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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光陰         

梁北生 

 

我的一生有數不盡在神蹟和恩典上的見証, 這次暫且不說. 自從信主後, 生命一步一步的改

變. 2003 年參與現在紐約橙郡華人基督教會, 成為我們一家人生活的第一優先次序. 在百忙

的生活中, 神給我時間上的安排, 沒有一次事情的發生, 不能安然處理. 今日我就用這個機會, 

作一個簡短的見証. 

在成長過程之初, 畤常用個人的方法去做事. 把自己的小事情先作處理. 事奉的時間可以伸

縮配合. 然而憑神的恩典, 把這個觀念, 慢慢的改變過來. 自從我們有週日崇拜和週五查經後, 

連我們的親友都習慣了我們的時間表. 假如他們願意邀請, 生辰和大慶典都考慮配合我們在

神的優先次序.  多年來也轉變了他們. 我記不起有一次的例外和困難. 現在回想, 信主前我

們的週五和週日是怎樣渡過的呢?  卻不是看一個電視節目或者是” 草堂春睡”, 沒有顯注

成就的便過去了嗎? 

年來使我深信聖經上值得警醒的兩句經文: 凡在最小事上不忠心, 在大事也不義. 神會取

回一切. 馬太 25:29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 叫他有餘; 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馬太 6:33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你們需用的一切)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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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寧馨 長老 

  

1                                                                  03/12/2011 

“去”的屬靈經歷 
 

  

 

主基督耶酥吩咐的大使命要我們”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  更要我們往普天下去、傳

福音給萬民聽。這是極大的挑戰!  可能嗎? 我們有此能力嗎? 我們裝備好了嗎? 感謝神

豐盛的恩典 ! 愛我們的神總是按照祂自己的旨意引領和成就我們 ;  因為祂的旨意確實

是善良 ,  純全 ,  可喜悅的。  我想用這段關於神如何引領我”去”的屬靈經歷 ;  作為我

們彼此的激勵。  

 

第一階段『”去”的啟蒙』:  剛信主得救之後 ,除了主日教會活動以外 ,我還沒有參與其

它服事。在一退修會清晨 ,  感覺到聖靈催促 ,要我”去”晨更。對一個從未去過晨更的

人是頗難的 ,  一方面不知晨更到底要作什麼 ,  另一方面覺得清晨作作晨操運動豈不更

好? 在掙扎之下最後我順服了聖靈的感動”去”晨更。到了會場發現人數並不多 ,  遠

遠看到在角落 ,  有一位弟兄單獨坐在那 ,  我便過去坐在他邊上。晨更後我們一起用餐 ,

彼此認識交談。得知這位劉姓朋友仍是慕道友 ,  於是我也將我所知有限的福音和我的

得救見證分享給他。沒想到這位朋友居然在我面前決定信主 ,  願作認罪決志禱告。想

到彼前(3: 15) 要我們心裡尊主基督為聖 ,  常作準備 ,  心中便頗慚愧。  在劉弟兄決志之

後 ,  我開始介紹教會活動 ,  並特別告訴他應該  ”去”團契 ,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經歷神

和認識主。就在那時 ,  聖靈立刻在我心中責備『為什麼知道應該  ”去”團契 ,  自己卻

不”去”團契呢 ?』神很幽默地將用一位慕道友來敲醒我。最後我決定親自帶劉弟

兄”去”團契。從此我進入了團契生活也參與事奉。順服聖靈的感動 ,  讓神啟動引領

吧 ,  這就是我屬靈經歷”去”的啟蒙。  

  

第二階段『”去”的裝備』：  幫助我們的神不斷加增恩典和引領 ,並且及時更新我們 ,  

使我們在祂國度中繼續不斷成長。我漸漸的”去”參與了教會中事奉；而且發現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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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寧馨 長老 

  

1                                                                  03/12/2011 

 

要我參與的服事，不見得是我的強項。反而常常是我的弱點或是我欠缺之處。既然是  

靠我自己的軟弱 ,仍然能一直事奉到如今 ,那肯定就是神加增了我力量。回顧這一切 ,  

應證了我們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  不論是在任何岡位上的服事 ,  都是

神預備要我們”去”行的。神都是把我放在我最軟弱 ,  最不足的地方用恩典和愛心裝

備我 ,  同時讓我在服事中認識我自己的不足和需要。”去”參於教會中事奉實際上是

進入了神裝備我和操練我的屬靈工場。順服聖靈的感動 ,  讓神啟動引領事奉吧 ,  這就

是我屬靈經歷”去”的裝備。  

 

第三階段『”去”的提昇』 :  雖然在教會中各方面的服事漸趨熟練 ,  但主所託咐大使

命的激勵與挑戰 ,  正如鷹攪動巢窩式的漸次提昇  (申 32:11)。神的國度觀和使命感藉

著聖靈在心中的提醒 ;  就好像保羅馬其頓的呼聲 (徒 16:9),在我心中不斷地催促。兩千

多年前 ,  從感動到行動尼希米的信息 ,  也更確定了我心中得到的啟示。禱告之後 ,  我接

受了神的呼召，願意順從”去”任何神心意中需要的服事。這樣、神藉著差遣我”

去”作跨教會和植堂事工的服事 ,  引導了我 ,也裝備了我。神不但在我  “去”服事中

提昇和建造 ,也再度的幫助我克服心中的軟弱 ,並加增對神的信心。神是昔在今在以後

永在的全能者 ,讓我在”去”的過程中 ,經歷了創始成終的主基督耶穌、因祂總是成就

祂所發動的善工。求神幫助我們 ;呼召並裝備更多的弟兄們參與事奉 ,打開宣道之門 ,推

動並成立家庭小組 ,作為傳福音管道。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繼續不斷的”

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呼召更多主的門徒 ,能彼此相愛 ,遵守主道 ,並多結果子。讓我

們跟從主基督耶穌吧 ,  因為  ”去”  就是神提昇的祝福。  

  

感謝神! 祂成就、祂造作為要建立．祂為祂名聖名行事。並讓我們在跟從主的道路上 ,  

可以學習尋求祂 ,  仰賴祂。願主我們  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神堅立我們手所

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神堅立。讓我們在信心的道路上與主同心 ,與主同行。

我們的父神必與我們同在 ,賜福給我們 ,保護我們 ,並賜恩惠平安給我們。  

  

                                                                                                                    5 



＊因为我拥有上帝的慈爱＊ 

                                     

                                   万迪清 2010 年感恩节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

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 41:10) 

 

 

      人一生的道路起起伏伏，坎坷不平，我

们所承受的迷茫，痛苦和无奈，向谁诉说和救

助呢? 我们只有向神乎求，才会平安和无恙 ! 

简短地回顾我个人一生的心身历程，我知道主

耶稣才是我生命真正的主宰和依靠。在感恩节

到来之际，我愿称颂神的圣名，感谢神的恩典, 

将荣耀和赞颂归给祂 ! 

 

        我从小出生于大陆湖北一个比较富裕

殷实的家庭。记得我还是小的时候，祖父母就

请来私塾老师教我们识字念书。我们一家人都

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可是就是这

样，我们一家好几辈都没有逃脱厄运。毛泽东

掀起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害得我们一家家破人

亡，妻离子散。我自己的亲生母亲被赶到乡下

的猪圈里，病死他乡。我的亲哥哥因为毕业于

黄埔军校，被共产党残酷地枪杀，留下年轻妻

子和两个又小的孩子。我被安上各种罪名，比

如地主婆、台湾特务、等等。其实，我只是有

两个表哥去了台湾，我们多年一直无法，也不

敢联系。在这场恶劣的，毫无人性可言的政治

风暴中，我怀着身孕被单位开除，不管是刮风

还是下雨，都要被迫天天扫大街，和被批斗。

我每天的生活里只有两件事：向红卫兵写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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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受红卫兵批斗。侮辱呵叱，拳打脚踢成 

了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常常在思考：生命是

什么? 这种人间地狱的道路还有多长? 谁能拯

救我 ??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可是经过这场人生大 

劫难，我的心也憔悴了。后来有机会来到美国

这个他乡异国，在上帝的恩典里重新活过来 ! 

神是那样爱我，给予我仁爱和慈悲。记得有一

次，我坐车没系安全带，司机一个急剎车，把

我从后座狠狠地抛到了车前。按照我这个高龄 

，至少骨折是跑不掉的。我向主祷告，求祂恩

典我，让我逃掉这场磨难。主就是这么奇妙， 

祂听到了我的心声，让我平安无事。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

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 11:28)。 

主耶和华赶走我的忧伤，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 

，使我拥有一颗喜悦的心。如今我找到了幸福

的真正源头------上帝的慈爱! 在这里，我要特

别感谢橙郡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对我的关心和

照顾，使我每天都能和你们一起感受神的慈爱

和力量，垂听 神的福音。感谢主 ! 

 

 

                                      



信主的历程                                        陳瑋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

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人.我

们本有着神的形象和性情,但因着我们的不顺

服就与神隔絶,虽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献上,

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刑罚和罪.但我的耳朵发沉

听不見父神喚我回家的声音,眼睛昏迷.看不

见神的作为,我的心被脂油蒙住感受不到父神

的爱.我活在世界中,活在罪中,在劳累重压下,

在忧愁不安中在愤怒不平中我白白活了五十

多年', 

我是文革時期的老三届,当风华正茂,充满理

想和抱负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把

毛主席捧为崇拜的偶像红太阳,毛主席的话一

句顶一百句一万句.在一片红海洋中我们愿意

为捍卫毛主席而献身.但讽刺的是几年的动乱,

我们却成了党派权力斗争的牺性品.我和我的

家庭成员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出生在无神论的国家,在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的

歌声中长大的我,对当时当权者的失望而加入

了拜佛的队伍.我去过很多寺庙,烧香拜佛从

众多抽出的问笺中找出一两条合自已心意的

笺作为 神对我的解答和提示。 

 

我踏上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我十岁的侄儿见

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姑妈你信不信耶稣,我说不

信,他说那你就会死跷跷.这让我对这个教产

生极大地反感和抗拒.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又陆 

 

陆续续听到了聖经,上帝基督耶稣.我又发挥

富有的想象力,对我先生说,世界上有东方的 

佛教道教,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什么伊斯兰

教,东正教等众多的教,就象42街的联合国,今

天谁强盛谁就做大，但我只要信我的菩萨就够

了。汪洋沧海，我只取这一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賜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是神先爱

我，是祂在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在一个特

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 

 

2005 年,我女儿生了孩子,我来帮忙,离开了繁

华的都市,来到这偏远的山区,看到的是异样

的臉孔,听到的声音是异样的.女儿怕我呆不

住,所以带我到妇女查经班,第一次听到聖经

的学习和分享,几次的聚会下来,让我感到这

个团契是那样温暖友好.但我被告知说你己决

志时还是感到茫然.几个月后,又赶上教会一

年一度的受洗节,心想反正我要参加他们的敬

拜和查经,我总得要有个相应的身份吧.于是

我就报名参加受洗.值得万分高兴地是当我接

受受洗聖灵就进注了我的心.并且一直在我身

边帮助我引领我,他让我一天比一天多地了解

经中所说的事和道理.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神

的大能,神的爱.我学习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赞

美 神，坚持读经、灵修、学习祷告在灵里与

神相交，祂改变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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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祂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为了要拿到那5分

100分,我起早趟黑地念书,没有童年少年所应

有的娱乐，停止十年的高考在78年恢复时我已

结婚生女，但我硬是凭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

人的毅力，边工作边自学，后来又到医学进修

二年，从一个药剂员升到要剂士经考试后又晋

升到药剂师，并爬上了医院的利益中心，担任

药剂师的采购，这是肥得出油的肥缺 [从大陆

来的人都知道。]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又来到美国这个

人间天堂,可我发现自已所学所有的在这里毫

无用处.我又从零开始,从说good,morning 开

始学会与别人相处交谈.从被别人支配到我指

挥别人.我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和辛

苦. 

我拜金钱为偶像.十年里,我为了多挣钱,做两

份工,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每星期做六天至七

天,我沒有时间看报纸,看电视更沒有时间探

亲访友,累得是一身的病痛,我常感叹这那里

是人在生活,根本是一台机器在运转. 

自从我成了基督徒后,我发现自巳从前所做的

都是无益的.传道书5.15“他怎样从母胎赤身

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

中分毫不能带去.2.16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

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1.18因为多有智慧,就

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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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变我的脾气. 

我感谢天父賜给我一个聪明的头脑.对事和物

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敏捷的反应力.于是乎我对

凡事爱多嘴,得理不饶人,常常为一点无关紧

要的事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为自己一点点成就

骑傲自满,为所谓的尊严沒被重視而生气. 

歌罗西书3:12一14"所以你们即是神的选民,

聖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憐悯.恩慈,谦虛.温柔.

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

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铙恕了你们,你们也要

怎样铙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

就是联络全德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

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

彼此教导,亙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神

的话影响了我,聖灵的帮助改变了我.凡事不

再那样地冲动,努力把住自已的舌头,愿说出

的话是造就有益人的.我也学会了感恩,从前

对天空太阳星星花草树木空气等是那样地漠

然,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的.现在我会为

太阳星星月亮还在天上感谢神,为花草树木感

谢神,为还能呼吸到空气感谢神.为自己能住

在一幢大房子内感谢神,为这大房子坐落在佳

美之地感谢 神,我更为父神送给我三个健康

活泼可爱的孙子孙女感谢神.这是阿爸父送给

我的珍贵礼物是我的产业.我要用神的话神的

爱来教导他们,并略有成效.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大孙子matthew二岁時,有

一天在荡秋千,他突然对我说奶奶我听到 GOD

在说话.第二个孙女ELLIE发音的第一个词就 

                                       



是阿门(希伯来文表示就是怎样或希望会这样,

也可以译成诚心诚意.)第三个孙子Michael学

会的第一个单词是谢谢(感恩的心).他们兄弟

姐弟之间学会互相让与爱,学会赞美神.我现

在很安心地在这里照看三个孩子.不再为名为

利为权而伤脑筋.我把常能听道,学习聖经作

为最美好地享受。 

神的恩典够我用.三十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工

作,也可以称为职业妇女.可是现在我己很乐

意当起奶奶这个职称.为了让女儿女婿安心工

作(药剂师.治疗师)每天接触的都是肢体软弱

需要关怀的人，在他们的崗位上送给病人主的

爱传扬主的名.我分担了大部分的家务,还在

屋后的园子里开垦了一片菜园.每当春秋季节

是春意盎然瓜果满园.是父神给了我健康的身

体和充沛的精力.感谢主,我有坐骨神经痛二

十多年,晚上不能好好地睡觉,经常要半夜起

来贴伤湿膏.二年多前的一次小组敬拜赞美,

一位牧师为我的右边坐骨神经作按手祷告,因

主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至今沒再痛过.今年的

特会牧师再次为我的左边坐骨神经按手祷告,

结果又好到现在. 

马太福音21:22"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

信就必得到应允."   我有严重的颈椎炎,头

颈只能45度搖摆,在特会前的几天,我的颈椎

炎又发作,颈部硬梆梆的不能往后仰人非常地

不舒服.我害怕无法去参加,于是我就向神祷

告,求神医治我.因为我特想参加特会,一.带

着受教的心去听道,希望聖灵再次充满我,为

灵命的成长吸收更多灵粮. 

 

二.为自己左坐骨神经痛得医治.结果在特会

的当天我的颈项就完会好了.感谢主,一切荣

耀归与主.聖灵就象一个Gentleman,当你平平

安安一切都正常时,他就在你旁边安静地看着

你,但当你有问题时他就给你即时的帮助. 

我本计划今年九月回中国大陆一个月.参观世

博会,游览江南风景,回故乡探亲访友多美好

的计划.可是在成行前想到要有一个月看不到

我三个宝贵孙子孙女,又想到当他们长大我要

离开他们自已一个人去过日子,不再被人所需

要,一陣的失落,情诸是低落到谷底.这时耳边

就响起乐曲,连着几天都是这样,我不明白.主

内一位姐妹建议我去诗歌本中去找,在一百多

首赞美歌中三两下就找到这乐曲所出之处."

主是我力量,患难中的力量.主是我的帮助,随

时的帮助.主是我的避难所,坚固的避难所."

聖灵就是这样通过一句经文,一题歌一件事来

启示你,帮助你.让你真正感受到神就是与你

同在. 

得着他赐给的喜乐和平安.得着永生的生命.  

1十1=2 就那么筒单.只要信就称为义,只要信

就赐给你神儿子的权柄我感谢神让我生命更

有意义更精彩.愿一切的赞美、歌颂、荣耀，

归与三位一体的真神,聖父聖子聖灵...阿门. 橙郡教会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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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素文 

 

    2010 年 3 月我从中国长春市来美国纽约，

到女儿张健家，四月初我女儿朋友来家里开

Party，偶然提到去教会听讲课，我当时毫无怀

疑地答应了。到教会初到慕道班学习。多次大

会小会牧师的讲课，慢慢的对有 神的观念就

有所开导。 

 

    于九月份去福音营活动，更进一步地提高

了认识、相信主耶稣就是上帝，当时在会上在

姐妹们的鼓励下，我毅然地上台决志信主了。

我要非常感谢我女儿的朋友梅笑辉、祖延鸣夫

妇两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引导和大力的支持，

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这一切归功于主的荣

耀。 

显我为义的 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祢应允我,

我在困苦中，祢曾使我宽广。现在求祢怜恤我,

听我的祷告。( 诗篇 4:1) 

 

亲爱的主，在这陌生的世界里，祢拣选了我，

非常地感谢，有祢神圣的指引，无论何代价，

要忠心忠于荣耀的主。 

    我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和生命

的主，这样我才能知道并体验 神的爱，包括

从自我转向 神，相信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我

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有许多各种各样的需要,

有的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有的是我们根本没

有可能解决的，很自然地，我们现在认识了神, 

10 

 

是我们的天父，可以从祂那里得到帮助，向神

祷告祈求，向 神所要。 

 

    不过，对初信主的人，我有时对 神的恩 

典认识有点迟钝，所以就应当多点亲近主，慢

慢地就会敏感了，就是撇开生活上的恩典不

说，单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和死中，得到神的

解救、赦免了我的罪，反倒成为 神的儿女，

这样的事情就使得我感谢不尽了。我已认识了

救恩, 我必定不会停止我对主的感谢。在我人

生的每一个台阶，都有主的帮助、保守和勉励

我,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的路。主啊!

求祢赐给我一切的祝福，我恭恭敬敬地仰望祢,

一直行在祢的话语上，使我成为 神喜悦的人.

我深信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和患难，能使我

和 神的爱隔离。 

   荣耀的主，我欣然向祢献上自己，一生一

世脚步不离，都当谦卑向主敬拜，哈利路亚。 

 

    我的见证：见证其目的，是赞美主的荣耀,

从父而来的恩典，让我张开口，举起手，向永

生之主称谢! 

    我读圣经开始的很晚，读的时间又不多。

凭感受和知觉就有所体验。从圣经的每一章节, 

每一句话，意义深奥，内容丰富，值得我一辈

子阅读和背诵的，每逢静念，熟思的时候，想

到主是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知道了世上的一 

                                     



切都是 神的荣耀和恩典。所以，简单地从科

学理论来认识，平常看不见摸不到的，比如：

指南针一直指着南北方向，看不出什么力量使

它这样，必定有一种磁力在吸引着它。再有电

的事实，那一位科学家见过电呢? 可是它却看 

出物体的力量所发生的效果，一按电钮，电铃 

就响了，难道你看过电吗? 

    所以，由效果推到原因，我们可以承认有

些没形没像的事物，确实存在，又像又不可知

觉，这个事实，可以断言， 神的圣灵在主宰，

主耶稣在世上人们中间的恩典。 

 

    九月初我参加福音营活动，是我永生难忘

的经历：使我开始改变了人生，我原来是不信 

神的，带着这种念头去的，开始觉得很不习惯,

初次和弟兄姊妹再一起有些感到自卑，恐怕他

们认为我能信神吗? 全然不是! 在一些姐妹们 

的帮助下，刘牧师在大会上多次的讲课，真实

感动人，当时似乎像 神在推动我的内心，慢 

慢地打开我的心门，相信了 神真是上帝。特

别巧遇美惠姐妹，带我在附近参加了妇女查经

(祷告会)，每星期三姐妹们相聚在一起，读圣

经、唱诗歌、相互祷告，对圣经每一章节逐一

的讨论，增加了我的知识，这一切对我充满了

信主的念头，尤其是唱每一首诗歌，都是表达

了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神的基督、荣耀的主。

我很愿意唱，唱出的每一音符都化为赞美之

泉，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的心向 神敞开， 

神的爱拥抱着我,使我充满天乐、充满我心，我

愿意跟随耶稣。 

    在教会的环境里，使我懂得做人的道理。

当看到弟兄姐妹间的亲切、热情、相互关照，

遇事相互谦让，深深地感动了我，多年来养成

性格急躁、遇事不冷静，有理不饶人的表现，

同志们在某些事情上伤害了我，做错了事，我

设法想回击他。对待家人，要求一切顺从我的

意思去做，否则就冷言冷语的责备，表现的很

庸俗，个性求 神更新我。 

 

    学习圣经，使我懂得了对人要学会宽容,

忍耐，要善意的对人；如果对方做错了事，是 

他有罪。反过来你不谅解，去报复他，岂不你

自己也是罪人吗? 主耶稣牺牲自己，神的独生

爱子的死，挽救世上人的灵魂，进入永生，这

是何等地荣耀啊!  

  

腓力比书 4: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要的告诉神。” 

 

    从我现实的生活中，我又认为属灵的世界

离我太遥远，不知如何才能重新，我从无神，

认识到有 神，是很艰难的过程，是 180 度大

转变。 当我凭着自己思想 诗歌中一段唱到：

“当我生活世人中间，我就不觉自己亏欠，只

觉自己如何奋勉，如何向前……。” 所以我

在福音营聚会上，毅然决志信主了，迈向我人

生的新道路。十月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表明与

主同死同复活，从今到永远。 

主耶稣拣选了我，我心快乐。耶稣救我，我心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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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 人 信 主 
                                                                        阎秀军  

 

    基督徒的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要传福

音，引人信主。我从信主开始到第一次引人信

主，大约经历了五年的时间。我来自于中国大

陆,我可以教自己的孩子信主，但是就是不知如

何开口对旁人去传福音。记得有一次听道，牧

者讲：「如果你是基督徒，从来没有带一个人

信主，那么你就不是合格的基督徒」。是啊!

想想自己，受洗已这么多年，没有带朋友来教

会，就更别说引人信主了，真是很惭愧呀! 记

得陆宁馨长老曾对我说：「秀军，神不仅医治

了妳的身体，同时 神祝福你，而且要大大地

使用妳。」    

 

    今年秋天，我们教会秀华姐妹的侄女---- 

斐智(住在维吉尼亚州)被诊断为乳癌，秀华知

道是神医治了我的乳癌，我有着美好的见证，

让我打电话去安慰她的侄女，我很愿意去帮助

那些和我有着相同经历病患的朋友，我也愿意

把我的见证分享与这些朋友。经上说：「我们

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 神

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林

后 1:4) 

 就这样我们的友情 (也可谓姐妹情)从电

话中建立起来，我在电话中不断提到教会、提

到 神的爱、提到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

有一次，当挂断电话后，我忽然感到我为什么

不在电话里为她祷告呢 ? 第二天我又打给她

电话：「斐智，我想为妳的病，在电话里为妳

祷告，可以吗? 」 她说：「好呀!」我开始在

电话上第一次为她祷告，情到深处，我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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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面颊流下，而来自于神的话语却异常流

畅； 神说：「要得人如得鱼」。当我即将结

束祷告时，我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斐

智却先声夺我，说出“阿门 ”。真是感谢 神，

神的力量已感动了她，过后的日子里，我就不

断地想，我为什么不帮助她作决志的祷告呢 ? 

因为我忽然记着，当初我发现自己身患疾病也

是迟迟没有信主。 

施晓昂弟兄对我说：「有一个人在大海里快淹

死了，他只大喊“主，救救我”，其实主耶稣

救他的船就停在他身边，可他就不登船。」现

在的斐智和当初的我多么相似呀 ! 我又打电

话给她，我提到为她作决志祷告，她接受了，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帮助朋友作决志祷告，虽然

并不是那么规范，但我记忆犹新地记得，她说

她愿意接受主耶稣为她一生的救主。谢谢主，

我们 神的家庭又多了一位姐妹，我自己也非

常感动，为了坚固她的信心，我又请 Melody

姐妹打电话给她、Susan 姐妹打电话给她再次

决志。这时，我才明白陆长老曾对我说， 神

要大大地使用我了。   

 

    感谢神，因为 神是大能的 神，让一切所

信祂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福音从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神

是大能的医生，在人不可能的事，在神看来就

行。「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因為 神凡

事都能。」( 可 10:27 )  

愿 神的大能、大爱、医治斐智，引领我们出

黑暗，入光明，活在永生的国度。   

 



                                   我的心变大了 
                                                                                                  李娜 

 

        我的先生曹方因为美国的经济萧条失业了.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我一直没有告

诉她.先生在家呆了二十二个月后,就在失业救济金结束的第二天,神赐给了他新的工

作,使我们的收入一天都没有中断,神的安排真是太奇妙了.我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母亲,

我先生要回国工作的消息,同时也讲了先生失业的事.她听了十分惊讶地说: “你今年

春节回来看我时,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你有心事呢?这么大的事,你一点都不担心害怕

吗?” 然后感叹到: “你的心可真大啊!” 

 

         我的心真的是变大了.记得以前的我可不是这样.遇事总是思前想后,拿不起放不

下,对未发生的事情设有多种假设幻想,然后就是担心忧虑害怕.先生说我:「想的都

是没影的事,自己吓唬自己. 」自从主耶稣基督把我带到祂的面前,使我认识祂,成为

了祂的儿女,祂住进了我的心里,我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 

 

        一九九六年我怀了我的女儿 ESTHER, 因为是前置胎盘, 所以从怀孕第三个月

起,我就要躺在床上保胎,不能活动,就是这样万般小心,还是不断地发生大出血,多次

住进医院,胎儿随时都有危险.当时我只有借着祷告把心里的一切害怕担心告诉神,求

神拿掉我心里那些不必要的担忧. 这样我的心里就只剩下平安和喜乐了,充满了对女

儿出生的美好盼望.女儿出生了,虽然早产了两个月,只有四磅,但是很健康可爱.我虽

然大出血又做了手术,但是经过输血,康复的也很快.我知道这都是神在时时地看顾着

我们母女. 

      二零零九年我先生失业了.我当时没有恐惧惊慌.因为我知道我们人的一切都在神

的掌管之中,神是爱我们的,祂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当天晚上,我和先生手拉着手向                                                                                                                                            

神祷告,我们求神，平静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然后我就无忧无虑地入睡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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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是陈品真弟兄讲道,他让我们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

章第十三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

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当我读到这里,眼泪差一点儿流出来.我感到了这是神在对我讲话.祂的话给了我勇气,

有神在,我还怕什么呢?  

二十二个月后,在先生完成了他的发明和专利申请之事,神就紧接着赐给了他一个新

的工作.一切安排都是那么的适时.使我看到了神的大能和奇妙.让我经历了神的大爱

和信实.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接受祂为我们的救主,神和神的话语就会不断地涤荡我们

心中的忧虑,悲伤,恐惧,烦恼,虚荣,嫉妒,仇恨……等等一切属世的杂念,我们的心胸也

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大得能包容一切,大得能化解一切,大得连我们自己都会发出惊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好见证蒙主祝福         
                                                                                                                                        裴克  高芳 
 

    我们这个蒙神喜悦的小教会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一

路的引领和同在，更祈求我们的神在今后的教会成长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指引和祝

福。 

    对我们这个家和我个人来说，这一路更是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和祝福。首先是

神对我们这个用音乐来为主工作的‘’更美的家乡‘’ 音乐事工团队充满了神的同在和

祝福。我们这个团队在北美地区的音乐演出和音乐布道已经有十年的事奉时间. 

 

    三年以前由我开始的圣经诗歌的创作也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经文诗歌已创作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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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首，第三盘CD也已出版，并将不久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发行，第四盘CD的录音 

准备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在北美多年的巡演后，我们从去年开始把我们的经文诗

歌和音乐布道会也带进中国大陆，让更多的中国人从音乐中听到神的话语，所到之

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在带给各教会美好音乐和圣经经文的同时，还带领众多

的人举手决志信主。 

 

    看到我们辛苦的付出能结出果子，真是我们心里最大的安慰，神也保守我每一

次路途中能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为主歌唱。至今我们已去过北京，上海，

沈阳，长春，秦皇岛，成都，温州，厦门，深圳，香港。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和

温州的教会合作，并以其为基地，开办音乐训练课程，面向全国各教会的音乐同

工，课程包括，合唱指挥，钢琴伴奏，声乐演唱等大陆教会极缺的同工。 

 

    我们把这一切都完完全全的归功于我们的神，心中充满了感恩和赞美，并不断

地祷告神，求祂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蒙 神的保守，我们家的另一半高芳也能全力支持我所做的事工，在我外出期间

把家这个大后方安排的井井有条，使我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神的事工上。我们的儿

子也已大学二年级，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他也能寻求神的帮助和安慰。                                                                   

我也要衷心的感谢我们教会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音乐事工所付出的祷告和支

持。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们同心向我们的神祈求，求神继续保守看顾我们全家各

样的需求和身体的康健。保守看顾我们的音乐事工，更保守看顾我们的教会。]我

们感谢神，让我们在ＯＲＡＮＧＥ ＣＯＵＮＴＹ能有一个神的家，有这么多亲爱

的弟兄姊妹互相帮助互相关爱，有一个地方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能在这片土地上传

扬主的福音，为主作见证。我们要把今后的工作做的更好，作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

徒，满心欢喜的等候主的再来。愿荣耀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裴克，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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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ptismal Testimony 
                                                                                                                     Amy Wang (14 Yr) 

      

 

              My name is Amy Wang and I’d like to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testimony with you.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share what I believe and my faith. I believe I 

am a sinner, and I am not righteous in God's standard. 

 

 When I began to attend the teenage youth group, I learned about how Jesus died for our 

sins and about eternal life. I began to learn more and my faith grew stronger. Throughout the 

years, that I have spent reading the bible. There were a few verses that have stayed with me and 

reminded  me of God’s  love and gift to us.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Romans 3:23. “For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but the gift of God is eternal life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Romans 6:23. Romans 

10:9-10. “That if you confess with your mouth the Lord Jesus and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has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you will be saved. For with the heart one believes into 

righteousness, and with the mouth confession is made into salvation.” 

   

 No matter what time, day or night, if I needed to comfort myself, I would pray to God.  

Whether it was a small task or an important audition, I would always pray knowing that He 

would be always beside me and helping me. I’d pray for my family to stay healthy when we 

were ill. Regardless of the circumstances, I knew in my heart that God was guiding me every 

second of my life and that he had a plan for all of us including myself. Before going to sleep or if 

I was ever scared, God has given me the strength to move on and overcome my fears. The 

comfort I received from God is incomparable to anything and even if we are not perfect, I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to be the best person God hoped we would be.  

 

 At the age of eight, my mother was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During the most 

devastating events of my life, God has allowed me to become a stronger person. When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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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my family was distraught and at that point in time, I felt that 

 I had lost my reason to go on. But then even if I hadn’t really understoo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I learned and had begun to realize that God would never leave me and He could save my 

mother and thus, God had become my hope. Throughout this time, my family and I would pray 

for my mom to get better. Yet, even if we were at our all time low, we never stopped praying and 

giving up hope and thankfully, God saved her and she did eventually get better. Nonetheless, 

whenever I have the chance, I would pray and thank God for giving my mother another chance 

and deep down, I knew that it was God‘s power that saved her. When she has a doctor’s  

appointment to see if she’s maintaining a healthy status, we would all pray. Thankfully to this 

day, nothing has gone wrong.         

 

 I trust and have faith in God my savior. As we all understand as children of God we are 

all family and God shows his love toward us so we may love onto others. Throughout my entire 

life, I will continuously thank Him and further do my best 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and enhance 

my connection with God.          

 

 Since I am given this opportunit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parents, and my little sister 

Eileen for their support. I extend my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all my friends at church and 

those who have guided me throughout my life ther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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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we can help my mom fight cancer with God      

                                            Eileen Wang (10 Yr)       

                                                                   

  A few years ago when I was only four years old .My mom was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 .This was a huge shock to my family 

especially to my mom. Every time I saw my mom I would cry because she 

had an IV fluid in her arm that would make me sad. My dad told me and my 

sister to make my mom feel better and comfort her all we could. We would 

give her big hugs and pray to God that my mom would be okay and she 

would get better. Even people from our church prayed for her and were so 

caring. They would come over and make my family very yummy food too.  

Many people babysat me and my sister. My neighbor Alena’s mom 

would drop me off and pick me up at school all the time. When the time 

came for my mom to get treatment me and my sister could not go so we 

stayed at Sandy and Joan’s house. Whenever I wanted my mom they 

would comfort me.  

My mom stood strong until the very end but in the end it was all 

worth it. Cancer did not stop my mom from believing in god so it should not 

stop anyone. Thanks to God today my mom is cancer free and back to her 

job! 

                                            THANKS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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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ter to God 

 
 

 

 

 

Dear God, 

 Thank you for all the things you have done for me. Thank you for my 

family because they have supported me for a long ti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hrough school. Finally, thank you for saving us all by sending 

your only son Jesus. 

 Last year, when I was in 5
th

 grade, you helped me a lot. I made it into the 

school geography bee. I prayed to you the day before the bee asking you to 

help me do well. On the day, I was very nervous but you helped me win. 

 This year, in 6
th

 grade, I was chos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geography bee 

again. Just like last year, I prayed to you. Even though I didn’t win this year I 

knew that you had something better for me. 

 From these two very different years, I have learned a lot. In 5
th
 grade, I 

learned that winning is good but you shouldn’t be arrogant. This year, I 

learned that losing is not fatal and you should get over it.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these important lessons. Next year, I will try again with a new 

attitude. 

-Jesse Shih (11 y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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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With God                            
                                                                         

 Nuomin Huang 
 

God has touched me in so many ways in my life.  He is always there for me, 

protecting me, loving me, and helping me walk through my everyday life.  I cannot even 

begin to count the number of times Jesus had helped me achieve my goals, or gave me 

new opportunities.  But the most incredible part is,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I sin 

against Him, He loves me just the same and is willing to forgive me.  

 

This year is my first year of high school.  I have never imagined of being so busy 

in high school.  There seems to be endless homework, test, quizzes, projects and more.  I 

struggle to read the Bible daily with the lack of time I have everyday, but I try to make up 

the reading on weekends.  I have learned that bible reading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s not just learning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it’s how God is speaking to you.   

Recently, I have not been doing so well in school.  I’ve been nervous about my grades, 

college, the SAT’s, my friends, and other things as well.  I found myself worrying at 

night and at school about everything.  But one night while Bible studying with my mom, 

we read Matthew Chapter 6.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Jesus was preaching to the 

people that they should not worry so much, God knows what they need and He will 

provide for them.  The verse that really spoke to me was verse 34, “So do not worry 

about tomorrow; for tomorrow will care for itself. Each day has enough trouble of its 

own.”  I felt like God was telling me to stop stressing out about everything and live life 

day by day, He has everything in control and He will provide for me.   

 

God is an amazing God.  He is the one and only true God.  He loves us all so 

much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Jesus, to die for our sins. He is our Father, and our best 

friend.  I’m so thankful for all that he has done for me. I love Jesus, and this is my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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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Lord             

 

Every day I can feel God working in my life, and every now and then, 

I like to thank Him for everything, for making me who I am. First of all, 

thank you God for my mom and dad who will always be there to support me 

and remind me often that you should always come first. Thanks for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best friends that anyone could ask for. Thank you 

for my friends, for the great experiences they add to my life, although 

sometimes I wish we could all know you better.    

 Thank you for our church in Monroe, NY, for the people that share 

the praise, for the lessons, and for the day that will forever be the anchor of 

my week. Thanks for guiding me through these four years of high school, for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 know they are all successes that keep my vision 

straight. I trust that you will help me again for the next four.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se talents, to play and enjoy music and to 

feel the rush of wind while sprinting on a tennis court or skiing down a 

snowy mountain. Thanks for the little victories that are part of your grander 

scheme. Whether it was those extra points, that extra “lucky” guess, or that 

extra try, I will always know someone is up there directing the play. And 

thank you God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have granted m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Josh 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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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inspired me through Music 

                Nancy Song 

 

“Now faith is being sure of what we 

hope for and certain of what we do not 

see.” (Hebrews 11:1) 

This verse explains that faith is 

an essence that lives within ourselves 

and grows as we become closer to God. 

A time during which my faith in God 

helped me immensely was when I was 

preparing my level six NYSSMA solo in 

May 2010. That particular NYSSMA 

festival was important to me in that it 

would decide whether or not I would be 

invited to attend the prestigious All-State 

music festival that December. 

 I bega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in the fourth grade at my 

elementary school, and began taking 

private lessons the following year with 

Ms. Theresa Gao. It was definitely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as I had previously 

studied the piano for two years. Learning 

to play a different instrument opened up 

a new path that I was willing to walk. 

Although I was eager to take up a new 

pastime then, I did not think much about 

how music would impact my life late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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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the next few years, I practiced the 

violin without hardly any passion, in a 

state of complacency.  

 While I was a student at Monroe-

Woodbury Middle School, my parents 

began taking my little sister and me to 

church on a regular basis. That was the 

most life changing event happened to me 

so far. We were able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God while we were young and our 

minds impressionable. In April 2008, I 

became closer to God by getting 

baptized. At that point in my life, I truly 

believed in Him and that I could rely on 

him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t school, I 

met several talented musicians who were 

my age and realized how far one could 

go if he tried his best and surpassed his 

expectations. Inspiration flooded my 

heart and I sought to become a 

performer in the musical arts more than 

someone who simply practiced sheet 

music without thinking. Using the 

Internet’s endles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 introduced myself to multiple 

composers,      famous    violinists,    and  

 



several styles of music. I became 

familiar   with   many   violin  concertos, 

some  of   which  I  would  later  practice 

in lessons or on my own. What helped 

me the most was watching other 

violinists perform various pieces of 

violin repertoire because it gave m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usic. Taking in all 

of this knowledge, I approached playing 

the violin with a different attitude and 

greatly improved within the course of 

those few years. 

 In spite of the hard work and 

time I put into practicing music, I often 

became nervous during recitals and 

auditions. Before each performance, I 

would pray. I would tell God that I was 

feeling anxious and ask Him to help me. 

For the NYSSMA festival held in May 

2010, I was especially nervous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year in which I qualified 

for the All-State music festival held in 

Rochester, New York; only the best high 

school juniors and seniors in the state 

could compete for a spot in one of its 

several performing groups. Since I had 

practiced my solo for over a year, I was 

very determined to give my best 

performance. I, however, made a few 

minor mistakes and became worried that  

 

 

my score would be less than a 100. But I  

realized that I had prayed earlier, and 

that if I put all of my faith in God, 

everything would be alright. 

Subsequently, my orchestra teacher 

showed me my score sheet, which bore a 

100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I thanked 

God for not failing me and giv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ll-State. 

 Ultimately, I succeeded because 

of my faith in God. By resting my fate in 

His hands, I became closer to God and 

he was able to help me when I needed it 

the most. I am thankful to God for 

blessing me with musical talent, and for 

that, I serve Him by playing music in 

church. I am most grateful for having 

gotten the chance to be in the top music 

festival of the entire state. The supports I 

got from my family, especially from my 

mom helped me, and I could not have 

made much progress without Ms. Gao’s 

instruction and encouragement. It proves 

that having faith in God can allow 

miracles to happen. 

“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He makes me to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He leads me beside the 

still waters. He restores my soul; He 

leads me in the paths of righteousness 

For His name’s sake. ” (Psalm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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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mond Shih                  Feb. 2011 

“It is a good thing to give thanks unto the Lord and make music to your name…” 

(Psalm 92:1) I want to thank God for always being beside me. Ever since I was baptized, I have 

been feeling more peaceful in my heart. I thank God for helping me have a smooth transition to 

a new high school; I thank God for keeping me healthy during all my important exams (I used to 

get sick every time I had a big exam); I thank God for uniting my family after three years of 

separation; I thank God for blessing me with such a complete loving family; I thank God for 

making me who I am; I thank God for helping me to never lose sight of my dreams.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with all my heart; I will tell of all your wonders. I will be glad and rejoice in you; I 

will sing praise to your name, O Most High.” (Psalm 9:1-2) 

When I was six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from Brooklyn to Monroe, New York.  My 

parents brought us—my sister and I to the Chinese Christian Bible Study group where I met 

many of my friends.  Every Friday night while the adults were “study” the Bible, we the children 

also had a good time.  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Jesus Christ and the Bible stories.   My parents 

were baptized soon after the church was founded.  From that point on, I became a Christian, 

and in ninth grade, I was baptized. My first teacher, Mr. Joseph Shih really taught me how to 

become a good Christian.  I learned many morals from the Bible on how to live a good life in 

Christ.  Jesus teaches us two most important morals in our life: 1: fear the God and 2: love the 

others the ways you like to be loved. 

Knowing these morals and ways to act lead me to be able to succeed in school and other 

activities.   I  learned that everyone has sinned and the only way to heaven is to believ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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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Christ is the only savior.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John 3:16) . 

Prayer is a crucial part of my life.  I feel that it calms me down and brings a sense of 

peace to my heart every time I pray to God.  I have never stopped praying daily before going to 

bed. Although sometimes I think that God does not listen to my prayers, I still pray, and I know 

that He actually does listen.  If everything I want were to happen when I pray, then I would be 

god.  I cannot just rely on asking God to give me what I want.  Thus, I realized that I need to 

work hard out of my own effort to succeed; God is there to guide me along the way and reward 

me for my efforts.  

Even after watching more and more of my friends stop coming to church as they get 

older, I still try to attend church every week.  A part of my conscience bothers me when I miss 

church.  I plan to continue worshipping God even in college by joining Christian bible study 

groups and going to church. 

Having and believing that God is always there and watching down on me is really a great 

comfort to my life.  “…But if anybody does sin, we have one who speaks to the Father in our 

defense—Jesus Christ, the Righteous One.  He is the atoning sacrifice for our sins, and not 

only for ours but also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 (1 John 2:1-2)  I also would like to 

proclaim to the world that I am a Christian and believe that Jesus Christ is my only savior.  In 

this way, I will be able to strengthen up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know that all my sins will 

be forgiven.  Prais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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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 Ko 
  
 
       This school year has been extremely difficult on me, and for reasons I 

cannot really explain. Perhaps, “this is my junior year” and I’m supposed to be 

stressed out.  I’m not  sure if that is it , but that excuse  seems to work for 

everyone else. And being able to write this testimony and say that I have never 

felt closer to God would be completely false.  In fact, it’s quite the opposite. 

Lately, I have never felt so distant from Him.  People normally would not start 

off by saying that, but I feel as if I am being honest. This is my first time being 

asked to write a testimony, so I wasn’t sure what to write at first. 

 

 Before my baptism, I was somewhere in middle school. In middle school, 

I guess that’s when I began having a hard time. I can easily tell you that middle 

school was not the best time of my life. Before middle school, you never really 

experienced any judgment. During my time here, I first started to question who 

I was. My appearance began to change, and so did my mindset.  If you walked 

down the hallways, everybody was  dressed in all Abercrombie and had a face 

full of makeup.  And if you did not look or act like everybody else, you didn’t 

really fit in.   Looking back now, I wish I never thought I had to change.  As I 

transitioned into high school, I realized that  the quality of  a person did not 

depend on what kind of clothes they wore, or what group of friends they have. 

I know now that making changes to myself to were stupid because I had friends 

and family who loved me for who I was on the inside. 

       

       I’m sure many of my friends can relate to this fact.  We all have  the 

stereotypical “Asian parents.”  This comes with a pressure to be the best. So 

making mistakes is not an option.  I feel like I’m not  allowed to ask for help. 

Because we were raised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we could do anything, asking 

for help would undermine everything that was instilled in us. I know sometimes 

at church, when I’m asked to play piano,  I act as if it’s  a unpleasant task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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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But the truth is, I’m scared. Even after I’ve played so many times,  

every time is like the first. I’m scared of making a mistake, and disappointing 

somebody, God especially.  So asking God for help is difficult. But God wants 

us to ask him for help.  

 

 One of my favorite times of year is when I go to  Hofstra University for 

New York Summer Conference.  I can honesty say I love  being there and my 

faith in God is renewed every time I go.  Every year,  I make wonderful new 

friends so I’ve become very close to. We relate very well, and we aren’t afraid 

to be Christian there.  I always  remember the day after Hofstra,  I’ll have a 

music binge and listen to the songs we sang there nonstop. I wish it wasn’t only 

at and after Hofstra that we would have that “emotional high”  and try to act 

like “Christian-like”. Sometimes I wish I would never have to leave Hofstra. But 

unfortunately, we have to return to reality sometime.  

 

 This testimony is kind of scattered, because  I’m writing this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days.  Well, today was a really bad day.  I was just angry at 

every single person I talked to, nobody understood me at all. I didn’t feel like 

talking to anybody, because that would just make me angry. So I was moping 

around, and looking through everything in my room. I came across this old book 

that I used to read everyday, but regrettably,  stopped a while ago. This book 

was given to me at my baptism.  It’s a book that  has a different message for 

each day of the year.  Weirdly enough, for every day that I used to read it,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the message would always relate to the day I was having.  

Of course, the message today was abandonment.  And that was exactly how I 

felt. I felt distant from everybody. I felt abandoned by my friends, and by God.  

The passage told me not to feel neglected, because God is always with u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day,  I smiled. It’s a bit frightening how accurate,  yet 

helpful the book alway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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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it’s been many years since my baptism. Things have changed, and                                                                      

thing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everyday.  Things are not black and white 

anymore, or as simple as they should be. Your baptism day is supposed to be 

the day where your life turns around. I’m sorry to say that isn’t exactly true.  

Maybe  it was true at first,  but I still  have a lot of growing to do, as does 

everybody else.  Since that day, the meaning of baptism started changing to 

me, and became more complex.  It wasn’t just about believing in God or doing 

“good things“ anymore. It is about  putting all your faith in Him, trusting that 

he will be here always, and trying to live your life for Him and being as close to 

Christ as possible. We are all children of God.  But we are all human also. As 

humans,  we are  innately selfish.  We don’t  want to give up ourselves for 

someone else.  So that is why we must learn to be like Christ. 

 

 Hopefully,  I’ve shared a bit from my life. I remember being asked to 

write a testimony a couple of weeks ago. My initial reaction was confusion. I 

didn’t know what to write about.  I don’t have any life changing stories. The 

things I’ve been through, it’s different than going through whatever everyone 

else writes. Usually,  adults  are writing testimonie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through more things.  But my life has just begun. And unfortunately, I’m still 

stuck as a teenager.  It may not seem like it,  but teenagers go through a lot 

and it’s a very difficult time sometimes. I initially saw writing a testimony as a 

chore – or  just an annoying thing I would have to get through.  When in fact, 

writing this  testimony couldn’t have come at a better time.  I’m thankful to 

have  been able to write this because  I have realized that I have so much to 

thank God for.  

 

 One day,  I will be able to tell a great life changing story. Because of 

God, I have hope.  For myself, for others,  and for the future. Everyday is a 

blessing, and sometimes we don’t realize this. Although we forget sometimes, 

we should always appreciate what God has given us. God is always look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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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us. I have experienced this firsthand. Because of God, I feel as if I’ve been  

successful in many things. And I’m sure everybody has written something about 

doing well in violin and piano  because God has helped them,  so I won‘t talk 

about that. I know he is always looking out for me; from when I’m preparing for 

tests in school, to helping others, to even ( as silly as this sounds ),  giving me 

snow days from school so I can catch up on work .  

 

 Time goes by so quickly, and it’s a scary thought.  Pretty soon, I will be 

off to college and paving down the road for my future. I constantly worry about 

what will happen. But I know that I will be okay.  God will be with m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he will take care of me.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and my shield; my heart trusts in him, and I am 

helped. My heart leaps for joy and I will give thanks to him in song. The LORD is 

the strength of his people,  a fortress of salvation for his anointed one.  Save 

your  people and bless your  inheritance;  be their shepherd and carry them 

forever." - Psalm 2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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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

祂不熄滅”    (賽 42:5 )   

Hallelujia ！感謝主, 讚美主, 我雖然行過

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到遇害‧因為祢與

我同在. 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詩

23:4) 回顧這一年多來 ( 8/2009 -11/2010) 

是我生命中最不平凡的一年, ( 每三個月

由 NY-SFO 飛來飛去在 UCSF 做 MRI，

PET Scan 檢查)。 神的恩典數算不盡 ,我

心滿了感恩，祂用慈繩愛索牽引著我，走

出低谷的山崖飛躍到高崗上,使我重新得

力、如鷹展翅上騰，是我屬靈生命經歷 神

得勝的實際，最豐盛的一年。   

 

   神真是一位奇妙的策士,祂為我一步一

步的安排妥當 ,帶領我的女兒 Grace 在

Sanfrancisco Fremont 工作，住的 apartment , 

就在教會附近,藉著去檢查的那段日子, 去

參加他們教會一系列的教導課程 (內在生

活的操練) 得到靈糧的供應。這三、四年

來Jenny 姊妹經常帶江牧師的講道信息的

tape 來給我們聽，我心響往 到江牧師教會

學習，好好的裝備自己，沒想到我果真的

去了。神的帶領真是奇妙。去年九月中有

一天在晨更時我禱告問神究竟該去那一個

教會? (在 Fremont 這個城市就有十幾個中

國教會) 沒想到剛禱告完，就接到 J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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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的電話，她建議我去江牧師的教會， 

事情就這麼巧合。 

 

    原本我女兒已決定住在 Mountain 

View 那兒租的 Apartment(到教會要半個

多鐘頭)後來改變主意，再 Fremont 租房

子，感謝主!我去教會大約只要十分鐘(2.1

哩) 祂為我預備的事最美好的。感謝 神! 

很多時候我並沒有祈求，神就成全了。”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裏運

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3) 

Hallelujia！感謝神！ 

 

2009 年五月底，我搬了一盆花兒到陽

台曬太陽，第二天背部酸疼 ，以為扭傷 , 

也沒在意，一直到八月初 (8/7-8/9 )這三天 

突然脊椎尾骨疼痛不已 ( 站起來或坐下 ) 

到第四天居然不痛了 ( 那天是主日，一直

至今都是好好的) , 我要見證分享的是，神

藉著這三天的疼痛來告訴我趕快去看醫生 

，否則我還真不知道呢，因此，才去看醫

生，並做了 MRI , CT scan  檢查，診斷的

結果是骨癌 ，由原發性的乳癌復發到脊椎

骨，有三處地方長了小小的腫瘤 。經過

Cyberknife Radiation  治療於今年四月再

次做檢查時癌細胞已經結疤痊癒了。神啊!

我真的看見祢的作為，正如經上所說的， 

 



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

待誰。(羅 9:15 ) 感謝主! 我敬拜祢！ 

   

    在那段治療期間，我仍懷著平安喜樂

的心，仰望主，信靠主 (喜樂的心是良藥、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天天學習開口讚美 

神 (一天三次 ) 抓住 神的應許、禱告、等

候，持續不斷的讚美 神，帶著信心的宣告。 

神啊！祢是我生命的主、我的力量、我的

拯救、祢是醫治一切疾病的 神，主耶穌因

祢受的鞭慯、使我得醫治、因祢受的刑罰

使我得平安。( 賽 53:5 ) 讚美 神！

Hallelujia ！ 

     記得當我得知診斷的結果的那兩天，  

我懼怕、沮喪，所思所想的都是負面的, 我

落在一個軟弱的光景裏，不是那個一向平

安喜樂的我，因為黑暗的權勢籠罩著我，

要把我吞滅；甚至於我先生的安慰都無法

除去我內心深處的恐慌，我哭泣、悲傷、

無助，專注在自我的傷痛裡，一直到第三

天，蒙聖靈引領光照 (要起來爭戰)。 我終

於站起來單單仰望那全能的 神, 我奉主耶

穌基督的聖名、天父上帝的權能,聖靈的大

能、斥責撒但離開，因為主耶穌復活的大

能已經戰勝撒但、戰勝黑暗的權勢、戰勝

一切的疾病，祂是得勝的君王，祂的得勝

就是我的得勝, 耶和華是為我爭戰的大元

帥。一瞬間，平安喜樂又充滿我的心田，

隨即有個意念，在心裡有一句話“神必醫

治、榮耀主名”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裏， 

我不再看所處的環境如何、接受神所量給 

我的環境、以一顆單純的信心定睛在主耶 

 

穌基督的身上，完全的順服 神在我身上做

煉淨的工作,使我成為祂使用的器皿‧把我

自己完全的交託給主，讓神在我身上做主 

掌王權，祂使我經過水火，我確信祂必拯

救我到底。 我把重擔卸給 神，“凡勞苦

擔重擔的人可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得安

息“ (太 11:28 )   

我藏身主裏、等候神的應許。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突然返

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

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賽 55:11 ) 。感謝

主，由於在 Fremont 慕主先鋒教會的操練學

習而使我能在患難中靠主得勝有餘，因為

勝敗不在乎我，乃在乎神 (也感謝弟兄姐

妹同心合一為我代禱，是蒙 神所喜悅的)。 

 

     我相信 神的話、 神的應許,祂向我們

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有位

牧者說過 :【我們若相信、 神必做工‧我

們若不信、連 神也不能做工 ‧祂照著我

們所說的話來待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常常

說信心的話】。 

 

感謝 神！因著這幾年的學習追求內在生

活的真諦，親近 神，過著枝子連於葡萄樹

的生活，在每天的晨更、親進主的同在中,

常常得到神的亮光，把我的老我同釘在十

字架上 ,不斷的被 神修剪、被主改變、被

主潔淨、更新。甚願耶穌基督的柔和、謙

卑‧繼續的一點一滴的做在我的裏面。也

感謝主！常藉著我在服事當中與同工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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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磕磕碰碰的, 當時確實有點兒不高興 

，其實這些都是 神在陶冶、操練、塑造我

這個不完全的人。一切所發生的事不是徒

然的，神的本意本是如此“ 祂必興旺、我 

必衰微”。謝謝主，幫助我在服事中成長。 

  

藉著今年九月中旬到國內旅遊，才有機

會去探望應鑾姐妹在嘉興 (浙江) 的事工， 

並答應在他們教會分享見證 神在我身上 

的醫治大能以及帶領信息分享 ( 信心與

順服 )，給于我很大的激勵，尤其看到他

們那麼渴慕 神 (這些小羊信主一年多，神

真的在國內興起發光，復興教會) 我參加

他們在這三天的特會中(9/30-10/2)看到應

姐妹不但要當馬利亞還要當馬大，實在是

件不容易的事，她真是神忠心良善的僕人,

令我敬佩。 神將大大的祝福他們的教會

“主愛之家”來榮耀主的名。最使我難忘

的是臨行的前一晚 (離開嘉興的歡送會之

愛宴) 他們教會請一位宣教士及我到一家

湖邊飯店吃晚飯,兩家教會歡聚一起，約有

三十幾個人，飯後我們在湖邊的月光下，

圍成一個大圓圈，載歌載舞 "唱一首天上

的歌" (由我帶領) 我們歡喜快樂，沐浴在 

神的愛中，嬉笑聲此起彼落。最後分成兩

組比賽唱詩歌 (由 Mary 帶領) 兄姐們一首

接著一首盡情的唱，真是叫我大開眼界， 

他們能朗朗上口唱那麼多詩歌，令我驚喜

不已。Hallelujia!  感謝主，讚美主! 雖然

在嘉興只有五天四夜的行程，然而卻讓我

受益非淺，所看到的、所領受到的、所學

習到的，令我難忘。我想這也算是一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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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的歷練吧!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ㄧ

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12 :24 ) 感謝主，讚美主，改變了我的生

命、心意更新而變化，賜給我勇氣，一顆

剛強壯膽的心，帶領我敢在人面前，見證

分享神的榮美、把 神所賜給我的安慰、去 

安慰那些跟我同樣遭患難的人，(乳癌患 

著„ )同時向他們傳福音，因著 神的大能 

、神的安慰、以及神在我身上彰顯的作為，

使她們心寧得著很大的平安、而能面臨困

境、倚靠主耶穌成為她們生命的主。我把

一切的榮耀、歸與我們在天上的父 神。 相

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

處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

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我

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做難卻不至失

望” ( 哥後 4:7-8 ) 感謝 神！願頌讚、尊

貴、權柄、榮耀全歸給祢、直到永遠。  

                                                                                                                                       

                          Susan Lin 

   

 

 

 

 

 

 

 

 

 

 



      

                                               

梁陳嫻香 

 

在 2003 年 10 月最後兩個週日下午，北生和我一同到 St. Paul Lutheran Church 借用的課室作崇

拜開始，到 11/2/2003 週日下午正式全體弟兄姊妹和慕道友們一同敬拜我們的父  神，是陸

寧馨長老帶領。 

 

    天父是獨一的真 神，我們的“阿爸父”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祂曾

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彼得前書 1:3 

 

    北生與我在紐約橙郡住了四十二年，從年輕到年老，每一天都在 神保守中過生活，雖

然也有不如意的日子。人是在出生前就有罪，感謝  神的愛，賜給我們祂的獨生愛子耶穌為

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復活，我們只要信，就能除舊得新，現在我們都是有新生命，

但是我們一舉一動都要小心，不要給撒但機會帶領我做 神不喜愛的事。我感謝主耶穌基督

賜我聖靈帶領我每天的生活。 願禱告、讀經、敬拜三位一體的真 神，是我每天主要的事。

神是愛，但同時祂對我們也有很大的期望。 

 

生命中總是有選擇；我要活出 神喜悅的生活,並享受祂的贊同的微笑，親愛的主耶穌，求祢

赦免我的一切罪過，賜我清潔的心，和正直的靈，讓我的餘生行在光明中，成為“阿爸父”

的好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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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美秋 

 

感謝神，信主這幾年間，我得著很多，能成為

神的兒女，是我最大的福份。沒有信主之前，

常為兒女的問題痛苦愁煩，常常感到孤單，事

情還沒有發生就擔心、恐懼、失眠。現在有了

神，祂給了我安全感和依靠，世上有苦難，但

我再無懼怕，因為我現在再不是孤單一人，主

就在我左右，我將我的困難，藉著禱告帶到 神

面前，把心裡的重擔交給 神，心裡就出乎意

外的平安， 神給我一個平常心去面對任何困

難。 

 

約翰福音 16:33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

以放心，我已經勝過了世界。 

彼得前書 5:7將一切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

念你們。 

 

雖然很多時候，我也不能明白 神的心意，但

是 神是愛我的，了解我的需要，也是我們隨

時的幫助。例如：經濟不景氣時，我大女兒工

司裁員，我女兒是其中一個，她是家中的經濟

支柱，心裏感到徬徨。剛在這個時候，我身體

健康出現問題，又沒有醫療保險。小女兒結婚

3 年，左盼右盼才懷孕，四個月就流產。過不

了多久，我媳婦也失業。同一個時間發生很多

事情，我就常問 神啊!為什麼? 為什麼 神容許

事情發生? 覺得 神不再理我了。祂已經給了

我很多，可能祂給我的恩典夠我用了。 

 

希伯來書 13:5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箴言 14:26敬畏耶和華的，大有依靠，祂的兒

女也有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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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 神有祂的計畫在其中。在大女兒失業三

個月，賠償金領完前一個星期，找到一份比以 

前更好的工作。( 因為我女兒作兩份工，所以

不能領失業金_)感謝 神、讚美 神 ! 

 

神愛我，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藉著教會姐

妹 Sandy 的父親，教會弟兄幫助指導，申請到

政府醫療卡，並能及早發現得到醫治。 

                       

現在我小女兒也生了一個漂亮男孩，生活美

滿，雖然我媳婦還沒有找到工作，但她藉著這

個機會上大學讀書，我兒子下班還會幫助作家

務，感謝 神，哈利路亞。 

 

一路在 神的保守看顧下， 神又加添給我，買

到一間滿意的房子，開放家庭為 神使用。 

 

以弗所書 3:20 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

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的。 

 

 神是我隨時的幫助， 神教導我；使我學會了

放下，凡事交託、等候、相信、依靠，還教會

我怎樣愛人，有一種愛叫作被感動， 神用翻

天覆地的愛來感動我。 

 

我常問自己，神對我的愛，世上無人能比，我

能為祢作什麼? 我怎麼才能為祢所用， 神在

我親近祂的時候對我說：將我給妳的愛，分給

需要幫助和需要關心的人。感謝 神，賜給我

一個能愛人的心，我以前很自私，別人對我 



好，我不懂珍惜，也不懂回報，愛得那麼自私， 

自己那裡會開心。感謝 神與我同在，改變我

的心思意念，常常被愛充滿，令我知道感恩是

知足而來，快樂是從滿足而來，雖然物質上看

來我沒有什麼改變，生活上還是經歷困難和試 

 

探，但是有衣有食就當滿足，我們要感謝 神，

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追求世上的物質是無

止境的，金錢也不會帶給我們快樂，心靈滿足

才是最重要的。感謝 神賜我平安喜樂。 

 

這件事情是 神藉著我兩個女兒身上看到的，

嘻嘻! 我小女兒是一個非常自私的人，從來在 

家裡沒有甚麼貢獻，甚至我們生病，叫她陪我

們去看醫生，她都不願意，只顧自己，但是她

還是常常不開心。大女兒剛剛相反，對家庭無

條件付出，從來沒有怨言。 

 

我也感謝 神，給我屬靈的看見，從中我也學

到功課； 神令我學到寬恕，只要你用願意的

心去愛人，什麼人在我眼裡都是可愛的。能夠

愛人真好，連現在幫我小女兒帶孩子，早上五

點鐘起床也不感到受委屈，是甘心樂意的。 

 

今天我要感謝 神，要數算恩典數之不盡，我

現在還是要再數算恩典給弟兄姐妹分享。 

感謝 神，賜我八十多歲的媽媽身體健康，多

陪伴我幾年。早幾個月前耳朵聽不見，頭也 

痛，檢查後要戴助聽器，她不喜歡，現在得到

神醫治，耳朵能聽見。 

 

感謝 神與我們同在，姐妹有軟弱的時候------ 

Susan 跟 Amy 生病，祢憐憫我們；聽我們同心

合意的禱告，祢醫治好她們，她們也在家人面

前做見證，榮耀祢的名。 

 

主啊! 祢是我們保守者，也是我們安慰者，拯

救者，是我們生命的主。 

哥林多後書 1:4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

我們，叫我們能用  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

各樣患難的人。 

 

感謝 神，賜給我一個這樣可愛的屬靈的大家

庭，彼此相愛，和睦同居，有困難的時候互相

扶持，互相幫助，愛裡同工。 

 

最後還是要感謝 神，讚美 神! 賜平安喜樂給

我們，開開心心的過每一天。 

 

約翰一書 4:21愛上帝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

們從上帝所受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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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順服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兩年前，我為我們教

會成立五周年出版感恩見證集寫個人見證

時的情景再次浮現眼前，仿佛就像昨天一

樣，那時正是我們家兩地分居的艱難時期。

我在見證結尾時曾寫到，“只要相信依靠

神，現在的困難終會過去的。神一定會給我

們家開一條出路，祂為我們的預備一定是最

好的”。我當時能有這樣的信心都是從信靠

神的話而來的，因經上說：“信就是所望之

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 11:1}。 

 神是聽禱告的神，祂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和依靠。 感謝讚美神的恩典，兩年後的

今天這一切都實現了； 神讓我再次驗證祂

的話是那麼的信實，並沒有一句話不帶著能

力。 

 

賜平安的主 

 

2004 受洗至今，我最大的得著就是內心前

所未有的平安。我學會了凡事依靠並交托給

主。在患難中依靠祂，在逆境中相信祂能為

我安排一條出路。主說：“我留下平安給你

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

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

膽怯”。{約翰福音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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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年多來， 我就是這樣常常信靠抓住主 

的話，在遇到難處時仍心存盼望，因為主已 

把平安放在我心裡面。能成為主耶穌基督的

兒女真是太有福了！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回想這三年來所走過的艱辛路程，一路過 

來滿有主的憐憫和恩慈。基督徒在世上也有

靈裡軟弱的時候，就像我在賣房子不順，孩

子們不聽話，家務活幹不完，暴風雨或暴風

雪夜晚的恐懼和孤獨等等都讓我情緒低落， 

身心疲憊，而且丈夫又不在身邊分擔。我曾

三番四次地問神為什麼讓我們家經歷這些

波折？神啊，祢在哪裡？祢聽見我多次流淚

的禱告與教會弟兄姐妹們同心合一地為我

們家祈禱？怎麼我們家分開生活這麼久你

還沒有回應我們的禱告呢？但就在瞬間，聖

靈總會悄悄地安慰我，叫我放心。祂會借著

我在敬拜，聽道，讀經靈修，姐妹們的交通

中等跟我說話；讓我明白神自有美意在其

中。如經上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人。”{羅馬書八：28}   是的，當人生事事 

 



如意，神賜你美滿家庭，身體健康，豐衣足 

食和良朋好友時，我們最容易忘記的就是

神；這些都是神給的恩典，那樣我們就很難

跟神建立親密的關係了。 

 

感謝神讓我們家有這一段分離的日子，使我

在屬靈方面有進一步的增長。那段時間我看

到了孩子們的成長，他們懂得分擔一些家務

事，幫忙做一些重活，學會體貼父母。神也

讓我在等待中學會謙卑，忍耐和喜樂；使我

更加有愛心和耐心照顧孩子，家庭和丈夫；

也讓我更會珍惜感謝丈夫為家裡的付出和

貢獻。這段時間我跟神的關係愈來愈親近。

祂就是我的阿爸父，知己 ,良人。我經歷了

祂的同在，親歷了祂安慰和保護。正如約伯

所說的“我以前風聞有祢，現在卻親眼見

祢”。 

 

驚歎神的作為 

 

2010 年對我們家來說真是感恩之年。我們經

歷了神所賜那豐豐富富恩典。如經上所記：

“神為愛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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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二章九) 

 

 這三年多來夫妻孩子們兩地分居日子結束

了。今年九月我們全家終於能重新團聚生

活；重拾那全家在一起的美好時光。神賜給 

我丈夫在麻州有一份美好前途的工作；也為 

 

我們預備了一間環境優美，明亮舒適的好房 

子讓我們安居。而我們在 Monroe，NY 的房

子也能在經濟不景氣和房屋滯銷的情況下， 

及時地順利出售；好讓我們在經濟上能負擔

的起，並能在新居開始嶄新的生活時而無後

顧之憂，哪不是出於神的恩典？讚美神，我

們全家都喜歡這裡的生活。女兒 Michelle 正

如她所願地能在 Monroe-Woodbury 中學畢

業，在新的地方直接上高中。兒子已完成了

大學入學考試並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他明年

九月將要離家上大學，神能讓兒子在離家前

和我們再有一段共同生活的時間那是多麼

的寶貴啊！哈利路亞，感謝讚美神！還有，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麻州已經找到了屬靈的

家，就是教會。它是神為我們所安排的，神

的兒女喜愛神的家，敬拜生活是我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主啊，我們愛您，主耶穌，我

們謝謝您！。 

 

主的愛在這裡 

 

最後我要在這裡由衷的感謝我們的教會---

橙郡華人基督教會 (OCCCF)。它是神所建

立的；是要在 ORANGE COUNTY 這塊地方

讓華人同胞有機會聽到福音成為神的兒女

所賜下愛之家。 我們十一年前從紐約市搬

到 Monroe 來生活，在查經班裡認識主耶

穌；教會成立後受洗成為 神的兒女，都是

主奇妙的作為。OCCCF 是被主耶穌基督的

愛所充滿的教會，在這裡我感受到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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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中間散發出來，是那麼的

馨香，那麼的真善美。現在我雖遠離了你們，

但我仍感受到這份愛的延續。每每想起時就情

不至禁的泛起淚光。 

 

恩情難忘 

這三年多來，在我家遇到困難時，是弟兄們的

大力幫助讓事情迎韌而解；園子裡的草總是那

麼綠油油地井井有條，是弟兄和姐妹辛勞汗水

所成；丈夫兒子回家時常吃到可口的糕點，鮮

甜的湯和美味的佳餚，是姐妹們愛心的擺上；

情緒低落詛喪時，是交心姐妹們的陪伴，安慰

和鼓勵而渡過；房子裝修，打包搬家讓我力不

從心時，是姐妹們的鼎力相助而成；靈裡乾枯

疲乏時，是在婦女查經聚會中，學習在安靜中

等候神，敬拜中享受聖靈的充滿和澆灌，親歷

主愛的觸摸而痛哭流淚地認罪悔改，從新得力. 

最後我要說：“我家今能團圓是教會弟兄姐妹

們恒切地禱告讓神聽見了，憐憫成全”。哈利

路亞，感謝主，榮耀歸給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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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CF，你是我屬靈的娘家，我們的心是相連

的，我會常在禱告中紀念你們，希望能常回家

看看。願神大大地祝福 OCCCF 教會，讓它成

為您福音流通的管道，好讓紐約橙郡更多的華

人得到您的祝福！ 

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何其美。你將你的

榮耀彰顯於天。 

                                                              

                             淩姍姍                                                              

                        2010 年 12 月   

 

Robert, Michelle, Raymond and Sandy  

       Shih’s Family at the new home, NH      

 

 

 

 

 

 

 

 

 

 

 

 

 

 

 

 

                                     



                            

                                                                        瞿春媚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     

         

我不知主奇妙恩为何临到我，我也不知有何价值主这样恩待我。我有六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和一

个温暖舒适的家。在养育孩子的这十七年里，有欢笑，有眼泪，感谢上帝的爱和恩典使我安然

度过。 

  六个孩子要做的事可真不少，单单课外活动都需要俩个人分头去接送。感谢神在六年前为我

们开了一条路，让我先生辞掉纽约市政府的工作，让我们自己开店做生意。上帝的恩典使我们

的生意做得很不錯，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来照顾孩子们的活动。 

所谓养孩子辛苦，养好孩子才叫辛苦。孩子还小的时候换尿布，吃奶日夜不停，那时觉的辛苦。

其实孩子们长大以后比较辛苦，为了孩子们的将来好一些，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们学这个学

那个，能做到的都去做，能帮的尽量帮。常常把孩子们和自己搞得很累。因此，夫妻之间也常

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吵架。每次我伤心难过时，天父的爱和恩典总是激励着我。祂加添力量给

我，使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星期三的姐妹团契对我帮助很大。虽然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都尽量去参加。我们一起学习

神的话语，彼此分享祷告，使我重新得力。我非常享受这一天。 

  

时间过的真快，一转眼大儿子家琪十七岁了，今年就要上大学了。最小的女儿佳珺也七岁了。

主的恩典数不尽，孩子们个个身体健康，弹琴，画画，游泳样样都会，而且成绩优秀。 

“勇士不要以勇气誇口，智慧人不要以智慧誇口，当以耶和华神誇口。” 我们今天的一点点努

力和成就，若不是耶和华看顾，保守，一切都是枉然。因为诗篇 127 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

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 

愿我们手所做的工蒙神悦納，蒙神坚固。更愿我和我家更加的爱神爱人，一生都尊主为大，荣

耀主名。“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书 24:15  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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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一個拜佛的家庭中長大，我的長

輩們都相信算命，問米、燒香，在我成長中

就自然接受這一切和相信命運，1988 年結

婚移民美國，丈夫和我都是福州人，我們的

親戚朋友都是靠著餐館生活，所以我們在人

生地不熟的地方，也過著相同的日子，兒子

出生，自己也開了一間外賣餐館，生活就這

樣過著不見天日，早出開工、晚回睡覺的十

幾年。房子、車子、物質的擁有，這就是自

己以為正確的人生追求的目標。 

 

    2006 年丈夫參加了橙郡華人基督教會

辦的佈道會，受感動決志相信主耶穌，教會

特別為在餐館上班，因忙碌不能去教會的

人，開辦一個特別的一個月受洗班課程，我

就陪我丈夫一起參加。我認識到耶穌與我們

人的關係，只有信祂，我們才能得到永生、

有盼望，另一面又看到 神的僕人劉輝正夫

婦的熱誠，他們不管天氣多冷多壞，每次都

開車超過一個小時，從新澤西州來幫助我們

認識 神，因著這樣我決定成為基督徒。 

 

   2007 年復活節我受洗成為 神的孩子，

但心中的烈火只燃燒了三個禮拜日。 

馬太福音 13:22「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

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把

道擠住了，不能結實。」 

受洗的火就滅了，開始不去教會，又回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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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生活，把 神白白賜給我的恩典、神兒

女的責任，都忘記了。時間一天復一天過 

去，生意越做越好，以為都是自己的能幹，

慢慢地使我驕傲、自大，只要求合乎自己的

心意，不理會別人的感受，以自己為中心的

思想，再加上身体的疲勞和人到中年的壓

力，漸漸地我們夫妻開始經常吵鬧，家庭的

冰冷，影響兒子開始反叛、不聽話、學習成

績下滑、不快樂、不愛說話。有一次，我和

丈夫因為肢體碰撞，使我的手斷裂了，不能

工作，得在家休息幾個月。 

       

    感謝神，正當我處在身心軟弱到不知所

措的時候， 神用祂奇妙的大能把我拉回到

祂的身邊。 

希伯來書 13:5 「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

你。」 

祂差派祂的使女們來幫助我，帶我去婦女查

經班，學習 神的話語和禮拜日去教會敬拜 

神之外，就在家療傷，在這期間，讓我有空

間去思想，因聖靈的感動，看見自己雖然受

洗幾年，我是重生了；但是耶穌沒有留在心

中，沒有聖靈的更新，行為上沒有改變，還

是自高自大。 

馬太福音 7:3「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

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粱木呢。」 

以為自己比較能幹，自以為是，不懂得尊重

丈夫，經常因小事爭吵、不理會，幾個月都 

 



不說話，沒有好好溝通，才會發生這次意

外。 讚美 神，因這事情發生後，丈夫非常

難過後悔，因著他的無意傷害，使我受傷， 

脾氣，改變我的心思意念，能做一個溫柔 

的人。 

箴言 6:23 因為誡命是燈，法則是光，訓悔 

他請林菁姐妹幫助，林菁姐妹將丈夫接回家

住了一個月，用 神的話語教導他，將他帶

回到 神面前，禮拜日也在兒子的陪伴下，

去教會聽 神的話語，心被感動。( 感謝神

看顧，在這件事上使兒子作得很對，沒有理

會誰對誰錯，只互相陪伴父母，幫助餐館工

作，体貼關懷，兒子這樣懂事、乖巧，我們

也感到安慰了。) 

  

    美秋姐妹也用她自己親身經歷來規勸

我，夫妻相處要互相包容，更加不要一時之

氣，走上離婚這條路，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而且兒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回想從結婚以後，丈夫對我很好也很遷就

我，更包容我的任性……。.建立二十多年

的婚姻，自己也不捨得毀掉，在 神的話語

光照下，我向 神認罪悔改，求 神來幫助

我，在我心裡動工，挪走我的自私、任性的 

 

 

 

  

 

的責備是生命的道。 

腓立比書 4: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以前我常想改變丈夫，迎合自己的心意，但 

神教訓我，永遠不要想改變丈夫，先要改變

自己。 

感謝神讚美神。祂的應允是信實的。 

約翰福音 10:10『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

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富。』我們只要謙

卑、順服祂，祂會加添我們的所想所思。 

現在兒子也經常跟我去教會，有小弟兄姐妹

陪伴，變得開朗、活潑、懂事，也願意去餐

館幫忙工作；夫妻和睦，互相遷就。家變成

了一個溫暖的地方。感謝主的恩典，雖然我

現在還不夠溫柔、不夠體貼，但因著 神的

幫助，每天都有改變。 

認識主耶穌基督是我一生的祝福，我要永遠

追隨主，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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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宋建成, 唐隽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

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赛 55：8） 

 

我们于 2006 年 10 月决志信主，

2007 年 4 月一起受洗归主。这四年左右

的时间，每一天都是在神的带领和看护下

走过。 

2004 年 5 月，国际纸业公司将建

成的工作由纽约迁至俄亥俄州的辛辛那

提。自那时起，每隔两、三个星期，他都

要或乘飞机或开车单程六百五十英里往返

于两地之间。途中多次经历了神的保守和

看护。这样辛苦地坚持了好几年。2008

年春天，想到大女儿已经上大学，二女儿

秋天要升高中，我们就计划春季学期结束

后搬到俄亥俄去。因房市不好打算先不卖

房，希望找一家可靠的房客，把房子租出

去。很快就有两家感兴趣的，可是他们都

不同意做信用调查。僵持了一阵，一晃夏

天就过去了，新学期又开始了。我们搬家

的事又放在了一边，仿佛忘记了一样。现

在想想幸亏当时没有搬过去。因为那年刚

进入秋季，公司就宣布将于本年末和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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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末再大幅裁员两次。建成的名字

就在后一批的名单中。2009 年 1 月底，

建成收到了自己的工作将于 3 月 31 日中

止的通知。在多少有些意外的同时，我们

还是很感谢神。是神让他在国际纸业公司

的工龄刚刚够十年时被裁员，使我们全家

团聚，阻止了我们搬家，并让我们在俄亥

俄的房子能顺利地出租，免除了我们的后

顾之忧。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

必指引你的路。 (箴 3：5-6) 

2009 年 4 月建成回到纽约后开始

积极找工作，为此我们经常向神祈求祷

告。我们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迫切地

为他祷告。感谢神！到了六、七月份，建

成先后拿到了两份在外地的工作。我们在

感恩的同时又求神最好帮他找一份在这儿

附近、不需要搬家的工作。谢谢神听了我

们的祷告，没过几天他就到新泽西的一家

公司上班了。一年后，神又把他带到了一 

个全新的化妆品领域。感谢神让我们继续 

   



留在这个社区，继续留在橙郡华人基督教

会。 

我们特别感激萧益昌弟兄和杨美惠姊

妹给我们传福音、带我们归向神，并提供

了很多灵修用的书籍和录音带等来装备我

们。这些都为建成日后做领会打下了基

础。感谢刘辉正牧师在我们受洗前的悉心

教导。教会的梁北生弟兄为华人协会和中

文学校献计献策。施约瑟弟兄，周素薇和

阎秀军姊妹每年都为我们社区的春节联欢

会带来好节目。他们都为神做了好见证。

我们的教会虽小，但却是我们一个属灵的

家。弟兄姊妹同心合一，是大有能力的教

会。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

成全。 (诗 37：5) 

2010 年 3 月建成开始担任中文学

校校长。其间也遇到不少麻烦，象需要找

新老师、副校长等。藉着神的带领和帮

助，问题都顺利解决了。从 2009 年 10 月

教会开始在中文学校举办的社区扩展服务

系列讲座到 2010 年 7 月 18 日第一次带主

日崇拜，一步步都是神在保守、带领着建

成，不断加添他的智慧和力量。无论在公

司、中文学校、或是在教会，神都籍着他 

 

 

身边的人帮助他、磨炼他。能为神做一点 

事工，我们感到很喜乐，也越来越感觉到

人的渺小和神的伟大。人费尽心机努力想

做的事情，只有在神允许的情况下才办得

到。一切荣耀归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

了！（耶 17：7）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

一切恩惠。（诗 103：2） 

 

信主几年来，我们全家从神那里得

到了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的大女儿于

2010 年 2 月提前一个学期大学毕业后即

留在了 MIT 工作。这使她不仅能自食其

力，而且为她继续学习创造了便利条件。

两个小女儿都愿意去教会，参加青少年团

契和唱诗班，用诗歌和器乐敬拜赞美神。

我们双方父母的身体也都很好。隽在裁员

最多的金融界仍有一份称心的工作。无论

在家庭理财、社区服务、还是教会事工方

面，她都成了建成最得力的帮手。我们感

谢神的恩典，赞美神的荣耀。因十字架的

救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因圣灵住在

里面，我们有了平安和喜乐；因神所默示

的圣经，我们有了向标竿直跑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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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 

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 

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

意念。 (腓 4：6-7) 

我们全家现在遇事都会首先想到神

和信靠神，籍着祷告感谢赞美神或寻求神

的帮助。顺利时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我们

相信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遇到问题时更会

想到神并求靠神，因为神是信实的，是无 

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昔在、今

在、永在的真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箴 9：10) 

愿我们都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在一

切事上仰赖主。尊主为大，常常祷告，凡

事谢恩，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阿门！ 

                                                                                                                      

 

 

 

 

谢 拣选
                                                                                                                                               曾艳霞 

 

约翰福音 15:16「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

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

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

向父求什么，祂就赐给你们。」 

 

  是啊! 我亲爱的主耶稣，在天上的父，

我诚心地感谢祢拣选了我，赐我这上好的

福份。让我能够在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

熟，而且语言不同的生活环境下认识了

祢。正如腓 2: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

是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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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是的，我已经完全相信是 神在我为出母

腹之前拣选了我，从幼至今一直看顾，保

守着我，   带领我的脚步一深一浅地夸过

黑暗和狂风暴雨的日子。让我在 2008 年

12 月 19 日，从遥远而古老的中国来到美

国，当飞机降落在 JFK 机场时，眼前展

现出白茫茫的雪地是多么的纯洁，则是非

常的寒冷，这大风雪来迎接我，也意味着

我的生活象征，寒冬过去春风来。 

 



    我的丈夫 Raymond 在回家的路上就告

诉我，说他的二哥 (Frederick) 要求他以后

要带我去 “Grace Church” 因为我还在中国

的时候,   F 和教会的朋友一起为我的签证

问题祈祷，所以 F 希望我俩会去    Grace 

Church  对他那些朋友们说声  “ Thank 

you”。 

 

    一个月过去了，我俩从没有去过

Church , 在这个时候 F 的病 (Lymphomas)

再次复发，又住进 Arden Hill Hospital,这

次是末期了，在 Valentine’s Day 那天早

上，我俩又去看他，F 就要求 Raymond

去买 Asiac Tea and Chinese Food,在路上我

就问丈夫：明天你不用去作什么工作吗? 

他说：不用，为什么? 我说：「记得回家

那天你告诉过我， F 想要你带我去

Church .」 他说：「是的，但我不想去，

我不喜欢听到那些音乐和喧闹声，我妈说

“只要心里有神，无论什么时候或在哪里

我都可以告诉神和感谢神」。我问：「你

不是说医生告诉你，F 没有多少时日吗? 

现在病的这么严重了，他希望你会带我去 

Church 对他那些朋友们说声”Thank you”,

我们能够去一次或两次，让他开心地走，

好吗! 以后他不在了，我们不去也可以好

吗? 我想明天就去。」……回到医院之

后，Raymond 对 F 说，我想去 Church, F

就非常高兴地要我走到他病床边去，就拉 

着我的手放到嘴边亲吻一下，然后要我把

耳朵靠近他嘴边，他就说：“Yanxia I love 

you, God will take care of you. God will 

help you.” 他所对我说的话语总是带着

God 的气息，让我感觉到有 God 在安慰

我内心的孤单，我渴望这眼看不见、手摸

不着的 God. 

 

林前 2:9 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

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

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

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 神深澳的事也参

透了。 

 

第二天早上 2/15/2009 礼拜天，丈

夫带我第一次去参加 Grace Community 

Church, 我从未去过教堂，又听不懂多少

句英语，更不知道牧师在讲些什么，我只

是想让 F 在离开人间之前，心中有满足

的希望。我对 神学论一无所知。在那里

我认识了 Ivy姐妹。 

 

记得那天与 Ivy 谈话中，她问我是否

相信在宇宙有位真神。我告诉她：我相信

在地球上有神，但我不清楚谁是真神，我

们在广州很多人是信佛，我有时候也去烧

香拜佛。她就告诉我  ：佛子并不是真

神，那是印度的一个王子，如何流落到那

里，人们就认为他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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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透过 Ivy 姐妹的热心帮助下，

很快她就联系到 Melody 和 Amy Ko ,并且

带她俩来到我寒舍嘘寒问暖，在两位姐妹

的热心关怀和帮助下，每逢周三来接送我

去参加妇女的查经班，从此我才开始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世上独一无二的真

神。 

 

在主内姐妹的热心关怀和引导下，我

渐渐地学习、了解圣经的故事内容，并接

受主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在 2/28/20010 

丈夫要求我与他一起在 Grace Community 

Church 受洗归入主名下。 

 

约 1: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作 神的儿女。 

 

在我作梦也不敢想的时候，我突然收

到儿子的来信，虽然是几句话，但对我是

多么的宝贵，我日夜思念的孩子，我的泪

水像关不住的水龙头。真的很感谢主耶

稣，让我母子联系上，把我已像失去的孩

子带回我的生命中，感谢 "阿爸父" 拯救

我，让我有这上好的福份，可以在主的宝

座前向祂开口祈求。 

 

约 16:24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名求什么，如

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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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

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是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的 神，

早已为他的儿女安排好前程的道路，让我

知道当行的路，在遇到黑暗的时候。诗篇

130:1,2,5,6 耶和华啊! 我从深处向祢求

告，主啊! 求祢听我的声音，愿祢侧耳听

我恳求的声音。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

候、我也仰望祂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

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

亮。 

 

我们的 神是永活的真神，是赐恩典、慈

爱、怜悯给那爱祂的困苦人。 

诗 3:4 我在困难中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

华，祂就从祂的圣山上应允我。 

 

感谢赞美主，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山

寨，主是我的高台，主是我随时的帮助。

主是我患难中的避难所。感谢主，时时刻

刻与我同在，让我行走在主的脸光中，让

主的荣耀光照着我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宋林菁 

   

    自從銘孫中風，已有兩年多來沒有參加橙

郡教會的主日崇拜與主日學，因此我們無形中

缺少了許多與弟兄姐妹團契，與教會事奉的機

會。(目前僅參與週五的查經班與週三婦女會) 

但是只要教會知道我們有所需要，弟兄姐妹們

總是仍不斷地付出無限的愛心關懷，給予我們

多方的支持，為此感謝我們主耶穌基督，唯有

藉著祂愛的連繫，才能成為 神的榮耀。 

 

箴言 3:12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祂必責備，正

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 

希伯來書 12:6a 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 

管教的結果： 

希伯來書 12:11b后來却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

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因此保羅教導我們：  

希 12:12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

挺己來”13 節“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

了，使瘸子不至歪腳，反得痊癒，阿們! 

 

感謝神，給予我們的管教，也深信祂非常地愛

我們，教我們學會順服，曉得抓住神的應許，

靠著它復活的大能，來見證主要成就的事工。 

 

    銘孫是在 2008 年五月間患了中風，因為

是左邊胸血管的阻塞，使他的言語、溝通、意

識、認知上受到損傷，但是有 神的恩典，他

四肢活動自如，只是稍微慢些；右邊手腳也比

較弱 / 麻木些罷了。一般所謂疼痛，真感謝 神! 

他一點也沒有經歷過。神的恩典實在夠我們用 

的，祂的愛與憐憫，使我們所受的也沒有超過

我們不能承擔的。 

 

     在抓住 神的話與祂的應許 (箴言 3:12,

希 12:12-13)，並經過一個月的 P.T.(物理治療 

-----練習走路) 三個月的 O.T.( 職業治療 -----

拿筷子、扣扣子、作家務等等) 和一年的 S.T. 

(語言訓練 -----聽、讀、講話)，銘孫很努力，

復健得很快。治療結束後，訓練師們給了他許

多操練的功課，並要我幫銘孫繼續做練習及操

練肢體等等。起初，銘孫還很合作，不久他就

失去了動力，碰到了挫折，很容易就放棄。我

雖然常以 神的話來鼓勵他並教他當靠主來加

添信心，盼他能勝過自己的軟弱；來見證主，

榮耀 神的作為。 

 

    兩年來，我自認為有來自神的信心，並盡

我所能的付出神給我的愛心與耐心來幫助銘

孫。結果，不但沒有改進，反而加添了彼此之

間的爭執，很不愉快。 

 

    今年暑假，我決定十月間返台探望家母，

原本很盼望銘孫偕我同行，但他堅決不肯，願

意自己住入老人住宿中心， ( 住進老人住宅

社區的構思，早在銘孫一中風後，他就很想找

間合適的，兩人一起搬進去住的。但我一直反

對。一來我們還年輕，大致上還能自理；二來

不願意離開橙郡這個屬靈的家庭，所以目前仍

住在原址不動。) New Windsor Country Inn 是銘

孫在生病前，曾做義工的地方，他對那裡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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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環境都非常熟悉，他願意嚐試住進那

裡。家人與我，並梁弟兄、陳姐妹都很贊同。

感謝 神! 祂在那兒預備了一間空房，成全了

銘孫的祈求，哈利路亞! 

 

    銘孫在那裏一共住了四十天，他住得非常

開心，在這期間非常謝謝弟兄姐妹的關愛，時

時攜帶大包小包的食品探望他、陪他聊天。大

家在閒談中，也必定知悉他不少的心聲，不是 

嗎? (自由自在，沒人管他 ) 

 

回顧這兩年來，銘孫常提及他已辛苦工作、長

途來回開車上下班多年，如今願意真正的過退

休生活，他對開車、日常生活上的應對、雜事、

瑣事上的處理，一概不感興趣，也不願意重新

再學，只要有供吃住的地方，有人伺候、清潔、

洗衣等等就好。 

 

    對我而言，恰好相反，誇口宣稱：身為基

督徒，本該服事人， 神給我們的每一天，應

為 神所用，不應該白佔地土。(路 13:7b)況且，

神能讓銘孫的手腳有活動的能力，一定還會再

為 神所用的。是的，銘孫本是 神手中的工，

他的生活起坐、舉止、活動，一切本乎祂。我

算何人，竟要強奪 神得主權，要來幫助銘孫

並期望他能恢復他原有的技能? 互作幫手?  

錯了，其實這是我的私心，要求他復原的心太

急切，反而無形中加添了他許多的壓力所致。

因為我把生活的目標定錯了，沒有定睛在基督

耶穌，獨一的救主身上，反而錯靠了對象------

銘孫。哦! 掌管銘孫生命的主! 我錯了，求祢

赦免我的無知。並深信祢對銘孫一定有祢獨特

完美的計劃在他身上。只是時間未到，因一切

都有祢特定的時辰，我要學習等候，知道祢是 

神。( 賽 40:15 Knowing, I Am God. Be Still. )  

                                                                

 

 

陳琴芳 

 

歌羅西書 2:2 要叫我們的安慰，因愛心互相連   

        絡，以至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         

        信心，使我知道 神奧秘，就是基督。 

詩篇 34:1 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祂的話     

        必常在我口中。 

詩篇 33:20 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祂是我   

        們的幫助，我們的盾牌。 

 

感謝神、感謝主耶穌，賜給我在 2010 中能得

到 神的美好祝福，使有豐盛健康的生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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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保守試煉在主奇妙的作為中，操練中得寶貴

啟發，儆醒。主耶穌，請祢開啟我，使我知道

在祢掌權之下，一切都變得健康美好。 

 

詩 23:6「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

要住在祢的殿中直到永遠。」 

我好幸運能來一個愛心教會，承蒙弟兄姊妹愛

心關懷，使我很開心。很謝謝汪提先弟兄每週

日都開車接送我到教會參加主日崇拜，還有星

期三是婦女查經，也蒙姐妹們幫助得到聖經中 

                                      



神的話語深入明白，Amy Ko 姐妹常因我聽不

清楚，解釋幫助我很大，如此關懷，我從心裡

感謝你們美意。 

主耶穌說：一人信主，全家得救。 

感謝主耶穌恩典，祝福我和丈夫有美好豐盛生

命、強健的身體，並賜全家兒女、孫兒、曾孫

們大小平安健康。我張我口大聲歌頌祢名，將

榮耀歸於天父。哈利路亞，讚美主耶穌。 

 

主啊 ! 祢是牧者遵師指引帶領我認識聖經寶

貴話語，要因主每句話都帶有權能，開啟而要

我加強信心、忍耐、順服 神旨意、敬拜我的

主。每當我思想聖經話語就興奮起來，它帶我

進入靈修並尋求主給我屬靈的心，我的心便剛 

強起來。 

詩篇 107:9『因 神使心裡渴慕的人得以知足，

使心裡肌餓的人得飽美物。』 

申命記 8:3b『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著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所以我必須晨更專心勤讀聖經、勤禱告、常常

喜樂、凡事謝恩、天天渴慕吃靈糧，得飽足。 

詩篇 16:11『祢必將生命的道指示我，在祢面 

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見證 (一) 

 

羅 4:18 『在無指望的時候，因信而有指望。』 

感謝主垂聽我的禱告，使我丈夫改變消除過去

舊的思想觀念----凡事靠人。現在改變了，凡

事都能幫助分擔重責，因我們都已年紀老邁，

加上我身體軟弱，我常有負擔時都信靠主，因 

祢的愛來成全。我知道主是聖潔信實、話是有

果效的。 

約 16:24「向來你沒有奉我的名求，如今你求

就必得著」 

主啊! 祢憐憫慈愛恩典是我一生中最大最美

祝福。 

 

見證 (二) 

 

在我有信心禱告時，我能在每件事情清楚有神

旨意不用歎息，乃用讚美去接受，能信靠神恩

典而剛強。當我有一段時間身體非常軟弱、體

重下降、精神不振、感覺身心靈受損，是因自

己勞逸、安排不平衡而致生病了，憂愁重重，

因身心軟弱有破口，撒但有機可乘來侵犯我。

當我驚醒過來，有主與我同在，主有能力權

柄，已戰勝魔鬼撒但。我凡事交給主，還怕什 

麼 ? 我更渴望與 神相交，因在內心有空隙，

只有 神才能填滿，我每天有一段安靜的時間 

與 神相交親近神，就是有靈修時間才更能幫

助我靈命成長及享受 神恩典的賞賜。 必要恒

心、堅強，在 神的光照下，使你知道自己的

本相；靈修時間使我在 神面前自省認罪並得

赦罪得潔淨的機會。所以現在注意不要過勞而

要多溢，比以前過著輕鬆快樂的生活。 

詩 34:18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

的人。 

詩 73:26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 神是我

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份，直到永遠。阿門 

 

見證 (三) 

2010 年 12 月底半夜有一場大雪，通常後門積 

雪很高，我擔心憂慮，因鏟雪工具在後門，才 

能拿到，因此整夜不能安睡，當第二天早上到 

後們看。啊! 奇蹟發生在眼前，近窗及外邊都 

積很高雪，但在門口有條無雪小路，小路中外 

邊有大約 1.5 尺大圓圈一點雪都沒有，這奇蹟

由 神大能用風捲開的，讓我明白，神知道我

的難處。 

 

我凡事倚靠 神。主說：在有困難，必給你一

條平坦出路。這見證看來是小事，但個人來說

是個深刻難忘奇妙神蹟，也是我一生所見的一

次，也告訴我不要為明天憂慮，把難事交託

主，主祂會開一條給我們可行的路。 

詩篇 107:15 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祂向人

所行的奇事都稱頌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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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爱之家 
 

     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在 神家的里面，我们是一体。 

     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让我们就等待你来参与。 

     进来这家里的人有福气， 

     平安就自然在你心底。 

     进来这家里的人有福气， 

     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让我们就等待你来参与。 

 

进到主爱之家，我们就以这首心连心、轻快的

旋律，简明的词曲，热情洋溢的欢迎每个初次

来的朋友们，他们有的脸上布满风霜尘埃，有

的满了人生旅途上的疲惫无奈，更有的充满着

疑惑、焦虑和不安，当这首歌缓缓流淌到他们

的心田，我看到一个个的冷漠不满，僵硬随着

这首歌的音符，和弟兄姐妹们口唱心和的灿烂

笑脸，渐渐的化开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苦毒捆

绑，也除去了他们在异乡异地的流浪孤寂。 

 

回顾以往，我实在是要感恩赞美， 神知道我

学习服事的时间已到，祂再次来更新我的生

命，虽然更新带来更多的挑战，更大的使命，

但主说“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

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 赛 48:18)

我全然顺服在大能者的手中。是的，主每次的

呼召，都有祝福，都有应许，这是我已经学会

的功课。但是主! 我如何得地为业? 我如何牧

放群羊? 求祢显明祢的恩慈。耶和华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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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銮 

 

『在悦纳的日子，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

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

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

绑的人说 "出来吧" 对那在黑暗的人说 "显

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

高处，必有食物，不肌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

伤害他们，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

他们到水泉旁边。』(赛 49:8-10) 奇妙的 神，伟

大的神，使无变有的 神， 神按着口中所说的，

一切都成就了。 

 

今天在主爱之家，每周有三次的敬拜赞美，我

看到 神以祂心中的纯正来牧养祂的百姓，以

祂手中的巧妙来引领他的子民，在星期二的祷

告会中，我们大声呼求神，甚至泪流满面、声

音哽咽。我们跪在小小的房内，为着 神国的

事工、为着众教会的合一、为着宣教的扩展、

为着肢体的建造、为着小区的福音 …，我们

哀告、恳求 神“兴起发光”，使用主爱之家

的每一个器皿，我们将我们的软弱、无助，倾

倒在 神的面前，求 神为自己名的缘故，来扶

持我们，建造我们。在星期四的查经中，我们

以“青草地、溪水边”这本以圣经为主的基要

真理属灵书籍来喂养这群刚刚蒙恩得救的小

羊，我们以交通、日常生活的见证，带下用生

命传递生命的实际。因 神的话就是灵，就是

生命，他们有渴慕追求 神的同在。在热烈探

讨中，我看到我们是 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

深深扎根在祂话语中，祂丰富了我们的生命，

也渐渐成长、学习基督，更像基督，常常我们

被主的话语吸引到十一、二点，仍不愿离去。 

 



在聚会中他们喜爱主的心并喜爱人的心一同

增长。星期日的主日敬拜，更是我们所期盼、

所等待，我们快乐的聚餐，活泼的交谈，彼此

分工合作。主日信息仍是以查考圣经为主，弟

兄姐妹排班轮次带领诗歌、信息分享，我们一

同经历成长的喜悦，并在 神 

的家中一同享受服事的甘甜。 

 

谢谢主，耶和华以勒的 神，让我能住在 神的

殿中，瞻仰祂的荣美、见证祂的慈爱。一月一

次的擘饼聚会，是带领我们进入内室，更深认

识主耶稣基督的钥匙。当纪念主耶稣的诗歌响

起，十字架活画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用诗歌回

应；愿意一生以坚定的心志，来跟从十字架上

的耶稣，也用祷告来表白，十字架是我们一生

的标志。 

 

神就是爱，当主爱像春风拂过大陆的每一寸地

土时，我们也看到福音的种子慢慢的滋生、发

芽、成长，虽然经历六、七零年代文化大革命

的浩劫，摧残了多少爱主的基督徒，在血泪交

织下圣徒们带着大使命忍辱负重，在逼迫患难

中神迹奇事随着，让我们看到苦难是祝福、患

难是恩典，当圣灵的水流汹涌澎拜的漫过中国

的贫乏、辖制；当晨曦微亮时，祷告的火把照

亮了乡野田间。八、九零年代复兴的曙光已像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遍地满了 神的作

为。中国啊! 中国! 是谁在为你心莘莘劬劳。

神州啊! 神州! 五千年的人文历史，岂没有 神

的脚踪 ? 今天多少的传道人在穷山恶水中艰

辛的走着， 

 

多少 神的儿女们深入在穷乡僻壤中默默耕耘

着，更有多少海外机构为着 神的事工有计划 

 

栽培着中国年轻的工人，全方位在各个阶层、 

各个职场，作撒种的工作；在校园团契中不仅

带下了知识分子的觉醒，更让他们的心灵有活

泼的盼望，在共产主义无神论的迷思中，百姓

们摸索着、思考着，在自由开放的浪潮中，人

民听到了从天上来的温柔声音，那就是天父的 

爱，『爱』苏醒了大地，『爱』也滋润了干渴的

心灵。 

 

感谢主，我们这一群的炎黄的子孙、中华民族

的儿女，从四面八方来到美国这一方乐土， 神

的爱孕育着我们、 神的灵浇灌着我们，让我

们成为 神的儿女，成为 神所拣选的人。我们

实在是丰满领受了 神的恩典，也实实在在得

着了属天的福份。所以保罗说：「我以 神的慈

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

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

意。」(罗 12:1-2)一切都为荣耀主的名而行。 

 

在这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中国俨然已是一个泱

泱大国，虽然风云变化、世道崎岖。让我们前

扑后继的带着福音的大使命，向前奔跑。愿 神

所召聚的儿女们，能像一滴滴的水珠，在复兴 

的浪潮上，汇成一股大的洪流，进入到每家每

户。愿主爱的光芒照亮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使黑暗渐渐远离、撒旦节节败退。 

 

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也是主爱之家， 神在

其中居首位，掌王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

我们是祂的精兵，祂带领我们前去争战得胜。

我们不知道世界局势的诡异；但我们知道主的

应许。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们知道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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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是了，现在已是末世，让我们谨慎自守，敬虔

度日，在这世界充满了天灾人祸的时刻，在这

烽火连天的瞬息万变中，惟有 神是我们的依

靠；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在 神的家中， 

  

常常以 神家的事为念。当知道教会的缺乏， 

就是我们的缺乏。 神家中的富足；就是我们

的喜乐。让我们像马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 神我的救主为乐。』让我们都能成为一

个顺命的儿女，讨 神的喜悦。 

      是主爱让我们像高山连起来 

      向前走，像那奔腾彭拜的海 

      跟着圣灵走，永不再回来 

        在这个飞旋的时代 

      让我们真诚的彼此相爱 

        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元帅 

      铸成一座座血的长城 

        福音的旗帜扬起来 

 

                               

 

♡♡♡♡♡♡♡♡♡♡♡♡♡♡♡♡♡♡♡♡♡♡♡♡♡♡♡♡♡♡♡♡♡♡♡♡♡♡♡♡♡♡♡♡♡♡♡♡♡♡♡♡♡♡♡♡♡♡ 

 

 

 

 AGAPE 的爱 
 

                                                                        应 銮

 

两年了，离开久违的家，家是一个温馨的回忆，

家也是一个断不掉的脐带，许许多多的牵绊，

总绕在魂萦梦回间，可喜的是孩子已长大成

熟，能独立自主，令我无后顾之忧。 

深深感恩的是我的母会 Orange County 教会，

一个真真正正属灵的家，他包容我、爱我，无

论我离家多远，他总为我等候、祈福，无论是

在姐妹爱的言语上，在肢体爱的拥抱中。为着

Susan &林弟兄的探访、分享，激励主爱之家

每个人的心，为着每次回来 Margaret 殷勤地接

送、亦得知姐妹们的近况，并灵里的追求与渴

慕，在在令我雀跃。 

在此刻，在我提笔的此刻，我才惊觉到 神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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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礼物，那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我以

为尽其一生，我都无法拥有，藏在我心深处，

那也是我最深的痛 ---- 中年时，常自嘲我像

一份三明治，上有父母要奉养，下有儿女要操

劳，这一生中除了认识天父的爱为满足，除了

十字架的道路为依归，我孤独的在人生道路上

奔驰。而藉着 Brenda 寄来的一封信，一个我

未曾交通、不曾熟识，仅一面之缘的老姐妹，

她写着「盼望主赐你更大的力量，(在祂没有

难成的事) 在服事的真道上更稳固 ……。」我

流泪了，我知道这位老姐妹飘洋过海来到美

国，真不容易，她也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她的

体恤、关爱，让我想起主基督 Agape 的爱， 

 



再一次想起沈保罗这位老仆人在长岛特会的 

专题演讲 "奇异升华 " 那次的呼召，是我永 

不后悔的跟随。“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是的，

主! 祢知道，噢!今天，就在今天， 神医治了

我，不仅从 神来的爱，那超越的爱，奉献的

爱，无私的爱，舍己的爱，那肢体间浓浓爱的

暖流包围着我。 

 

我要在主里谢谢弟兄姐妹们对我的爱心与支

持，也要谢谢 Melody 在灵里的帮助与扶携， 

她是一个有知识又有见识的 神的使女，要感

谢教会属灵的长者梁弟兄 & Priscilla 姐妹，为

教会事工的坚立与扶持。今晚，每年一次的盛

宴；在梁弟兄的家举行，虽然我们的 Priscilla

姐妹行动不便，我们的老仆人仍亲力亲为，愿 

神的恩典，祝福，永远与他们同在，弟兄和睦

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这个小而美的

教会充满了 神的爱。 

 

从九七年， 神在异象中向我说话，并借着七

月二十五日荒漠甘泉向我启示 『你如今不明

白，日后必知道。』十多年了，这一路跌跌撞

撞、坎坎坷坷，在服事的道路上，有汗水也有

泪水。若 神不与我同在，我早就滑跌。在我

床头柜上放着一块座右铭，朝夕陪伴着我，每

当我遇挫折时，在生命的低谷中，在软弱中经

历死荫的幽谷时，它总像个火把，燃烧那爱的

火焰，使我从新得力，那就是倪柝声翻译、圣

劳伦斯所写的 “让我爱而不受感载”：  

    

 

 

 

 

 

     让我爱，而不受感载，                           

              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 

             让我受苦而不被人赌 

     只知倾酒，不知饮酒          

             只想擘饼，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 

             舍弃安宁来，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 

             不受推崇，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宁可孤独 

             宁可无告，宁可被负 

     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 

             愿意受亏损来渡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 

             你也是如此过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 

             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适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 

             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    

     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 

             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 

     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 

             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 

             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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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說：『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 

主又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

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 約 15:5b  太 11:29 -30 ) 

 

    2003 年 OCCCC 教會成立後，第二年暑假

我參加大紐約靈命進深會。會中講員李健長老 

( 吳勇長老的學生 ) 傳講專題課程：建立一個

同心牧養及治理教會的團隊。信息和實例見證

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轉向主禱告說：主啊 ! 我

要這個。此後，在服事主和跟隨主的道路上，

我一直朝這個方向跟著主走；不論是教會事工 

、信徒同工、文字行政工作、在小組姐妹會多

年聚會帶領及各項操練、分享見證、靈修親近

主、讀經禱告等候主、甚至日常繁忙的事務… 

等等，極力討主的喜悅，在信心中以順服的

心、願作的心與主同工。愛我的主常賜下奇妙

的恩典和神蹟奇事，使我心堅定在祂面前，我

靈能向祂讚美。感謝主賜我有一顆敏銳的心，

祂使我有智慧、並靈裡的看見，能按著祂的教

導和引領往前行。 

    一路走來，有時雖然遭遇艱難，道路難

行，也沒有怨言；有時遭遇挫折，心靈受傷害

雖然淚流滿面，我心卻甘甜，乃因有主相伴

隨。有主同行，哀哭也變為跳舞，因為祂作 

54 

 

 

                               楊美惠 

                                 

我得救的保障。主是平安，喜樂的泉源。 

    如今，蒙了主加倍的愛和主話語的安慰，

主也不斷賞賜祂恩典的祝福，令我週遭的親人 

也蒙福得著救贖恩典，我怎能不感恩! 怎能不

效力! 否則我這罪人怎麼能經歷到『主的軛是

容易的，主的擔子是輕省的。』呢! ( 太 11:30 ) 

 

    回憶起 2000 年還在主恩堂作禮拜的時候 

，一次回台灣探望雙親，也實在為方便看醫

生。在這當中有一次為福音的緣故，預備陪伴

帶著正當 18 歲的姪兒第一次要踏進教會，所以

答應住在他們家兩個週末 ( 當時他們都未信

主還祭拜偶像 )。沒想到第一天夜裡經歷邪靈

攪擾、令我不能入睡，只能起來禱告爭戰，靠

著主儆醒以詩篇輔佐禱告，心想可能要禱告到

天明…… ..後來到了清晨四點鐘，我心中的意

念感覺到 “可以去睡了”，於是就睡到天亮…. 

…。往後的多日裡，雖然內心明知週圍有眼不

能見的屬靈的爭戰壓力，為了口中的承諾和在

主裡有好的見證，每天抱著聖經，以信心禱告

呼求主的寶血塗抹、遮蓋、潔淨，差遣大能爭

戰的天使保護我。沒有別人，難處只有告訴主。 

  同時，也看到我的家人朋友仍未信主，拜偶

像等，屢次將福音的好處傳給他們，面對的是 

態度漠不關心、抵擋、不以為然 神的事,…….。                             

我心力、靈力疲憊、倍感挫折、失落回到美國， 

 



默然無語。好些個日子裡盼望從 神得力量得

安慰。每日晨更在主面前“我的心默默無聲，

專等候 神，因為我的救恩從祂而來，惟獨祂

是我的磐石、我的幫助和力量，我必不很動

搖。”(詩 62:1-2)         

    不多久後，無意中與 Anita 姐妹在電話中， 

她突然問我：“ Melody, 我想問你一件事，有一

天午飯後我在洗碗，神要我去為你禱告，我知

道你回台灣是為了要看醫生，因為你告訴我 ,

你要回台灣看醫生，所以我停止洗碗馬上去為

你禱告，…..。神告訴我說：『要為 Melody 的服

事禱告。』我說：「神啊 ! Melody 明明告訴我,

她要回台灣看醫生的呀 !」我繼續為妳看醫生

的事禱告，第二次神很清楚地又告訴我說：『要

為 Melody 的服事禱告。』並且把我禱告的事拿

走。 我沒有辦法只好為妳的服事禱告。 Melody, 

有沒有這回事 ?”…………… 

(那時 Anita禱告的時間乃是台灣的半夜的時間) 

 

當我聽到 Anita 這些分享，我頓時激起敬畏神、

不可思議的心，突然感受到 神太神奇，太偉

大了，祂真是超越時空的神，無所不在、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的神、沒有時間空間限制、成

就萬事看顧人的神；因為 神感動 Anita 在美國

要為我禱告的時候,，乃是當時我在台灣受邪靈

攪擾不能入睡的那個深夜。這叫我真是受寵若

驚，滿心感恩。佩服得五體投地。( 原來當你

全心仰望祂，神的救恩就臨到 )。 

    回到主恩堂，一個主日敬拜的早晨，台上 

詩歌班獻出一首詩歌主雖然：『主雖然以艱難 

 

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

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你或向左、或向

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

在其間。』(以賽亞書 30:20-21) 神藉著聖經的

話，透過詩班一次又一次反覆地唱，對著我說

話，強而有力，直敲我心，句句安慰、句句應

許。我盡不住滿臉淚水、內心充滿感恩、敬拜

那愛我的主。當天下午應邀至詩班教室，見證

主恩，回應主的愛，榮耀都歸主。 

盼望渴求真理啟示的聖靈來開啟我，讀經禱告

蒙恩惠，使我能夠更認識神、明白祢的心意，

用更多的行動來回應主的愛。感謝主，蒙主愛

憐以各種引領來建造我，叫我不間斷在主裡受

裝備與成熟，成為神的使用。我要因耶和華歡

欣，因救我的 神喜樂。(哈巴谷書 3:18)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弗 2:10) 

“耶和華啊! 現在祢仍是我們的父! 我們是泥,

祢是窯匠；我們都是祢手的工作。”  “窯匠看

怎樣好，就怎樣做。” (賽 64:8 , 耶 18:4b) 

    惟願弟兄姊妹同心渴慕主、認真地建立與

神之間親密的關係、追求靈性的成熟，在靈裡

同心、在愛裡合一，在基督裡一起有長進，互

相有榜樣有見證，肢體間在愛中彼此的餵養、

互相扶持，努力建立一個同心牧養及治理教會

的團隊，人人願意委身獻給主，作主合用的器

皿，成為主的使用。為 神國獻你年輕的力量，

不怕艱難，也為下一代預備美好的屬靈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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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00 九年十月六日，結婚紀念日? 不是，

生日? 不是。這一天，我在醫院裡度過。 

 

三個月前，二 00 九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

日的長週末，與教會幾個家庭同行；我帶著

小女兒，還有我媽媽一同參加 "紐約靈命進

深會" 的特會，我媽媽當時是從加拿大來美

國參加我大女兒在五月的大學畢業典禮。我

想，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讓我媽可以認

識我們所信的這位真 神 ( 她在家裡是拜佛

的)，這也是把福音種子種在她心裡的開始。 

 

我們到那裡的第二天晚上，我喉嚨開始發炎 

、疼痛。次日早晨，跟弟兄姐妹吃早餐的時

候，他們都發覺我的脖子腫腫的，我想可能

是睡眠不足或喝水不夠引起，就沒有理會

它。 

回家後，又過了一個星期，情形沒有改變，

所以，去看家庭醫生，吃完三星期的抗生素

也沒有好轉，脖子上的硬塊沒有消去，醫生

就轉介我去找耳、鼻、喉專科醫生。 

這耳、鼻、喉專科替我檢查，他懷疑是鼻咽

有事。感謝 神，檢查後他說鼻咽沒有問題，

接著去作一連串的檢驗，包括：Needle Biopsy,

在頸上作局部麻醉，用針抽東西去化驗，但

因為太接近神經，醫生不敢冒險，再借助儀

器，替我再作另一個抽樣檢查。 

 

經過一個多月的檢查，醫生建議我去見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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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婉萍 

 

醫生 (三年多前，我因得了乳腺腫瘤，一直 

都在看這個醫生，作放射化療，吃藥物去控 

制 )，腫瘤醫生一看我的情形，要我立刻找

外科醫生作切片手術，可是耳、鼻、喉科醫

生說由他自己替我作這手術。一切安排好，

在九月初到醫院去作切片。一直到九月底，

切片結果還未出來期間，我的傷口發炎、含

膿，腫瘤醫生趕快連絡耳鼻喉醫生，要他跟

進並開抗生素給我服用。最後報告出來，確

實是淋疤癌 (Lumphoma)，我的心就沉下來 

，開始害怕擔心。 

 

腫瘤醫生不再拖延，準備在下週替我做抽骨

髓檢驗。 感謝主 ! 癌細胞沒有擴散身體其

他地方。醫生告訴我他要怎樣醫治的計畫；

首先，他要用化學治療，然後是放射治療，

化學治療是兩星期一次，但是，因為這種藥

會嚴重傷害皮膚，不適宜作扎針的方法，不

能直接打進皮下血管，需要按裝一個人工血

管 ( Mediport )，化療的藥從這個口打進去，

這樣，我要跟外科醫生約好按裝的日子，就

是十月六日，次日十月七日開始作化療。 

 

十月六日早上六點半到達醫院，開始一切手

術前的準備，換了衣服，麻醉醫師解釋完一 

切的程序，進入手術室前我心想：這只是個

小手術，又不是第一次，要很放心的仰望神 

，所以心裡十分平安，一點不怕。我的先生

Andy 和大女兒 Amanda 就在外面等候。大慨 

 



 

 / 

 Mediport , 

 

 

recovering room

 (dehydrated)

 (ICU) ,

 

 

Andy

 

Andy

 

 

 

 !                        

                                     

……..

  

 

 

 

 

 

 

 

 

那賜諸般恩典

的 神，曾在基督裡召我們得享祂永遠的榮

耀，等我們暫受苦難；等我們暫受苦難之

後，必要親自成全我們，堅固我們，賜力量

給我們 (彼前 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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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提先 

 

  

感謝主! 讚美主! 在過去一年裡保守看顧我

們一家平安順利，雖然秀華一直受到胃酸倒

流的折磨，以至於食慾不振，體重明顯的減

輕了許多，造成情緒低落，其間醫生介紹許

多種胃藥，都沒有改善，我們全家都為此擔

憂，只有不住的禱告，將秀華仰望交託給 神。 

  

  感謝 神的引導，發現“Nexium”適合，終於

將病情控制下來，如今食慾恢復，體重增加，

心情也比以前開朗多了。 感謝主! 祢是信實

的、是憐憫的，我們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

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

訴 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腓 4:6-7) 

 

  詩篇 27:13『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

華的恩惠，早就喪膽了。』 

  過去一年多以來，隨著經濟不景氣，裁員

之風隨處可見，我服務的公司還是像往常一

樣，忙忙碌碌，我依然常常加班。但好景不

常，去年初公司宣佈：與西門子公司的合約

期滿。以致訂單減少，於是開始每個月裁員，

直到年底才平靜下來。 感謝主的恩典 ! 雖然

每個月都要面對 "裁員是否會發生在我身上" 

的心理壓力，但是靠著主所加給我力量! 就能 

使我安然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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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27: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 

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 感謝主 ! 賜給我們 

一對乖巧的兒女，看顧他們在學業、事業上 

都能順利。在這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惡劣環境

裡，感謝主的恩待。 讓 Lisa 於去年申請到

Deutsche Bank 暑假實習工作，並已經被錄用

成為正式員工。同時也感謝主! 讓 Jon 申請到

E.Y.會計公司暑假實習工作。感謝 神! 豐盛

的恩典臨到我們家裡，雖然我們經歷了憂患

也不懼怕。因為  神就是我們的盾牌，祂更

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 

，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我求所想的。 

 

   去年也特別感謝眾弟兄姐妹們為秀華的

姪女詹斐智的乳房開刀的代禱，感謝  神已

經垂聽我們的呼求，並應允了我們的祈求，

使得手術順利成功，最近的的乳房切片檢

查，經過醫生進一步診斷，不需要作化療。

讓斐智避開化療的種種副作用，使她一顆心

能安穩下來。 

  

感謝 神的醫治與帶領，願 神繼續醫治她，

讓斐智的心思意念完全尊主為大，早日成為  

神的兒女，更願所有尊貴、榮耀、頌讚完全

歸於我們三位一體的唯一真  神。以上是奉

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 

 



      

                             2/15/2004 

施曉昂弟兄 , 淩姍姍姐妹 , 瞿歐珊珊姐妹 

                   

     

                              4/17/2005 

何燕儀姐妹 , 楊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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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2006  

                      陳瑋姐妹,廖美秋姐妹,閻秀軍姐妹   

       

   

                             4/8/2007  

        劉淑芬姐妹,盧艷珍姐妹,楊慧玲姐妹,唐雋姐妹,宋建成弟兄,宋文彬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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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2008 

  James Shih 施家瑋弟兄, Nancy Song 宋楠楠姐妹, Angela Ko 高勤勤姐妹, Andy Hu 胡阳弟兄 

  Cissy Hu 胡小雪姐妹, Brian Pei 裴岳弟兄,  Raymond Shih 施子聰弟兄, Josh Shih 施家琪弟兄 

 

 

                                                               Esther Chao 

                                                                    曹妞妞姐妹                                 

                                                               Christy Shih 

                                                                     施佳琳姐妹 

                                                    Chester Qu 

                                                   瞿春光弟兄 

                                             Michelle Shih 

                                                   施子婷姐妹 

                                                               Amy Wang 

                                                                     王馨明姐妹 

                                                               Lisa Wang   

                                                                     汪緒文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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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2010 

曾艷霞姐妹 & Raymond  Roland 

 

 

 

編後語 

感謝主，此次 “感恩見證集” 以中英文寫稿    但願 “感恩見證集” 是一本對神「信心」的 

，對青少年弟兄姐妹是一種鼓勵，也結合了    記錄，透過「愛心」的交流，成為「盼望」 

兩代之間在主裡關係更提昇。                的薪傳。願我們所獻上的都討主喜悅，一切                                                      

謝謝弟兄姐妹願意分享這幾年所走過的生命    榮耀歸於我們三位一體的  神。 

痕跡。願 神保守您我成為眾人的祝福。                                   楊美惠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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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yer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處散播祢的愛 

在傷痕之處播下祢寬恕 

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絕望之處播下祢盼望 

在幽暗之處播下祢光明 

在憂愁之處播下喜樂

喔,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 

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 

少求愛但全心付出愛

使我作祢和平之子 

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我們便有所得 

迎接死亡時我們便進入 

永生 

 

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sow love; 

Where there is injury, pardon; 

Where there is doubt, faith; 

 

 

Where there is despair, hope;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light; 

Where there is sadness, joy; 

 

O Divine Master, grant that I may not so much  

seek to be consoled as to console;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 as to love. 

 

 

For it is in giving that we receiv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are pardoned; 

and it is in dying that we are born to eternal li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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