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與勉勵
劉本恩
雖然神沒有應許天色常晴朗，但感謝 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 9:15)。 在
2014 年裡教會不是凡事都順利，但在主耶穌裏卻有
說不盡的恩典，使教會一切所需用都充足。感謝神
感動了許多弟兄姐妹回應教會主題：「往下扎根、
向上結果」，而固定聚會，靈修、讀經禱告，服事，
奉獻，傳福音領人歸主。看到神賞賜我們各樣的果
子：不信的決志信主受洗了，信心軟弱的變剛強了，
自認不太善於與人交往的卻能用主的愛來關懷服事
人，這真是奇妙無比，感謝讚美主！
Administrative Council 同工會决定继续引用「往
下扎根、向上結果」為教會 2015 的主題。願我們一
同齊心努力往這个目標前進。
在此願意引用以利亞的生命與大家分享、勉
勵。以利亞能活出奇妙無比的人生，因為他的生命
扎根於神，真實聯結於生命的源頭，以致川流不息
結出許多美善的果子來。我願意以兩大点來講解：
(一) 以利亞奉獻的心志 (列王記上 18:19-39)。
從以利亞在迦密山上獨自一人站在耶和華面前面對四百五十個巴力先知和四百位耶洗別所
供養事奉阿舍拉先知的故事中可以看見他完全奉獻的心志。以利亞面對眾多敵人（總共八
百五十位），他抱著信心，同時也抱著必死的決心，因他已將自己完全奉獻，所以毫無懼
怕。這種獻身的精神，叫我每逢讀到都深受感動。當以利亞把祭物放在祭壇上，神就降下
火來表示神的悅納。當我們看到祭物時，也可联想到以利亞那種毫無保留獻上的心。這樣
的奉獻在神眼中是極其寶貴的。然而來到啓示錄 3:14-22 述說末世教會的不冷不熱，與
當時代以利亞奉獻的心志真是成了很大的對比。啟示録老底嘉時代，就是末世時代，拥有
良好物質的享受，卻是人靈性下降的時候。我們似乎就在這時代中，所以真是迫切需要祈
求聖靈來感動我們，使我們能有以利亞奉獻的心志，不怕困難，能努力往下扎根(讀經、
禱告，參加聚會不受環境影响)，向上結果(事奉、傳福音有决心)！
(二) 以利亞禱告的心志 (列王記上 18:41-46) 以利亞是個禱告有信心的人。從經文中看見以
利亞上到迦密山頂，臉伏在兩膝之間懇切禱告求雨時，他分派僕人上去向海观看，尋找下
雨的痕迹。如此重複了六次，仍然毫無動靜。到了第七次，他的僕人報告看見天空有如手
掌大的一片雲，他立時吩咐僕人前往亞哈王告知雨來到的消息。從故事中清楚看見，以利
亞只是聽到僕人的報告就已足夠使他相信神已應允禱告，這是何等偉大的信心啊！神特別
聽他的禱告，是因他有信心，又因他是個義人；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禱告，神就
釋發大能來成就這事。他具備了這兩個條件，以信心和義行搭配起來，他的禱告就蒙神應
允。在路加 18:8 主耶穌說：在末世祂再來時，能遇得見世上有信德的嗎？按照這段聖經
的上文， 信德是指著禱告的信心而說。上文主耶穌設立比喻說到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

跟著就發出這個問題：「末世祂再來時，是否能遇見有信德的？」主耶稣，一方面表示如
此信心的稀少，另一方面向我們發出了挑戰。當祂再來時，能否發現在祂的眾教會裏，仍
然存留在禱告上有信心的人？你我有禱告的信心嗎？你我禱告的生活又如何？活在這末世
時代中，盼望你我都有這樣的信心：肯在主裡扎根祷告(注重個人祷告，也看重教會的祷
告會)，在生活中有信心的果子。願神施恩賜福於每一位！

The Attraction of RJ
Pastor John Roper
What drives people to come to Rejuvenate Worship? Is it the great time of day? Hardly.
Nine o’clock on a Sunday morning is when most
people like to sleep, not get up early and attend a
church service. Could it be the invigorating worship
music? Possibly, but while the worship teams are
talented and every week manage to foster an
atmosphere of praise and adoration among the
congregation, it would be just as easy to stay home
and listen to Hillsongs or another worship group on
the stereo or computer. For that matter, if a person
wanted to, they could simply put on their
headphones and play the tunes over their phone or
iPod while relaxing under their bedcovers. Perhaps
then it is the preaching of the pastor? Maybe, but there are a lot more talented and
entertaining pastors than me available to watch on TV or stream over the Internet in the
quiet and comfort of one’s home. However,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home doesn’t offer
that I believe is perhaps the biggest draw to RJ: Christian fellowship.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very well is making people feel welcome and including them in
gatherings such as KiNect. In fact, I have seen people on several occasions wake up
too late on a Sunday morning to come to the service but still make a special effort to get
to church in time for their KiNect group. Why is this? I believe it is because our meetings
have a special attraction for both believers and non-believers, for it is in these that they
can see Christian love being practiced in community.
In the Book of Acts we see clearly how the early church attracted others to their
fellowship:

Acts 2:42-47 (NIV)
The Fellowship of the Believers
42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fellowship, to the breaking
of bread and to prayer. 43 Everyone was filled with awe at the many wonders and signs
performed by the apostles. 44 All the believers were together and had everything in
common. 45 They sold property and possessions to give to anyone who had need.
46 Every day they continued to meet together in the temple courts. They broke bread in
their homes and ate together with glad and sincere hearts, 47 praising God and enjoying
the favor of all the people. And the Lord added to their number daily those who were
being saved.

Now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how these believers lived out their faith and
how we do now, but the similarities I see are compelling. The people came together
both for teaching and fellowship, eating together with glad and sincere hearts and
praising God. Only the Holy Spirit can draw people to God, but when we create the
proper environment in our church and social gatherings I believe people are more open
to what He has to say.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new believers baptized this past year, a
crucial part of her decision was the spirit of Christian love and fellowship she
experienced in our church. She saw the reality of a new life in Christ, not just the words,
and wanted to be part of that. One of our non-Christian attendees told me just the other
day, in effect, that the reason he comes to RJ and our related meetings is because he
feels welcomed, loved, and wanted whether he is a believer or not.
Our worship and teaching times are essential parts of our ministry, and I pray that they
continue to be a blessing before God and to those that attend, but they alone are not
enough. Nor is it enough just to get together and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To be a
well-rounded and effective community for Christ, we must continually strive to promote
an atmosphere of true Christian love and fellowship combined with solid instruction,
prayer, and praise, for it is in this kind of good soil that we can expect the seeds of truth
to take root.

Whose Child are You?
Dana Zerger
Over the years as people have asked me that question, my mind would always go to my parents.
Both were mostly European and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my ancestors have lived in America. I
learned many of my beliefs, actions and reactions from my parents – that’s what parents do,
they teach.
Then came a day that I realized that I wanted to know God in a deeper way; I wanted Him to
come into my life, live in my heart and guide me in His way. Roman’s 10:9 tells us how to do
that: “If you confess with your mouth, “Jesus is Lord,” and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you will be saved.” John 14:23 tells us more: “Jesus replied, “If anyone
loves me, he will obey my teaching. My Father will love him and we will come to him and make
our home with him.” (underlines are mine) Let’s also look at II Corinthians 5:17: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WOW! This
means that God not only sent his son to come to earth to pay for my sins, but He, by His Holy
Spirit, came and lives in me, recreating me, making me new and making ME his child!
If I am God’s child, then I can begin to grow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like my Heavenly
Father. I can begin to think about things from a heavenly perspective. I can love with God’s
love, I can do things to please Him and refrain from doing things that make Him sad. Like an
earthly child I might make mistakes and fall down from time to time as I learn how to walk like
my Heavenly Father, but He always forgives me, picks me up and tells me to try again. I am no
longer just a human trying to be good, I am a “new creation” of God, with a spirit made alive by
the Holy Spirit.
Have you made Jesus your Lord and asked him to come into your heart? Then, I hope you will
join me and remember daily that each of us is a child of God and we are growing in our desire to
take on His likeness, to love like He loves, to extend forgiveness to others, to be filled with His
peace and joy and seeking always to do His will as obedient children.
“How great is the love the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that we should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And that is what we are!” (I John 3:1)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may you be filled to overflowing with the Holy Spirit. I pray
this in Jesus’ holy and righteous name. Amen!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Scott Zerger
(Hebrews 11:8) By faith Abraham, when called to go to a place he would later receive as his
inheritance, obeyed and went, even though he did not know where he was going.
When thinking recently about my personal life of faith in God, I thought about where I had been,
where I am now, and where I am going. When I became a believer in Christ, I started out on a
new journey. Jesus, at that time, became real to me and He invited me to leave my old life
behind, head out toward a new destination that He would show me. That happened to me over
40 years ago now. That’s amazing! How time passes so quickly. So where does God want to
take us? Well through Christ, God wants us to follow Him on “His way for our life”. God has a
new life for each one of us so we can start out on a new adventure. I experienced a brand new
life in Jesus. Jesus came into my life and forgave me of my past life and sins. I was now born
again. I was a new creature. Suddenly, my old life was gone and everything became new.
Praise God for His salvation. So like Abraham, I left home to follow God’s new life that He
wanted to show me. When I start out on this new life, I didn’t really know where I was going, but
God knew.
Abraham, by faith, when called to go to a place he would later receive as an inheritance, obeyed
and went, even though he did not know where he was going. Abraham obeyed God even
though he didn’t know the way. Abraham then trusted his entire life to the Lord’s leadership. He
believed that God was true to His word, and that He had a great plan for him in the future. As a
result of Abraham’s faith, God counted it to him as righteousness, and he was called the friend
of God. Do you want to be called a friend of God? Then let’s seek to know him deeply.
Now when Jesus was about to be crucified, he prepared his disciples for his departure by telling
them he was about to go away.
He said in (John 14:4-7) “You know the way to the place where I am going”. ”Thomas said to
him, “Lord, we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so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If you really know me, you will know my Father as well.”
So Thomas told Jesus that he didn’t know where Jesus was going so how could he know the
way? Jesus told him that He was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and that He was the only way
to the Father. Thomas didn’t need to look anywhere else to get to know God, he just needed to
trust and obey Jesus.
Let’s follow Jesus then in our journey of faith. Faith is having the assur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and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Even though we may not see the way before us completely,
we can follow Jesus along His path for our life and really please God.
These things that I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in my life are also true in our church’s journey as
well. Our journey along the way as a church can be a great adventure for us all. Jesus is what
makes it exciting. We must know that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maturing as God’s

representatives here at ECIUMC. We know also that each day, if we follow God’s way; it brings
us closer to Jesus’ fullness and abundant living.
Remember, if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Jesus knows the way; He is the way to
success. Let’s keep pressing in to know Him better.
Sincerely, Scott

事就这样成了！
陈玉芝
每一次筹备
新春节目并不容
易。不但需要有
弟兄姐妹和同工
愿意“委身”于
这事工，还要找
合适的题材。既
然是一项事工，
虽不同于讲道，
分享，查经，但
我们相信神也同
样会透过这一方
式，让人领受并
思想神的话。
对内，盼望能建立同工，通过节目排练，同工们能有互动，配搭。
每一次找题材并不容易，但每一次我都向神祷告说，这是神的事工是神的事，神要负责提
供资源。
今年活力团契演的话剧“活水泉源”取自圣经约翰福音第 4 章。这一章记载耶稣和一
个撒玛利亚妇人改变生命的对话。去年九月开始我在听一位牧师的约翰福音系列讲座，单
单约翰福音第 4 章就有 8 堂讲座，听了超过 10 个小时的信息。之后刘牧师在一个主日也
讲了这段经文。一月中开始积极祷告催神说时间差不多了，再找不到信息，就没时间练了，
就那两天我学了一首好听的歌：“亲眼见你”，以为神要“约伯记”的信息，祷告后总觉
得约伯记不合适作新春节目，大概就第二天我突然记起约翰福音 4:42 村民对撒玛利亚妇
人说的话：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的
心一动，就祷告感谢神，信息有了，合唱的歌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希望同工们也认同。我
先和活力团契新任主席小 Michael 讨论了一回，之后把 2 页纸的简单剧本带到活力团契
会议讨论，大家都同意并马上决定下来。后来他们还建议把在冬令会学的那一首“我主耶
稣是生命源”加插在话剧里！事就这样成了！写到这里，这 6 个字“事就这样成了”很
熟悉吧！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的创造之工时就有 6 次提到“事就这样成了”。神做事总是
那么周到。
另外，我想分享对约翰福音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的领受：

1. 首先，真神找人，是耶稣特地经过撒玛利亚，到了雅各井和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犹太
人和撒玛利亚人有种族藩篱，能够面对面说话是不平常的。耶稣先开口，而且第一句话是
谦虚的，是向妇人求水喝。就这一段就够我学习了。
2. 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了真理的本体，却不认得他就是他们民族一直以来等候的救主，直
到耶稣向她启示真理。我们是不是已经遇见了这位真理的本体，却不认得他？
3. 当一个人醒悟到遇见了神，那个人不可能没有改变，不可能没有回应。好像撒玛利亚
妇人，她确认耶稣是他们一直等候的救主后，顾不得她是不受欢迎的，尽管她知道她没有
好名声，村民们也取笑她，但她毫不犹豫的向她的同胞传这个好消息，因为遇见救主这个
事实太在大了，超越人与人的恩恩怨怨。
4. 神爱我们，并且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他的爱超越人世间空间，时间的限制。人世间的
爱是有限制的，举个例子，我们教会许多少年人陆陆续续的离开家到外州念大学，父母可
以向以前那样在他们身边吗? 神的爱超越这些限制。神真是很爱我们。神不是像有些人
说的，造了我们之后就不 管我们了，或者没空管我们了。你可以读约翰福音 13-17 章，
这几章记载耶稣快上十字架，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一点也没有想想如何去面对十字架
的痛苦，钉子钉在他首掌上会有多痛......主先想到的是属于他的人。
约翰福音 13:1 说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还应许他离开
后，父要差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没有一刻要离开我们！
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约翰福音 7：37-39）
最后，耶稣要把生命的活水赐给相信他的人，神自己要住在我们心里，活水泉源涌流，
力量和资源是不止息的，使我们能恢复神起初造我们的样式，使我们一生荣耀这一位爱我
们的主。

在平凡生活中儆醒等候
武文心
在 2014 岁末除夕的教会聚会上，有感于时间的流逝及神在我们平凡生活中的带
领，我做了一个五
分钟的开场白，后
来继成弟兄鼓励我
把这个开场白扩展
一下，遂成此文。
也是对中年自己的
一个鼓励。
不知不觉之
中，我来美已经有
十八年了，加入此
间教会也已经有八
年。在这些年中，
眼见着满脸稚气的
小孩子们一个个逐
渐长成了青年人，
教会里很多弟兄姊妹也逐渐步入中年。人到中年关键词是什么？很多人说可以用一个字来
概括，那就是“累”。在工作中我们都是中坚力量，中年人工作富有经验，自然就肩负着
老板的期望和员工的信任。在家庭生活中， 中年人的责任加重，既是俗称的＂上有老，
下有小＂阶段。同时，中年人的身体和健康状况又开始走下坡路。在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们
还参与事奉，如果平衡不好就会陷入身体与心理的挣扎，所谓的中年危机。
在平凡的生活中，有时我们会陷入撒旦的试探，尤其是基督徒信主时间久了以后，
我们会觉得只是重复去年同样的工作，而感到繁琐与无奈。然而主耶稣他自己曾经道成肉
身来到我们中间，非常了解我们的经历和苦楚。哥林多前书 15 章 58 节，就是他对我们最
好的鼓励与应许。“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一些看起来重复的教会侍奉在神那里都
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曾开放家庭，接待教会的聚会，那么我们的辛苦不是
徒劳的。如果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参与开车带新学生买菜，我们的辛苦不是徒劳的。如果我
们在爱筵时替人盛饭，如果我们看到教会的门窗旧了，就换了新门窗，我们的辛苦不是徒
劳的。如果我们在过去一年参与儿童事工，在教会儿童的成长中刻上我们的烙印，我们的
辛苦绝不是徒劳的。除夕夜作见证的几位弟兄姊妹可能就经历了神透过我们在他们身上所

做的工。神就是要借着我们平时所砌的一砖一瓦，来完成神自己伟大的工程。神还借着帖
撒罗尼迦前书的一段经文鼓励我们，“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5:12-13）作神的工人，神是敬重的。想想人算什么，做这一点工，这位创始成終的神竟
然尊重我们，这是莫大的鼓励阿。
2015 年，我们面对着新一年的挑战。前面有许多机会，也有着无数的难处。现在
世界上的人口已达七十亿，在茫茫的人海中我们可能感到渺小，甚至感到无助。我们有时
可能软弱，问自己我们每日重复同样的工作，神真的在看我们吗？我们中文主日学在过去
的几个月中在査考《民数记》。 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他们的经历可以做我们的借鉴。
日复一日，他们只不过好像重复昨天的工作，但在神的带领下，他们离应许之地的更近
了。他们曾经历神丰富吗哪供应，白天云柱晚上火柱引领，天天如是。如此的神奇带领，
他们也会习以为常。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走烂。而他们在路上所遇到的敌人，
更让他们知道，在他们没有觉察的时候，神不但供应他们的需要，还不断地看顾着他们。
我们都有开新的银行账户的经验，在开新账户的时候我们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要把旧帐户
里面的钱转入新的账户。同样道理，让我们好好思想在 2014 年所领受的祝福，数算神的
恩典。在新的一年我们对神的事奉与委身是建立在过去的一年中所经历的那些神的恩典之
上。弟兄姊妹，愿神丰盛的恩典能够激励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儆醒等候，做成神的
工。
新年蒙恩！

My First Step
Grace Wu
I first joined this church community when I was 5. At the age of 12,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day
and I feel thankful to Christ for giving me the friends that I have today. Because I have grown up
in this church, it feels like home with everyone in it being my family. Ever since I started going
here, I was raised to believe in God, that He sent His only son to die on the cross for our sins. I
was taught that you should love Him because He loved you before you even existed. As a kid, it
seemed really easy to be in heaven with God because I thought it was very simple; all you had
to do was love him and be good, right? But as I grew up, it seemed harder and harder. I was
later taught that you had to repent and follow Christ and read his words and do so many other
things in order to be a good witness for Christ. When I was still a kid, I had a lot of anger
management issues so I got into trouble a lot with some other kids. Now that I have come to
know Christ better, it’s easier to maintain my self-control.
In October 2014, I went to the RJ Fall Camp with some other members of the church and some
UCO students. I got to meet some college girls who were really nice to me. I had a great time at
the camp and I still remember the message that Pastor John gave us. The whole camp was
based on identity so I learned that we tend to wear masks that do not reflect on who we really
are. Basically, if you wear a “mask” around your friends, then they do not know the real you.
They know the way you are towards them. I thank God that our church has an amazing pastor. I
remember on Saturday night when we were doing another Session. It got to the point where
everyone was on their knees with their heads bowed. And I remember it was just so…peaceful
in that building. I felt the Holy Spirit like a soft breeze blowing in the room. I knew in that moment,
I wanted to be with God. I was truly moved by this camp, and I felt blessed that I knew Jesus.
Since I am still very young, I can be easily influenced by distractions in my daily life. But I need
to remember that I just want to get closer to God. I learned that you can be closer to him if you
pray every day, with the words coming deep from your heart, and if you read the Bible daily,
because it will help you live a purer life and you can learn many things from it. It’s very useful to
take notes during sermons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because it will help you in the future. I think
it can be hard to read your Bible every day but I think you at least have enough time to pray
several times a day. I heard that if you get closer to God, you are calmer and people can sense
this aura about you. You should talk to your pastors and your Christian friends and let other
people know about Christ. I know a lot about what you should do as a Christian, but I
sometimes have trouble doing it. I feel like I need to pray more and talk to other people more
often and confess all of my sins. I used to feel very helpless because we are all sinners and we
are lost because of it. But I also learned from Pastor John that God has a solution to sin. We
can be saved by God’s grace-his free gift to us before we existed-and we can be together with
Christ in heaven. I think it’d be great for me to keep a journal to look back on my life.
This is just my first step on my long journey with Christ. I really want to be God’s friend and
servant and I want to do what’s right in his eyes. I hope my faith will be strengthened as I walk
with him and I know my testimony shall be lengthened as I grow up. I know that God has a plan
for me, and I hope that he can help me reach out to others.

得救见证 （How I become one of the billions）
郭跃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今晚能与大家分享我的见证， 今晚我将与大家分享我是如何认识，了解，并
最终决定跟随主的心路历程。一周以前，我们今晚在座的当中有不少人在这个教堂之中度
过了一个难忘的平安夜。两千年前的那
一天，我们的主决定将他自己唯一的儿
子奉献给我们人类，让他成为我们的救
世主，我们的领路人，我们的弥赛亚。
2000 年后，数以十亿记的人跟随着他
的脚步，尊敬并且崇拜着他。他的话语，
成为了无可置疑的经典，他的思想，传
遍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力量，甚
至让曾经的古罗马刑具，世人眼中恐怖
的象征——十字架变成了神圣的代名词。
从旧大陆的小村庄到新大陆的大都会，
他的名字被每一个人牢牢地镌刻在了心
中，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神圣并且唯
一的上帝。

有的时候，拯救一个人并不是很困
难，你所要做的可能只是伸出你的双手
就够了，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拯救两个人也算不上什么难事。但是，如果需要拯救的是
五个人或者十个人的时候，很多人的心中可能就会打起退堂鼓，因为很明显，如果要去拯
救那么多人的话救人者自身也会陷入危险。然而，大家知道我们的上帝需要拯救多少人么？
等待着他的救赎的是全人类，是整个人类社会！并且，有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我们的
上帝知道有什么将发生在他的面前。然而，没有一丝的抱怨，没有一丝的犹豫，他义无反
顾的来到了我们的中间。当他肩负着那沉重的十字架，被罗马的卫兵鞭挞者走过街道的时
候，你要知道，他就是那个创造了我们的存在，他当然也有力量在一瞬间将我们彻底毁灭，
但是他的选择却让人动容，他选择了牺牲自己而来拯救我们。
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一个问题：你们曾经被拯救过么？当然，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
的，每一个坐在这个教堂中的可能都在心灵上被我们的上帝所救赎过，然而我想，并不是

每一位在座的都有“今天我就要完蛋了”的经历的。虽然已经过去了 17 年，但是我还是
能清晰的回忆起在那个泳池中挣扎的我有多么的绝望。从水中望去，太阳就像是一个奇妙
的幻影。同时我也无法忘记我父亲将我从水中拉出来的那双臂膀是多么的有力，他的时间
掌握的恰到好处，因为在那时，我的力量已经渐渐的开始消失，并且我已经开始有了“今
天我就要完蛋了”这种想法了。当我的父亲将我从水中救起以后，他的话语也让人印象深
刻，没有像绝大部分家长那样说：“这样太危险了，我再也不会带你来游泳了。”我的父
亲说道：“没关系，儿子，学游泳哪能不被水淹呢？淹几次就好了，不用担心，我就在你
的身边”
确实，从游泳池中将人救起并不是很困难，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溺水的地方不是那
个游泳池而是无边的海洋，而且那个海洋并不是普通的，充满了水的海洋而是由罪恶构成
的无边的大海。我们的现代社会或多或少有点类似于古罗马，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和争
执，绝大多数人迷失在追求享乐和金钱之中，当我们打开报纸和电视寻找新闻的时候，我
们不难发现暴力，冲突，战争占据着绝大多数的版面。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感到无比的绝望，
我觉得我就要淹死在这样的一片海洋中了，而且这一次，将没有人知道，这一次将没有人
能够将我救起。然而我错了。
上帝知道，并且他已经向我伸出了他的双手并且悄声的告诉了我这一切。2011 年，我
的一个好友在大学时受了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过来告诉我成
为基督徒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然而那时候，我对于他所说的将信将疑，并且这样回答
他：“你所说的是真的么？”几个月后，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处于偶然，我观看了一部关
于基督教的电影，通过那部电影，我了解到了上帝的恩典无处不在，他有自己的方式向我
们告知那些恩典，有的时候，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但是通过他的
恩典，我们的问题似乎在悄然间都慢慢地解决了。现在我相信那部电影也是上帝对我的恩
典之一，并且他通过那部电影向我传达了一条著名的经文：以赛亚书第 55 章第八节，我
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从那时起，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位
在夜晚来寻找基督的 Nicodemus。我记得在一个周二的圣经学习上，John 牧师问我们：
“为什么 Nicodemus 只在夜晚来寻找基督呢？”我记得我的回答是：“可能是因为
Nicodemus 已经知道基督是上帝了，但是他只是拒绝承认这一事实而已。”我不知道
Nicodemus 的真实想法是怎么样的，但那确实我在当时的真实想法。
最终决定追随上帝是我来到这里以后，当我刚刚来到这里时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如
果要详细的叙述给在场的各位的话恐怕是要花上一个小时才行。大家所要知道的就是在我
刚刚到达这里时，我遇上了大麻烦，然而有两个人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两个
人的帮助的话我很可能将无法在今晚站上这个讲台。他们中的第一个人是 Aaron, 他是一
个基督徒，他们中的另外一个人就是 Mr.Timothy，也是一个基督徒。在我得到这两位基
督徒的帮助之后，我认识了 John 牧师并且与他交谈了很长时间，他告诉了我很多我以前

从来就不知道的东西，之后我开始考虑也许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也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上帝已经向我伸出了他的臂膀，我为什么不去抓住他呢？不再
有一丝的犹豫，也不再有一点的彷徨，我最终决定成为他的跟随者。当我告诉 John 牧师
说我要受洗的时候，John 牧师问我：“你认为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呢？”在当时，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下子问住了，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像一阵低语在耳边响起，我跟随着那阵低语，回答道：“我认为生活还是会像以前
那样，但是我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我相信那阵低语是上帝给我的神谕，但是有很长一段
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我这样回答 John 牧师的问题，然而，在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圣
经学习和与这里的人们接触之后，我渐渐的了解到了为什么上帝让我如此回答。有一天，
当我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了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一节，仿佛是他在向我发问似的，
他说道：“你难道还不明白么？”这次我回答道：“不，我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明
白了什么？我明白了成为他的追随者并不是找一个荫庇，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获得与罪恶，
丑陋，邪恶抗争的勇气与力量，而在我与上述的这些抗争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会像我的父
亲那样一直守护在我的身边。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an:
It is my honor to share my experience of how I became a Christian and the way that I finally
found the truth of this night. One week ago was Christmas. Right on that day but 2000 years
ago, our Lord gave his own son to humanity, to save us, to become our redeemer. 2000 years
later, billions of people on this planet follow in his steps, respect and worship him. His words are
now on everyone’s lips; his thoughts are now spread to the very corners of the world. His power
even changed an ancient Roman instrument of torture, the cross, from a symbol of fear to a
symbol of holiness. From a small village of the old continent to the metropolises of the new
continent, his name has been carved in people’s hearts. Jesus: holy and only God.
Sometim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ave someone’s life; maybe all you need to do is just stretch out
your hand. Perhaps it is also not very difficult to save two lives, but how about saving 5 people?
10 people？Many people would say “Sorry, I can’t” because they know it is too dangerous to
save that many people and that they, themselves, may also lose their life. However that is what
our Lord needed to do to save the whole human race, all of human society!! And you know what
is more important? Our Lord knew what was waiting for him very clearly. But without any
hesitation, without any complaint he just came to us. When he carried that heavy cross, walking
alone along the street and being whipped by the Roman guard, you know that’s the same
person who created us. He definitely had the power to destroy us, but he chose to sacrifice
himself in order to save us.
Have you ever been saved? Of course I believe everybody in this church has been saved by our
lord, spiritually. But I think not everybody has experienced the feeling that “today is my last day”.
Nearly 17 years ago, I can still remember how desperate I felt when I was struggling in that
swimming pool. The sun was just like an illusion when I saw it from beneath the water, and I
never forgot how powerful my father’s hand was when he pulled me out of the water. He came
to me just in time because at that moment my strength was going and I began to have the idea

that maybe that day was my last day. Anyway, I’m still alive, and what my father told me after he
pulled me out of the water was also impressive. Instead of saying, “It is too dangerous. I’ll never
bring you here again,” he said, “Keep trying, my son. Don’t be afraid; I will at your side.”
Indeed, to save a person from the swimming pool is not that hard, but just imagine if I was not
drowning in a swimming pool but in an ocean. And that ocean is not full of the water; instead it is
full of guilt and sin. Our modern society is much like that of Ancient Rome; people distrust each
other and lose themselves in their entertainment and wealth. When we turn on our computers or
televisions, we find a world full of the conflict, violence and war. Seeing all of this, I thought I
would drown and that this time no one could save me because I believed no one even knew
what I was facing. However I was wrong.
Our Lord knew, and he had already stretched out his arm and sent some messages to me. In
2011 one of my best friends was baptized in China. He came to me and told me how wonderful
it was to become a Christian, but my reaction was like “really?” A few months after he told me
that I watched a movie about God. Through that movie I began to realize God has his own way
of solving problems and saving us, and most of the time his way is not what we are expecting.
However, through his small graces our problems seem all gone. Now that I am a Christian I
believe this movie was part of God’s grace to me, and it was our Lord who gave me a famous
verse though that movie. Isaiah chapter 55, verse 8 says “For my thoughts are not your
thoughts, neither your ways my ways.” Since then, I think I am kind of like Nicodemus who
came to Jesus at night. I remember in one of the Tuesday night Bible studies Pastor John asked
us “Why did Nicodemus come to Jesus at night?” and I answered “Maybe he already knew
Jesus was God but he just refused to accept it.” I don’t know if this answer was Nicodemus’s
real thoughts or not, but that was my idea at that time.
To finally decide to become a follower of God happened after I arrived here. What happened to
me when I first arrived is kind of a very long story that would take at least one hour to tell if I
wanted to talk about every detail. All you need to know is that I was in trouble at that time and
two people helped me a lot. The first person was Aaron. His Chinese name is Zhang peng yu,
and he is a Christian. Another person was Mr. Timothy, and he is also a Christian. I probably
would not be able to share my experience now without the help I received from those two. Then
I met Pastor John. After I talked to him I began to think that maybe becoming a true Christian is
indeed a wonderful thing. Like I said, he stretched his hand out to me, why not just grasp it?
With no more excuses and no more hesitation, I decided to give myself to our Lord. After I made
my decision to be baptized, Pastor John asked me, “What do you think life will be like when you
become a Christian?” At that moment I had no idea how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ut like a
whisper in my ear I heard a voice, and I just followed that voice and said, “I think the days will go
as usual but I am different.” Now I believe this was the voice of God. For a very long time I didn’t
understand why our Lord wanted me to answer like this. However after one semester’s Bible
study and through contact with people here, I gradually understood. One day when I was
reading the Bible I saw Mark chapter 8, verse 21. It seemed like he was asking me, “Do you still
not understand?” and I answered, “I understand you well, my Lord.” What do I understand? To
become a Christian is not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away. To become a Christian is to achieve the
bravery, the strength to face, to fight against evil, guilt, and sins. And Jesus, just like my father,
will always be at my side.

心中的感动
卓 葵
我今年 9 月份从中国来到上帝眷顾之地的美国，11 月 23 日在爱的门卫理公会教会受
洗。短短两个多月
的时间，做出人生
如此重大的决定，
愿意匍匐在神的脚
下成为谦卑的羔羊，
有的朋友对此表示
欣喜，有的眼中带
着疑问，有的朋友
直言快语问我，为
什么这么快就决定
信主了呢？是不容
置疑的心灵感动！
被上帝的仁慈大爱
而感动、蒙耶稣基
督的感召、还有你
们，使我感受到亲如兄弟姐妹的真诚与感动！
第一次感动就在抵达这里的第三天，第一次参加咱们教会的英文主日崇拜。一进教堂
就被激情澎湃的气氛与唱诗所震撼。台上的几个年轻人虔诚而包含热情的弹唱，特别是领
唱（后来知道名字是 Timothy 和 RJ 的敬拜赞美团）那饱满、清澈的声音所表达出对耶稣
基督的虔诚、敬畏和满心的喜悦，将对主的感恩完全通过唱诗诠释了出来。这跟我想象和
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安静的祈祷崇拜如此不同，彻底地震撼了我的内心，让我第一次感
受到对主的虔诚敬拜可以通过如此美好、喜悦和生动的方式来显露与表达。
第二次是被主派来帮助我们的那些使者所感动。初来美国，在生活方面我们需要解决
许多的问题。陌生的环境、异域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语言沟通不畅等等，称之为
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毫不夸张。租房、开通水电、考驾照、买车、孩子上学、到学
校注册、电话开通、网络开通甚至到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都成了问题。有一个学生在最初
的两天开车带我们寻找租房和电话开通等事情，第二天他很遗憾地说自己有个工作面试而
无法帮我们继续办理其他事情，我们当时就一下陷入某种无法言语的困境，还有很多事情
必须要办啊！心里的焦急不言而喻，就在此时，电话铃响了，锦云姐优美而温柔的声音从
电话的那头轻轻飘了出来，她说我是教会的吕锦云，你们刚来一定有些事情要办，我可以
载你们去办理。那时、那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犹如天籁的声音降临并温暖了我们的家。

我们正在焦虑的那些事情就这样轻轻地消散无踪了。所以接下来你们也能想象的最好结果，
锦云姐带我们办理了两个孩子的上学报到注册、预防针注射等重要事情。随后就是刘牧师
和师母、小麦克、陈涛和文雅夫妇、付继成和张慧夫妇、Jane 和 Jeff 夫妇、陶涛等等更
多上帝的使者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料理好了安家的一切事物，并接送我们去教会参加
崇拜和学习。感谢主，感谢主为我们安排的一切！
第三次被震撼和感动来自决志信主之前，对主的“试探”（求主宽恕我）。那天是我
第二次驾照笔试。刚到公共交通安全局考试场所，等候大厅里只有 3、4 个人。我心想真
幸运呀，来考试的人这么少，今天一定应该可以顺利考完。可是等了 10 分钟，一个号码
都没叫到，我想怎么会这么慢呢？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走进来对大家说：我们的电脑系统出
现了问题，现在正在维修，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也许很快，也许今天都修不好，你可
以在这里继续等，也可以改天再来。说完就走了。我看看四周没有一个人走，我就决定再
等等吧。可是，又过了大概 10 分钟，工作人员又出来说了同样的话。我的心一下紧张起
来，这下可麻烦了，可能今天电脑都不能修好。我开始想怎么这么不顺利，看样子今天可
能是没法进行笔试考试了。正在郁闷地胡思乱想时，突然意识到试一试祈祷是否可以带来
好的结果，看看主能否在这看似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显现出神迹。我就开始低头祈祷，主啊，
请饶恕我，但是如果今天您使我马上可以进行考试并顺利通过的话，我就完全信靠您并跟
随您。当我刚刚祈祷完抬起头，那位先前两次发布通知的工作人员又走了进来，问到：今
天有人考驾照的笔试吗？我惊讶无比地立刻站了起来说，我可以吗？这位考官很温和地说，
请你跟我来。
无法形容当时内心的震惊，心想，难道真的可以考试了吗？进去之后，考官按照惯例
给我办理考试手续。他一旁的同事问他，电脑系统没有回复正常，怎么进行考试？他说，
考试系统没问题，只是办公系统有故障，仅仅是今天考完后的 permit 无法打印出来给她，
但是如果她通过了，我可以先记在纸上，系统恢复后可以随时来拿。她就不用再为参加考
试而等待了。于是我就这样奇迹般地进入考试，并以所有题目全部答对而顺利通过。在如
此神迹之下，我被主彻底地折服了，决志信靠主跟随主。
11 月份是感恩的季节。在我心里，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人和事。对我来说，没有比这
个时刻受洗、把自己交给主更能表达我内心的感恩和谢意。通过受洗，我也找到了心灵的
家园，我的内心更加平静、充实、温暖和喜悦。
感谢主把我带到这里、感谢主带领我认识了你们、感谢主通过你们的言行话语来引导
我、温暖我，感谢主带我回家！
让我们一起赞美主！阿门

蒙福的基督世家
Esther Ling
去年的圣诞节，我们全
家回马来西亚参加历史性的
第一次谢家家族团圆营。此
次的聚会召集了我们一家以
及所有我母亲（谢家）的兄
长、妹妹们以及她们的所有
家庭成员，总共 77 人。非常
欣慰的是有 99%的出席率。所
有人在一年前就计划从不同
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各地飞到
马来西亚砂朥越的古晋市参
加此次聚会。唯一的遗憾是
我的外公外婆已不在世，不
能见证此次大聚会。
或许对许多人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家族团圆聚会。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个不平凡且
非常有意义的聚会。因为它诉说了神在谢家的荣耀作为以及恩典。我很感恩能参加这次聚
会，因为从中我才知晓原来我是谢家的第五代基督徒。更让我震撼的是我们谢家的子子孙
孙，代代都是基督徒，并且非常蒙福。既然是基督世家，我们的团圆营就必然有感恩见证
分享、唱诗及祷告。刚好聚会逢主日，我们就举行了一场谢家的主日崇拜。感谢神，因为
我们大部分都有在教会服事，所以各尽其职：带唱、弹琴、分享信息及教儿童主日学。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 约书亚 24:15。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有神的爱使我们合一及彼此相爱，不管是舅舅、阿姨到表兄姐妹
的关系都特别好，也不陌生。神的恩典在谢家是丰丰富富及数算不尽的。除了我妈妈这一
辈，几乎所有的表兄姐妹们及他们的另一半都有大学或以上的文凭。每个家庭也非常重视
及教导嫁娶的事，都坚持另一半必须是受洗的基督徒，或带领未信的信主后才嫁娶。
虽是基督世家，也会遇到风浪或考验，有经历病痛，信心软弱以及生意失败。靠着彼
此代祷，祷告，都蒙神依依保守、医治和帮助。借此我分享谢家的两个见证。我一个阿姨
曾患脑瘤，造成她的头剧痛，使她变得忧愁甚至精神软弱。有一次她在动手术时经历了灵
魂离开身体，见到白衣天使对她说：“妳的时间未到，先回去吧”。她后来醒来，神医治
了她。她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但因为神救了她，安慰她，并与她同在，神的灵就充满她。
如今她不再忧愁，乃是满有喜乐且是最会笑的阿姨。她常常乐意与人分享神在她身上的作
为，见证荣耀神。而我的大舅曾因从商被骗了几十万新币。为了还债，他后来独自去了柬

埔寨打工。在柬埔寨时，他乐意资助当地的外来宣教士所设立的佈道站，并招待他们及帮
助那里拓展宣教事工。他是我最敬佩的舅舅，他为人谦和、慷慨，虽遇生意失败，他不埋
怨神。神不但帮助他在十几年后还清债务，并丰丰富富的赐福于他，不但没让他破产反而
赐他更多。我相信是因他有一颗坚定信靠神的心，对神不失去信心。
结语：要成为蒙福的子孙，必须由我们做起。要培育我们的孩子及他们的后代敬畏耶
和华，不断的用神的话教导他们，为他们祷告，教导他们参与事奉，不离开神的道。若我
们成为基督徒后，都愿意如此行，我相信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会是蒙神恩待的基督世家。
（诗篇 121: 1-2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 ！
2 他的後裔在世必強盛；正直人的後代必要蒙福 。)

来美十年的收获 –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傅继成
我叫傅继成，在 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homa (UCO) 的计算机系任教。今年是
我来美国的第十年。这十年正好分成两个部分，前五年我在大学读书，后五年我在大学教
书。我见证的题目是“来
美十年的收获 – 敬畏耶
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十年以前我刚到美国
的时候，是带着骄傲并且
诧异的心情来看待基督徒
的。我到美国的第一个周
末就被邀请到教会。当时
看到那些基督徒那么虔诚，
心里既惊奇又有点鄙视。
觉得他们是一群软弱的人，
被文化侵略了不说，一定
是在美国遇到什么困难，
才需要找个精神依靠。虽
然这样想，我心里又做了
一个祷告，我说“如果你
真是神的话，就让我变得
快乐”。我为什么会这样
的祷告呢？因为我当时的
心情总是很压抑，估计是
轻度抑郁。为什么会这样
呢？因为我虽然有一定的
知识，却没有智慧。记得
刚刚国内硕士毕业的时候，
经过 18 年中国式的残酷教育，我终于混出头了。从一个穷学生，摇身一变成为 IT 白领。
我工作两个月以后就成为项目经理，常年出差独立完成项目。我当时的生活令很多人羡慕，
常年住在宾馆，出门就打车，经常跟同事和客户出入高档酒店，最主要的是又不花自己的
钱。可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因为我的人生失去了目标。我不知道下一步应
该怎样走，是继续走技术路线，还是走管理路线，是继续在目前的公司做，还是跳槽到一
个更好的公司。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居安思危，努力充实自己，处处比别人强，把一
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当我闲下来的时候，就会有负罪感，觉得应该更加努力，可

是又不知道向着什么目标努力，造成的结果就是压抑，颓废，负罪感，和缺乏安全感。在
这种情绪下工作 6 年，不抑郁才怪。
所以我才祷告求快乐。那我做了这个祷告以后，真的变快乐了吗？没有，抑郁症哪有
这么快就好的。那时候我不认识神，我求他也是带着骄傲的情绪，意思就是：嗨，你不是
神吗？证明给我看。你让我快乐，我就信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都不敬畏他，
哪里有智慧呢？
当时我所在的大学要求博士生要通过资格考试，就是要通过 5 门课。这是博士生关乎
生死的考试。很多同学因为不能通过考试而失去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我当时已经 6 年没
有摸书本了，压力就更大。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学习，顺利通过了 5 门考试。其中最难的
一门课，10 个人参加考试，只有三个人通过。当时我内心充满了骄傲。加上我有工作经
验，可以编程序把我的想法实现出来。现在理论课又考得这么好，这一切不都预示着美好
的未来吗？
当时虽然偶尔去教会，但是我总是感觉很多基督徒同学好像也不怎么样，处处挑剔。
说到底还是内心的骄傲在作怪。真的感谢神，他没有放弃我，并且开始管教我。之后，我
修了一门英文写作的课程。因为刚来美国，我的写作不是很好。可是我的目标只有 A。当
时的感觉就是拿 B 就是失败。我跟印度同学分在一组。本来一切都顺利，到学期末的时候
交一个报告，课程就结束了。我不重视这门课，只想拿个 A 就行了。结果，我们收到学校
办公室的一个邮件，说我们涉嫌作弊，要找我们谈话。当时我感觉既震惊又羞辱。这让我
想起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同学眼里估计是个奇怪的人。每次考试我都会故意迟到几
分钟。因为经常有些同学会在考试前找我，说什么如果他再不及格就要回家了，让我考试
帮他，等等。所以，晚点去可以避开纠缠。而且考试的时候，第一排座位一般都是比较空
的，我去了都是坐第一排，就是向同学们发出一个信号：我有信心。有一次遇到一个死心
眼的老师，学生不来齐，他就不发卷。因为我迟到，害得全班同学苦等了好久。当我走进
教室的时候，同学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就是我，内心自命清高，充满骄傲。
说我作弊，简直是奇耻大辱。但是毕竟学校办公室找我们，一定是有真凭实据。那一
天我平生第一次主动跑到一个教会，求神的帮助。因为不是聚会的日子，教堂都是空的，
也没看见牧师。我问一个人可不可以帮我找个房间祷告。他就领我到一个房间。这是我平
生第一次主动跪下来祷告，求神的帮助。我后来知道，学校办公室的确发现我们在报告里
面有从其他网页上摘抄的内容。我还加了几个索引，同组的其他同学干脆大段大段的摘抄。
结果那个作业得了 0 分。我跟我的导师说了这件事。她说这本来就是跟研究无关的课，通
过就好了，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后要给别人 credit，注意引用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心里过
不去，这样的奇耻大辱怎么可以这样就过去呢。我一定要再修拿个 A。
所以，第二个学期我就又选了这门课。有了上次的经历，我对神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态度谦卑了很多。有的时候也会默默祷告。我这次跟一个尼日利亚学生，一个韩国的博士

生，还有两个中国学生一组。我吸取教训，从一开始就跟小组的人说，不要拷贝别人的东
西，引用要加索引。也发邮件督促同学要注意引用的问题。在学期中间的时候，那个尼日
利亚同学突然拿出一篇文章，说他写了一个，所以大家就不用再写了。我问他没抄吧，他
说没有。我看看了那个文章，有很多错别字，觉得肯定是他写的，所以就放心了。结果交
上去以后，我们又收到学校办公室的邮件，说我们涉嫌作弊，要找我们谈话。这次我彻底
崩溃了。又一次跑到同一个教会，到了同一个房间，求神帮助。这是不是很有戏剧性呢？
以我当时骄傲的样子，不把我逼到一定程度，我是绝不会回到神的面前的。事后，那个尼
日利亚同学承认，他骗了我们，他把他公司的一篇 paper 拿来当作业。为了让我们相信，
他自己手敲了一遍，所以才有那么多错别字。他的确很聪明，骗了我们所有的人，可是这
不是智慧，最终害人害己。学校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因为我是第二次犯错，要直接给 F。
我真是感谢神，我对他稍微谦卑一点，他就为我预备出路。我拿出发给小组的邮件，显示
我多次督促他们要诚实，要加索引，我也给办公室的人看我在班级演讲的时候如何在
power point 上加了引用，等等。结果，办公室的人不但没有给我 F，还要求我把 power
point 留给他们，作为例子指导其他同学如何加索引。
这两件事彻底震惊了我。我虽然不是天才，但是也不至于笨到在同一件事上摔两次跟
头。我平生第一次感觉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险恶，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而我又是那么渺
小和缺乏智慧。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骄傲和贪心。所以我开始认真读圣经，主要是
前四本福音书。其中一个故事让我尤其感动。耶稣跟那些社会底层，被人鄙视的人一起吃
饭。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就说“他怎么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呢”。耶稣回答：“康 健 的
人 用 不 着 医 生 ， 有 病 的 人 才 用 得 着 。我 来本不是召义人 ，乃是召罪人 ”
--馬可福音 2 章 17 节。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我遭遇的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贪婪和骄傲，
就是我的罪。耶稣是为我而来的。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 罗马书
3 章 23 节。每个人都需要智慧，更需要耶稣。
后来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挣扎，我做出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信这位赐生命、赐智慧
的神。在 2007 年 2 月，我受洗归主。在认识这位神之前，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造成的
结果不是自卑就是自傲。每天因为居安思危而压抑彷徨。在认识这位神之后，我的生活逐
渐的转变成以神为中心。通过信靠他，获得平安和喜乐。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从 2008 年的下半年开始，我博士要毕业了，开始找工作。其实就业形势在 2008 年上
半年的时候非常好，毕业的同学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可是就是这半年之差，美国的经济
出现很大的危机，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不招人，很多大学也停止招人。这再一次让我感觉
到人的渺小和无力。哪怕你准备的再充分，没有机会你又能做什么呢？但是神让我知道，
我不要盯着周围的环境和困难，我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依靠的是他，不是自己的能力。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在 UCO 面试的职位是一个 endowed chair，有 25 万美元作为
endowment fund 来支持做研究。面试回来以后我跟我太太说，现在美国经济这么差，教

授申请科研经费是非常困难的。直接做 endowed chair 无异于天上掉馅饼，这样的好事能
落到我的头上吗？结果神的恩典是远超我的所思所想，我顺利的拿到了这个职位。神之所
以让我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找工作，而不是在经济最好的时候找工作，就是让我搞清楚：
我是人，他是神。我不能像以前一样，企图把一切都抓在手里。恰恰相反，他让我学会信
靠他。
圣经上有一句话是我最喜欢的，是箴言 3 章 5-6 节 “5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
靠自己的聪明 ，6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 2011 年，我收获了一个研究基金。每年 10 万美元，总共两年半，一共 25 万。在
申请过程中，神加给我力量和智慧，我是靠着祷告走过来的。我的导师知道后，特意祝贺
我。我当时得意洋洋的说，这个项目是应用计算机技术解决生物医学问题，不是太难。如
果有数据，我一个人就能把它搞定，都不需要找助研(research assistants)。可是问题
恰恰就出现在数据上。跟我合作的一个教会弟兄 2012 年跳槽到了另外一所大学，不在俄
克拉荷马。他一直帮我取数据。现在没有数据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尝试了各种办法，
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撞，结果不是学校不同意，就是研究机构不同意，得到的回答都
是”NO”。我心里开始埋怨神，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
不帮我。虽然如此，我仍然不断的祷告。祷告的时候，我感觉神让我放手，一句圣经经节
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The Lord will fight for you; you need only to be still”
（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 。
以我当时的情况，让我放手，这怎么可能呢。我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告诉我，需要把一
切都抓在手里才有安全感。结果我越是挣扎，就越绝望。后来，给我基金的研究机构让我
提供做人体试验的证书，三所跟我合作的大学都必须同时提供，而且必须在 2013 年一月
准备好，否则就要取消我的项目。当时已经快圣诞节了，我只有两三个星期准备，这绝对
是不可能的。我又尝试了一些办法，都行不通，所有的人都认为没希望了。我终于到了无
计可施的时候。既然神让我放手，我就放手吧，反正我能做的都已经尝试过了。在我安静
下来后，神让我慢慢有智慧。我突然认识到，我遇到的这个困难难道神会不知道吗？既然
神知道，而且他还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就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我要做的就是 --- 什么
也别做。快到期限的时候，我获得了一个跟研究机构对话的机会。可是我觉得没用，因为
什么都没改变，我也不知道去了该说什么。就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我无意间打开电脑，
收到一封从一个著名的中国牧师的消息。他经常在 Facebook 上发一些福音信息，因为我
加了他为好友，所以能够收到他的消息。部分信息如下：

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感动。我现在需要的不就是神迹吗？难道第二天会有神迹发生吗？结
果第二天，那个研究机构负责人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继续”。我当时虽然故作
镇静，但是心里已经开始感谢赞美神了。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过来这道关口以后，我开始顺服神的带领，不再看自己的难处，而是看自己能做些什
么。期间我申请了专利，发表了论文，带着学生去华盛顿参加最重要的 undergraduate
research 会，并且拜会了一些参议员、众议员。Edmond 的报纸也报道了我们的研究成果。
我面对的困难没有消失，可是我的心情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当时我有
一个祷告：如果神让我把这个 2.5 年的项目成功完成，我今生就再也不疑惑神，一生坚定
的跟随他。临近项目结束的时候，研究机构要我去做一个报告。我当时心里非常紧张，因
为虽然有了一些成绩，可是不知道是否足够结束这个项目。我们的神是通过各种途径来跟
我们说话的神。就在我做报告的之前的星期五，我们教会举行小组聚会。我们小组来了一
位从台湾来的传道人。她分享信息之后，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小卡片。每个人的卡片都是不
同的。我一看，知道又是神在跟我说话。

我原来的祷告只是求顺利结束这个研究项目，而神却说“不要求与自己能力相等的工
作，要祈求超越工作需求的能力”。是的，耶稣是我的救主与力量，我的日子如何，我的
力量就如何。结果我的报告非常成功，研究机构对我很满意。今年我的项目不仅成功的结
束，而且还以非常好的分数再次申请成功，可以再做 2.5 年。这再一次让我认识到了“敬
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 – 箴言 9 章 10 节。
记得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可爱的女儿突然问我们，“爸爸妈妈，神只爱以色列人吗？”
我说当然不是了，神爱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我女儿继续问，“那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很
多钱呢？” 的确如此，来美十年，我们并没有升官发财，我和太太有时还过着月光族的
生活。但是，来美十年确是我们人生中最幸福的十年。这种幸福不关乎我们的财产，也不

关乎我们的地位。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神让我们的改变也是由内而外的，发自内心
的。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经常犯错，智慧有限。可是，我们的神是无
限的。更重要的是他爱我们。他已经为你我伸出拯救的角，让你我如鹰展翅上腾。问题是
你愿意接受吗？

感恩节见证
徐艳蔺
各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内平安！
感谢神，将我平安的从德州再次
带回到心爱的爱的门教会，让我能够
来和你们分享神对我奇妙的带领。还
记得去年的感恩节，我站在同样的地
方给各位分享神是如何神奇的把我带
到西南浸信会神学院去读书。今年，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未完待续的故事。
就像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并不意味
着结束，乃是新生命的开始。被神学
院录取对我来说，也不是结束，而是
一个新的开始。
首先要感谢主的是，去年在我作
见证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从 UCO 毕业。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在 UCO 念司法
鉴定系的研究生，已经四年了，因为
实验一直出不了结果，没法写毕业论
文，一直到去年底神开路让我顺利毕
业。感谢神，在我尚未毕业的时候给
我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让我能够在祂
里面安静，耐心等候祂的旨意成就。现在回想一下，这四年里，神确实磨练了我不少，也
让我学到了很多，真的要感谢神，为我以后的服事开路并预备我。现在想想若我当时按期
毕业或是正好在工作的的话，神的呼召临到，我可能不会那么愿意舍得一切去顺服神呢
~~~所以，神是懂得人心的神，祂晓得什么是我所能承受的，什么是我所不能承受的，神
也是信实的，绝不会叫我们承受过于所能受的。
其次我要为着我的属灵伙伴们感谢神。去年听过我的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应该都还记
得那为我祷告了大半年的“碎片小组”。从去年 1 月成立以来，直到 9 月的时候我收到神
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碎片小组”的弟兄姐妹们每周都在坚持不懈的为我申请神学院的事
情祷告。若没有她们的祷告、鼓励和扶持，我是很难坚持下去的，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们。

而且就像我刚刚分享的：被神学院录取并不意味着结束，乃是新的开始。就在我被录取后
接下来一周, “碎片小组”的祷告会上，弟兄姐妹就开始为我搬去德州之后找新的教会祷
告了。因为教会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就是属灵的家，在教会里面有真正互相关心、鼓励和扶
持的弟兄姐妹们，虽然不是一家人，却能够比家人还要亲；在教会里面还可以得到属灵的
喂养，学习做主的门徒，并能够通过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来荣耀神。去到神要我去的教会，
就是我的属灵伙伴们为我祷告的内容了。
说起去到我现在在德州的教会，这个我真的不得不感谢赞美神，也要特别感谢雅冰姐
妹。去年，在感恩节庆祝会结束之后，有一对从德州来我们教会拜访的夫妻过来找我，说
他们的教会距离西南浸信会神学院不远，他们听了我的见证，知道我即将去西南读书，所
以欢迎我去他们的教会拜访。
今年 1 月 6 日，首先要感谢雅冰姐妹，文曦、佳蔚还有远在外州的杨洋弟兄专门抽出
时间帮我搬家去到德州，谢谢你们！其次就是要感谢那对从德州来的夫妻了，早在一周前
他们就有给我发 email，欢迎我搬去德州，问我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并邀请我去他们
的教会看看。感谢主，这个教会每周三晚也有祷告会，于是 1 月 8 日，在我搬去德州的两
天后，我就去了雅城圣经教会（Arlington Chinese Bible Church）参加他们的祷告会。
我一进到教会，就觉得非常熟悉，不晓得为什么，感觉那些弟兄姐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当时我还觉得不可能，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在德州参加教会，碰到熟人的几率本来就不高，
而在祷告会上见到的弟兄姐妹们，每个都觉得很熟悉的几率就更是微乎其微了。但是神经
大条的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直到后来雅冰姐妹过来拜访才揭开谜底，这个我一会再分享，
先卖个关子~~~~
祷告会结束之后呢我就回到学校，之后我继续向神祷告，求神把我带去合适的教会，
因为在学校附近据说有五家华人教会，哪一个是神要我去的教会呢？只有通过祷告向神祈
求。同时，那对邀请我去到他们教会的夫妻，Anthony 和 Melissa，也在为我找到合适的
教会祷告。
在接下来的周六，1 月 11 日，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 sleep over。那天，他们带我熟
悉了一下当地的三大亚洲超市，还请我吃了一顿德州的越南面，确实是比 OKC 的好吃~~~
而且呢，通过他们的分享，我才晓得原来他们也是 UCO 毕业的，而且他们原来也是我们爱
的门教会的，难怪他们去年感恩节会回来拜访了，原来我们是如此的有缘分。最重要的是，
虽然雅城圣经教会有很多的需要，他们也非常希望我能留在这个教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强
留，也没有通过爱的门教会这样一个渊源的历史来拉拢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所做的，就
是通过祷告把一切交托给神，只愿神的旨意成就。
感谢主，接下来的主日，也是我搬去德州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我跟着 Anthony 和
Melissa 去了雅城圣经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真的是奇怪了，除了在周三祷告会上见到的弟
兄姐妹们以外，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一定在哪见过他们。他们对我也都非常欢

迎，大家果然是在主里面的一家人，一见面就可以如此的熟悉没有隔阂。当晚我和刘师母
打电话，分享我在雅城圣经教会的经历。还记得当时师母跟我说，既然在这个教会觉得很
熟悉很温暖又很有家的感觉，那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别的教会看了，师母要我留在这个教会
并好好服事。于是祷告之后，我决定留在雅城圣经教会，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一起来服事
神荣耀神。
之后我有加入教会的诗班，想想我一个从小被对声音极其敏感的老爸鄙视说“对音乐
不感冒”的人，一个只能勉强看看简谱的音乐白痴，居然可以加入教会的诗班，并且在指
挥大人的教导下，开始慢慢学习乐理和认五线谱~~ 真的是感谢神！神对我们的改变是超
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雅城圣经教会，在我看来，就像使徒行传里面的安提阿教会一样，他们非常的重视宣
教，不单单支持很多的宣教士、宣教机构，而且也很鼓励弟兄姐妹们积极参与宣教。而教
会的诗班，就是宣教的主力。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出去，到不同的地方或者教会去短宣，用
诗歌、话剧、个人分享和牧师的讲道将福音传出去。今年五月，我就有和诗班一起去到纽
约短宣，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短宣哦~~~真的很感谢神！
话说诗班的弟兄姐妹们曾经跟我提到过，说他们有来过爱的门教会帮忙迎新，但是，
因为我是以照片作为日记的，由于当时没有找到与他们有关的照片，我还以为他们来短宣
的时候我出门旅行去了，所以才会认为我们完全没有见过面。直到今年 3 月 20 号左右，
春假，雅冰姐妹过来拜访，才一切真相大白。
感谢主，雅冰来的很是时候，刚好雅城圣经教会不同的小组分别在周五和周六都有聚
会，于是她就跟着我去参加了不同小组的聚会。认得雅冰姐妹的人应该都晓得，如果你和
她不太熟的话，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冷艳高贵”的人。但是雅冰，在第一次和雅城圣经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接触的时候，连神经大条的我都发现了她的反常，她居然也感觉和大家
很熟悉，一点都不生疏，和他们的团契交通都很开心，甚至把他们的家都当作自己的家了。
后来谜底终于揭晓，雅冰在她的相册里面发现，原来早在 2011 年 10 月，雅城圣经教会的
诗班就有来过我们爱的门教会短宣，那个时候，雅冰甚至都还没有信主。看了照片我才想
起来我真的是有在哪里见过他们，原来就是在这里，在爱的门教会~~~感谢雅冰姐妹，
帮我拾回了丢失的记忆。直到那时，我们才晓得为何我们俩第一次去到雅城圣经教会就会
有如此熟悉的感觉。原来神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在预备我们了，神在我还没有被呼召去读神
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在为我预备我将要去的教会了，感谢神的爱和神奇妙测不透的计划。
为何神会让我去到雅城圣经教会呢？这个我就不得不提一下我现在的专业了。其实当时，
在申请西南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要学什么专业，西南的专业很多，有圣乐（Church
Music），有道学、神学、基督教教育、圣经辅导（Biblical Counseling），还有宣教学、
考古学等等，但是在祷告之后，我还是决定选择圣经辅导作为我的专业，虽然那个时候我
连圣经辅导是什么都不太清楚。

在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作为圣经辅导专业的学生，必修一门叫做圣经辅导概论
（Principles of Biblical Counseling）的课。这门课完全扭转了我对圣经辅导这个专
业的看法。之前我以为所谓圣经辅导应该和心理学差不多，但是教授却告诉我们，圣经辅
导，是完全以神的话，也就是圣经，为基础；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目的是要给未信主的
慕道友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也是要教导和帮助弟兄姐妹们更加亲近
神，因为神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所以说白了，圣经辅导其实就是做一对一的门徒训练。
对此我能够说什么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一直对做门徒训练很有负担，因为是
被基督工人中心培养出来的么~~~当晓得做主门徒的重要性，而且这也是主的大使命，我
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当去完成。而且更感谢主的是，雅城圣经教会刚好在门徒培训上很有
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神带领我和这个教会相遇了~~ :D 感谢主！
这在神学院学习的一年还有太多太多要分享的东西，但是我已经超时了，所以就此做个总
结，其他精彩的故事有机会再和各位的分享。
回顾这几年神的奇妙带领：从 2012 年 12 月，在冬令会上一个“开小差”的祷告，让
我确定了神要我去读神学院的旨意；2013 年 1 月，在周二 Bible Study 小组中的祷告，
让老 Michael 推荐我去西南浸信会神学院参观；3 月，在教会周三晚的祷告会里，弟兄姐
妹们都鼓励我申请西南；接下来在某次“碎片小组”的祷告会上，神甚至感动雅冰姐妹，
让她确定我一定会被西南录取；12 月，感谢“碎片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了一整
年，我终于顺利从 UCO 毕业；今年 1 月，借着“碎片小组”，还有爱的门教会和雅城圣经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我确定了神要我加入雅城圣经教会的带领。这一切，都是神奇
妙的旨意，靠着祷告渐渐得以明了。
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多多祷告，在祷告中把自己交托给神，在祷告中学习等候神，
在祷告中明白神的旨意，在祷告中看到神的带领，在祷告中赞美神，在祷告中享受和神亲
密美好的关系。在座若有还不认识神的朋友们，我切切的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接受这位真正
爱你们的神，愿你们也能体会这种神与你同在，看顾、保守、带领你的美好！感谢各位！
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

个人见证分享——归家的路
王雅冰

对大多数人来讲，出国留学都是一个离家的过程，但对我来说正相反，这是让我归家
的一个过程。
我曾说自己是
一个没有根的人。
虽然生性不爱闯荡，
但如果随便让我在
一个地方住一辈子
我都可以住下来。
来美国上学这几年，
即使离家这么远，
也从来没有想过家。
每逢佳节不但没有
倍思亲，还觉得过
节打电话回家问候
是在例行公事，口
中也不会讲一些暖
心的话。还好父母对我一直是一种放养模式，不然肯定会说怎么养了这么个没心没肺的东
西。我把这种乐不思蜀的行为归结于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过得比在中国的简单而快乐，但是
我心里知道根本的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两个：信主前，我是一个对家没有归属感的人，自然
不会有思念家的感觉；信主后，我找到了属灵的家，心不再漂泊，每次来教会对我来说就
像是回家一样。而且信主以后，心里就有了依靠，有什么困难也不用自己扛着，生病了还
有人关心。不但如此，在教会里，我们都是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一下多了很多的亲人。这
样的归属感真的很温暖，只要想象一下，全世界有教会的地方就有我的家，那么不管我去
任何地方，都会有我的亲人，我的弟兄姐妹。对我来说，四海为家的豁达远比不上这种四
海有家的幸福。
不过，这还不算是我最好的得着，比这更好的是，在耶稣里，也许我们不认识彼此，
也许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或是来自不同的种族，但我们却拥有一位共同的父亲，就是我
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所敬拜的神。这位在天上的父亲比我在地上的父亲好许多，这么说不
是因为我不爱生我养我的老爸，而是因为在天父那里我得到了完全的爱，出人意外的平安
和长久的喜乐。

我和很多中国传统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一样，从小体会到的父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父
爱，深沉含蓄，时而严厉。而且这种父爱通常以一种责备的方式呈现，平日缺乏言语上的
关爱和表达。很遗憾，由于我从小就被送托儿所，后来住在幼儿园，小学期间多在爷爷家，
高中住校，大学又在外地，唯一能与父亲好好相处的初中三年却是多以争吵度过。我是一
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怕黑怕鬼又怕死，我埋怨父亲在我需要他时，不在身边，关心我却
只看中学习成绩。可惜那时的我还未能体会相继痛失双亲的父亲自己也需要一份深切的关
怀和强有力的支持。认识神之后，我的心重新被爱充满，从神而来的爱弥补了我一切的情
感缺失，不但如此，这份源源不断的爱除了让我爱自己，爱父母，爱亲友，更让我去尝试
爱许多我不认识的人，甚至我不喜欢的人。
其实除了曾亲眼目睹亲人离世，在表妹嚷着祝愿外婆长生不老时，还没上学的我已经
明白人固有一死，只是我不知道死乃是罪的工价，死的毒钩就是罪。我们之所以会死就是
因为我们所犯的罪。当时的我还不晓得世上有一位永生的上帝，即使罪从人类祖先进入了
世界，祂依然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担当我们所有的罪，
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得到永生的盼望。所以圣经
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 3:16）。很奇妙地，信靠神之后，我对死亡的恐惧就消失了，好像内心深处有一个
够不着的空洞被填满了。
也许有人会问，这个罪太抽象了，它具体体现在哪里呢？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
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 7:18-19)。
这就是圣经所言的罪在我们身心上的作为。
关于神的爱，约翰一书里说：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
罪作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约一 4:10）。我清楚地知道人的爱有其有限性和自私性，
因为就算是把最无私的爱献给我们的父母，在他们死后也没法继续爱我们。但是上帝的爱
却是永恒，无论何时何地，神的爱都围绕着我们。虽然神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的人生，
但是祂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
神必与你同在（书 1：9）。
感谢神的恩典和对我永不言弃地寻找，神用祂的慈绳爱索慢慢地牵引我，让我这颗在
外游荡的心发现了回家的路，走进爱的门，找到了归宿。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像我一样，曾
感觉到前路的迷茫；曾思考过生命的意义却不得其解；对世俗的价值观不满，却一边厌弃
一边妥协。或者，有时会迷失在对名利金钱的重视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好像从小受教
的思想道德与长大身处的现实世界互相矛盾；越长大越看淡爱情与婚姻的价值；崇尚公义
与圣洁，内心却越来越失望，对未来失去信心……

如果说，有哪位朋友像当时迷茫的我一样，既担忧未来又觉得好像始终有一个力量在
引导着你回归最初的至善至美，那么，请你不要消灭来自心底的真实感动，请试着接受神
的爱，因为这是你这一辈子所能得到的最可贵的福分。
有一首诗歌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歌里面的每一句话都直触我心，希望这首歌也能在某
种程度上表达出你的心声。
《改变我，改变世界》（赞美之泉 8-让爱走动）
许多次 我就像是那浮云
不知要往哪里去
而如今 我可以停止追寻
是你的爱填满我心
引领我与你同行

耶稣我恳求你
来改变我的生命
使我在患难之中
喜乐与刚强
耶稣我恳求你
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
赐我信心与勇气
迈向这新的世纪
愿你荣耀的国度
早日降临

2014 感恩见证-感谢神，因祂有说不尽的恩赐
王雅冰
大家好，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又能在众人面前为主作见证，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分享自己这一年来的一些得
着。首先想要给大家分享一节经
文：感谢神，因祂有说不尽的恩
赐！（林后 9:15） 分享这节经
文不单单是因为感恩节的缘故，
好像过年时要多背一些好听的拜
年话；这节经文其实是我今晚见
证的一个概括，如果待会儿我分
享得太多，太长，或太无聊，那
么你只要能记住这一句经文就够
了。
非常感谢主，每当我要为别
人做些什么事，到最后最大的受
益人总是我。这次的见证我想分
享三件事，初衷都是为了父母做
的，神却借着这三件事大大祝福
我。
第一件事是：借着为父母祷
告，自己祷告的生命被建立。
因着对父母得救的负担，我从受洗之日起就开始每日为他们祷告。一开始祷告的时间
不固定，或早或晚，后来渐渐固定为每日早上为父母祷告。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要祷告多久
父母才能得救，但是已经立下为父母祷告 40 年的心志，提摩太前书 5 章 8 节也说：“人

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想到自己平日在美国离父母那么远已经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事了，所以每日为父母祷告算是
我对他们爱的一种回馈吧。每天祷告的内容其实差不多，例如不要让父母的心刚硬，不要
拒绝福音，求父母生活中能遇到主里的弟兄姐妹，福音的种子能撒在好土里等等。虽然妈
妈讲原来你都没有求神保佑我们，但是我想她的心里还是开心我为她和爸爸祷告的。
第二件事是：因为劝父母读经，自己对神的话变得渴慕。
关于这件事去年感恩节我也有分享过一些。我是在 2012 年 1 月 1 日受洗的，受洗后
整整一年也没有把圣经完整地通读一遍。因为当时灵命尚浅，老我很强大。我的老我又偏
偏是个活得非常自我的人，如果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任谁说我也不在乎，所以尽管当时牧师
师母以及很多弟兄姐妹都讲过要好好读经，我也不为所动。可是当我在电话中一次又一次
地建议父母看看圣经时，忽然想到如果他们读了圣经提出不懂的问题，我这个基督徒自己
都不熟悉圣经又当如何为他们解答呢？于是乎就发疯似的在 3 个月内把整本圣经看了一遍。
虽然只是快速通读，我的灵命已经因此有了很大长进，我开始对神的话变得渴慕，对读经
也变得主动。所以在 2014 年全年读经计划又开始时，我打算这一回要慢一点把圣经再读
一遍。我发现越读神的话，就越能体会神的智慧实在是无法测度，自己也慢慢降卑下来。
路加福音 1 章 37 节里讲：“凡是出于神口中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真的是这样，
除了自己读经，神也借着小组查经和主日学不断地改变着我：我开始学习顺服神，开始学
习不发怨言。我知道如果不是神改变了我的心，我现在依然会是一个桀骜不驯和爱发怨言
的人。也许这两样功课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但是我已经清楚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
变化，我的石心被神换上了肉心。
第三件事是：我因着父母的缘故参加了夏令会，自己的灵命进一步更新。
今年夏天，是我来美国四年里头一回参加美中夏令会，本来参加夏令会是为了父母明
年来美提前去物色场地，与冬令会做个比较，看看哪个营会更适合他们参加。结果夏令会
回来后，我的灵命得到了非常大的更新。从夏令会回来，我自省在主面前，就像彼得一样
羞愧痛哭，彼得羞愧于在众人面不认主，我羞愧是因为自己不敢放胆讲主的道。很多人可
能看不出来，觉得我还挺积极的，比如，我会不时在 Facebook 分享经文和赞美诗的 link，

参与很多教会服侍和各种 bible study，也很乐意为主作见证，但这些只是我的“美国部
分”；相反地，对于“中国部分”，我其实从不在中国的网络媒介上发任何与圣经有关的
东西，除了父母，我对其他的亲人也鲜少传福音，虽然我清楚地看见他们每个人都十分需
要主的救赎。我内心害怕自己被拒绝，也害怕他们的负面声音，我的妈妈也说，只要给她
和爸爸传福音就好，别人面前不要讲太多，会被人当疯子看待。已经有亲人劝我毕业后尽
早回国，因为觉得我已经被洗脑了。但是以弗所书 2 章 8-9 节的经文说：“你们得救是
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
夸。”既然救恩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那就更不是出于我们这些传讲福音的人了，
我们只是主的器皿而已。看清了这一点，我就慢慢开始在 qq 上分享经文了。
分享到这里，可能会有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已经在心里默念感谢赞美主了，不过神的意
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应许更是超过人所求的。
首先，从夏令会回来后，我的祷告升级了，我开始大胆求神破碎我的父母。因为在夏
令会上听讲员说被神破碎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早晚要经历的过程，那么，我宁愿父母
早点经历神的破碎。结果，就在今年 9 月份，我的爸爸被主破碎了，并于 9 月 12 日，在
电话里决志信主了！感谢主，这太出乎我意料了！平时我就只是在电话里跟爸爸讲一些圣
经相关的内容，我一直鼓励父母来美国一趟，希望他们来体会一下这边的教会生活，就会
知道神是真实可信的。但是，我却忽略了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爸爸的决志使我在祷
告上的信心大增，我更加确信妈妈一定会重生得救的。
其次，神通过马太福音 25 章关于三个仆人不同才干的比喻启示我，我在祂的眼里要
做那领五千两银子的仆人。感谢神如此看重我，我自己从来都不敢这么奢求，但是，神借
着提摩太前书 4 章 12 节的内容鼓励我：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
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同时，借着读经和阅读属灵书籍，神让我明确了今后
的人生目标：第一， 做一个才德的妇人；第二，一生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第三，将来
见主面的时候能够被主称作“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纵观自己之前 20 多年混混沌沌的
生活，我的人生目标都是跟着世人走，看不到人生尽头是笑是哭。但现在的我，内心却充

满了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晓得我们每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人都已从主耶稣那里得到
了永生的确据。
此外，自从我立志不以福音为耻，打算开始给父母以外的亲人传福音后，神就恩待我，
特别赐福音的使者从美国到中国给我的亲人传福音。虽然目前还看不到结果，但是神已经
在开路。感谢神怜悯我信心的弱小，先借由别人的口为我的亲人传讲神的救恩。
神透过这些事情让我明白，很多事情看起来虽然是我们为别人而做，但是我们自己也
会从中大大受益。并且，我们所做的每一件蒙主喜悦的事都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感谢神如
此爱我，祂不但救赎我的生命，重塑我，在我生命中赐下各样的天使，还恩赐我许多侍奉
的机会，想想自己是多么的不配，神却看我为宝贵。我愿意将自己的一生摆上，作贵重的
器皿，为主所用，因为我知道由神掌管的人生才是的正确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