敬拜，so“just play by 

ears” :) 

 

    世川弟兄在福音事工上的熱心也是有目共睹

的。從有一件事中可以看出他對于失落靈魂的嚴

肅對待。不記得是哪年的教會E-Training，我被

臨時調去和世川一組探訪。在輪流講述完福音分

享之后，被探訪者似乎全然無動于衷，竟然說

“以后去了地獄又怎樣？” 想到牧 師上課時說

不要和被探訪者“過意不去”，我們當時一下不

知要怎樣來“對付”這樣“可怜”的人。世川卻

立刻嚴肅的“教訓”了被探訪者一番，具体的

“教訓”內容也忘了，只是世川對真理的大膽執

著讓我很敬佩。后來他對我們說，對付這樣沉迷

于罪中還振振有詞的人，有時“不要太客气”。 

 

   世川弟兄先去了耶穌為我們早已預備的美好住

處，他在主耶穌那里得到了完全的醫治，再沒有

眼淚和痛苦，他為 神國度的擺上也成了SLCCC及

其他認識世川的弟兄姐妹們學習的榜樣。愿我們

學習世川弟兄的樣式，在擴展 神的國度上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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