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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基督
孫雅各牧師

感謝主！「棕葉集」即將復刊，我們相信神要賜下更多的恩

典給基督之家第三家，好讓祂的作為藉著大家的見證，傳揚

更廣。求主作工在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使我們效法基

督活出得勝的生命與聖潔的生活，凡事榮耀主的聖名。

「棕葉」讓我們聯想到水邊的棕樹長滿了茂密的葉子。出埃

及記第十五章記載神藉著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

在曠野走了三天找不著水，到了瑪拉不能喝那裏的水，因為

水苦，百姓向摩西發怨言，摩西沒有任何解決無水的方法，

只能呼求耶和華。神並沒有用話語吩咐苦水立刻變甜，乃是

指示摩西一棵樹，當摩西把樹丟在水裏，水就變甜了。之

後，他們到了以琳，在那裏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樹，

他們就在那裏的水邊安營 (出15: 27)。這裏我們看見了充

沛的十二股水泉，代表著生命的湧流。七十棵棕樹代表著完

全的茂盛，高聲的讚美，正如主耶穌榮耀地進入耶路撒冷，

眾人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主。願我們都能高聲喊著說：「和

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兩年多前聖靈感動我們，從美國東部來到三家與眾人一同經

歷神的作為。之後藉著聖靈對使徒保羅的啟示，應該以「效

法基督」為我們基督徒生活的目標與傳承，所以與長老們一

同定下了「效法基督」為教會的主題，如此讓弟兄姊妹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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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更加成熟，生命與事奉都能更新。正如保羅所說：「你們

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11:1) 如今大家在

讀經、禱告、傳福音的事工上都有熱忱，因著我們同心合

一，謙卑事奉，主的恩典格外顯多，就將得救的人數加添給

教會。兩年多來藉著眾人的努力付出，已有一百多人受洗歸

入基督的名下，願一切的榮耀歸給天父。並盼望我們每一位

弟兄姊妹都在聖靈的帶領之下，繼續為主發光，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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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長老按立的推薦
蔡康樂長老

感謝主！在2014年1月11日，基督之家第三家有４位新長老

按立。謹代表長老會，長執會及教會介紹4位新長老和對他

們的推薦。經過長時間的同心禱告與印証，很高興這四位

同工願意接捧，承擔長老的職份，希望將來有更多的年輕

同工來傳承。

張國光弟兄是現任執事，在三家事奉有16年。曾在招待、新

人接待、北區查經班、團契、進深學房、退修會、教堂使

用、主日交通接送和建堂方面服事。他是一位忠心負責任

的好同工，特別要提的是他在建堂方面的服事，今天大家坐

在美好的禮拜堂中，皆因他日夜的親自督導，才把這堂改建

成如此美觀實用，並幫教會省了許多錢。他也參與禱告會及

宣教事工-美中、台灣短宣、Merced航校、SJSU福音工作都

積極參與。他的妻子閻金蓉姐妹與國光同心開放家庭，關

懷會友，並在會計部門服事，他們有二個孩子，一男一女。

張振揚弟兄是現任執事，在三家有21年的服事。負責總務、

團契、關懷、主日崇拜領詩、進深學房等服事。他在廚房事

工的連繫及同工配搭有很好的事奉，提供三家每主日三百多

人的免費午餐。他的妻子楊芬芳姐妹在活水團契，聖餐準備

都積極參與服事。特別要提的是他們夫婦參與癌症協會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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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事工及家新夫妻營訓練，並默默行善對病痛肢体的關懷備

至。昨天下午我們到教會，正看到芬芳在搬運今天按立典禮

後所需用的水果。振揚是一位忠心勇敢又有愛心的好同工，

願承當責任，並負責到底。他們有二個孩子，一男一女。

蕭嘉全弟兄在三家有23年以上的服事，是一位資深的同工。

曾在團契查經、堂務、建堂、AWANA、兒童主日學及財務方

面服事。過去二次退修會，聖經的問答比賽是他在作技術指

導，這個創新的節目，很受歡迎，各家都積極參與。他的妻

子王華影姊妹是現任執事，負責成人主日學，教會各種的宣

傳事工與教堂佈置。她是一位牙周病的專家，在路加事工服

事。特別要提的是他們夫婦常開放家庭接待傳道人，夫婦同

心為主擺上，是忠心又良善的好同工，嘉全也曾去台灣嘉基

短宣。他們夫婦有二個孩子，一男一女，女兒Florence去年

大學畢業，現在台灣台東鄉下原住民中服事。

宋偉陵弟兄，1991年夫婦在德州受洗，1994年到三家聚會，

至今有20年的事奉擺上。1997年本教會成立AWANA兒童事工，

並擔任commander有6年之久，1999到2008曾擔任兒童事工執

事，2009成立愛家兒童班，Home builder for kids。過去

二年，偉陵負責聯合退修會的兒童營，採用基督之家的同工

作老師，來取代過去請CEF的人員，一切安排妥善，甚得好

評。偉陵近幾年熱心傳福音，參加台灣嘉基短宣隊，他有很

好的聲音，唱台語佈道歌很感人，是位誠懇忠心負責的好同

工。多年來大人在聚會，他負責為弟兄姊妹照顧兒童，默默

擺上。他的妻子陶美霞姐妹是位很有愛心的護士，曾在退修

會幫忙護理工作，現在三家外展事工陽光學苑及ZUMBA服事，

也參與活水團契的事奉。他們有二個兒子，老大Bryant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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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英文堂的執事。

教會各團契今年正在查約書亞記，現在就以約書亞記的二節

經文來彼此勉勵：「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

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裹去，耶和華你的神

必與你同在。」(書1:9)「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 (書24:15下)

願  神賜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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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tators of Christ
Jerome Hsu

Therefore be imitators of God, as beloved children. (Ephesians 

5:1 ESVST)

 

Many times when we, as Christians, hear that we ought to 

“imitate” God, we might be tempted to think that imitating 

Jesus Christ only means what we do on the outside with our 

actions, that when we love people or help people out, we 

are imitating God.

While loving people and helping people are important traits 

which outwardly demonstrate faith in Jesus Christ, what can-

not be forgotten is that imitating God also includes what we 

do on the inside in regards to our minds and hearts - that if 

we have not surrendered our thoughts and desires to Jesus 

Christ, the actions we perform on the outside have no value 

in God’s eyes.

17 Do you not see that whatever goes into the mouth passes 

into the stomach and is expelled? 18 But what comes out of 

the mouth proceeds from the heart, and this defiles a person. 

19 For out of the heart come evil thoughts, murder, adultery, 

sexual immorality, theft, false witness, slander. 20 Thes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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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efile a person. But to eat with unwashed hands does 

not defile anyone. (Matthew 15:17-20 ESVST)

The Mosaic Law was not given to the Jews so that they could 

use its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take advantage of, abuse, 

and burden other Jews; rather the Mosaic Law was given to 

the Jews for the purpose of transforming their hearts to be 

more and more like their Heavenly Father as they imitated 

God in both deed and character in order to represent God 

as Ambassador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Yet because the human race is mired in sin,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Jews (as well as us) to use the Law to transform their 

own lives in this way. We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follow 

the Law completely to the satisfaction of God, but Jesus Christ 

is strong enough. And because Jesus, the Son of God, came 

to fulfill the Law for us by paying the penalty for our sins 

with his death on the cross, and rose from death to give us 

his Holy Spirit, we now can truly imitate God on the 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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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ur lives if we let the Holy Spirit transform our hearts into 

Christlikeness. The real question is: do we let him?

In Ephesians 5:5, Paul has this to say about a person who 

may be imitating God on the outside, but is not imitating 

God on the inside:

For you may be sure of this, that everyone who is sexually 

immoral or impure, or who is covetous (that is, an idolater), 

has no inheritance in the kingdom of Christ and God. (Ephe-

sians 5:5 ESVST)

Paul very clearly states that people who call themselves 

“Christian” and yet who do not let the Holy Spirit transform 

their inner lives, have “no inheritance in the kingdom of 

Christ and God” - that is, such people are doomed to eternal 

death, not eternal life.

Our challenge then to you as a believer is,”Do you imitate 

God on the inside of your life as well as the outside of your 

life?” Scripture has made it abundantly clear that our Heav-

enly Father wants us to imitate both what he does as well as 

who he is. Let us therefore truly imitate God in our actions 

as well as what goes on in our hearts and minds.

編者按：Jerome Hsu是英文部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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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恩典（一）
朱國鈞長老，單穗燕師母

這是一個系列的見証，訴說主的恩典在最近四十年來豐豐富

富地賜給穗燕與國鈞的家庭。我們會分成四次，每次以十年

作一個段落來述說。第一個段落是從我們1974年結婚開始到

1983年為止。

1974年是我們人生旅程中一個極大的轉捩點，穗燕與國鈞是

於6月22日結婚的，從兩個不同的生活圈子、過自由自在單

身的生活而改變成為過夫妻日夜相伴、形影不離的新家庭生

活。那時國鈞還沒有完成博士學位，新婚的妻子穗燕從原本

平穩安逸的台灣工作環境，遷移到一個語言不通、居住環境

完全陌生的新地方本來就不是一件易事，又碰到國鈞寫博士

論文心情緊張無法多花時間幫忙穗燕作家庭生活的調整。感

謝主，穗燕卻毫無怨言積極的開始營造這一個新的家庭、包

括自己主動學習英文會話、甚至出去打工幫補家中的開支。

那時我們是住在威斯康星 (Wisconsin) 州的麥迪遜 (Madi-

son) 市。我們在那裏認識了林萬春夫婦，曾幾次被邀請參加

了基督徒的查經班，而我們那時還不是基督徒，更奇妙的是

林萬春弟兄當時也不是基督徒，卻看到　神的恩典在我們這

個新成立的小家庭中已經展開。

1976年初完成學業後，國鈞第一個工作是在達拉斯的德州儀

器公司 (Texas Instruments) 作研發的工作。我們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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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就在達拉斯出生了。感謝主，讓穗燕在這裏有一位基督

徒的姊妹幫助她操練英文會話，建立了她能夠單獨與別人用

英文會話的自信心。我們的鄰居中有一對與我們差不多年紀

的夫婦，他們也有一個與我們老大差不多大的孩子，能夠玩

在一起、青梅竹馬。國鈞學成後第一個工作竟然是自動化設

計(Design Automation) 方面，站在高科技的先鋒！回想起

來這也是　神特別的恩典讓國鈞在職場上可以專一不變，直

到從職場上退下來。除了養育第一個孩子的挑戰外，我們另

外有一個更艱難的挑戰是國鈞的母親與我們同住。國鈞的母

親在我們結婚後約一年遭遇大中風而整個右半身癱瘓。她來

與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每個週末從達拉斯開車去休士

頓，為了讓她能接受中醫針灸的治療，好增加她右半身的活

動力。如此長途開車開了相當長久的時間，後來認知沒有幫

助後才停止。國鈞母親的右半身經過長期針灸物療，好了一

些可以自己走路，不過右手還是完全不聽指揮。國鈞的母親

脾氣原本比較暴躁，現在身體狀況的不方便更使得她老人家

經常發脾氣、不高興。穗燕在家天天與她相處不免受到許多

委屈。國鈞作中間人調解時也常使得他母親發怒生氣，認為

兒子是自己的怎麼幫起媳婦了呢？不過國鈞經常提醒母親，

這個新成立的小家庭是穗燕與國鈞兩口子所建立的，下一代

孝敬上一代是應該的，但不能讓父母成為後代小家庭的掌控

著。感謝主，經過一陣子的調整，國鈞的母親也接受了這樣

的一個理念而不再認為兒子是屬於自己的了。

聖經上有一句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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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真

的，我們在麥迪遜所認識的林萬春夫婦比我們早來到加州是

　神的安排。而我們非常順利的來到加州是因為林萬春夫婦



16

熱心的幫忙。1979年來到加州後開始參加寇世遠監督剛剛在

東灣成立的查經班。當時所查的書卷正是羅馬書，對我們夫

婦可說是一針見血的書卷！因為我們夫婦都有天主教的背

景，對耶穌基督的認識並不陌生，而最關鍵性的問題就是對

因信稱義道理的認識！（以為不僅僅是接受主耶穌的救贖，

還要加上自己的好行為才能得救）而天父竟然藉著寇監督的

羅馬書查經而清清楚楚的告訴了我們因信白白稱義的道理，

從認識耶穌進入到接受耶穌完全的救贖的一個新階段。這時

基督之家第三家還沒有成立，是1979年感恩節時三家才正式

成立教會。感謝主，讓我們夫婦與三家一同出生、一同成

長，經歷我們又真又活的　神35年來豐豐富富的引領。1980

年初，神賜給我們第二個孩子，也是在基督之家第三家所生

的第一個孩子。

自從加入教會後，國鈞不但是早期詩班的主要成員，兒童主

日學的參與也相當頻繁。事奉愈來愈多，有時也難免心中會

煩躁，覺得時間實在不夠用。記得有一年下半年國鈞心中十

分沉重，因為隔年他將第一次當教會同工會主席。那年夏令

會結束後，晚上我們夫妻十分迫切的禱告。在禱告中國鈞為

過去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罪徹底的指認。這是以前從來未曾

有過的經歷。當國鈞認罪禱告超過一小時以上，穗燕已覺得

跪得雙腿麻木時，突然恩雨大降在國鈞身上。那種全身被涮

洗乾淨的感覺是非常的舒暢，當時國鈞的心靈好像完全的透

明，與　神密切的連接在一起。隔幾天後國鈞出差去東部。

在飛機上聖經的話語如活水的江河，湧流在腦海裏。國鈞十

分後悔以前沒好好在聖經上多下功夫，不然　神話語湧流的

深刻印象，一生一世都難以忘記。這又是一次　神奇妙的恩

典。神因為次年國鈞將第一次當同工會主席時的恐懼戰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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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恩待國鈞。是的，神的恩典夠我們用，尤其是在我們軟

弱的人身上更顯得剛強。願一切尊貴榮耀都歸給我們全知、

全能、全在的三一真神！



18

病榻沉思
孫珍恩師母

2013年12月14日正歡歡喜喜在德州參加了長子的婚禮。次

日清晨，突然一陣冷風襲身，我感到一股寒氣滲入右邊的

大腿，就這樣，上帝以奇招把我擺平了。我的右邊下半身

劇痛萬分，膝不能彎，腳不能動，頃刻之間，我變成了殘

障之人，寸步難行，躺在床上，有如墜入深淵之中。我向

主祈求醫治，未蒙應允；我心中驚恐憂慮隔日將如何回加

州？未料上帝以神蹟帶領我順利回來。接著我天天向主流

淚祈求，我必須脫離如此的困境。與主摔跤半月之久，我

終於放棄了掙扎，因為上帝藉著我枕邊「神的恩詔」(每日

一篇的靈修小品)對我說話，居然有好多篇都在強調：「發

生在你身上的大、小事都是主精心設計的；不要害怕，神

所作的都是美善；神要你來親近祂，祂要你把世界關在門

外，專心來聆聽祂的聲音；神要你進入聖所、至聖所，不要

只在外院忙碌；神的心何等傷痛，人們只求恩賜或顯著的工

作，卻不要施恩的主；你愛我嗎？願意單獨來到我的面前，

等候我嗎？......」我恍然大悟，是主的手按在我身上，祂

定意安排要我臥病在床，使我有機會真正地認識祂，也認識

了自己。原來「己」這個舊人是如此地頑強，他從未下過寶

座，只要一息尚存，他都不願「爾旨承行，在地如天。」我

看清楚了自己的己竟是個十足的「抗命者」之後，就完全降

服下來，流著淚向主說：「願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於

是我經歷了長達36天之久，晝夜腫痛不休，無法安睡。但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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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是，每天從半夜12點鐘起，聖靈會每小時把我喚醒，在

行動困難的情形下，勉強起身，自己摸著傢俱，牆壁，門框

去上洗手間。每夜我在疲憊，疼痛之中實在不想起來，但聖

靈卻不斷地催促。每當我摸開床邊的檯燈後，努力睜開眼睛

雙眼望向櫃上的大時鐘就赫然發現，剛好整整一小時。上帝

向我顯明祂的同在，並祂的時間精確無比。如此連續36個夜

晚，祂都強迫我起來行走，免得我小腿肌肉萎縮，將來復健

困難。再者因我服用了強烈的消炎止痛藥，必須大量喝水

才能排毒。感謝主! 停藥之後，就變成兩小時一次，三小

時一次，逐漸減少起床的次數，直到如今可以睡過夜，真

是萬幸！

在這次的災病之中，上帝對我施行了身、心、靈三方面的大

整修、大治療，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尤其是我的身體已

經病了一年多，長期睡眠不足，營養不良，總是覺得很疲

倦。醫生要我每三個月去驗血一次，但經過一年的努力都無

法改善病情。我從小學時看見家中的老母雞變成了盤中肉之

後就對肉類失去興趣，成為偏食的人，我頭腦知道這樣的飲

食不健康，卻是力不從心，無法自拔。然而這次的坐骨神經

痛迫使我既不能坐也不能站，逼得我必需躺在床上被牧師餵

飯，如小鳥一般，張開口，他塞進什麼我就吃什麼，如此吃

進了眾弟兄姊妹們的愛心「百家菜」，居然打破了多年來挑

食的壞習慣。我深深感謝基督之家第三家眾兄姊的愛心，上

帝藉您們的手把我從病入膏肓之中拯救出來，一切榮耀歸給

上帝，這正是祂奇妙的作為。

總之，偉大的神竟然會眷顧渺如塵沙的人，這是受造之人無

法明白的事；但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確定的乃是：「神是良善



20

的!」不只聖經上如此宣告，我們的親身經歷也可以證明。

當神要向人說話時，祂絕對會興起一種環境，讓我們四面

受困且求告無門。非人力所能解決的絕境，正是聖靈引導我

們要舉目望天; 當我們的心思完全和世界斷絕時，我們就能

聽見那微小的聲音，永生之神就成了我們的拯救。祂的話賜

下生命，我們因此而靈魂甦醒，也因祂的同在而靈命更新，

確知「神就是愛」，祂的愛長闊深高，且永不止息，直到永

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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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與順服的省思
沛溪

罪

神的創造及祂的話亙古不變，既能甦醒人心，又能使人有智

慧（詩十九:7）；其中沒有老舊過時的懸念和疑問。神是創

造者，人是被造者，人神有別，人不能代替神。然而罪，使

人明明愚昧無知卻自以為是、自高自大。總以為太陽、地球

都繞著自己轉。卻忘了這一切是誰的創造？誰在掌管？

人在自我中心的驅動下，愚頑地與神背道而馳，卻以為走在

正道中。罪使人不認識神進而遠離神，且長期活在罪中，

因此神的形像不再彰顯。多了人定勝天、我比你強的爭競

驕傲。相對地就少了誠實敬拜的心，自然也不懂得去稱頌

敬畏神。

對「因信稱義」的福音該有全面平衡的認識：神的聖潔與恩

典幫助我們與基督聯合，使我們能認罪悔改；也因為認識神

的大能，敬畏之心自然產生。

罪人眼中，不怕神（詩三十六:1)(羅三:18)，罪的阻隔使人

無法認罪悔改，也讓人失去認識神的機會與能力。靠自己的

聰明能力去生活，是無法自救重生，也不蒙神的看顧與賜福

（約伯一:10），更得不著生活上的盼望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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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神讓我們的罪性，能在他話語的澆灌中得光照，使我

們為罪自己責備自己（約十六:8）。這種憂傷的靈，痛悔的

心，神必不輕看（詩五十一:17）。神也賜正直的靈助人悔

改並更新心思意念（詩五十一:10），超越人的自私，勝過

自我為中心的捆綁。如此我們可以手潔心清的來到神的寶

座前敬拜他。

「基督徒」這個詞，本就結合著愛與行動。要常轉眼定睛於

神，體驗以神為中心的生活，讓我們能真認識那至大、至

能、至可畏及守約施慈愛的神（尼九:32）。 

順服

以色列民渡紅海、過約旦河的神蹟，說明神的作為與大能，

需要人的信心來回應，方能成就。當抬著約櫃的祭司們，順

服地涉足在約旦河中，讓人聯想到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信

心，人若膽怯不前，是不易明白主「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

卻能。」（路十八:27）的旨意。

每一個世代都有其不同的特點與節奏，不要因一時的推陳出

新，而忽略神的源遠流長，活在日新月異科技文明的當下，

雖有神話語的伴隨，但任憑生活慾望與罪性的擺佈，常將我

們屬靈的心完全擄去，成為身不由己的慣犯而一籌莫展，如

保羅所言：「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

七:18）。

在信心的道路上，基督徒的生活難免會遇上令人沮喪灰心的

事，但身處美好的順境時，我們又像那些被寵壞的兒女，缺

少了對父神的尊敬（瑪一:6）。耶穌雖然為神的兒子，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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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來五:8）。我們固然不能因行為

稱義，卻不能沒有與悔改的心相襯的順服行為。在敬畏神中

與他同工，達到聖潔、敬虔度日（彼後三:11-13）。

讚美神！主那永不止息的慈愛與憐恤，扶持我們超越本是片

面、有限的、自作聰明的罪人，能與主在光中同行，並有回

應的能力，對人謙卑，對神敬畏。如此的大能，焉能不讓人

由愛生敬，由敬而生敬畏之心呢？神的慈愛歸於敬畏他的人

（詩一零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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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的見證
張意苑

2012 年的十月對我是個傷感的回憶，經營五年的飾品店就

要結束了。先生女兒和我忙著打包店裡的物品，心想這套

花費不少的電腦，要不上Craigslist網站賣賣看，不管多

少，總比佔著倉庫的位子強些吧。然而，掛了一星期還是

無人問津。

 

主日的前一晚，我禱告求二件事：求神預備我與女兒的心；

求聖靈開牧師的口，好讓聽的人得著益處。就在那個主日，

才到三家不久的孫牧師講的是「十分之一奉獻」。講題也許

不是很討好，但聖靈感動孫牧師傳講這道，的確大大地改變

了我。

過去的我，對於奉獻常常是視而不見，總是隨己意酌定。殊

不知當順服神的話以後，那超過你想像的福分，便滿滿地賜

給你，並且不僅僅是你自己得福，更是全家蒙福。瑪拉基書 

3:8:「人豈可奪取神之物呢？ 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 你們

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您的供物呢？』 就是你們在當

納的十分之一和當獻的供物上。」

 

主啊！我真是虧欠，我就是那個奪取神的供物的人啊，我羞

愧至極，心裡暗暗決志，我必照神的話去做。於是支票一寫

就把當月的十分之一給了神，雖然不是很多，但我是高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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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奉獻，並對神說求主悅納。

隔天早上正準備出門工作時，有句話強烈迴響在我腦海裡，

就像唱片跳了針，不斷重複著，「以此試試我，以此試試

我，……」。我不知道怎麼會這樣，於是我甩甩頭試著將這

聲音甩掉，但還是不行，直到了上班地點，車子停穩了，這

句話才不見。主日那天晚上，我已經將電腦上了 E-bay( 拍

賣網站 )，試著最後一次賣賣看。然而奇妙的事情就發生

了。

 

在星期一晚上，我不經意地打開E-mail。那時對賣電腦一事

已不存希望，卻在一個陌生的E-mail裡得知，我的電腦已經

賣出去了。奇妙的事情接二連三的發生，首先在11月，我婆

婆突然將幾年前我們送給她的錢1萬美金還給了我們。接下

來， 12月份小孩的姑姑以聖誕節禮物為名送我女兒5千美

金。又大約在1月或2月間那時候先生的工作並不穩定，他

的 Resume 都還沒有寄出就得到一大型企業擔任製造工程的

工作，又過不久試用期都尚未滿，我先生又奇妙地被升遷。

 

神的祝福，連我女兒也得福。有一晚，我做了個夢大意是，

神讓我看見一個景象：「不要為女兒的學業擔憂。」有一

日，女兒放學後告訴我，她被選上全年級的學生模範代表。

我突然愣了一下。那時，女兒是高一生，在她的學校裡成績

好又聰明的小孩比比皆是，我怎麼想也不會輪到我女兒。回

想起我做的夢應驗著神的應許，就像瑪拉基書 3:10 萬軍之

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

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

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我主啊！我是個大罪人，主用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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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富的恩典待我，在主面前我慚愧地抬不起頭，神的話永

遠不落空。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馬太 6:33) 神常用這段話教導我，起初我疑惑，但如今我

漸漸明白，只要是神的話照做就對了。雖然在神面前沒有一

個義人，但我想神看重的是我們的行為和我們的心。

 

十誡教我們不可試探你的神，卻在十分之一的應許上教我們 

「以此試試祂」， 這話的的確確應驗，而神的祝福大到超乎

我的想像。如果 1+1=2，出於神的恩典，則是 1+1=2 的 n 

次方，這恩典來自祂滿滿的愛，弟兄姐妹們，願我們的神也

一樣的傾福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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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良辰
老兵

「禱告良辰，禱告良辰，如有雙翼向主飛昇，………」，這

是週三禱告會常常唱的一首詩歌。隨著旋律，我的靈也被提

昇，一切塵世的紛擾，漸漸遠去。那種寧靜，那份純美，那

片刻即是永恆。無數的週三禱告會，滋潤了我的人生，是我

奔跑天路的力量。

也曾問過自己，這是例行公事嗎？我們當關起門來，在私人

的密室與主相見，何必開著車去參加另外一場聚會？ 

但我知道，有許多極重的愁苦，若不來到禱告會禱告，自

己就無法承擔，就像哈拿在聖殿中向神傾心吐意，此外別

無它途。

很多時候，我是帶著一顆還願的心來到禱告會。祂應允我的

祈求；祂安慰我的心靈；祂從深淵中，把我拉拔上來。這宏

恩大德，理當鄭重地，公開地，虔誠地向祂答謝。

每當我看到眾人在禱告會中，就有說不出的欣喜。雖然，

我不知是什麼原因使他們來到禱告會，是出於信心？是出

於愛心？還是出於盼望？那一定是一個極美的原因。我彷

彿看到一幅圖畫，在天上有一群天使，高唱哈利路亞與我

們應和呢！



28

我找到了真神
陸梅影

感謝神揀選了我，讓我重生得救，成為神的兒女，主耶穌隨

時隨地幫助我，讓我過著幸福的晚年。回顧過去的歲月，少

年時貧困無奈，中年時備受迫害，晚年才得平安喜樂。

少年時，我跟著母親燒香拜佛，以為這樣就可以擺脫我家貧

窮的生活，可是我們家越來越苦。父親在抗日戰爭前開一小

店，日本鬼子來了，為活命帶領全家逃難到鄉下，靠野菜充

飢。父母生育十個子女，一個被日本人炸死，五個因病沒錢

醫治，用香灰當藥吃而死去，只剩下大哥、弟弟和我三個子

女。我問母親為什麼我們這麼窮，母親說：「這是命，你投

錯了胎，命中注定的。」我就不再跟著去唸經燒香了。

1950年7月，我參加工作，在江蘇省無錫縣西漳區，看到土

地改革後，翻身農民分到了田地，當家作主，不再受地主剝

削，就認為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我學習認真，工作積極，

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1952年5月1日與我的弟兄結婚後，

調到無錫市交通局計劃科工作。1953年3月外子奉命，調到

上海一機部第二設計院，把我調到一機部第九設計院，同一

個大樓，在上海外灘9號。1961年10月，為支援三線建設，

又把我們調到河南洛陽一機部第十設計研究院，直到1987

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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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從中央到地方，從打倒劉、林，到地方各個單位。1967

年我們的院長成為走資派的代理人，批外子和我是走資派的

左右手，說外子是國民黨殘渣餘孽，混入黨內的反革命份

子，反動技術權威。說我是反革命份子的老婆，把我們二

人整得很苦。

外子的歷史問題，結婚前我不知道，是他們黨支部幾個人告

訴他，千萬不能告訴我，怕我不會同意。我在1953年申請加

入共產黨，支部書記對我講外子的歷史問題比較複雜，昨天

是國民黨員，今天又成為共產黨員了，因他曾在國民黨的坦

克部隊，三青團分隊，當中尉排長，所以不能考慮我的入黨

申請。我回家後向外子發火責問，他就說為了抗日，上的是

國民黨的陸軍機械化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坦克部隊。1948年

國共內戰，魯南戰役中被俘，回南京老家，同學是中共地下

黨，介紹他加入了共產黨， 只是為了迎接全國解放入黨的。

黨的政策是將他國民黨上尉連長，三青團分隊長，列為反革

命份子來整我們。首先，革去我們職務，下放幹重體力的勞

動。接著抄家，搜四舊，翻箱倒櫃砸碎翻遍，把結婚時婆婆

送給我的金首飾，珠寶，統統沒收。把外子與許多先進工作

者在北京天安門的大幅照片當罪證沒收，說他沒有資格與毛

主席合照，連外子與我的結婚照，也作為罪證沒收。開大會

批鬥外子，要我站在他身邊陪鬥，把我們與所謂的一批牛鬼

神蛇一起遊街示眾。把外子關進牛棚三年，不准回家。扣發

我們工資，當時我倆月薪200多元人民幣，只給50元，我要

養七個人（我們二人，父母和三個孩子）。更可恨的是有一

個曾在我手下工作的辦事員，成了造反派的小頭頭，帶了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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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叫我跪在毛的大照片前，交待怎麼會與反革命份子結

婚，幹了哪些反革命活動等等。我如實講了，他就說我是花

崗岩腦袋，死不悔改，重重地打了我十幾個耳光，打得我暈

了過去。

1969年，軍隊工兵隊，開全院大會給我平了反，說我歷史清

白，外子的歷史問題早有結論，不是反革命份子。因我們結

婚時，是由黨組織定的，於是恢復了我的財務科長職務和黨

籍。經過這場迫害後，我認為太無天理，毛晚年為保權位，

打擊別人，消除異己，遍及全國，好多人經不起折磨而自

殺，我也被弄得渾身是病，夜不能眠，就此我什麼黨都不

相信了。

1989年4月，兒子在美國攻讀博士還沒有畢業，靠平日打工賺

的錢把我們二人接來美國，讓我們呼吸美國自由世界的清新

空氣，因為他深知我們受迫害後的痛苦，開會講話要小心謹

慎，要始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經不起再整一次了。

剛來美國時，我們住在Santa Clara，隔壁鄰居是台灣人，

一家人都是基督徒，對我們很好，還請我去參加他們教會的

聚餐，座談活動，勸我信主。可是有一天，她兒媳鼻青眼腫

地到我面前哭訴，因為她往娘家寄了些東西，她婆婆就叫兒

子（她的丈夫）打她，他經常會打她。我看到他們在家一個

樣，在教會一個樣，心想這樣的基督徒我不要當，就找藉口

再不參加他們教會的活動了。來美國的頭十年，我什麼也不

相信，僅幫助帶帶孫子、孫女，做家務。

感謝主！在2000年7月，林郁如姐妹，潘建剛弟兄和劉綺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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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帶我來到基督之家第三家。賀潔甫老弟兄，王易志英姐妹

熱情與我交談，心中感到十分親切，聽了牧師講道，才開始

知道主耶穌是神，是獨一真神耶和華的獨生愛子，為拯救世

上罪人，降世為人，遵照父命被釘在十字架上時，還求告父

神「原諒他們吧！因為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心中十分感

動。「神就是愛」，愛是神的本性，人間的愛是會變的，是

有限的，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徐農牧師對我說：

「妳來美國是神的安排，來教會聽福音也是神的安排，人都

是有罪的，靠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寶血，替我們贖了

罪，只要認罪悔改，禱告，信主，就能得救。」這些教導對

我震撼很大，反覆思考，這三家與上次去的教會不一樣，講

聖經真理。是的，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是讓我重生得救的家，讓我真正地找到了真理。

「主耶穌是真神嗎？能救我嗎？」當晚，我跪在地上，眼睛

看著天，對主講：「主耶穌啊！我今天才知道你是神，你是

真神嗎？求你讓我今晚不要失眠，睡個好覺，明天我就信。

」主耶穌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晚，我整整睡了七個半小時

（多年來我每晚睡2-3個小時）。早上起來，精神煥發，我

心服了，當即跪下來對主講：「主啊，你是真神，我相信

你，感謝你讓我睡的那麼好，求你醫治我身上的病痛，救我

救我。」從此，我來到教會聽道，沒有間斷。認識到是神救

我的時候到了，有的弟兄姐妹勸我受洗歸主，我感到自己懂

得還少，堅持參加主日學，有系統地，認真地學聖經，一年

後決志信主。

2001年8月16日，正式受洗歸于主的名下，我70歲成為神的

兒女，心中萬分快樂，感謝主！正如以弗所書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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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在于自己，乃是神所賜

的，你們從前是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祂

的血，已經得救了。從此，不再作外人，作客旅，是與聖徒

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我衷心地感謝父神，感謝主耶穌，感謝聖靈，感謝三家的牧

師、長老和接送我來聽道的弟兄姐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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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一路引領
徐盧玖師母

1969年1月，我們全家由臺灣移民美國。頭一站是紐約，因

為我的父母、弟弟妹妹們都住在那裡，在這個陌生的國度，

言語不通，不會搭地鐵、不會搭公車，一家七口如何謀生

呢？內心很是徬徨懼怕。所幸，在小環境中，有親人的溫

暖與安慰。

主日到教會敬拜，真是一個難題，經過禱告與詢問，終於發

現在遙遠的皇后區有一間講中文的教會，而我們住在布碌克

林，需要搭地鐵接公車才到得了。想不到的是，那裡的牧師

竟是外子（當時徐牧師尚未當傳道人）的浙大同學，姓司

徒。他熱烈地歡迎我們，我們也像見到親人一般。

後來，司徒牧師幫助我們在教會附近，找著了一幢兩層樓的

房子，有大客廳、飯廳，還有地下室，一家老小同住，我太

開心了。又有一位弟兄送徐牧師一輛車，他也考到了駕照，

交通方便了許多。

那時候，我要照顧一大家人吃飯、洗衣、並且常常開放家庭

讓弟兄姐妹們來聚會，累得每天晚上睡覺時渾身酸痛。心

想，明天我還爬得起來嗎？我問耶穌，耶穌說：我的恩典夠

妳用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這樣，一天天就鍛煉如

生龍活虎一般，不但把家人照顧得妥妥當當的，還會自己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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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後來又當保姆替人照顧小孩，賺點外快，補貼家計。

那時，徐弟兄沒有正式的工作，他在一家禮品店收銀，周末

生意特別好，所以主日無法與全家一齊去教會敬拜。我覺得

很嚴重，就和孩子們天天祈求神，給他一份正式的工作，可

以五天上班，周末休息。到了感恩節的前兩天，有位貴客來

拜訪我們，還帶來了兩隻大火雞，他是徐弟兄的大學同班同

學，有一個化工廠。他是登門來請老同學去幫忙的，這真是

一個奇蹟。

去紐約的時候，女兒Gloria只有十歲，一心一意想進著名的

朱麗葉音樂學院的預科。司徒牧師的大兒子，就是該校的高

材生。這位小老師對Gloria的指導和幫助很多，只是我們家

在臺灣的鋼琴，來美時因帶不走就送人了。現在日子拮据，

買不起琴，如何是好。我們禱告了約兩個星期，一天我弟弟

打電話來，說他有一架鋼琴，問我要不要？原來有一個學音

樂的男孩子，因繳不起房租，被房東趕出來，我弟弟收留

他，他願意送鋼琴給我弟弟來當房租，而我弟弟住六樓，又

沒電梯，搬不上去。結果，我們只花了十元，就請人把鋼琴

搬回家了，琴雖然舊，但每個鍵都很響亮，女兒也順利進入

朱麗葉預備學校了。

又回FREMONT

徐牧師是2008年3月12日去世的，他在去世之前說看見了耶

穌。所以他很快樂的到主那裡去了。他是一個又忠心，又

良善的僕人，很喜歡幫助人，但不會理財。在他身後，我

們必須賣房子，想找一處便宜的地方居住。小女兒Ang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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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婿住在米蘇裏州的 Kansas City，對我們很關心，要我

們搬去與他們為鄰。雖然大女兒和大兒子都反對，我還是毅

然地帶著Gloria和小兒子搬去了，在那兒買了一幢三房兩浴

的小房子。

沒想到，那裡的中國人少，離教會，超市和藥房都很遠，夏

天100度，冬天老下雪，又有龍捲風的威脅。雖然，房子不必

花錢了，可是毫無收入。Gloria來此一年七個月，連一個學

琴的學生都沒有，終日無所事事，很不快樂。我又得了一場

大病，於是大家想回到過去住了三十年的老地方Fremont。

這回我不敢貿然行事了，我向神禱告，尋求印證，也得到妹

妹的鼓勵與小女兒的諒解。有一天，意外的收到加州Fremont 

DMV 寄來給殘障老人停車的許可牌，好像故鄉在伸手歡迎我

呢。不久，收到張凱牧師的電話，說他們八月要搬到東部

去，到時他太太的鋼琴學生可以介紹給Gloria。這些都是令

人鼓舞的消息，我開始準備賣房子了。

近年來，正值美國金融風暴，鄰街的房子，一年半都沒賣出

去。我們找教會的宋弟兄，他是一位很成功的地產商，他說

我們的房子很舊，要好好的禱告。感謝主！祂聽了我與女兒

的迫切禱告，在不多的時間內，我們的房子賣出去了，我們

三人歡然地回到了Fremont。

現在，Gloria慢慢地有些鋼琴學生了，而張牧師一家也最終

搬到東部。回顧過往，神的恩典不斷引領。箴言3:5「你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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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神是信實的，有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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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我們當天天稱頌祂的名！

編者按：徐盧玖師母是基督三家的首任駐堂牧師（1981-1990

）徐農牧師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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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托在主手中
王用道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六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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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是人與神之間的橋樑，真理是道路的精神，亦即是道。

而道路和真理結合的結果就是生命，三者之間，道是中心。

所以牧師講聖經，說是講道；我們聽講就是聽道。道的含義

很廣，道是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我們中國四書上也說：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基督徒更當如

是，隨時心中有主，依道而行，必能生命豐富而得到平安喜

樂。

 

2013 年十月二日，我陪姐妹乘坐BART去奧克蘭看牙科醫

生，在 Lake Merritt站下車，那一站是地下道乘轉動電梯

上去。當我走上電梯時，沒有扶電梯扶手，右手挽著姐妹的

左胳膊，不小心腳踩空了，往後仰，跌了一跤，把姐妹也拉

倒了。感謝主！當時車站人員把電梯停住了，我即時站起來

毫髮無損，像是主把我托在手中一樣。我們看完醫生出來，

仍乘坐 BART回家，在車中我想到摔跤的剎那，腦袋一片空

白，什麼都不記得，感謝主，我仍平安。

 

第二天我手摸後腦，發現有一個腫包，醫生要做頭部斷層掃

描檢查，結果沒有問題。感謝主，賜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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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摔跤，我心中省察學會了謙卑，因為過去我在任何

地方走階梯，都不用扶手，因為怕髒。但是扶手是為了上下

人的安全，給走的人方便，應該好好利用。須知手髒了可以

洗清，如果不扶手，發生安全問題，則後果難料不可不慎！

 

我從前有些毛病如鼻炎、腸炎、高膽固醇以及骨刺等等，看

了不少醫生都無法治好。後來聽朋友說運動後洗冷水浴，可

以增加抵抗力或者有幫助。於是以後我每天在住家附近的道

路上晨跑，跑了一身汗回家洗個冷水淋浴，春夏不斷。結果

各種毛病先後不藥而癒，感謝主，賜我健康！

 

我感到早起運動，空氣新鮮，環境清爽，遇到早上同樣運

動的人都是很和氣，笑臉相迎，有時候打個招呼或是問一

聲好，便覺得十分歡喜，所以說：「一日之計在於晨」，

非常有道理。

 

感謝主，只要循著主的道而行，有主同在，必蒙保守看顧。 

得到平安。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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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蹟伴我行
曹子龍

相信大家都熟悉一首叫做「奇異恩典」的聖詩，那麼奇異恩

典降臨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的答案

是，會發生很多的神蹟！

我有一位從來沒見過面的同事（他一直在華盛頓家中辦公，

屬於 SOHO 一族），我們常常通過電郵進行工作交流，後來

我把中國的 QQ 介紹給了他，前幾天我們在 QQ 上有這麼一

段對話：

他問：”Cao, 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s?”

我回答：”Yes,I do!”

他說：”My wife had a miracle a week ago!She was very sick 

for 5 years, and now she’s much much better in one day! 

Thanks God! God is good!”

5年沈疾一朝治癒，這不是神蹟是什麼？就在咱們三家最近

不是也有弟兄姊妹四期癌症被徹底治癒的神蹟嗎！所以，大

多數的弟兄姊妹都會相信神蹟的。這是為什麼呢？因為聖經

說：「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徒2:19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可16:17）而聖經是

神所默示的，是神的話，神是信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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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次接觸讚美詩

我開始記事的時候生活在一個非常貧窮閉塞的小地方，那時

家裡的家用電器還真就是父親單位發的一支手電筒！沒有電

腦、沒有網絡、沒有遊戲機，晚飯後鄰居們沒事就喜歡串串

門。有一家鄰居經常有聚會，母親因為識譜，就常常被請去

教唱讚美詩，我經常跟著母親去聽這些讚美詩，那時候還不

認識神，只覺得讚美詩很好聽。現在我知道了，神給了我們

奇異的恩典，是應當稱頌讚美的，主耶穌說 過：你們如果

不讚美的話，連路旁的石頭，上帝都要興起它來讚美上帝。 

弟兄姊妹朋友們，想像一下，如果石頭起來高聲讚美我們的

神，那將是多麼恐怖的事情啊！所以，還是讓咱們人類來開

口讚美吧。

 

2 搬家到邯鄲，高考

後來隨著母親搬到了河北的邯鄲，很快就要參加高考，那時

候心裡根本沒底，就想起讚美詩裡所讚美的那位神來，雖然

不知道怎樣禱告，也還是常常向神祈求，求神讓我能夠考上

大學。現在，我明白了，實際上每個人心中都知道宇宙有一

位神，羅馬書1:19-20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

顯明在人心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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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藉著所造

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但是就是有很多的人 

「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

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

愚拙」。後來，神垂聽了我的禱告，我順利的考入大學。

我想，在我的生命成長過程中，這是神賜給我的第一個神蹟

吧，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那時候考大學是很難的，當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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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俗話叫「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我從那麼偏遠閉塞的小地

方到了大城市沒多久就參加高考，能夠如此順利的考上，這

只能說是神蹟。請問大家相信神蹟嗎？借用鐵道部某新聞發

言人的一句名言：「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信！」

 

3 開始去教會

後來就是上大學、畢業、然後參加工作、娶妻生子，在國營

企業工作混日子，心中混沌，遠離了神，也從不禱告，在困

惑的時候還練過氣功、學過佛學、研究過禪學等等，這些最

終都不能讓我的心中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樂，直到我辭去公

職，到一家外企工作。那時母親已經成為一名傳道人，經常

給我們傳講福音，於是，我跟妻子就常常在周日的時候去北

京海淀教堂參加敬拜聚會，雖然還沒受洗，但也學會了事奉

和奉獻。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們，借用魔術師劉謙的一句

話：「見證神蹟的時刻到了！」神蹟再次與我相伴了。

 

4 神蹟開始

1）墨脫「恐怖」之旅

記得那是在2003年的5月，我們公司跟西藏電信簽訂了合同，

要在墨脫安裝一套衛星通信設備，公司就把這項有史以來最

艱鉅的任務交給了我。現在想想，應該是神交給我的，為的

就是見證祂所行的神蹟，以此來彰顯祂的榮耀！

墨脫，在當時是全中國唯一不通公路的地方，120公里的旅程

我們需要花費4天的時間徒步走進去。途中會經歷春夏秋冬

四個季節，沿途都是神所造奇妙的原生態風景。但是，旅途

也相當的寂寞和疲乏，最危險的是有一段路程充滿了螞蟥！ 

有一位同伴，覺得戴手套照相不方便，就摘下來拍了幾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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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再戴手套的時候，就發現手背上有一隻螞蟥，已經吸

了不少血，身體在逐漸變大，他嚇壞了，讓大家幫忙弄掉，

有人覺得機會難得，應該拍照留念，就讓他堅持一下，他帶

著哭腔說：「你們可快著點兒啊，我的血可沒多少啊…」 你

們說，這有多可怕啊！

在設備安裝開通之後，電信局的人通知我們原路返回，我們

都很恐懼這條螞蟥之路！有人說：「還有另一條路可以走，

沒有螞蟥，還可以領略不一樣的風景。只是那條路每年的這

個時候到處有塌方，很不安全。」儘管如此，我還是抱著試

一試的想法跟墨脫電信局的領導商量，這個領導不敢做主，

就打電話向上級請示，結果上級出於安全的考慮，堅決不同

意！眼看著第二天一大早就得原路返回，當時我真是心灰意

冷！於是，向神禱告，求神開路。

弟兄姊妹和朋友們，見證神蹟的時刻又到了！就在當晚我們

入睡之前，有人告訴我，墨脫的一位副縣長要帶著人馬去林

芝地區開會，他們也是第二天一早出發，走的就是那條有塌

方的路！我立刻給電信局的上級領導打電話，請求跟副縣長

結伴而行，上級領導經過核實後，同意了我的請求！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歡喜快樂的上路了。一路上，我就擔心

下雨會造成塌方，就不斷的禱告，求神不要降雨，結果，感

謝神！一天下來是滴雨未見！ 可是，人心不足，因為沒下

雨，太陽直曬，我又覺得熱得受不了，於是我在晚上又禱

告，說：神啊，也不要一點雨也不下，下一點毛毛雨吧，不

要讓我們這麼曬、這麼熱吧！弟兄姊妹朋友們，神蹟再次與

我相伴，第二天真的只下毛毛雨！ 我們是又涼爽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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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21:7-8「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

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弟兄姊妹，這真的要說阿們！

 

2）羅布泊擔驚受怕之行

我接受的第二項恐怖工作就是去新疆羅布泊安裝一套衛星通

信設備。為什麼說恐怖呢？大家知道，中國發射氫彈和原子

彈做實驗就是在羅布泊，因此那裡是寸草不生，著名的科學

家彭加木就是在羅布泊走失的，屍首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原先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公司總是將最恐怖的工作交給我，現

在看來，都是神的旨意，就為要我在今天，在這裡見證祂的

榮耀。我在羅布泊那裡待了三天，那三天真是度日如年！不

知什麼原因，天線就是對不準衛星，我們帶的全球星電話也

沒有信號，與外界完全失去聯繫。我估計是由於原子彈爆炸

的影響，使得地磁參數發生了某些變化，我們原來的計算數

據在這裡派不上用場了。我們帶的乾糧和飲水也越來越少，

如果第三天還不能完成任務，我們就必須馬上返回，備足糧

食飲水後再進來，可誰願意再折騰一趟啊！我心裡那叫一個

急啊！我站在天線的跟前就開始呼求神的幫助。

弟兄姊妹朋友們，見證神蹟的時刻又到了！就在我禱告呼求

的時候，我們那部全球星手機有了兩格的信號！我們立刻跟

烏魯木齊取得聯繫，請他們用儀表監測，在他們的幫助下，

我們很快的就把天線對準了衛星！

聖經約翰福音十四章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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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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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也不要膽怯。」弟兄姊妹朋友們，神所賜的平安，那是

真平安啊！ 

3）塔里木平安夜的故事

我接受的第三個任務是去新疆塔里木做技術支援和通信保

障，為期三個月。這次任務沒有前兩個那麼恐怖和辛苦，

但是責任很大。由於時間比較長，我就帶了讚美詩和磁帶，

每天休息的時候聽一聽學一學。時間說慢也快，話說這一天

可就來到了平安夜，客戶突然跑來找我，說整個衛星系統的

電話都不通了！我們趕緊跑到機房去做 Troubleshooting。

我們公司生產的是通信幹線設備，而具體的話音終端是世紀

網通公司生產的話音網關，兩套系統工作在一個平台上。可

是，我對話音網關知之甚少，我只知道，話音網關開機後會

自動運行，於是，我按照常規把這個網關進行開關機復位操

作，但是沒有任何用處。

我們公司有兩個工程師接受過話音網關的培訓，於是，我給

他們打電話求助。結果，一個酒喝多了，怎麼也叫不醒；另

一個給了我一些建議，我照著做了，沒什麼幫助，他只好給

了我廠家技術人員的電話。打通後，廠家技術人員又給了一

些操作步驟，再次失敗後，他跟我說：「今天是平安夜，他

在回家的火車上，如果還需要進一步的幫助，請下週一上班

後再聯繫！」說完就關機了，我再打他電話可就打不通了。

那時候我的客戶不斷的在身邊催我盡快恢復系統工作。哦 … 

，那時可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眼看平安夜的鐘聲

就快響了！我靈機一動，使勁拍了自己腦袋一下：為什麼不

求神幫助呢？我就站在機櫃的跟前，默默無聲的祈求神的幫

助。禱告結束後，我眼睛盯著電腦屏幕，也不知道神將會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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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幫助我。

弟兄姊妹朋友們，見證神蹟的時刻又到了！我右手漫無目的

的晃著鼠標，不知在什麼地方點了一下，客戶忽然跟我說：

「看！系統恢復正常了！你怎麼解決的，故障原因是什麼？

」我傻了！「啊？我哪兒知道啊！」

雖然我回答不了客戶的問題，客戶還是請我一起到門口的小

飯館兒吃宵夜慶祝一下。那時候平安夜的鐘聲恰好敲響。那

個平安夜成了我今生難忘的一個平安夜！

聖經約十六33：「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

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

勝了世界。」

 

4）與血吸蟲擦肩而過

時光荏苒到了 2006 年的秋天，我們公司與中國石油一家公

司簽訂了其中一條幹線通信秋檢的合同。由於某些原因造成

的延誤，我們的秋檢時間趕上了雨季，在湖北的監利地區，

一到下雨，到處都有血吸蟲，沒有人肯前往那個地區幹活。

可是我們的合同是有時間要求的，客戶雖然覺得我們肯定無

法如期完成，但還是硬著頭皮跟我們前往，因為他是這個項

目的經理，職責所在，沒有辦法。我心裡對血吸蟲也是非常

懼怕的，人要是被它盯上，基本上就算得了「絕症」。

這個時候我已受洗了，我知道凡事要藉著禱告來尋求主的幫

助。詩篇91:11「因祂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

道路上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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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一路上不住的禱告，結果怎麼樣呢？

弟兄姊妹朋友們，見證神蹟的時刻又到了！我們去的最危險

的監利地區，每年這個時候都會陰雨連綿，但是這次就硬是

大太陽天，而血吸蟲是最怕太陽的！等到我們幹完活，離開

那裡很遠了，才聽說那裡開始下大雨了！客戶跟我說：「曹

工啊，你們運氣真好，那個地方這個時間居然沒下雨，真神

了！」我跟他說：「那是靠上帝的幫助！」他說：「啊？你

信上帝啊？」我說：「是，我是基督徒。」他說：「沒看到

你禱告啊！」我說：「我們所信的是能夠做我們隨時幫助的

真神，我們隨時隨地可以有聲無聲的，以任何方式進行禱

告！」客戶很認真的跟我說：「你們的神真靈！你以後可不

能放棄，要堅持信下去啊，這對咱們大家都有好處啊！」可

惜的是，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怎麼樣傳福音，沒有跟他做更

深的交通，願神藉著那件事情帶領他進入神的家吧。

 

5）也談高考移民

我在 2000 年辭去公職，到北京打工，由於沒有北京戶口，

就自然成了俗稱的「北漂一族」，兒子就在北京讀完了小學

和中學，高考成了我們家最大的難處！北京沒有戶籍不能參

加高考，戶籍所在地沒有學籍也不准參加高考。我們夫妻早

早的就開始為著這件事禱告。可是，過了一年多，也看不到

任何有神幫助的跡象。我不得不開始進行人的籌劃，我計算

了孩子留學的費用，又對比了一下技術移民的開銷，最終決

定去考雅思，辦技術移民，全家都到加拿大去。

那時候我根本不敢想我能到美國來，一來美國沒有加拿大那

樣的技術移民政策，二來我跟美國之間唯一有點兒關係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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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在一個美國公司的北京辦事處工作，這個美國公司還非

常小，最關鍵的是，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一

種叫做 H1B--工作簽證的東西！

弟兄姊妹朋友們，見證神蹟的時刻又到了！就在我跟老闆商

量準備辭職移民去加拿大的時候，老闆連一點兒驚訝的表情

都沒有，似乎早就等著我開口呢！他只淡淡的問我：「你為

什麼不考慮去美國呢？」「啊？」儘管我的嘴長得很小，但

當時我確實是張到我能張的最大程度，愣了好幾秒鐘，然後

問：我想啊！可怎麼樣才能去呢？老闆說：「我幫你辦 H1B 

就可以了！」那是我第一次聽到 H1B 這個詞兒，除了對上帝

的讚美之詞外，這恐怕是我今生聽到的最美的詞兒了！就這

樣，蒙神的賜福，我們一家來到了這裡。

聖經約伯記22:21「你若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

你。」弟兄姊妹們，阿門吧！

 

6）H1B 背景調查的故事

現在來講一講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經知道的事情，這件事情發

生在前幾個月，由於我的出入境的簽證已經過期，我又常常

需要到國外出差，所以不得不在北京辦理新的簽證。但是，

這一次簽證非常不順利，先是簽證官說要做背景調查，後又

加上美國政府中間有段時間還「停擺」（shutdown）！我的

簽證足足等了七七四十九天才拿到！期間，三家的牧師以及

眾弟兄姊妹都為我禱告，我生平第一次有這麼多的人為我代

禱！你們知道我的內心該有多平安吶！

弟兄姊妹朋友們，你們說，天底下什麼人最可憐？我告訴

你，天底下最可憐的人就是那種沒有一個人為他禱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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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因著對我的愛，撐著她那瘦小的身體居然整整６天

為我禁食禱告！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神蹟！她後來告訴我，

她也從禁食禱告中受益非淺，她不但體會到了夫妻之間的

愛，這次的禁食還治好了她的便秘！

弟兄姊妹朋友們，見證神蹟的時刻又到了！就在我拿到簽證

準備返回美國的前幾天，我們產品的一個重要部件的生產廠

商到我們北京辦事處進行測試，在我的配合之下，找到了在

美國實驗室一直無法找到的故障原因！弟兄姊妹朋友們，神

的美意真的是我們所無法測度的啊。

聖經 羅馬書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我再藉用羅慧娟姊妹的一句金句：「凡事都有上帝

的美意，任何困難都是化了妝的祝福！」

 

在開始的時候，我用「奇異恩典」做了開場白，現在，我願

意用詩篇第23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來結束。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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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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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神親自祝福祂的話語！

 

子龍寫於主後二零一三年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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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和經歷神的奇蹟恩典
孫英華

是神在我身上彰顯的奇妙恩典，使我的生活看似平凡，卻充

滿了奇蹟。

信主

我是2000年來到美國的，蒙神的恩典到了灣區，也進入美麗

的校園-斯坦福。更幸運的是第一個月就有機會加入基督教會

的團契活動：有英文學習、有郊遊、有分享，還遇到幾位中

國來的訪問學者。由於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宣傳了好多宗教

迫害的例子，起初對宗教不理解也很很排斥，心裡有很多顧

慮和疑懼。但慢慢地卻發現基督徒都很友善且有禮貌，熱情

助人也不圖回報，很好相處。去教會和家庭聚會，發現基督

徒的生活態度特別積極樂觀，喜樂平安就顯在他們的身上、

心裡和家庭中！令我非常羨慕，也渴望能夠有這種福氣。 

那時候我的生活挺有壓力：語言障礙，文化的隔閡，經濟上

的困窘及對未來的迷惘，經歷了很多的困難和起伏。尤其是

在一年訪問時間快結束時，是否回國成了一個很關鍵的問

題。在這些困境和疑惑當中，我感受到了禱告的力量。神

給我平安和喜樂，在團契的學習和活動中，讓我感受到溫

暖和神的愛，也學會了交託和聆聽神的引領。終於在歸國

的前夕，我決定受洗成為基督徒。在受洗的過程中，真是非

常感謝孫牧師和主恩基督教會。經過多年的起伏跌宕，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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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受洗不僅是個儀式，乃是真正將聖靈的種子栽種到自己

的心田。

再次回到美國

2002年我再次回到美國，當時正是經濟蕭條的時候，無法很

快找到工作，為生活所迫，又進入學校讀書。其間，和家人

分離；經歷婚姻危機；工作危機，並曾遠離教會。可是神一

直看顧，用祂的奇蹟和恩典將我帶回教會中。

最近兩次的奇特求職經歷，都是神的奇蹟

第一次是2009 年底，那時我在UC Davis工作。自金融危機

以來，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很多人都在為工作煩惱。自

己有工作已很幸運，並無奢望換一個更好的。沒想到神竟

然帶領我找到一份在灣區的工作：有更好的待遇，良好的

工作環境，我喜歡的研究項目。最主要的是終於可以和女兒

生活在一起！這份工作即是神的偉大恩典也是一個奇妙的歷

程，讓我看到祂的生命活水從教會和基督徒中汩汩流出，恩

賜人間。 

事情始於我在網上注意到一個招聘廣告：工作地點在灣區並

和我的工作非常對口。我就投了簡歷，等了一段時間，沒有

任何消息；對這樣的情況我早習以為常了。可是我心裡有感

動，突然想到了主恩基督教會的馬弟兄！隱約記得多年前在

教會聊天的時候，他提到他在這個公司工作。儘管當時也不

知道他是否還在那裏或者願意幫忙，還是向他問及這個職

位。這個聯繫讓我經歷到了後面一系列只有神才能做到的奇

蹟。馬弟兄熱情地幫我把簡歷轉給他的朋友，很快有了電話

面試，接著在感恩節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安排公司面試。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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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像夢境一樣，出奇地順利，我在12月24日聖誕節前一天拿

到了工作聘書，當時覺得這是最好的聖誕禮物了。

神的恩典是無窮的，第二年我又收到了一個更好的聖誕禮物

我在灣區公司的工作很忙也有好的成效，可是就在這時公

司的整體發展開始轉向另一個項目，我並沒有意識到我的

職位處在危險之中。2010年11月17日在毫無準備的狀況

下，layoff突然地砸在我的頭上，我真的暈了！那時我的綠

卡申請還未批下來，Ｏ1簽證沒有grace period，公司只給了

一個月的過渡時間，我怎麼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找到新的工

作呢！在困境之中我又呼求神，在教會裡兄弟姐妹的關心和

鼓勵下，我打起精神努力求職，困苦絕境之中神為我預備了

第二個聖誕禮物。12月23日我收到了新的工作聘書，而且公

司還在灣區，很好的待遇，可以保證女兒的學習不受影響。

哈利路亞，讚美主！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我和我的家人還經歷了很多神蹟，在此無法一一細數，主的

愛和看顧像甘泉時時刻刻湧流在我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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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死蔭幽谷到滿足喜樂
胡海洋

2013 一月以前的我，是一個沒有見證、不冷不熱的 Sunday 

Christian，受洗21年，固定去教會，然而一直是活在自我之

中。自高、自傲，自以為義，耶穌只是自己的阿拉丁神燈，

有需要了，有困難了，有大手術了，要買診所了，就會想到

我的神燈，跟祂求一求，其餘多半的時間，我努力追求屬世

的快樂。世界的物質、誘惑，深深的吸引著我，大惡不犯、

小過不斷，在我的生命中看不到基督徒的影子。靠著自己一

點點的小聰明和幾分運氣，雖然偶有小波折，但是日子也就

是如此這般的過來了。 

2010 年夏天，在家庭、事業都得意的順境之中第一次經歷了

憂鬱症的苦楚。有一兩個月的時間，胸口像是永遠有一隻大

象壓著，鬱悶且不想跟任何人說話，雖然是在盛夏，心裏卻

似深秋。第一次的憂鬱症大概持續了一兩個月，然後就不藥

而癒。2012年秋天開始，再次遭遇憂鬱症的襲擊，突然間世

界變得似乎是毫無意義，人生沒有任何盼望，妻子、朋友、

家人、同事都成了陌生人，甚至自己的骨肉至親也變得面目

可憎。跟著突然發現自己有了很嚴重的暴力傾向，脾氣變得

異常乖僻，自己好像是一桶充滿了瓦斯的大氣球，隨時都有

爆炸的危險，也有好幾次發作的記錄：一次是下班回家，看

到當時只有十歲的大女兒把她的安全帽放在玄關的地板上，

這原本是無關痛癢的小事，我卻發瘋似地把她叫過來臭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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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更失控地在小孩子面前把她的安全帽用力砸下。孩子們

嚇壞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會失控，好像心中住了一隻想

要發洩的惡魔。

整個冬天，我心中的惡魔一直想要爆炸，在開車時有看不順

眼的其他車子的時候，我就會有一股衝動想加足油門撞上去

或是找把槍大開殺戒。我很怕自己真的會跨過那個即將超越

的最後關卡而成為殺死全家或是路人的社會新聞頭條人物，

所以開始閉鎖自己，漸漸的把自己關進心靈中的小房間，然

後一扇一扇的把窗戶給關上，自己開始關閉所有對外溝通的

管道，突然有一天我發現我出不去了，自己把自己逼到了死

胡同。

憂鬱症的治療，是需要長期的藥物治療配合心理輔導，然而

當時的我卻萬念俱灰，不願意去面對未知的未來，所想到的

唯一出路只有一條：結束自己。於是我開始了一些結束自己

生命的安排，也從醫學方面的考量、己經把自己自殺的方法

都想好了。就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最後關頭，在2013年

二月份教會的一次聚會中， 神用祂的話把我從憂鬱症諸般

束縛中釋放出來：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

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

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 12:9

這句曾經唸過多次的經文就在我最低沉的時候，帶著 神的

大能擊碎了我憂鬱症的堅固營壘，從祂而來的生命之光照亮

了我的灰暗，喚醒了我枯乾的心靈。我在神面前悲傷痛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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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自己是全然的軟弱，全然的墮落，一夕之間，我的生命

被改變，我的心因耶和華而喜樂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更

不是任何心理醫師或抗憂鬱症藥物能達成的。雖然外在環境

並沒有任何改變，然而來自　主的平安喜樂真真實實的充滿

了我的生活。我像是一個新造的人，聖靈親自引領我竭力追

求認識這位拉拔我出死蔭幽谷的又真又活全能的神。感謝　

主！神的靈不但改變了我，也使我家中的陰霾煙消雲散，我

親愛的妻子也在慕道觀望多年後決志信 主，並且於六月受洗

歸入　主的名下。

在事業上，我以榮耀神為第一優先，雖然在經歷了老闆醫師

低潮、老員工相繼離職、診所危在旦夕。然而我相信我的一

切在神的掌握中，我向神呼求，我要經歷神全然的帶領。我

歇了一切屬世的努力，2013年11月1日是診所存亡的關鍵，

一筆三十五萬美金的貸款必須到期償還。我放棄向銀行或

家人求助，單單迫切向 神求，神奇蹟般的讓我的債主以原

來借款利息的一半繼續貸款給我。從前與這位猶太人債主

曾經有多次生意上的交涉，我是直腸子，生意上的談判、爾

虞我詐很不在行，過去曾多次吃過他的虧。然而這次是神與

他交涉，他完全變了個人，全無招架，我幾乎是予取予求。

我的合作多年的診所經理在離職一年多後也很神奇的又回到

診所上班，我變得很習慣與病人及員工談福音。在百般試煉

中，主的聖靈告訴我，全然交託，不要怕，只要信。主讓我

及我的家庭經歷了「有　神的幫助誰能抵擋我們」的信心。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

馬太福音 6: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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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祂。他出現確如晨光；

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何西阿書 6:3)

仰望 主，就能超越世界的狂風駭浪，猶如渡過微波不興的

水面。（John Darby）

感謝 主！ 祂是信實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大主

宰！願頌讚、榮耀、尊貴都歸給 祂，直到永遠，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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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信主見證
沈沛東

我母親於2013年11月24日安息主懷，走得非常平靜安祥，享

年八十五歲。臨終前一個月她信了耶穌，歸於主名下，所以

最後這一段路她走得非常平安。

母親於2012年被診斷患結腸癌晚期，經手術腸部癌腫瘤被摘

除，但癌細胞己擴散到肝臟及其他部位。手術後一年母親病

情相當穩定，直到2013年9月，健康突然急轉直下，身體虛

弱，慢慢不能行走，最後只能臥床。每次與家裡通電話，

知道母親的病比以前又加重幾分時，心中非常焦慮，因她

還沒有信耶穌。從電話中也可以感覺到她面對死亡，心中

的懼怕，心情也很糟糕，有時甚至都不願意與我講話。當

人還沒信耶穌的時候，死亡是一個可怕的毒鉤，人的一切

就在死亡上終結了，所以當死亡真實地來臨時，人便產生了

巨大的恐懼，並且不願意面對。但信了耶穌基督的人，知道

肉體的死亡只是一個生命的轉換，因著信神，知道人不但有

肉體，更重要的是有一個神所賜的靈在我們裡面，死亡不能

奪去這靈。因為這靈已被神拯救，會永遠與神同在，這是一

個永恆的生命，所以信主的人是不怕死亡的，因為知道死的

是肉體，靈魂卻是永恆的，並且與主同在，好得無比。看到

母親的痛苦以及她面對死亡的恐懼，我們殷勤為媽媽禱告，

孫牧師與眾多兄弟姐妹也為她禱告，希望神能拯救她，消除

她心中的懼怕，將耶穌基督救恩的平安放在她心裡。與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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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也決定馬上飛回北京，趁著母親的思想意志還清楚的

時候，能陪伴她一段時間，並有一個面對面的機會安慰她，

將耶穌基督救恩的福音傳給她。

十月中旬，當我下飛機回到北京的家中時，看到的是母親憔

悴、虛弱、病重的面孔，心中非常難過。當晚因時差無法睡

好，就一直為母親信主禱告。第二天早上，我來到母親床

前，我知道她已經醒了，因身體虛弱，眼睛仍然閉著。我對

母親說：「媽，想和你談一談，但如果你累了，可以改時再

談。」 母親的眼睛仍然閉著，可是我看到淚水從中流了出

來，我立刻知道神已經在母親心中做工了，她知道我要向她

說什麼。我的父母親經常來美國，幫我們帶小孩。週末也和

我們一起去教會聽道和上主日學，對聖經和基督信仰也有所

了解，但每次要他們信耶穌時，都用各種理由推拖。這次母

親生病，我也在電話中向她傳福音，希望她能信主，但都沒

有成。現在見到她的淚水，我知道她的心已經預備好了。我

對她說：「媽，我愛妳，來看妳，但有一位掌管宇宙萬物的

神，祂也愛你，並且祂要拯救你脫離死亡，帶你進入永生，

你可以不用害怕。」就這樣，我又把耶穌基督的救恩對母親

述說了一遍，最後我問母親：「妳願意信耶穌，並接受祂作

你生命的救主嗎？」她立刻回答說：「我願意。」母親因為

病重無力，說話聲音很小，但「我願意」這三個字，聲音非

常大。當場我就大哭起來，這是極其喜樂的流淚，我真的無

法控制自己，只能讓自己的淚水不斷湧流，但心中是無比的

喜樂，我等這一時刻已經很久了。我知道，這是神做的工，

也是眾弟兄姐妹禱告的結果。母親決志後，雖然病還是日益

加重，人卻安祥很多，緊鎖的眉頭也舒展了。一個星期後，

我返美，雖然知道母親病情會繼續惡化，但我心中卻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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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知道神會保守她，帶領她去一個更好的地方，並且我

們將來也能相見。一個月後，母親過世，安息主懷，走的時

候非常安祥，平靜。神也保守她，因為肝癌晚期，會非常疼

痛，母親雖然有痛，但都是能忍的，她幾乎沒有吃止痛藥。

這都是神的恩典，一切榮耀歸於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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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繩愛索
應薇

來美國以前，我曾經被朋友帶去了上海的教會討論小組，當

時去的時候，只是覺得新鮮。之前，我從未接觸過耶穌基

督，小組裡的人討論聖經的時候，我並不太明白。當時讓我

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在談到主在他們身上做工時的那種幸福

洋溢的表情。

去了四五次的討論小組，由于我要準備出國的事，就沒有再

去了。原本以為我與聖經和主耶穌基督的「緣分」，就到此

為止了。沒想到，來美國的第一個星期，我就被魏娟姐妹帶

到了基督之家第三家，從此走上了信主的道路。

來到三家之後，許多的弟兄姐妹，長老與牧師給我傳福音，

漸漸地我開始接受主耶穌基督。每周五去同心團契，與弟兄

姐妹們分享神的話語。周日去主日崇拜，聆聽孫牧師講道，

我覺得與神之間的距離，好像縮短了。我開始認識到了，我

主耶穌基督的大能。

在某一次的主日崇拜後，牧師找我和魏娟姐妹聊天，我頓時

內心有感動，決志信主。那天，我還看到了其他幾位弟兄姐

妹們的受洗過程，我感到一生有主相伴，與眾多人成為主內

的弟兄姐妹是多麼有意義和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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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以後，我每天試著禱告。雖然禱告的內容是平凡的話

語，比如：求主讓我明天，過得愉快而有意義。第二天的感

覺，真的是有所不同，總是覺得十分充實，不會空虛無聊。

如今，我已經受洗，成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雖然認識神，

只有短短的四個月，但這是我非常快樂的一段日子。感謝

神！讚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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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
魏娟

第一次聽見主，是我還住在上海的時候。一次扭傷了腰，鄰

居告訴我，小區裏有一家台灣醫生，給大家免費做按摩理

療。我就跑去試一試，效果真的很棒。理療時，我問這對台

灣醫生夫妻：「你們來上海做什麼的？開診所也不像啊，為

什麼免費做理療？」她笑了說：「我們是來大陸傳福音的。

」我就很奇怪：「教會給你們發工資嗎？」她說：「我們用

自己的積蓄來傳福音。」

當時我很詫異，覺得似乎有點傻，自己拿積蓄在上海租房買

儀器免費按摩理療，費用不是小數目，她們圖的是什麼？現

在明白了，她們都是主的兒女。如果我現在有機會回上海，

我一定要去這我連姓名都忘記了的臺灣醫生夫妻家裏，告訴

她們，是她們在我心中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第二次感受到主的愛，是我在San Jose的教會醫院裡，生下

了我的第二個孩子。當時父母都在國內，只有老公在身旁，

剛剛來美國不久，沒有親戚朋友的祝福，特別孤單。沒想

到，寶寶一出生，就有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來寶寶身邊做禱

告，祝福他一生平安喜樂，寶寶也從哭泣，到安然入睡。

我很感動，感覺到原來除了親人，還有一位天上的父愛著我

們，愛著我的孩子。

2013 年，我們搬家到 Fremont，也把大兒子從上海接過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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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自己和孩子都有各種的不適應，畢竟從一個熟悉的環境

來到陌生的國度，語言不通，新買房子經濟條件變差，不會

開車要逼著自己去學車送孩子上學，中間很多很多的困難。

孩子也因為一下子失去了原來的同學和玩伴，語言跟不上，

功課跟不上，而變得叛逆不聽話。有時候想想真後悔來到美

國，放棄了自己的生意，放棄了那麼多已有的成績，來到美

國重新開始，只為了孩子們的前途，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是不

是錯誤。 每天老公下班都很晚，工作辛苦，很多想抱怨的話

都說不出口，於是自己對孩子的脾氣越來越暴躁，經常會罵

孩子，我知道這樣不對，換來的是大兒子更加叛逆的對抗。

後來自己跟著鄰居來基督之家第三家聽道，慢慢的明白了很

多道理，遇見問題我會禱告，一切不去想那麼多，全交託給

主。慢慢地，自己的心態變得好多了，不那麼急躁。成功，

感謝主；不成功，也感謝主給我的歷練，主給的恩典都是夠

用的，主使我們勝過苦難。 

現在我已順利考到駕照，每天接送孩子，自己也去學校讀

書。大兒子跟上了學校的學習，有了一群新的朋友，還能幫

著我做一些家務，為我照顧弟弟，我真的非常感恩！

2013 年12月7日，我正式在基督之家第三家受洗成為神的兒

女，是我的新生。

謝謝主沒有放棄我，在茫茫人海中揀選了我！

我的兩個孩子在教會裡開心快樂的成長，也謝謝主愛著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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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孩子
王宇坤

我今天能夠站在這裡，是主在冥冥中召喚了我，並且用祂兒

子的血洗淨了我的罪，否則我將永遠在罪的折磨中不能自

拔，這一點在我信奉主之後，感受更加強烈。

 

98年至01年在日本工作期間，日本的同事帶我去了東京的教

堂，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基督教。回國後，就繼續堅持去教

會做禮拜，參加家庭教會，並一起做禱告。04-05年我去了

新加坡後又轉到馬來西亞，進入了吉隆坡大教堂，進一步

的明白了神的旨意。到了美國以後，仍堅持來教會做禮拜，

並在孫牧師的呼召下做了決志禱告，讓我能夠更進一步的認

識神，並將自己的靈魂交給主，感謝主原諒我的罪過，感謝

主無私的奉獻他的愛給我們，正如孫牧師所說的：「信奉了

主，我們有福了。」

 

我曾經是做外貿業務工作的，見慣了商業上的爾虞我詐，為

了公司的利益我們不得不用各種方式與他們競爭，打壓對

手。雖然我們勝利了，為公司爭取到很好的利益，但是內心

總是感到沉悶和愧疚，自私、沉淪、墮落沖昏了頭腦。但是

主沒有拋棄我，信主以後，我開始禱告，且為對方禱告，神

讓我們從競爭對手，變成了商業合作夥伴，並且對方也加入

了我們的家庭教會一起向主禱告，一起奉獻。這一切都是主

改變了我，讓我不再徬徨，不再愧疚，祂給了我新生。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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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無論是出國簽證，考試讀研，還是洽談生意都是很順利

的辦理成功！感謝主！

 

感謝主的大恩，我終於知道，主是道路、真理、生命。祂把

真理顯明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放到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那真理不是某個人，不是某個群體，而是主自己。我們必須

敬拜、臣服，跟著祂一起走義路。

 

感謝主，能夠跟隨祂是那麼幸福的事情，我的內心得到釋

放，罪對我精神的擠壓也被解開。奇妙的是，當我憂傷痛悔

的時候，主必醫治我，引領我走到正確的道路之上。因此我

要把生命的全部獻上，一生跟隨主，並且在這個世上為主坦

然無懼地做見證。

 

求主－這世間唯一的真神，憐憫保守我們，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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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神的兒子
蘇海龍

我參加教會時間不長，以前在國內也有參加，因為我太太是

一個基督徒，經常參加國內的家庭教會，有時候也會在我家

舉行。由於受她的影響，漸漸地，我開始了解基督教。

 

來到美國後，經過我表姐的介紹，來到了基督之家第三家，

參加主日敬拜，一進門就感到氣氛和國內的不一樣，這裡的

兄弟姐妹非常熱情，真誠和友善，彷彿回到了自己家裡。通

過朱長老的禱告和聽了孫牧師的傳道，有很多感動。我想做

神的兒子，我想敬拜，以頌讚來敬拜，以領受來敬拜，以奉

獻來敬拜，而且還要傳播神的福音，讓更多的人知道神是愛

我們的，神與我們同在。我受洗了，做了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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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能大力的主
白方晨

我是 2012 年元月由沈蓉蓉姐妹帶我來教會參加主日敬拜。

聽到福音和牧師講道，深受吸引，心情感到特別舒暢。從此

每主日敬拜和星期三的長青團契，我都來參加。每聽一次牧

師講道和靈修分享，我的信心就提升一步，長青團契經常安

排弟兄姐妹談談他們的見證和神蹟給大家分享，事實證明確

實有神，在我本人身上也出現了一些神蹟，我決志信主。並

於2012 年4 月6 日受洗。當我走下純淨的水池接受洗禮時

候，我心情非常激動，感謝神接納我做祂的女兒，這是我一

生最幸福最快樂的時刻。

我出生幾天，父親就因病去世了，我一生沒叫過爸，也沒有

父愛的感受，今天我有了天上的阿爸父，天父對我的愛是永

久的，我太有福了，我每天禱告前先叫三聲尊敬的天上阿爸

父，感謝恩賜。

信主後，主耶穌基督赦免了我的罪，賜我的恩典太多，舉兩

個發生在我身上的神蹟。

第一個見證，我有較嚴重的抑鬱症，症狀是心煩意亂、鬱

悶、不愛說話、容易發怒、整天想哭，對任何事情不感興

趣。每天活得很痛苦，服了幾年抑鬱症的藥不見好轉，最

初開的是小劑量的，控制不住病情只好加大劑量，藥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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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很大，噁心，想吐，不想吃東西。內科醫生建議我轉精

神專科，我一時拿不定主意，這時候奇蹟出現了，我信主以

後，我的病情逐漸好轉，最後症狀全部消失。太神奇了，感

謝主醫治了我的病，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現在我每天活的

非常開心，高高興興，平安喜樂，我女兒說我變了一個人。

因為沒了病的折磨，心情開朗了，因此也有了上進的需求，

首先我參加了成人主日學，以增強靈命成長，我選的是基要

真理班，祈求神賜我力量，賜我智慧。感謝神，成就了我的

祈求。

 

第二個見證，在2012年我兒子從大陸來美探親，有一天我女

兒一家三口開車帶他旅遊。車開到半路與一輛大貨車相撞，

大貨車沒事，自己的車子被撞後，原地轉了兩圈，然後滑下

一個斜坡，車子報廢，不能使用。當時路過的有很多人停

車，下去相救，可以說這是一場較嚴重的車禍，定會造成人

員傷殘的後果。奇怪的是，車內四個人沒有一個受傷，真是

神用祂的大能大愛救了四個人的生命，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神的大能大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我從心底相信祂是獨一

的真神，祂愛人類，救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我相信主耶

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

 

信靠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必得著更豐盛的人

生。我雖年老體弱多病，信主的決心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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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信就必得著
相曙華

到美國奮鬥十二年後，我感覺幾乎達到了自己的每個目標。

但是卻沒有獲得快樂和安全，反而面臨工作的巨大壓力，並

且迷失了個人生活的方向。

幾年前，由於市場形勢的突變，我負責的產品有多個重要項

目同時上馬。在極度的緊張和壓力下，常常夜不能寐，形成

了睡前閱讀的習慣。感謝主在這樣的風暴急流中給了我一本

好書－C.S. Lewis的Mere Christianity。起先我常讀它是因

為助眠效果好，但漸漸的我發現它所揭示的基督教和聖經真

的是我的救主，是暴風雨中牢固的城堡。

我是有恐高症的人。去年的一天我曾在雲霄飛車前猶豫，結

果聖靈感動我，讓我把這一點點渺小的信心交託給主手裡。

沒想到，主馬上給了我禮物。在人生中的第一次，我全然放

鬆地享受在空中飄浮的快樂，好像臥在主的懷抱中。原來主

如此強大，可以在幾秒鐘裡就可以改變我幾十年的恐懼。

我開始正式參加基督三家的基要真理班，主日崇拜和磐石聚

會，終於在2012年7月與妻子呂佩艷一同受洗。

在過去這充滿了機會的年歲裡，上帝的話語，聖靈的感動，

禱告的力量讓我有能力坦然處理許許多多的危機。因為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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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做的都是為榮耀主的名，我的重擔都可以託付給祂。

因為在馬太福音21 章22節記著：「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

只要信，就必得著。」

編者按：Mere Christianity 的中文版為「返璞歸真」，或

「如此基督教」      

香港海天書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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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禱告的神
呂佩艷

回想我在美國的十四年，從我做學生時第一次去教會的熱淚

盈眶，聖靈就開始住在我心中，聖靈保惠師也環繞在我身

邊。然而，由於我的驕傲自大，總認為靠我自己的努力，我

可以克服任何困難，而不需要神，一次次的遠離神。

在2006年，年前和年尾我經歷了兩次大的車禍，才知道即使

在毫無過錯的前題下，也會有人闖紅燈，也會有車突然失

控，45度大轉彎撞向你。雖然車子最後報廢了，所幸的是，

在神的眷顧和警示下，我的女兒和我都沒有受大的傷害。

從這兩起事件後，我開始意識到，我們自己是多麼的渺小，

很多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由我們自己掌握的。我開始學習遇到

困難就向神禱告。 

2008年，在紐約回加州的前一天，我突然有莫名的恐懼和擔

心，路過教堂，我特意地進去禱告，第二天飛機剛起飛，果

然需要迫降。

從這一刻起，我知道神是在向我顯示祂的偉大。三年前，我

和我先生來到了三家，有系統地學習了基要真理，今年一月

我和我先生一起決志，決定成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倚靠耶

穌基督使得我們的罪得以赦免，也願意像一名真正基督徒一



72

樣生活，在神的家裡成長，更有平安喜樂。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

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

稱頌他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

到萬代。(詩篇　100篇)

 



73

 神奇妙的引領
張軍玉

2005年春，我離開棲身10年的河南鄭州。本想去上海、廣

州、深圳、珠海，尋找前程；終無法成行，無奈落腳於小城

溫州。如今回想，此乃主的引領、祂奇妙的作為。

相比河南老家，溫州大不相同；這裏有太多教堂和寺廟。為

什麼呢？是人失意之時，總想尋覓一位高僧點化，希望被指

點迷津，而有個光明前程？

我開始有意識地建立自己的人際圈，結交新朋友或拜訪客戶

的結尾，我總會問：「為什麼溫州有這麼多的教堂與廟宇？

」問到的都是基督徒。一次、兩次，不奇怪，因這裡教堂

多。可是第三次、四次，我覺得莫名奇妙。就這樣接觸到基

督徒，進入教會，又參加主日禮拜。

進入教會後，發現這幫人還不錯，很熱心，大多數也都比較

有親切感。我相信這些不斷的巧合，是主奇妙的安排，為要

拯救我脫離這世界及罪的捆綁。也認識到自己是罪人，需要

耶穌基督的救贖；渴慕有神的祝福。

聚會兩個月後，我接受洗禮歸於基督。其中雖經歷掙扎與波

折，如今覺得幼稚好笑；但我最終受洗歸主，成為神的兒

女。祂是拯救的神，祂不以我們的不潔來紀念我，反而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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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愛子的寶血潔淨我一切的罪孽，真是恩主憐憫。

感謝神，使我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在千里之外，祂獨自引領

我認識祂、經歷祂的救贖、承受祂的厚恩。祂為我預備一個

問題使我尋找祂，預備向我傳福音的弟兄姐妹，也預備我的

心。祂保護我，為我四圍立盾牌，使我未進入其它宗教的圈

套，而帶領進入神眾子的國度。救贖主的奇妙，誰能測度

呢？哈利路亞！唯將尊貴榮耀都歸給三一真神！阿門！

——————————————————————

張軍玉弟兄Joseph Zhang 1973年，生於河南南陽

2005年4月信主，6月5日受洗；【溫州伯大尼教會】

2006年5月-2008年7月全職參與教會事工【溫州伯大尼教會】

2008年9月-2010年7月全職參與教會事工【溫州華恩教會】

2010年8月-2012年5月聖經研究碩士【基督工人神學院】

2012年6月--- 道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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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神蹟奇事的神
王少芳

我是2004年接觸福音的，當時就信，從此每週日去敬拜主，

從未間斷。2005年在中國北京海淀受洗成為基督徒。

2004-2010年在靈裡，我一直是一個吃奶的嬰孩，不會禱告，

不熟悉聖經，不知感恩，生命幾乎沒有改變。直到2010年，

我的生命才開始改變﹕單單的依靠、完全的交託、渴慕主的

話語、愛慕主的話語、讓主在生命中掌權作主，為主而活，

討主喜悅，仰望十字架的恩典，凡事禱告、讚美、感謝！

第一次經歷神蹟

2008年我得了一個多月的泌尿系統的感染，在家痛哭流涕的

禱告，主在瞬間醫治了我，這是我第一次經歷神蹟。

信實的主

2011年﹕我先生在六月份面試拒簽後，八月份順利通過，揭

開了我們全家來美的第一幕。各種手續都在我所能承受的時

間完成，兩週內就得到消息，主給我的擔子不會超過我所能

受的，祂是信實的主。

尋求必尋見

2011年八月我去北京大興福音堂聚會中暑，頭疼、噁心，

三個姐妹在路上為我禱告，當時感到身臨涼爽的山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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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禱告完後頭疼噁心沒有了，天氣依然悶熱，讚美主。

又真又活的主

2011年十二月牙疼，藥費太貴沒看大夫，每天禱告無效，禱

告仰望十字架上的主，生死交託，立時不疼。

因信得救

2012年三月手疼持續了一個多月後去看大夫，診斷：「腱

痟炎沒法根治，如果疼痛受不了就得動手術，先打止痛針

看看，頭三天會很疼。」當時我想，我要完全依靠主。我

對主說﹕「疼就疼吧！」回家後沒疼，一直沒疼，很大的

包也沒了。

十字架上的主，又真又活的主，你的愛長闊高深，你的憐憫

無與倫比，配得稱頌讚美！願榮耀、尊貴、權柄都歸我主我

神，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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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服在主愛裡
何玉

我是2005年來美國的，先生在賓州州立大學讀書。來了第二

天，先生說教會一位姐妹邀請我去她家裏英文查經，我沒有

接觸過聖經，但是想著去學習英語也好，就很樂意的去了，

帶查經的是「友愛中華」的同工，之後就參加了很多「友愛

中華」的活動，例如英語學習，去農場買菜等等，開始我很

奇怪他們是美國人和我們無親無故，為什麼這麼幫助我們中

國人？後來才明白是耶穌基督的大愛讓我們從他們身上領受

了從  神而來的祝福。

結婚的時候我先生已經信主了，我一直和他去教會，週五的

查經團契、週日的主日講道，無論什麼時候去到教會，總是

有種很溫暖的感覺，大家臉上都是熱情的笑容，彼此之間親

切的問候，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這就是家的感覺。這家就是

永生神的教會，我們愛，是  神先愛了我們，差祂的兒子主

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很自然的我

就折服在主的愛裡，在教會中接受主，在聖誕節受洗了。



78

 浪子回頭
應忠志

我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又是老么；個性內向，上面有四個

姐姐；我從小時候就過著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因

為家裡人口較多，爸爸得長時間忙著餐館的工作，因此，

教養兒女的責任就落到媽媽的肩上。在移民到美國的第五

年，我十六歲那年，母親卻因癌症而離世。對我和家人是

很大的打擊。

不久，姐姐一個個開始談戀愛，我也不例外；與在爸餐館裡

打工大我五歲的服務員交往。然而這段畸戀在爸爸與姐姐們

的反對與干涉下，不得不結束。那是我人生的一個低潮期，

曾經痛不欲生，也曾想了結自己的生命。這時經朋友的帶

領，我參加了基督徒證主教會的團契。過了一段時間，在眾

弟兄們的鼓勵下，我參加一場由徐華醫生主講的佈道大會。

會中聽到『浪子回頭』的故事，心中深受感動；我感到自己

就像那浪子一般—人在福中不知福。在決志禱告後，那因母

親離世及初戀結束的空洞心靈，也被 神的愛大大充滿，我的

人生不再黑暗，且有了改變，不再只是接受別人的照顧，我

開始樂於助人，人也開始樂觀起來。

之後，我有一段時間離開了主，1995年認識了我的妻子筱

珮。她從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長大，對信仰的執著，再度

將我尋回。我於1996年底受洗，成為基督徒，時時參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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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與事奉，無論周遭環境如何變遷，我知神掌管我的生

命，心中始終充滿從主而來的平安與喜樂。

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

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父親卻吩咐僕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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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肥

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

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路加福音15：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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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神 
包小碩

我是一名建築承包商。在我小的時候，我外婆和我媽媽就得

救歸入主的名下了。但因為我的個性只喜歡看人的軟弱，一

直未能信主。19歲來到美國後，就一直追求世俗上物質的享

受。

感謝主！我的太太馬麗，她在我們認識的時候就已經是慕道

友，並於09年在基督三家受洗。她常常為我禱告，但我那時

並未受感動，反而變本加厲地追求物質生活，在煩惱時還時

常喝酒麻醉自己。

2011年10月初，我喝醉了，與太太發生爭執並動手打了她，

我岳父果斷地報了警。當我在監獄的時候，劉莉姐妹來看我

並傳福音給我。她對我說了很多，說老實話，我沒聽進去多

少。但感謝  神！我認識到自己犯了罪，並記住了她對我說

的：「什麼都可以向 神求。」那晚，我做了我人生第一次

禱告。第二天在法庭，我又向　神禱告說：「如果你是真

實的 神就保守我平安渡過。」 神就向我顯現了祂的大能，

就在我禱告完不久，有人通知我可以走了。我就這樣像什麼

都沒有發生過似的走出了法庭，連任何文件都不需要填寫。

回到家後，在劉莉姐妹和蔡映玲姐妹的帶領下，我做了決

志禱告，真心承認自己是罪人，承認耶穌基督是我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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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並於2011年2月由孫雅各牧師在基督三家為我施洗。

我信主後，更加深切地體會到  神的偉大，之前我覺得我所

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賺來的，但信主後才知道，這世上的一

切都是因為  神愛我們所賜下的，而且都是最好的。我現在

存著感恩的心過著每一天，愉快的享受著  神的恩典，「我

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詩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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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神而來的大愛
楊亞靈

我是1996年的感恩節那天搭飛機來到美國，和在Texas A&M

讀書的先生團聚。第二天，我先生就帶我參加了帶領他查經

的一對美國老夫婦家過感恩節。從那以後我也加入查經的行

列，雖然我們沒有信主，但我從這對老夫婦身上看到了來自

上帝的愛。他們是那麼無私地愛著我們這幫來自異國的留學

生，他們夫婦帶領十幾個小組（2-3人一組）查經並幫助我們

適應留美的生活。

我來美後很快懷上了我們大女兒，因為我們的父母沒有獲得

來美的簽證，沒有人幫助做月子和帶小孩，自己還要上學（

那時，我也剛入學），這對老夫婦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幫

助。他們幫助過無數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我的一位朋友告訴

我說﹕她先生來美時沒有人接機，在機場看到這對夫婦張貼

的基督徒家庭願意接待新生的電話號碼，打了過去，立即被

接到他們家，住了兩個多禮拜直到幫他租到房子。從他們身

上，我覺得基督徒有別於這個世界，只有擁有從  神那裡來

的大愛，才能活出這樣的生命來。然而，那時從理性上，我

還是無法接受  神。在德州時，我聽過幾次從休士頓來的傳

道人段弟兄的佈道會，曾多次被聖靈感動和撫摸，卻硬著頸

項不肯決志。

隨著我先生畢業和到Lucent工作，我們來到了賓州的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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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一年多後，我完成了學業，也開始參加華人教會的查

經。遇到許多有愛心的姐妹，其中一位師母對我理解聖經幫

助很大，後來我便毅然決志信主了。

2001年5月，畢業典禮後的兩個星期，我們又有了第二個女

兒。這次我的父母獲得了簽證，來探親和幫我帶孩子，我

帶他們參加了我們的查經班，在姐妹的幫助下，我媽媽也

決志信主了。

當時我們教會人數很少，沒有牧師，每週有一位80多歲的來

自Delaware主恩堂退休的毛牧師來證道，2002年的復活節我

們一行人終於在主恩堂接受浸水洗禮。

我爸爸在2006年再次探親時，也信主了，他們雙雙受洗後才

回國，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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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造的人
吳劍

我來自湖南！有一位美麗的妻子，兩個可愛的女兒，Isabel 

和 Melody。2002年8月，我來美國Penn State唸物理學博

士，途經San Francisco機場。闊別廿幾年的表姨Lisa來機

場和我有短暫的會面，期間用「屬靈的四個原則」的小冊

子和我分享基督教的信仰。印象中只記得她說：「人都是罪

人，上帝賜下獨生子耶穌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到了

Penn State後就忙於學業，雖然Lisa常常打電話來關心，也

常常提起基督教的信仰，因著自己的驕傲和教育背景，總不

能相信，而且感覺這個信仰和我沒有關係，直到兩年後發生

了一個巨大的轉折。

2004年6月，表姨邀請我來加州玩，期間有幸聽到馮秉誠牧師

信仰與科學的DVD，消除了對基督教的一些誤解。隨後又聽了

張路加牧師的三場佈道會，雖然張牧師呼召的時候，非常有

感動，但還是心裏剛硬，不願意信！

6月23號，從加州回到賓州，那天希望去踢球，不小心小腿被

踢傷了。當時沒覺得很痛，但晚上睡覺的時候卻疼痛難忍，

從床上起來疼痛卻又消除。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凌晨三點

半，那時頭腦中突然有一個意念：「難道真的有  神？」於

是記起來Lisa對我講的話，若要信上帝，只需照著「屬靈的

四個原則」後面的禱告，作一個禱告即可。於是找出那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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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子，照著後面的禱告作了相同的禱告，隨後又作了一個禱

告，我說﹕「上帝啊，如果你是那位真實存在的上帝，請你

幫助我，讓我睡個好覺，明天我還要去見老闆。」真是奇

妙！作了這個禱告後，躺到床上就睡著了。第二天起來，自

己像變了一個人，非常的喜樂，感覺自己在天上一樣。就這

樣，在那天早上，我遇見了耶穌，我的生命有了極奇妙的、

好的改變。後來讀到聖經裏面講的﹕「若有人在基督裏，就

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哈利路亞！讚美主！聖經的話是真實的，我已經是新造的

人，成為上帝的兒女，榮耀歸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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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朱茵

我對基督教的了解來自一些美好的印象。大學時在美國之音

電台常常會聽到很多福音廣播，那溫柔親切的語調像遙遠天

際傳來的天使之音，如此地溫柔安祥，又深入內心。

但真正認識主卻始於一段痛苦的經歷。2003年我和先生努力

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卻讓手中已有的幸福也失去了。那時

女兒一歲半，我們將自己連根拔起，一家分別在三個地方，

卻發現最需要的不過是一個可以將女兒養大的安定環境。那

時，悔恨與無助幾乎擊倒了我。於是，我拿起從朋友那裡「

繼承」的「荒漠甘泉」。有一段時間抄寫這本書是我每天必

修的功課。就這樣， 神的話語通過這些著名佈道家的靈修心

得滋潤了我的心田。

慢慢地，我學會了禱告，更感受到讚美的甘甜。有一次，我

感覺自己受到了「極大」的委屈，禱告也無濟於事。這時我

翻到了五月七日那一章，它清楚地說：「當你這些個人的難

處受得最大，冤枉受得最厲害的時候，不，是你禱告的時

候，而是你讚美的時候。」我將信將疑地聽從了這個建議，

如書上所教導的，低下頭來，說：「主！我感謝你，你替我

安排的，沒有錯。你所做的，都是好的。我從你手裡接受這

一切，我讚美你。」這些話說完，忽然覺得心裡的委屈已經

不再重要，這件事公平也好，不公平也罷，都已不再能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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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我的心境。原來，讚美與感恩才是幸福的源泉。

就這樣，　神開始通過「荒漠甘泉」對我說話，我在生活中

也越來越多地切實感受到　神的同在。在來到美國的第十

天，我第一次走進教會，聽到牧師的呼召「打開你的心門，

接受耶穌做你個人的救主」時，這些年來的經歷讓我激動地

舉起了手。我得到主耶穌的救贖、聖靈的引導，受洗歸入基

督。原來回家的感覺是那麼親切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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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是愛
譚麗玲

我來自中國大陸深圳，現居Fremont。于2012年4月7日在基督

三家受洗，很榮幸能成為一名基督徒。本人從小到大一直是

接受無神論的教育，何時受聖靈所感，因著信，也因著  神

的恩典，從一個頑固的無神論者變成一名有信仰的基督徒？

我想這個過程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我接觸的第一個基督徒是我的丈夫，當時對他的認識就是﹕

誠實本分，值得信賴。記得我曾對丈夫說，信仰自由，我可

以和你一起去教會，但千萬不要逼我信上帝。因此，每次與

他一同去教會或小組查經，總是抱著交朋友和辯論的心態參

加。對那些虔誠的基督徒所表現出對天堂的憧憬更是百思不

解，為什麼人們對看不見摸不著的上帝如此信賴。

然而，不知從何時起，有想了解耶和華和耶穌基督的念頭，

渴望知道更多的聖經知識。這種微妙的變化如果不是聖靈做

工，真的很難解釋。自此，我的行動也由被動轉為主動，開

始積極樂於去教會。記得有一次遠志明牧師到中華歸主教會

傳福音，我深受觸動，當場舉手決志要成為一名基督徒。然

而由於我信的徬徨和不堅定，之後我便反悔了。我知道自己

從心底並沒有準備好迎接這永生的生命，因為心裏一直糾結

如何才能感知到上帝的存在。我雖然已決志，卻遲遲不肯受

洗。如此，我徘徊和猶豫在神國的門外又虛度幾年。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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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我的耐心和寬容，也感謝神將我帶到基督三家。

2011年聖誕節前夕，張路加牧師到基督三家佈道。當張牧

師提到，有些人看不見、摸不著就覺得神不存在，那我問

你們：「你們能看到愛嗎？愛是有形的嗎？愛有尺寸有重

量嗎？」神藉著張牧師的講道，讓我如夢初醒。是呀，為

什麼自己對愛的存在毫不質疑？因為我相信世上有愛。同

樣道理，我只要信耶和華、信耶穌基督，就一定能感知到

這個創造天地萬物的神。感謝神！以這種方式收我作祂神

國的兒女。

許多人信主是處在人生低谷，危難之中見證到主的偉大和大

能。而我的見證實在平凡，是神的愛撥動了我的心弦。是

的，「神就是愛」，「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

愛，神就住在我們裏面，愛祂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

」（約一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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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領我的耶穌
陳金萍

我是12年前從中國武漢來美國的，在來美國之前沒有接觸過

教會，受的是純粹的無神論教育，來美國後不久就被朋友帶

去教會，開始是很不以為然的，聽別人的見證也只是覺得很

牽強。所以前面很多年，只是被不同的朋友偶爾在party或復

活節、聖誕節等節日的時候帶去不同的教會。

五年多前，我兒子五歲的時候，想給他多找些玩伴，便有朋

友介紹說，教會的AWANA很好，便試著帶小孩去，小孩也很

喜歡。當時在五家，AWANA小孩的家長是要求留在教會的，

閒著也是閒著，所以我自己也跟著參加週五的查經討論。這

樣一年多下來。對教會，對聖經便有了一些了解，後來搬家

到Fremont，便轉到了三家，去年我弟弟一家從國內來美國，

我帶他們來三家，得感謝朱茵，她是一個很積極的慕道友（

現在已經受洗了）。跟著她，我才開始星期天的主日崇拜與

主日學，這對我的成長是很關鍵的。

回想起來也是神在做工，真的很奇妙，最初是偶爾的教會活

動，讓我看到教會的弟兄姐妹之間相親相愛，大家都很平安

喜樂，感覺似乎教會就在我周圍，無處不在，也感受到他們

的無私助人，最初讓我感動的是：「為什麼教會的人都這麼

好？」也很羨慕他們的喜樂平安。接下來，兒子去AWANA；朱

茵的影響，讓我有機會更多地參加教會活動，也不斷地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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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認識與感動。現在我是真的希望自己能成為這些好的弟

兄姐妹中的一員，也真的相信有這麼一位真神，一位耶穌在

引領著我們，在眷顧著我們。

我很感謝基督三家的弟兄姐妹，也很感謝孫牧師讓我有機會

逐漸認識神，接受耶穌成為我的救主，得以蒙福。在教會受

洗對我是很重要的一天，我相信這將是我新生命的開始，我

會在神的引領眷顧下，活出喜樂平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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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Salvation and 
Confirmation

Alice Shaw （陶郁範）

It was the summer or fall of 1981.  My husband (Sherman) 

and I had just finished our master degree programs from 

Minnesota, and we were frustrated with job hunting and 

the decision of whether we should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go back to Taiwan.

Sherman took a friend’s advice to check out the market in 

California.  And we drove our very old Thunderbird to Los 

Angeles.  We stayed at my cousin (June’s) place as we had 

no friends there.  June and Raymond are a very kind loving 

couple and they hosted us for a couple of weeks.  Both June 

and Raymond are christians; they prayed for us and told us 

to search for God’s guidance.  Our job hunting was not that 

successful, and we continued to confront  the decision of 

whether we should continue staying in United States.

One day during our stay in Los Angeles, I prayed earnestly 

asking the Lord’s direction for our future.  I woke up during 

the night to go to the bathroom; I saw the little cross light 

shining on the driveway through the bathroom window, and 

I had a very peaceful feeling that all things would go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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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us.  In the morning of the second day, Sherman decided 

that we would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little longer, 

and we returned to Minnesota.  That night I also woke up, 

however,  I did not see any light outside the window.

After we went back to Minnesota, amazingly Sherman got 

his first job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in a month.   We moved 

to an apartment in Crystal, Minnesota which was close to 

where Sherman’s job was located.  We were visited by a 

young American lady one weekend in our apartment; she 

was in her church’s outreach program and introduced us to 

her church and her mother, Grace Hokinson.

The very first time I visited their church, it was a communion 

Sunday, and the passage ,”This cup is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do this, whenever you drink it, in rememberance 

of me.” really touched me and my heart answered, “Yes”.

Grace Hokinson was an angel watching over me during my 

christian life in Minnesota.  We didn’t have children when 

we met Grace.  Later on she invited us to her house for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dinners; Sherman and she were 

good friends as they joked a lot.  One day out of blue, she 

asked us why we didn’t have a family, and I told her that I 

had problems getting pregnant.  She said,”Don’t worry about 

it, my prayer will definitely be heard.” She asked us to kneel 

down, and she had her head over us and prayed for us.  I 

was pregnant half a year later.  Sherman wanted to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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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little daughter “Grace” after the angel lady in our life.

When our little Grace was born we moved to a house in Crys-

tal.  We were so thankful that our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Lutheran Church was our babysitter, from when 

Grace was 3 months old until she was 5 years old, and we 

moved to San Francisco.  About half a year after we settled 

in Fremont, I joined 3rd Home of Christ as my home church 

and got baptized; and also my daughter grew up here with 

all her good friends and was baptiz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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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光導引
邊曉瑜

懇求慈光，導引脫離黑陰，導我前行！黑夜漫漫，我又遠離

家庭，導我前行！

我不求主指引遙遠路程，我只懇求，一步一步導引。

向來未曾如此虛心求主，導我前行；我好自專隨意自定程

途，直到如今！

從前我愛沉迷繁華夢裡，驕癡無忌，舊事乞莫重提！

久蒙引導，如今定能繼續，導我前行！經過洪濤經過荒山空

谷，夜盡天明；

夜盡天明晨曦光裡重逢，多年契闊，我心所愛笑容。

 

就是這首詩歌，讓我感受從疑惑到平安，紊亂到肯定的心

靈轉變。也讓我訝異地領受到，瞬間改變的新生。這一切

是慈愛天父的導引及聖靈的保守才會發生，靠自己是無法

做到的。

已往，對人生沒信心往前走；信主後，心中有了亮光和支

撐。學會了順服，有了柔軟的心，深深領受到「敬畏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箴言9：10）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帖前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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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

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

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四：6-7）

我這艘漂泊的船，幾經風浪，終於駛進了避風港。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 馬太福音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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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揀選
王聖祖

我來到這教會十三年了，而遲至今日才受洗，記得開始上一

些查經班時，蔡長老/師母就曾提醒我說﹕「只要開放心靈

接受主（相信在先，明白再後）」，可惜我那時仍然非常執

著，以為信仰是何其重要的事，怎能不瞭解而信，因而蹉跎

了許多年，仍然困頓在聖經的字裡行間，因不瞭解  神的許

多作為以致不能成信。

然而參加小組及查經班，我發現基督徒對聖經的態度是先全

然的接受，再尋求其中的解釋，並且常常覺得我問的問題很

「奇怪」，（感謝他們這許多年來對我的忍耐與包容），因

而讓我更進一步的體會了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基本上心態的不

同，全然的接受與信服才是救恩的開始。

再者經歷了這許多年的潛移默化，我也逐步體認到了自己的

罪，以及基督為贖我罪而捨己的救恩。最近的轉捩點則為聽

到教會許多人為我禱告後，接著黃成培牧師的家庭探訪，臨

走時也說為我禱告49天，讓我冥頑的心不再那麼堅硬。

孫牧師在呼召時，一直重複說:「我知道一定還有！」，那時

我心裏即被觸動，然而卻沒有勇氣呼應，直到最近唐傳道邀

我上受洗班時，加上我太太的鼓勵，我才下定了決心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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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經歷了這許多年，一切又回歸原點，人嘗試以知識或

邏輯是無法尋求到神的，然而只要透過心靈與誠實，全然信

服，神就回來揀選了我。特此為記，以為後來者之鑑。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

的，有福了。”約翰福音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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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點滴恩典園地
蔡徐智玲師母

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諾

的指望，不至動搖，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希伯

來書10:22-23

2014年教會的標竿：效法基督-- 傳揚基督

2014年教會團契、家庭小組查經內容 約書亞記

一月

* 任學選弟兄接受本家聘請，開始正式成為本家傳道。

* 教會按立四位新長老：張國光長老、張振陽長老、蕭嘉全

長老、宋偉陵長老。

* 2014年春季班成人主日學開學，共有十班，分為兩個時段

9:30AM和11:15AM上課，課程有基要真理、新約概論、舊約概

論、新約專題、使徒行傳、舊約專題、被掠回歸後歷史、真

理探索、生活造就、聖經人物精選、小先知書等。

* 本月起，每週四晚鄧英善牧師帶查經，從《馬太福音》開

始，請與朱長老聯繫。

二月

* 2/8北美路加在基督三家舉辦定期醫療健康講座服務社區，

第一講：奧巴馬醫療保險改革對你我的影響，之前有量血壓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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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週六）教會舉行新春迎新會，晚餐招待，團契小

組，愛心預備文藝節目，全教會共享神家中的喜樂。

三月

* 3/7-9基督三家佈道會，講員：范大陵長老，主題：《明

天會更好》，有近10位慕道友決志信主。

* 3/15路加醫療傳道協會在基督三家舉辦講座，由專業眼科

醫生：林恒如醫師主講：常見的眼疾，包括青光眼白內障及

其它眼疾，有許多社區的朋友來參加。

* 3/16陽光學苑英文班開始上課，由王允文姐妹負責。

* 3/19週三禱告會，劉曉亭牧師，臺灣好消息電臺《劉三講

古》主持人分享新時代的福音思維（馬太9：14-17）。3/22

週六，劉牧師主持幸福家庭講座：《幸福從何來》（林前

13:13），兩次聚會對弟兄姐妹靈命成長都有幫助。

* 3/22（週六）下午3:00-4:30洗禮，受洗的弟兄姐妹有：王

遠、楊錦、曹旭、林希堅、江麗紅、范明珠、周賢曙、楊佳

容、曹國棟、趙雅文。

* 3/22陽光學苑春季插花班開課，除基本插花班外，另新增

中級插花班，歡迎慕道友參加，基本插花班老師：孫英華姐

妹，中級插花班老師：賈蜀芳姐妹。

* 3/23主日下午3:00pm-5:00pm《美國回歸真神禱告運動》

在基督三家舉行，王永信牧師傳講信息， 黃偉康博士和譚

克成博士負責講座，東灣的眾牧長帶領禱告，求神堅固華

人的家庭。

* Atwater航校短宣第七隊已出隊。教會各團契同工、牧長

們都同心全力支持，有願意參加者請與陳少豪弟兄，于保

健弟兄聯絡。

教會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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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外展事工介紹

1.SJSU每週六11:00AM開始查經或活動，願意參加者請與高

澤宇弟兄、丁鴻鈞弟兄或潘建剛弟兄聯絡。

2.每週一、二晚上7:20PM-9:45PM有健身排舞團契，為社區福

音事工服務，期望參加的慕道朋友有機會認識真神、並接受

主的愛。除了健身舞蹈的練習外，並有20分鐘的崇拜時間：

詩歌、敬拜、讚美、聖經故事、每日靈糧、見證和禱告。負

責同工白至彬姐妹、楊寶容姐妹。，

3.每星期主日下午3PM-4PM有ZUMBA舞蹈練習，同為社區福音

事工。負責的同工白至彬姐妹、王敏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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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棕葉集」說起
曾逸盛

上一期「棕葉集」出刊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因此來教會

時間較短的弟兄姐妹，從來就不知道有「棕葉集」的存在。  

問過第一任編輯現在第六家事奉的沈麗薰傳道有關「棕葉

集」的歷史。她也不記得「棕葉集」開始的確實時間，她只

記得她1982年來教會後沒有多久，第一期就出刊了。前一陣

子，整理教會圖書館抽屜的時候，發現一份1983年編印的「

棕葉集」第五期。如此推算起來，「棕葉集」應該是在1982

年誕生的。

我1988年到了基督之家第三家，在北區查經班碰到已故的歐

陽天惠姐妹，天惠和沈麗薰姐妹當時是「棕葉集」的主要同

工。於是我也就參與了一些「棕葉集」的校對和編排的工

作。那時沒有電腦可以打字排版，所有的文章都是由同工

一字一字抄寫，插圖不是剪貼上去就是直接畫到抄寫後的紙

上。一本「棕葉集」出來，裡面可能有三四個人的筆跡，看

起來雖然在統一性上有些缺失，卻不乏特色。二十多年的科

技發展，現在已經可以電腦打字與排版，如果經費許可，即

使要彩色印刷也不難。但有時難免會懷念過去謄稿的日子。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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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年沒有出刊，是因為每次徵稿，反應都不怎麼熱烈；

弟兄姐妹願意寫見證的也不是太多。流產了幾次，同工們也

就沒什麼興致繼續做下去。這幾年，孫牧師擔任主任牧師，

受洗的弟兄姐妹人數有顯著的增加。既然每個受洗的人都有

見證，把這些見證收集起來，就不用擔心稿件不足無法出

刊。感謝主，棕葉集終於復刊了。

這期的「棕葉集」照文章的內容分成五部分：牧長的話、 

基督徒的故事、天路歷程、如是我信、教會點滴。感謝孫牧

師在主題信息上特別說明「棕葉」在聖經中的意義。徐盧玖

師母雖已九十多歲，仍不厭其煩地將數十年神的引領寫下。

曹子龍弟兄多次因著禱告就看到神蹟的經驗，讓我們咋舌。

另外還包括了很多弟兄姊妹的見證，雖然長短不一，信主年

歲不同，但都見證了聖經上說的：「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

們。」（可16:17）。

如果神允許的話，我們期望一年出刊兩期，每年的復活節與

聖誕節。

下期出刊日期：12/25/14

截稿日期：11/05/14

主題：傳揚基督 (西1：28-29)

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從現在開始留心準備，舉凡讀經，靈修，

退修會，事奉心得，生活，受洗見證，統統拿出來。我們像

炭火一樣，堆聚在一起，讓福音的火越燒越旺，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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