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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本恩牧師
有一個問題我常自問:「我愛耶穌嗎?」

保羅 (原

每次走進牧師辦公室是否只是因為我是傳道

名掃羅) 出生在傳

人，有教會的責任和有人要服事？或是因為我

統猶太人家裏。

愛耶穌的原故?

在著名猶太律法
師迦瑪列名下受

彼得跟隨主耶穌三年半的時間。他卻在

訓。他為神大發

主耶穌被捉拿要釘十字架前，三次否認主耶

熱心，有自己崇

穌。後來，他痛哭懊悔。主耶穌復活之後多次

高的理想和目

向門徒們顯現，其中一次就是在提比哩亞海

標。直到遇見了

邉，耶穌為他們預備早飯。約翰福音 21:15-17

耶穌，他的生命

記載：「他們喫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

完全被改變，他在腓立比 3:8 說「不但如此、

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

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對

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

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耶穌第二次又對他

土、為要得著基督。」新約聖經三份之二是神

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彼得說、主

默示這位保羅寫的。他一生傳福音建立教會經

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

歷各種的困難，但他都沒放棄，因他愛耶穌。

的羊。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
我麼。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

去年在加州有一位主理近兩千人教會

麼、就憂愁、對耶穌說、主阿、你是無所不知

的華人牧師辭職。在他牧會中他有很好的目標

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

及計劃，敎會也不斷成長，但是他發現繁忙的

的

羊。」主耶穌給彼得的信息很清楚，要承擔傳

責任及時間的限制奪去了他與耶穌的關係。他

門

福音及牧養的使命首要的是有一顆愛主的心。

也發現許多事奉都是盡責任，為達到個人目標

二

而做。他要暫時放下牧養的工作，重新建立與

零

耶穌愛的關係。

一

同樣的，今天我們信靠耶穌並且願意來

零

服事祂的人也要有正確的優先秩序。我們理應
愛耶穌勝過一切，以愛耶穌來服事人，不要單

愛

當時耶穌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

單因為別人的需求或要達到目標而失去了愛的

重建了彼得與主的關係，並且給彼得使命去傳

服事或給與。我們要透過個人的敬拜，靈修後

道及服事。今天主耶穌同樣問我們被稱為基督

才以服事來表達對耶穌的愛。

徒的：「你愛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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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命能喜樂滿溢，乃因神先愛我
們，我們也當以愛耶穌來服事。2011 年教會的
主題是「經歷突破」。如果我們都明白及接受
祂的愛，並且以愛耶穌來作神要我們做的每一
件事，我們的生命就會不斷經歷突破。
「..... 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
行。 」(林前 10:31)

The question I ask myself most often is,
“Do I love Jesus?” Am I walking in the office
of Pastor because I have a church and people
to minister to, or, is it because I love Jesus?
When Jesus commissioned and confirmed Peter to be an Apostle and Pastor, he
asked him only three questions. We find them
recorded in John 21:15-17 : Jesus said to Peter:
“Simon, son of John, do you truly love me
more than these? --Feed my lambs.” Simon,
son of John, do you truly love me? --Take care
of my sheep.” The third time Jesus asked him
“Simon, son of John, do you love me? --Feed
my 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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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an Saul, also called Paul, wrote
two-thirds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his ministry he had encountered many hardships but
never gave up because he loves Jesu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 must always keep our serving in the
right order. We must love Jesus more than
anything and because of that love we serve and
give to others. One should not give or serve
simply because there is a need, but because of
our love for Christ and we express that love
first by worship and devotion, then, by serving
others.
Saul of Tarsus was born into a family
with a rich Jewish heritage and he studied under Gamaliel, a very famous teacher of Jewish
law. He was very zealous for God, but after
his personal encounter with Jesus he said: “I
consider it all rubbish (trash) that I may gain
Christ and be found in Him” (See Philippians
3:4-11).

Recently, the founder and Pastor of a
Chinese mega-church in California temporarily
resigned his position because he realized that
the huge responsibilities and time constraints
were taking the place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God. He wanted to set his life priorities right
by giving himself more time to build up a
stronger love relationship with God before
moving on to serve man.
Jesus asked Simon Peter these three
questions as he reinstated him in his relationship and commissioned him to be His minister,
but, he is also asking each person who calls
themselves a Christian; “Do you love me?”
Our lives are full of joy because He
first loved us. We all respond to His love by
giving Him our love. Then, the service to others is the fruit of that love.
“….in whatever you do, do it all for the
glory of God.” (I Cor. 10:31)
(Shared by Pastor Lau and recorded by Dana
Z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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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tt Zerger

Phil 3:7-14
I have a question for all of you today.
Are you pursuing intimacy with Jesus? Do you
want to know Him better? Do you want to have
a deep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The Apostle Paul felt that way when he
wrote the letter to the church at Philippi. He
said; “Oh that I might know Christ and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Paul was willing to
give up everything. To let go of all of the personal accomplishments he had gained in his
Jewish faith as a Pharisee in order to gain
Christ. He was willing to give up all of his
busy life, his cluttered life, and even his religious life to know Jesus.
Paul said: All things which were gain
to me, those I counted as loss for Christ. He
was willing to lose even his own life in order
to gain true riches. That included the righteousness that comes only from God through faith in
Jesus. It doesn’t come from our own good
works or deeds. If it could come from us, then
we would have a reason to boast. But Paul was
willing to give up everything he had learned
and gained in life in order to get to know Jesus
better.

In the Old Testament God gave Moses
instructions on how to build the Tabernacle.
God told Moses to build it just exactly as he
saw it in the heavenly pattern. The Tabernacle
was constructed so that God could go along
and be close to His people, and also so that the
people would know how to approach God’s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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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abernacle, there was an outer
court, an inner court, a holy place, and a most
holy place. The most holy place was covered
with a heavy, thick curtain and no one but the
High Priest could enter there. This is where
God’s presence was manifested. In the Holy of
Holies God’s fire or light never went 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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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burned brightly and made light inside
the holy place. God himself was the only light.
Well, all of the people had to come step
by step in order to try to get closer to God’s
presence. Only the priest would go into that
most holy place and only once a year to offer
blood & sacrifices for all of the people’s sins.
Everyone else had to stay outside the veil or
curtain. God’s true glory and presence were
kept behind the veil until Jesus came.
Then when Jesus was crucified on the
cross, and He said “It is finished”, darkness
came over the earth.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and the veil of the Temple was torn in
two from the top to the bottom. This meant that
the way into God’s full acceptance was now
open to everyone. We could now enter into
God’s presence and God could also be open
and forgiving because of what Jesus did. Praise
the Lord! Jesus has always wanted us to come
into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him. This is
truly God’s desire. Is it your desire too?
Well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some ideas
on how to become intimate with Jesus and
closer to God. Here are some steps to know
God:

愛
的

Have Faith in God: (Hebrews 11:6) we must
believe that God is, and that He rewards those
who diligently seek him. We must diligently
seek after God with all of our heart, soul, mind,
and strength. As we seek first 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then we can expect to be
filled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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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We must spend some time in prayer
by talking with the Lord and also learning to
listen to him. This is how you get to know
someone better.
Obedience: Jesus said that if we love Him you
will keep His commandments and his word is
not burdensome. Since we have a love covenant with God through Jesus, we obey him because we love him. That is why we spend time

with Him and find out what makes Him happy.
Then we try to do the things that please him.
Receiving the Holy Spirit’s Power: (Acts 1:8)
Jesus said;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upon you. Then you will
become witnesses of His life wherever you go.
The Holy Spirit will teach you all about Jesus
Christ and His teachings, and He will help you
grow up into Christ’s image.
Walking with God: We must all learn to live
as Jesus lived and try to follow him every day.
This is called walking with God. If we want to
walk with God, we must learn how to be led by
his Holy Spirit and not by our own flesh.
Enoch walked with God and God took him
home with him in heaven. Enoch was really
close and intimate with God. I pray that all of
you will also want to become more intimate
with Jesus in your daily walk. God bless you
all, and have a wonderful life in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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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濤

時光飛逝， 2010 年轉眼已經成為了過去。

敬拜和事奉的對象，

感謝主對教會的帶領，也感謝弟兄姐妹們的禱告和

而沒有成為我生命的

支持， 特別是所有同工們的辛勤付出，使我們教會

主宰。在 2010 新年

的各項事工可以順利地進行。

夜教會的聚會中，同

回顧 2010 年，神的恩典和大能豐豐富富地
彰顯在我們的教會。一晃，我們搬到現在的聖堂崇
拜已經一年多的時間了。每當紀念神在我們購買教
會會堂上那奇妙的帶領和供給的時候，我們都心存
敬畏和感謝。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神讓我們逐漸
地學習如何來管理他的產業。在我們享受他所賜的
如此美好舒適的敬拜環境的同時，也讓我們了解我
們應承擔的責任、義務和應付上的代價。2010 年是
教會成長的一年，透過團契，小組，和弟兄姐妹的
見証分享以及愛心關懷，神的愛在我們中間彰顯。
他也將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添給我們。

工們獻唱了一首歌
《要成長》，歌中唱
到我們的“靈命要成
長” 對我觸動很
大。靈命要成長，必
須要把我們的生命與那創造我們生命的主相連接，
使他進入到我們的生命中，充滿我們、掌管我們的
生命。“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10 ： 10）。 神
要賜給我們生命，並且是豐盛的生命。但我們如何
才能得到那豐盛的生命呢？唯有舍棄老我、倒空自
己，才能讓神用他的豐盛來充滿我們。或許你和我

2010 年教會的主題是“突破”，牧師從屬

有同樣的困惑，雖然聽了很多的道，有些聖經的知

靈、關系、奉獻、傳福音、禱告和讀經、信心、事

識，對基督有一些了解，但是我們的生命卻沒有很

奉、宣教、老我、社區關懷、敬拜贊美和信徒的權

大的改變。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地認識神、與神

柄、身份十二個方面進行了教導。“突破”有破舊

建立親密的關系，沒有把知識和信心結合起來，沒

愛

立新的含義，我得著最多的也是要從與神的關系上

有讓基督的生命在我們的生命中。知識不能讓我們

的

有突破，讓老我死去，讓神在我的生命中掌權。當

得生命，唯有相信基督並照他所吩咐的去做，信靠

門

接受基督耶穌做我們生命的救主的時候，我們與神

他並將所知曉的道行出來，才能得享豐盛的生命。

的關系得到了恢復，我們應當順服在神的權柄之
下，讓他成為我們生命的主。但信主幾年來，很多
的時間裡，我對神是敬而遠之，與他沒有那種親密
的關系。因此在事奉和生活中，常常憑著自己的熱
情和小聰明，而沒有真正地信靠他，從他那裡得智
慧和力量，事奉起來經常感到力不從心。神隻是我

二
零

突破意味著更新。更新是個艱苦的過程，我

一

們一定會遇見困難和挫折，但是神在詩篇 46 ： 1 中

零

應許我們“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
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在新的一年中，求神
幫助我們經歷這種更新。願他的恩典和慈愛豐豐富
富地充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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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今年主题是“突破”，我在這方面

愛
的
門
二
零

事、就是忘

做了一些思考。突破的定義是什麽？有的人

記背後努力

說：“有更大成就”，有的說：“勝過攔阻"。

面前的、向

在线新华字典的解释是：“集中兵力向一点进

著標竿直

攻或反攻﹐打开缺口” 和 “冲破;超过”。英

跑、要得

文的一般解釋是：“making an important discov-

神在基督耶

ery”， “a penetration of a barrier such as an en-

穌裡從上面

emy's defense”， "to make a sudden, quick advance,

召我來得的

as through an obstruction“。

獎賞。”

誰會要突破？我想自强不息的人會想要

陳玉芝

保羅

突破。每個想要進步，想要精益求精的人都不

到底竭力追求什麽？從啓導本的解釋，因爲原

會安于現狀，都想突破。還有願意正視問題並

文的動詞有“達到”和“認識”之意，保羅竭

努力去克服的人也想突破。爲什麽要突破？因

力追求“認識基督”。他的標竿就是主，他全

為還沒有達到理想，又或者還沒有改善困境，

力以赴，以達到主希望他達到的地步。當你讀

還沒有解決困難。在什麽方面突破？這因人而

到這段經文，有沒有感受到保羅那種熱誠和謙

異，存有怎麽樣的價值觀會促使人向不同方面

和，在他心目中，他認為自己還有成長的空

尋求突破。大部分人會在自己的專業上繼續尋

間。有一個動力驅使他，就是竭力追求、向著

求進深；更可以在品格及屬靈生命上努力。

標竿直跑。前面是思想，後面是行動，如果你

怎麼樣才能突破？我認為可以效法保
羅。保羅的人生是不斷突破的人生，可以是我

覺得自己已經完全，就不會竭力追求了。
要突破還要注意心思的更新。保羅在羅

一

們的典範。保羅在腓立比書 3:12-14 说：“這不

馬書十二章 2 節裏勸勉我們要“心意更新而變

零

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

化”，因爲一個人的思想心態決定他的行動，

年

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

一個人若心意更新而變化，便容易突破。今年

的。〔所以得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弟兄

參加 Henderson Hill 的聖誕節目，那位主任牧師

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

說當人接受主時，是心思的轉變 (a change of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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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的確，當人信主重生時，知道自己是个

ECIUMC。許多弟兄姐妹都讓上帝破開自己的外

罪人而願意悔改，這一個悔改，就是心思變化

殼，踏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開放家庭，準備美

题

的起頭。以後還得天天更新，勤勞讀聖經，明

食佳肴，和慕道朋友溝通交往，並向他們宣揚

信

白真理，實踐真理，越過越更新，越過越向著

福音，把許多可愛的留學生和家庭帶進神的國

息

神，也越明白神的心意。

度（結出許多子粒來）。

牧師在 2010 年的頭兩個主日語重心長的

3。肢體關懷上有突破：教會積極推動關懷

帶出“突破”的信息，並以約翰福音 12 ： 24

小組事工，要求每一小組設立同工團隊，同工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妳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

與同工之間透過一起吃飯交往，隔閡逐漸消

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

除，彼此熟悉了就容易配搭，分擔小組活動。

子粒來。” 勉勵大家讓上帝破開自己的外殼，

此外，每個月都有小組聚會，各小組組員相聚

才能突破，結出許多子粒來。他也以以賽亞書

多了，互動也多了，大家相親相愛。記得陶濤

40 ： 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

email 學生們的需要給大家，弟兄姐妹很快回

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

應，有桌子的給桌子，有燈的給燈。。。還要

卻不疲乏。）分享鷹之所以展翅上騰並不費力

若有肢體生病了，救緩馬上到。

且優雅自在，是因爲順著風嚮，借氣流來托

主

4。教會兒童和少年的成長：今年教會兒童

著。他借此提醒大家要靠聖靈行事。的確，我

和少年們有突破，少年人多次參與主日崇拜事

們不要靠自己突破，要依靠聖靈。要提醒自

奉。兒童和少年們更積極籌備了今年的 Fall Fes-

己，聖靈是保惠師，住在我們心裏，要體貼屬

tival, 為建堂籌得五百多美金。

靈的事。每做一個決定，甚至每說一句話，每
一個思想，都提問聖靈 。我喜歡背誦經文，幾

5。教會文宣部推動環保：弟兄姐妹開始攜

年前開始每一年選一段經文爲我的新年心志，

帶自己的碗碟到教會用餐以減少“保麗容”的

並在一年中反複思想。我發現這樣會幫助我體

使用。

貼神的心意。
2010 年過去了，我們教會在那些方面有
突破？我想至少有以下的突破：
1． 教會想要突破這個心態本身就是一個突

2011 年教會以“經歷突破”爲主題，希
望弟兄姐妹回應這個主題，繼續在各方面付諸
行動，明白真理，實踐真理！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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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教會 2010 剛遷入新購的教堂，許多事必須

零

自己解決，許多弟兄姐妹看到需要，都挺身而

一

出，顧嬰的顧嬰，教導兒童的自願教導，負責

零

載送，煮飯，煮愛宴，清潔等等工作。
2．使徒行傳 2 章 47 節說：「主將得救的
人，天天加給他們」，主也將得救的人，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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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香

感謝神！神的恩典夠我們用。今年因着

我父親就在家鄉和豐因中風而病倒。父親從醫

神的幫助﹐因著這位三位一體的真神的帶領﹐

院出院後﹐身體行動不方便﹐晚上也無法好好

讓我們一家得以平安地度過。雖然在過去的一

地睡覺。我只能每天打電話給他﹐在電話中用

年裡有許多的事情發生﹐但是神一直與我們同

神的話語鼓勵他。我告訴他我們每天都為他禱

在。“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告﹐相信神一定不會放棄他﹐一定會醫治他扶

(羅馬書八 28)。感謝聖靈一直提醒﹐使得我家

持他﹐並能夠順順利利地在六月裡見到我們。

在生活中更加倚靠神﹐遵行神的話﹐生命得以

其實自從知道父親病倒之後﹐我心裡很

突破。回顧今年 2010 教會的主題是“突破”。

渴望在四月就能回家。無奈當時機票訂在六

的確，我的生命也有了不少的改變﹐突破了往

月﹐而且孩子們都還在上學﹐暑假也要從五月

年的生活習慣和方向。

底開始。感謝神﹐神讓我在四月和五月學習了

我不是個喜歡旅行的人﹐即使有假期也

忍耐﹐等待和順服的功課。我也深信神的美

不往外跑。過去的 21 年很少離開 EDMOND﹐

意﹐讓我在三月就訂購了機票。所以我能做的

離開的時間大約不超過 2 個月。自從 6 年前生

就是交托仰望神﹐相信我所信的神是信實的。

了第二個孩子明恩﹐我一直在禱告中與神有個

每次我打電話給父親﹐我都用神的話鼓

約定﹐那就是要在明恩上一年級的那個夏天回

勵他﹐幫助他知道在神裡有平安﹐不用害怕。

愛

鄉探親﹐而且要帶着我的兩個孩子﹐明惠明恩

自從他中風之後﹐他就一直無法安睡﹐藥物也

的

一起回去。我更是在禱告中加上了“平安和快

沒有任何幫助。他更和我說﹐每天晚上睡不

門

樂”。感謝神。我在今年 3 月的春假裡訂購了

著﹐腦子裡一遍又一遍浮現出他小時候的事﹐

二

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機票﹐六月一日出發﹐

許多還是他早已忘記了的。我們一直求告神﹐

零

七月一日回來。因為我答應光榮要在七月四日

叫父親心裡要有信心，以前不快樂或是讓人害

一

和他一起在 EDMOND 觀賞美國獨立日的煙

怕的事情神都會挪去，只要我們一直奉主的名

花﹐之後全家一起出去在某個城市一日遊。我

來禱告。

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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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將這些計劃放在禱告中﹐並奉主的名來禱
告﹐願神成就這些計劃。

我把許多基督教雜誌刊物聯帶過去我送
父母的聖經一起寄回馬來西亞。一個星期後﹐

很奇妙﹐神垂聽我的禱告﹐我也經歷了

我在電話裡詢問母親是否有讀聖經給父親聽。

神的大能。大約在我訂完機票後的兩個星期﹐

母親回答說父親雖然沒有讀﹐但是她卻讀了一

些。我很高興。我想起當時父母來美探親期

主

間﹐母親讀了不少福音見證的書籍和刊物。當

题

時聖靈也提醒我鼓勵母親來求告神﹐幫助她口

信

中能說出美善的話﹐就是祝福人和造就人的

息

話。這樣能增加父親的信心和心中的盼望。我
感謝神﹐雖然父親中風病倒﹐脾氣也變得很
大﹐但是我母親卻忍受順服他﹐並照顧他﹐因
為我們的神是愛﹐我們也要彼此相愛。我更一
直不停地呼求神﹐能夠帶領我的家人都能歸
主。
神果真是信實的。六月一到﹐我和兩個
孩子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鄉﹐也見到了朝思暮
想的父母親。父親在家中等着我們﹐一看到我
們﹐老淚縱橫﹐大哭三天。我勸慰父親﹐哭
吧﹐哭了就可以把一切交給神﹐就可以安然入
睡。還好﹐父親終於可以睡上兩三個小時了。
我感激神一直與我同在﹐供應我一切的需要。
雖然父親還沒有相信神﹐但是我相信父親已經
明白神是我們真正可以倚靠的﹐是我們在困境
中的幫助。
七月份我攜孩子返美﹐我和孩子們都有
一個平安又快樂的假期。七月四日光榮和我又
帶着孩子出去觀賞煙花。八月學校開學以後﹐

人可以選擇來歸向他。感謝神的同在﹐讓我可

神又帶領我們一起參加了教會為新生組織的

以遵行他的話﹐更經歷了生命的突破。我也再

DALLAS 一日遊。這對我和光榮而言﹐真是一

次回到愛家團契﹐並在十一月裡继續學習禱告

個突破。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這麼美好親密

的功課。

的親子時光了。在 DALLAS﹐我們全家和其他

馬太福音 18﹕18-20 說:「我 實 在 告

弟兄姐妹和同學共度了美好的時光﹐光榮也送

訴 你 們 ， 凡 你 們 在 地 上 所 捆 綁

了我們不少禮物。

的 ， 在 天 上 也 要 捆 綁 ； 凡 你 們 在

愛

地 上 所 釋 放 的 ， 在 天 上 也 要 釋 放

的

以馬內利﹐感謝神一直與我們同在。我

門

的禱告﹐神都垂聽也都看顧。他讓我經歷這一

。我 又 告 訴 你 們 ， 若 是 你 們 中 間

切﹐好叫我知道我這一生最大的福氣是神的同

有 兩 個 人 在 地 上 同 心 合 意 的 求 甚

在﹐神的帶領和保守。我可以每時每刻向神呼

麼 事 ， 我 在 天 上 的 父 必 為 他 們 成

求﹐也可以為別人代求﹐為着我還沒有信主的

全 。因 為 無 論 在 那 里 ， 有 兩 三 個

父母來禱告﹐只要我們信靠順服﹐他必定看顧

零

人 奉 我 的 名 聚 會 ， 那 里 就 有 我 在

保守。感謝神﹐我們基督徒可以隨時和神交

年

他 們 中 間 。」

刊

通﹐我們更有權柄可以自由地來到神的面前﹐
奉主的名禱告。神是那樣地愛我們﹐他雖然統
管萬有﹐然而他卻給每個人自由意志﹐讓每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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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芝

2010 年四月我回馬來西亞探望家人並慶
祝爸爸的生日。每一次回家總會想：不知爸爸
什麽時候有感動受洗？不止一次向爸爸提到受
洗的事，每一次他都回答：“只要心裏相信，
受洗不受洗，還不忙，以後再說吧。”這一次
回家我又有感動向爸爸提出受洗的事，只是沒
有多大信心。我為此向神禱告，但每一次開始
禱告就先向神嘆口氣：哦，神哪！什麽時候爸
爸有感動受洗？
我少年時信主。信主後一直對家人得救

愛

有負擔。首先帶領了妹妹和弟弟信主，我們三

母家對面的一個單位，之後爸爸開始去教會，

人就一起參加教會，在教會成長，經歷神在我

不久向爸爸提到受洗的事，但每一次他總不踏

們有限的人生中的無限恩典。爸爸的信主歷程

出那一步。

比較不容易。當時少年的我不知如何開口，加

後來弟弟到美國求學，兩年後我也到美

上“心裏障礙”(信心不足)，總覺得爸爸相信

國來。爸爸受洗的事一擱就擱了十多年，但這

人定勝天，不會相信。但有一晚鼓起勇氣把一

一件事一直在我心裏。之後爸爸多次到美國探

本“四個屬靈定律”拿給爸爸看。事情似乎不

望我們，每星期天和我到教會聚會，我又向爸

了了之。爸爸每晚都會一面看報紙，一面聽收

爸提到受洗的事，但爸爸還是說：“再等等

音機。有一晚，我在自己房間讀書讀的比較

吧！”

的

晚，突然聽到爸爸原來在聽廣東話的福音廣

門

播。我楞了一下，這是我帶領爸爸信主的第一

執著，爸爸受洗對我來說很重要。雖然受洗只

二

次信心的突破。“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

是儀式，但一個人若真正信主，一定願意接受

零

因為神凡事都能”馬可福音 10 ： 27

洗禮。問爸爸不肯受洗的原因，他沒有說為什

寫到這裏，也許你不明白為什麽我那麽

一

爸爸平日為家裏需要勞碌，沒時間去教

零

麽，也沒說他不信。我想他還有保留，他雖然

會。有一次一位香港牧師到我們教會講道，教

年

看到了神在我們姐弟生命中的工作，但他自己

會的鐘師母約了牧師到我家向爸爸傳福音。他

沒有經歷神。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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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談的很投機，爸爸做了他生平第一次決志禱

2004 年爸爸到美國探望我們回去馬來

告。後來教會鐘牧師師母買了一間公寓，也鼓

西亞後一年，有一次呼吸困難入急診室，後來

勵我買，不要再租房子住，結果買了鐘牧師師

在醫院留醫了幾個星期。當時他很不舒服，妹

精神都好很多，心裏充滿感恩。第二天早上和

妹打電話告訴我說，爸爸意志低落，對妹妹說

他讀經禱告，之後和他聊天。他談到他的心

他不想在家裏“走”，就讓他在醫院“走”，

態，說心裏沒有什麽放不下，每天坦然開心的

嚇得妹妹不知如何是好。我當時打算回家，但

過日子，自己也能照顧自己。我說這是神的恩

在電話裏和爸爸禱告，我大聲的用詩篇 73 篇

典，我和弟弟每天為他禱告。我提及幾封之前

26 節和爸爸禱告：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

寄回來的家書，說上帝如何眷顧我和弟弟，他

殘。但神是我心裏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

也認同。之後我就向爸爸提出受洗的事，他

到永遠。那時我感受人真的很渺小，什麽也做

說：“這樣會勞煩教會，受洗後如果沒精神，

不了。但感謝神，他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不去教會聚會，不是太好。。。”我心裏一面

無所不能的神。很奇妙的，一天後，爸爸病情

禱告，一面一一向他解釋。既然心裏相信，就

好轉，不久就出院了。之後我打電話回家，請

應受洗，只要爸爸願意受洗，鐘牧師可以到家

爸爸不但為自己禱告，也為我和弟弟禱告。我

裏為他施洗。而且教會對老年會友諒解，會定

和他分享我們的生活，並提出代禱事項，爸爸

時到家裏和爸爸讀經，守聖餐。他聽了之後，

也開始為我們禱告。這是我帶領爸爸信主的第

沒有像以往那樣走開，他想了一想，說：

二次信心的突破。

“好，受洗表明我是基督徒，那你安排一

2007 年我離開馬來西亞 11 年後回家，
雖然這 11 年爸爸和妹妹有來美探望我，但回鄉

题
信
息

下。” 感謝贊美主，主的名是應當被稱頌的！
四月十四日晚上，鐘牧師師母連同其他

還是感觸較深，當飛機降落跑道時，看到綠油

七，八位爸爸也認識的弟兄姐妹，到我們家給

油的樹林，眼睛都紅了。那一次回家主要和爸

爸爸施洗，洗禮前鐘牧師確認爸爸清楚受洗的

爸讀經禱告，分享神的恩典。那時剛拿到綠卡

意義，也問了爸爸重要的問題，有得救的確

幾個月，和爸爸分享了申請的過程和細節，還

據，洗禮後領聖餐，前後兩個小時。爸爸心裏

有今後的展望。那時爸爸身體還在康復，必須

滿有喜樂，也清楚表明他的信心。我想起約翰

定時吃藥，精神體力較差。我忙著陪他去復

福音第四章的撒瑪利亞人，他們起初信耶穌，

診，詢問病情，並沒有提受洗的事，但回家每

是因為聽見井旁的撒瑪利亞婦人作見證說、耶

一天早上都和爸爸讀經禱告。

穌將她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說出來了（約翰

話說回來，2010 年四月我回馬來西亞探

主

福音第四章 39 節）。當耶穌在他們當中住了兩

望家人並慶祝爸爸的生日，我有很強烈的感動

天，約翰福音第四章 41-42 節說“因耶穌的

要邀請爸爸受洗，特別當我打電話給馬來西亞

話、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對婦人說、“現在我

教會的鐘師母，告訴她我回家的行程，她建議

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話、是我們親自聽見了、

愛

我再向爸爸詢問受洗的事之後，我不再猶豫，

知道這真是救世主。”爸爸起初的相信是看到

的

在神面前禱告，求神除去一切攔阻。2010 年新

神在我們身上奇妙的恩典，可是一直到他自己

門

年立志時，神給我腓立比書 2:13 ：“因為你們

經歷神，自己領受神的話，知道耶穌真是救世

二

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

主，才跨出一步，全然交托相信。

零

他的美意。”我向神禱告，不看問題有多大，

從爸爸信主到受洗，確實經過一段很長

而是向問題宣告我們的神有多大！我求神在我

的時間，但我也經歷了信心的突破，從小信到

心裏運行，賜下力量，立志行事，為要成就他

毫不猶豫的相信，從不可能變為可能。以賽亞

的美意。

書第 64 章第 4 節說：從古以來人未曾聽見、未

四月十一日中午抵達我的家鄉沙巴亞
庇。回家看見爸爸比三年前（2007 年），臉色

曾耳聞、未曾眼見、在你以外有甚麼神為等候
他的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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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a Zerger
God’s influence, his fingerprints if you
will, are very evident in our everyday lives, if we
just open our spiritual eyes and learn to see. One
such incident developed in a Copper and Gold
mine in the deserts of Chile. The outcome
proved that God is touched with our sadness and
weaknesses and cares for us all. On October 13,
2010, Chile experienced a great deliverance, one
that symbolizes our own deliverance and salvation.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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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ty-three miners were trapped over
2,000 feet underground when an estimated
700,000 tons of rock collapsed and closed off the
mine shafts blocking their escape. These thirtythree men were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all that was important in their lives. They were
in a hellish environment, closed off from all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darkness, heat
(90+ degrees) and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high
humidity, low food, rationed water and very limited light. Their conditions were crowded and
fear surrounded them. They were in bondage
where it was impossible to help themselves and
any other help seemed far away.
Trapped on August 5, 2010 it was indeed
miraculous that they were even found. So deep
in the earth and with normal communications cut
off, the men survived on extremely limited food
and water for 17 days. Knowing of a survival
Chamber deep within the mine,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try to reach that area, perhaps the men
were there, but then, how to drill so precisely
through 2,000 feet of rock while avoiding known
structures and supports within the mine and to hit

a relatively
small target shows
that wisdom was
indeed
needed
from God
and that
He really
does answer prayer. First, a 6 inch hole was
drilled from the surface into the survival area;
when the drill broke through the miners attached
a note, “We are well, hoping that you can rescue
us.” Food, water, medicine and hope were delivered through that small hole while the men
waited for a plan to be drawn up for their rescue.
A “Rescue Team” of over 600 people was assembled for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in
Chilean history.
NASA, the US space program was called
on for numerous areas of help. They had experience in helping people survive in isolation and
close quarters. They had expertise in developing
escape modules and a team was quickly assembled to design a capsule for the rescue. Their
capsule, named Phoenix, performed flawlessly.
They had previously developed a fluid to drink
that would help the men to control any nausea on
the trip out of that pit. The world was involved:
Fiber Optics from Japan, the cable attached to
the capsule was from Germany, the man who
masterminded the drilling of the escape hole was
an American who specialized in drilling in diffi-

cult places, like water wells in Afghanistan.
The Chileans called on their most experienced and talented mine engineers and spared no
expense to develop all that was needed to bring
the men back to the surface.
In view of the enormity of the task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d, they thought at first
that it might be several months before they could
be rescued. But, it took 69 days of preparation to
bring these thirty-three men up and out of the
hellish hole they were in. And, the whole world
watched as the capsule exited the 24 inch diameter hole and brought up the first miner. His deliverance brought a great celebration both in
Chile and to all watching via Television and
Internet worldwide.
What parallel’s does this have with our
lives? Each one of us was bound in hopelessness
and the darkness of sin and fear of death; unable
to save ourselves. But Christ came to seek and to
save that which was lost. (Luke 19:10) That salvation only comes when we accept the deliverance that God provided through Jesus. Those
miners had to accept the way out and get into the
capsule. Psalm 103:4 says that God redeems our
life from the pit, this happens when we accept
what God has done for us by sending his son to
be a “Rescue Capsule” for us. By His grace and
mercy we are at last set free and delivered out of
darkness and into His glorious light (See John
3:19 Light has come into the world, but men
loved darkness—21but, whoever lives by the
truth comes into the light--)). The celebrations in
Chile mirror the celebrations with the angels in
heaven when even one sinner is brought to repentance (Luke 15:10 I tell you, there is rejoicing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ngels of God over one
sinner who repents).
Before the men were brought up out of
the darkness of the mine, two Rescuers were sent
down to them. Jesus and the Holy Spirit were
sent down to us, (Luke 4:18—he has sent me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prisoners-, John
13:20—whoever accepts me accepts the one who
sent me--, I John 4:10—God loved us and sent

His son as a sacrifice for our sin--); They willingly came from the glory of heaven to where we
were, in darkness of heart and separated from
God. Jesus not only paid the price, he became
the way for us to come to the Father. (John
14:6-9—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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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tion only comes through Jesus, but
he has developed “Rescue Teams” which he has
sent out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cts 1:8—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It took over 600 people to prepare and execute the plan to save the miners. It takes many
people working in unity to bring a person to
know God and be set free from sin. Some are
evangelist, some pastors, some plant seeds of the
good news of Jesus and some water by teaching
the Word of God. There are ones called by God
to nurture and guide and be like a mother sheep
to feed the little lambs the pure milk of the
Word. We are to be a friend to the friendless, to
care for one another and to show hospitality.
Our ministry is to bring people to Christ and to
help them grow, to teach them by word and example so they will grow up and become teachers
themselves, join a Rescue Team and be ready to
help rescue others.
Even the national TV reporter referred to
the miners as being “born again”. That 2,000
foot birth canal brought them out of the dark
bowels of the earth and into light and life. Jesus
said we must be “born again” by the spirit (John
3:7 and I Peter 1:3 -he has given us “new birth”
into a living hope throug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to experience eternal
life with the Heavenly Father. (John 3:5—no one
can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unless he is born
of water and the Spirit,)
Pray that God will show you how you are
to be a part of the “Rescue Team” for those God
sends to you. Each one of us are here to help lift
up our neighbor, so that they will put their trust
in God and their whole lives into the Rescue
Capsule, Christ Jesus our Lord.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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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继诚
心裏的掙扎

回到北京後，我進了外企。由於種種原
因，總是不停的換工作。每一次跳槽，薪水和

大家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就是覺得自

職位都會更好一些。在我離開中國之前，我已

己當前的狀況不盡如人意，總想通過個人的努

經是公司的 Engineering manager 了，手下管了三

力來為將來爭得一席之地，可是又不知道如何

個 team。雖然這樣，人仍然覺得很空虛。為了

改變、前途在哪裏。因此常常覺得焦慮，沒有

讓生活更充實，我就又開始準備托福, GRE。經

安全感。我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

過幾個月的復習，考得竟然還不錯。然後，我

其實在外人看來，我還是比較順利的。
我本科是保送的，研究生是連讀的，所以總共

就開始申請學校。最終在 2004 年，我來到了地
球的另一端，就是美國。

本科研究生一共五年多就完成了。如果不是托

從我的經歷來看，人的欲望是永遠不會

福和 GRE，我一輩子沒經歷過什麽大的考試。

得到滿足的。我們都向往平安喜樂，可是物質

碩士畢業之後，我來到了北京，在中國
計算機軟件公司工作。因為在研究生期間做了
很多項目，所以一切都很得心應手。只過了四

上的豐富和名利地位並不能夠帶給我們真正的
快樂。
信主的過程

個月，我就被提拔為項目經理，感覺很是春風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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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可是時間長了，覺得公司不正規，都是

我到美國的第二天就經歷了教會生活。

現學現賣，沒有什麽積累。因此，我總想多學

我被一個教會邀請去參加新生歡迎會和免費吃

點知識，好保持自己的競爭力。可是做項目又

愛宴。當時看到教會裏的人那麽虔誠，覺得又

占據了我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心裏很是掙扎。

詫異，又可笑。覺得他們是一群意志軟弱的
人。可是在異國他鄉能吃到中國飯，感覺還是

不久，公司的副總要去上海開分公司，
讓我做技術主管(CTO)。虛榮心讓我暫時感覺很

不錯的。從那兒以後我很少參加教會活動，去
也就是吃飯而已。

飄飄然。可是到了上海我發現那裏的生活也不

零

是我想要的。我的時間很多都花在出差，陪客

真正第一次對我有觸動的是 2005 年去

年

戶和領導吃飯。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仍然覺

Oklahoma 的 retreat。教會邀請了一位從南卡來

刊

得不快樂。後來考慮我當時的女朋友，就是我

的教授，來給我們座談和布道。他講的很吸引

現在的太太還在北京，所以幹脆辭職，又折騰

人，非常生動而且有說服力。當天晚上活動結

回了北京。（愛情的力量是偉大的。）

束了之後，這位教授又把我和幾個其他的同學

14

拉到一邊，講他大學畢業找工作的見證。他講

中國歌頌英雄力求完美完全不同。除了主耶穌

的非常令人感動。講完之後，他問我們是否想

之外，就沒有一個人沒有犯過錯的。聖經對這

跟他一起做一個禱告。他說禱告之後，我的生

些事情毫不掩飾。這反而讓我覺得更加可信。

活就會變得完全不同。當時我非常感動，而且

所以，我勸朋友們對聖經采取科學的態度。要

也很好奇，很想知道禱告以後我的生活到底會

親自的看，你自己來辨別裏面說的是真是假。

有什麽不同。結果那個教授就拉著我的手禱告

千萬不要主觀用事，直接拒絕，那不是科學的

了一次。

態度。因為你沒有看過，你怎麽知道聖經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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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錯的呢。
回到學校以後，我沒有覺得生活有什麽
不同，只不過更忙了而已。可是，一個月之

自從我開始看聖經以後，我對基督教的

後，我太太就懷孕了。高興之余，我們都很茫

看法發生了變化。另外，孩子出生以後我爸爸

然，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任何準備，比如買好一

媽媽過來幫忙。他們經常被邀請參加教會的老

點的保險什麽的。這個時候我聯想起那個教授

人團契。通過我爸爸媽媽，我和我太太也越來

說的話，我想難道真的應驗了嗎？那個時候我

越多的來教會。逐漸的，我就變得從別人推我

雖然不信神，但是我心裏卻感到很平安。我覺

來教會，到我自己主動來教會。最終水到渠

得這個孩子肯定不會流產，也許她真的是上帝

成，信主受洗。

賜給我的禮物。
個人變化：心裏的平安
另外一點催化劑很奇妙，來自學校的教
授。我知道她不相信基督教，因為她曾經跟我

我覺得我最大的變化就是心裏的平安。

說，她很失望，她讓學生去 church 練英語，結

我仍然會焦慮，但是焦慮在減少。因為我知道

果一個一個都被 convert 了。可是就是她這樣一

我可以信靠神，他是公義而且信實的。遇到困

個不信的人，卻能對我產生影響。因為有一次

難禱告，是我學到的功課，但是神的祝福我是

她問我是否找機會練英語。我說我去過一個美

能夠深深的感覺的到的。

國教會，一對一的練習，可是那
個老頭除了聖經什麽都不講，所
以我就不去了。出乎我的意料，
這位教授卻說“那又怎麽樣？聖
經寫的非常好，你看看有益無
害”。我當時真的覺得很奇怪，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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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沒有想到她會對聖經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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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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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所以我就真的開始看聖經

一

了。結果正如我們老師而言，聖

零

經裏面充滿了智慧之言。而且聖

年

經對於人物的記載也很奇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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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你是什麽樣的大英雄，都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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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這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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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變化就是神對於家庭的祝福。

後，他們系主任給我發了一封信，說我和另一

我覺得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火氣小多了，跟我太

個人被選上了，還說這個決定真的很困難，但

太吵架的時候少了。孩子成長的也很好，她用

是他們最終還是選了另一個人，云云。

的玩的幾乎都是其他弟兄姐妹送的。我的孩子
除了沒有吃百家飯，真的是穿百家衣，玩百家
玩具。一個家庭其樂融融是神所祝福的。

我當時非常失望和沮喪。而且從那個學
校回來以後，面試的機會變少了，後來連續好
幾個星期都沒有任何面試。我當時想，完了，

大家都知道從 2008 年 11 月份開始，美

今年的工作這麽難找，搞不好今年就不會有面

國金融危機爆發，我們常聽到的話是倒閉和裁

試了，很有可能找不到工作了。我禱告的時候

員。我恰恰從那時候開始找工作。我在國內的

也說，希望神能夠把您對我的旨意顯明，讓我

朋友們都很關心我，不斷的有人問我經濟危機

知道我到底該去哪裏。

對我影響大嗎？工作好找嗎？這些問候很溫
馨，但是同時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壓力。因為

很巧，我每個星期二晚上都會去一個美

好像不斷的有人提醒你，“經濟危機了，再不

國老人家裏學習聖經。那個老人從神學院畢業

好好做研究飯都吃不上了！”記得一次跟一個

以後就中風癱瘓了，但他對聖經的理解很透

從小一塊兒長大的朋友網上聊天。他也問，

徹，我們不僅練習了英語而且也學習了很多聖

“繼成，美國經濟危機了，工作好找嗎？”。

經知識。因為前幾個星期忙著面試，所以都沒

我聽了以後有點煩，就說“好找，隨便一抓就

去學習聖經。後來沒有面試了，就又繼續參加

一大把”。他一聽大吃一驚，趕緊問“真的

聖經學習。我就把我的情況告訴了那個老人，

呀？”我回答說，“唉，要是真的就好了！”

說我真的很失望，也不知道神對我的旨意是什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還是雄心勃

麽。非常巧，當天我們學習的課程名字就叫

勃，想找個好工作；另一方面也很無奈，因為

“Knowing God’s will”，就是了解神的旨意。

大公司都在裁人，很少招人。這也反襯出人的

基本的主題就是要對神有信心，而且也要耐心

渺小。沒有機會你又能做什麽呢？

等候神把意願顯明。跟別人傾吐了苦水以後，
我的心情好多了。晚上十點多又去實驗室工

聖經上一段話是我最喜歡的 –“你 要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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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很奇妙，我一收電子郵件，竟然 UCO 要我

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

電話面試，我一看那個電子郵件的時間，是在

明 ；在 你 一 切 所 行 的 事 上 都 要 認 定

晚上 9 點多發出來的，正好是我們學習聖經的

他 ， 他 必 指 引 你 的 路” 。箴言： 3 ： 5-6

時候。我覺得很詫異，因為在學校裏工作的人
很少有下班之後還跟候選人聯系的。我當時也

在找工作期間，有一個學校是我非常想

非常感動，因為在我們學習如何了解神的旨意

去的。首先它在德克薩斯。因為我一直生活在

的時候，這封面試通知就到了，這應該就是神

零

德克薩斯，所以很想找一個在德州的工作。另

的旨意。

一

外，它是德克薩斯大學系統的一個學校。學校

零

做研究的環境很好，教課的壓力比較小，薪水

對於這個面試我格外重視，不像以前的

年

比較高，而且所在的城市消費水平又低。所以

面試總覺得這個不行沒關系，以後還有機會。

刊

很吸引人。可惜我面試的時候過於緊張，以至

這次我準備的比較充分。另外我的禱告也變

於發揮的不是很理想。這也是我信心軟弱的表

了，徹底謙卑下來。我說神呀，我知道我是渺

現，一切還是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面試以

小的，我希望這次完全的依靠你，不依靠自己

門
二

16

的血氣，徹徹底底的通過神來得勝。

理解為 Before Christ，就是耶穌基督降生之前的
時間。大家都去過醫院，為什麽醫院都是紅十

去 UCO 面試，我是自己開車從達拉斯

字，而不是其他的標志呢？十字架代表了生命

過來的。因為我一直都覺得這是神賞賜的機

和希望，因為主耶穌就死在十字架上，用鮮血

會，所以情緒很高。面試過程也很順利，而且

擔當了我們的罪。最後問大家一個問題，今天

充滿了驚喜。他們告訴我，一個企業家臨終的

是星期天，用中文，我們還有什麽其他的字眼

時候捐贈了一筆錢，其中 25 萬美元用來支持這

說星期天嗎？禮拜天，對不對？禮拜天，禮拜

個職位作為研究經費。現在經濟不好，教授最

的日子，我們禮拜誰呢？就是上帝。所以，無

頭疼的事就是找經費。像這種拿著經費找人的

論你是否認識主耶穌，你都與他有關系。他都

事兒還是頭回聽說。而且神對我的看顧也是無

在愛你。你難道不想認識這位愛著你並且引領

微不至的。當天俄克拉荷馬下了大雪，早晨我

你的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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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車窗都被冰糊住了，整個車就像一根冰棍。
我是搭系主任的車去面試的。結果到我要返程
的時候，不但雪停了，路也基本幹了。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經文作為我
見證的結束，這話是主耶穌說的。他教導我們
不要憂慮。

可能有的同學認為這些都是湊巧。可是
你不覺得太巧了嗎？在我最想知道神的旨意，

“你 們 看 那 天 上 的 飛 鳥 ， 也 不

並且在學習如何了解上帝旨意 的時候，神就顯

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

明了他的旨意；面試過程一切巧妙的安排，都

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

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其實你們問每一位信主得

重 得 多 麼 ？你 們 那 一 個 能 用 思 慮 使 生命

救的弟兄姐妹，他們都會列出很多類似的見

多 加 一 刻 呢？ 何 必 為 衣 裳 憂 慮 呢 ？ 你

證，難道這些都是巧合嗎？難道在你找工作的

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

時候，你不想有這樣的巧合發生在你身上嗎？

不 勞 苦 ， 也 不 紡 線 。然 而 我 告 訴 你
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

遠志明曾說過一句話：做基督徒的好處

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你們這

是--當用世人的眼光看：--一切已經絕望的時

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

候，我們還有希望。那麽誰能幫我們呢，就是

明 天 就 丟 在 爐 子裏 ， 神 還 給 他 這 樣 的

基督耶穌，我們的救世主，因為他掌管一切。

妝 飾 ， 何 況 你 們 呢 ！所 以 ， 不 要 憂 慮
說 ： 吃 甚 麼 ？ 喝 甚 麼 ？ 穿 甚 麼 ？這 都

可能許多同學會說，耶穌基督很好，可
是跟我沒有關系。真的嗎？這是一張美國的紙
幣，你看上面寫著什麽？”In God, we trust”，
這是一個倒裝強調句，就是 We trust in God。每
一年的 12 月 25 日是什麽節日呢？聖誕節。是
哪個聖人的誕辰呢？主耶穌。你也許會說，西
方的東西跟我無關。那麽好，今年是公元哪一

是 外 邦 人 所 求 的 ， 你們 需 用 的 這 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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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西 ， 你 們 的 天 父 是 知 道 的 。你 們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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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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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給你們了。所以，不要為明天憂

零

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

一

的 難 處 一 天 當 就 夠 了 。(马太福音 6: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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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呢？ 2010 年對嗎？為什麽呢？那麽公元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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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發生了什麽呢？那是後人推算主耶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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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那一年。大家都知道公元前是 B.C.，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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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懌
對剛過去的 2010 年,我的記憶是充滿了

了決志禱告,決志中我哭地稀裏嘩啦, 感覺自己

溫暖,幸福和愛. 在 6 月底我結婚的時候, 親愛

滿是辛酸委屈,但更多的還有孩子回到家中的溫

的好朋友燕昊說她看到了主的觸摸,我當時沒有

暖感覺.

明白,但是回頭看,真的看到了主的關愛和帶領,
不僅是在婚禮上, 其實這些年都有主在關愛帶
領著我 .

搬到 Edmond, 我認識的第一個人是初看
起來冷冰冰的我的經理, 也就是後來親切可愛
善解人意的, 我們 Joy 小組的組長陳玉芝小姐.

在沒有信主之前,我以為一切都有我自

剛一起工作的時候, 覺得她真是個不茍言笑一

己的帶領,我努力就可以達到. 在 DC 市長辦公

板一眼的人. 誰想到後來她會是那麽親切可愛,

室實習的時候,辦公室的領導努力讓我看到主的

這是後話. 當時我知道她去教會, 我於是壯起

帶領, 帶我參加聖經學習, 教我學習禱告, 有

了鼠膽才敢問她教會的事情, 在我的詢問下,

一次他告訴我他剛參加完美國總統和官員們一

她帶我去了福霞牧師的周五聚會, 之後又帶我

起的禱告會回來, 說總統每年都和官員們一起

去了現在我屬靈的家- ECIUMC. 我不是第一次

禱告,他想讓我知道禱告的重要, 我還是沒受到

去教會,但是那天在聽到贊美歌的時候眼淚第一

感動.

次停不住的往外湧.
直到 2006 年在我靠自己的帶領生活走

在 ECIUMC 我遇到了許多好朋友好兄弟

到一團糟,糟糕到我對自己的人生第一次感到了

姐妹. 這其中也包括我現在的老公- 張大可.

愛

沒有指望, 我才終於知道自己能力不夠了, 我

我們在周日早上教會的聖經學習上認識. 剛遇

的

需要一個更高的指引讓我跟隨. 這個時候是我

到的時候是 2006 年 8 月底, 他不過是個新來的

搬到 Edmond 之前的兩個星期, 我的工作指導

學生, 我可不想要這樣一個小男孩做人生的伴

老師偶然介紹我去認識一對搬來不久的中國年

侶.我當時還想調到公司加州辦公室去工作, 可

輕夫婦 – 林晨和陳欣. 在搬家前的最後一個

是大可竟然到文雅陳濤家去一起禱告, 禱告我

零

周末, 我在他們家周五的 Bible Study 上一起看

是他的伴侶, 我不要調走.在他們同心合一的禱

年

了一個錄像, 名字不記得了(好像是<生命泉>)

告下, 就在我調走前一個月經理玉芝突然提出

刊

我就記得裏面每個人,包括演員呂麗萍,講述自

辭職, 要知道她可是在這間公司工作了近十年,

己信主的故事, 和信主以後內心的平安和寧靜,

誰想到她突然就要辭職.於是我老板找我談話,

我知道這就是我在尋找的東西. 當天晚上,我做

說因為經理辭職了,這邊缺人, 我不可以調到加

門
二
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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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辦公室了. 這真是同心禱告的力量啊, 我簡

從 4 月燕昊才開始忙起來, 我想這下時

直無可奈何, 反正是走不成了. 這在現在看來,

間更不可能夠啦, 算啦, 一切隨上帝的安排吧.

也是主的美意呢.

結果就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裏, 燕昊這個 super
girl 的超能力接二連三的驚的我目瞪口呆! 她做

到了今年我和大可都覺得我們在一起很

事情又快又好, 而且竟然是個手工高手! 一大

快樂, 一輩子在一起好像也不會膩, 於是我們

堆用紅色粉色紗布手工做成的玫瑰花漂亮的象

就決定結婚. 經過牧師和師母 2 個月 6 堂課的

商店裏賣的一樣, 她插的大花瓶也是典雅又浪

婚姻輔導後, 6 月我們在 ECIUM C 教會舉辦了

漫. 問她她說從小就做手工玫瑰花賺零花錢,

婚禮, 高興的是這個婚禮是 ECIUMC 有了自己

而且燕昊對婚禮室內室外的布置都好有想法,

的教堂後辦的第一個婚禮. 對婚禮我沒有太多

這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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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 就想讓家人, 好朋友和教會見證我們的
決定, 所以對主辦的人的問題, 我都沒有多考

辦婚禮常常是一件勞心勞力讓人頭痛的

慮, 僅僅是

事情, 可是教會兄

因為我覺得

弟姐妹都在幫忙,

燕昊長得像

Esther 幫著安排音

我從小在四

樂, 宣慈竟然能請

合院裏一起

出獲得過 Oklahoma

長大的大

小提琴少年組比賽

姐,我就不

第一名的 Timothy

管她懂不

來和她一起合奏婚

懂, 會不

禮進行曲, 讓我特

會, 直接去

別榮幸, Jeremiah

找她問 :

和剛從中國回來沒

“願不願意

幾天的 Angela 也為

幫我籌辦婚

了婚禮上的音樂在

禮啊?”

家練習樂器, 陶濤

這是多大的一個麻煩啊, 而且當時我和燕昊還

幫我做婚禮翻譯, 世龍,百秀提供漂亮的器皿,

只是同一個教會的姐妹, 私下裏聯系根本就不

Peter, Alice 和 Michael 用心調制的飲料, 還有

多, 我就這麽唐突的, 在 2 月的一次周日聚會

好朋友陳燕斌給我們做婚禮壽司盤, Frieda 花

愛

後, 突然把一個布置婚禮的重擔丟給了她. 誰

了一天時間做各種各樣的婚禮 cupcake, 婚禮前

的

想燕昊就答應了! 只是要我再找她的好朋友瑞

一天 Scott, Dana, Dennis 一大早七點就過來給教

門

珊問問可不可以作她的助手,我去問了, 瑞珊也

堂外面的草坪除草, 幾個小時下來累得都是滿

二

答應了. 我的這個擔憂是落了地, 心裏輕松了,

頭大汗.

零
一

可是燕昊被我忙壞了。2 月才告訴她, 給她的時
間根本就不多. 我都覺得,這肯定會是一個簡陋

婚禮當天早上 Peter, 瑞珊, 文雅陳濤,

的婚禮啦, 不管是誰, 怎麽可能在我給的這麽

熊熠, Miller, Michael Ling, 還有好朋友張旗

少的時間和這麽少的費用下布置出一個美麗的

華, 玉芝一起幫著大可和燕昊布置, 種種麻煩

婚禮? 何況也不知道燕昊有沒有 “品位”和技

事都不用我們操太多心, 我和大可不由得感謝

術呢.

主的恩典 ! 婚禮過程在師母的指導下, 一切都

零
年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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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不紊, 莊重溫馨又可愛. 在婚禮結束後,

“Joy”, 想到我高興的樣子她也就高興了. 我

燕昊說她感到了主對婚禮的觸摸, 我一時還沒

覺得這也是主的帶領, 帶領我到玉芝的生活裏,

明白, 可是靜下來以後才發現真的是這樣, 來

給她帶來 Joy ! 哈哈，有點大言不慚了麽?

參加婚禮的朋友說我們的教會真是好親切, 人
都好真誠. 這不正是對主的榮耀麽! 而且更感

2010 年對我和老公大可是很幸福, 很值

動的是經過了婚禮, 我們和很多兄弟姐妹的友

得回憶的一年, 我們組建了家庭, 有了自己的

情, 以及對 ECIUMC 的家的感覺都更深厚了.

生意, 遇到了很多新朋友, 學到了很多新經驗,
我知道不經過神在這些年裏的帶領, 我們走不

在事業上我也看到了主的大能和對我們
的帶領. 大可經常和我提到他不想一直打工,

任和義務, 而且因為有了個餐館, 我們的生活

他特別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生意. 對於事業

會和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樣, 可能會有更多的困

的發展我們常常對主禱告和祈求. 在 9 月我的

難, 會經歷更多的風險; 但是我們會不斷禱告,

一個阿姨突然打電話給我們說要讓我們接手她

尋求主的心意, 學習信靠順服, 將一切交托給

經營了 20 年的餐館生意.這真的是大可的夢想

主. 但願神能加添我們智慧和力量, 讓我們能

成真. 我和大可沒有什麽做餐館的經驗, 但是

不斷了解他對我們的旨意.

因為這是大可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們都感覺是
主要給他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就接了下來, 因
為只要是符合主心意的事情, 再難都能成. 我
們經常禱告 “主啊, 如果這是你的心意, 是你
要我們做的事情, 請幫助我們, 光靠我們自己
的力量我們做不到. ” 靠著禱告一步一步地
走, 真的不斷看到主的大能, 當地找不到好的
中國菜廚師, 我們只好在一點都不了解底細的
情況下從加州請來廚師, 結果請來的廚師
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廚藝好, 努力工作而
且還很有生活情趣 . 我真的感到這是主安
排給我們的. 同時教會的燕昊, 玉芝, 文
雅, 富華姐, Esther, 陶濤, 陳燕斌, 炎循
愛

等等都不時的關心和提建議, 有姐妹兄弟

的

們的代禱和熱心幫助, 我們的餐館才能做

門

的更順利. 而我的工作環境也在年底發生

二

了變化, 工作環境變得比以往都輕松愉快,

零

我知道這一切一切都是靠著主的力量.

一
零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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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裏。結了婚的生活會比結婚前有更多的責

最後稍稍提一下我的好姐妹,小組長
玉芝. 每次看到玉芝都讓我覺得踏實和喜
樂. 我說過她以前是個不茍言笑的冷冰冰
的經理, 現在卻是非常的親切可愛. 她說自從
遇到我以後, 她一有不高興的事就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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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淑珍

2009年10月21日，因治小病而發現了我
的左肺有腫瘤，2010年1月25日從肺的患處取出
了癌細胞，3月12日切除了患處，至今我身體恢
復得很好，我及我的家人能走過這一段艱難的
歷程，這全靠主耶穌引領。
當發現身體有問題時，在哪裏醫治要有
一個選擇：我想回國去治療，免得過於麻煩我
兒子及他的太太；我老伴相信美國的醫術，想
讓我留在美國治病。可當時由於種種原因，小
兒子為我尋找醫生作了不懈的努力，就是一時
找不到接受給我治病的醫生。我們無能為力，
只能祈求神，終於，神為我開路了，幾乎是同
時，有三個醫生願意接收我這個病人。
醫生願意接收我，可我還有怕在美國治
病麻煩別人的想法。恰好，這時小兒子的太太
紅梅辦完了她媽媽的喪事從國內回家了，她了
解我的心思，極力，真誠地留我在美國治病，
她說：妳應留在美國治病，在這裏，我們可以
為妳作點事，若回國了，我們只能幹著急，若
有什麽不測，我們會後悔一輩子的，該麻煩人
時，還得麻煩人；泓文（我的小兒子）那麽孝
敬妳，妳回國了，他也會不時地回國去看妳，
還是會耗費很多時間的。在這裏，教會的弟兄
姊妹還會給妳許多的安慰。
神為我找到了看病的醫生，家人真誠地
挽留，於是我決定在美國治療。經過分析，我
們選擇了“UCSD”（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就醫。
回想起來，剛聽到我患了癌癥時，心裏

掙扎得很厲害，白天，人多時不去想那檔子
事。獨自一人，或在只有基督徒參加的團契
時，我的抱怨就脫口而出：神啦，妳怎麽這樣
對待我這個家呀，親家母剛過世；大兒媳身患
癌癥，惡果已成定局；現在又發現我得了癌
癥，癌癥巨浪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襲擊我家，叫
我們怎麽承受得了哇，神啦。妳試煉我們，妳
說要給我們留一條出路，路在何方呀？病在我
身上，可惹來的一大堆麻煩都加在我的親人身

愛
的

上，特別是加在我兒子，媳婦身上啊。這該怎

門

麽辦?這些抱怨道出了我內心的幽暗，也道出了

二

我信的究竟是什麽。

零

我的抱怨神聽見了，他說：“看啦。我

一

差遣使者在妳前面，在路上保護妳，領妳到我

零

所預備的地方去。”（《出埃及記》23章20

年

節）以前我多次讀過這段話，認為這是神對以
色列人說的，現在讀這段話時，覺得神是在對
我說話，倍感親切。回想前後發生的事，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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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差遣他的使者——我的牧師，我的眾弟

的人都享安寧。“我留下平安給妳們；我將我

兄姊妹，我的親人在路上保護我。那時，牧師

的平安賜給妳們，我所賜的不象世人所賜的；

多次按手在我身上，或在電話裏為我和我的家

妳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翰

人禱告；我所在的團契小組，每次聚會都要為

福音》14章27節）主的話語進入我的心中，真

我和我的家人禱告，有的兄弟姊妹一天幾次為

的，每天我心裏滿有平安，我還在電話裏與國

我禱告。每次做重大檢查前，陳傑/郭克林在百

內我的同胞弟/妹們分享《聖經》裏的金句，他

忙中都抽出時間到我的住處分享主的恩典，主

們雖然看不見我，但聽見我的分享，他們也都

的愛，主的帶領，與我一同禱告，聖地亞哥西

很安穩。

區主恩堂，OK愛得門教會，德克薩斯費斯可華

萬有全能的神，一方面賜平安給我和我

人教會，國內我弟/妹們所在的教會的弟兄姊妹

的家人，另一方面賜智慧給為我看病的醫生，

們都為我禱告.教會的弟兄姊妹有的發Email傳遞

當第一次“活檢”未從我身上找到癌細胞時，

信息；有的送書籍，送卡片；有的送營養品；

醫生並沒有就此止步，而又進行下一步的穿刺

有的親自到我家/到醫院去看我。在這裏特別要

檢查，這次穿刺檢查，果然在我的左肺找到了

提及的是：有一天，教會裏一個四，五歲的小

癌細胞。

朋友送一張卡片給我，卡片上歪歪斜斜的用英

2009年10月21日發現我肺部有腫瘤，到

文字寫著：“耶穌愛妳，我愛妳，妳的病一定

2010年3月12日動手術，歷時近5個月，其間幾

會好的。”看到這裏，我流淚了，“主啊，小

次更改手術時間，至到3月11日晚上，小兒子告

寶貝成了妳的使者，在傳遞妳的愛，求妳賜福

訴我:“媽，妳的手術時間還不能確定。”我

給他及他一家人。”有個八十多歲的老弟兄和

說：“神做事有定時，不著急。”晚上禱告

女兒，孫子一家三代一同到醫院去看我，我感

時，我向神說：“神啦，若妳親自醫治我，妳

動得熱淚盈眶；有個老姊妹，年事已高，身體

就阻攔手術時間的確定，若借醫生的手醫治

欠佳，可她經常從E-mail發資料給我，分享她在

我，那就請妳為我的手術時間的確定開路。”

基督裏的得著，扶持我走過人生這一低谷。這

第二天上午9點多鐘，兒子從電話裏告訴我，3

樣的事例太多了，無法一一列舉，我想神一定

月12日下午3點鐘做手術。感謝神，祂為我手術

會賜福給所有關愛我的人，賜福給為我禱告的

開路了。

教會。神用祂的奇妙作為，使我轉向了祂。我

在確定手術時間之前的那段時間，我禱

不再抱怨了，開始正視事實，又恢復了與神的

告神，不要把手術時間安排在兒子特別忙的那

親密關系。神說：“妳是我的仆人，我揀選了

幾天，我想，我動手術，兒子搬家，（3月13日

愛

妳，並不棄絕妳。妳不要害怕，因為我與妳同

搬家是早就確定了的），兒子及他們小組設計

的

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妳的神，我必堅固

的芯片返回公司檢測，這三件大事不要同時來

門

妳，我必幫助妳，……”（《以賽亞書》41章

到，否則，會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的，可我的這

二

9—10節）我就抓住神的應許，每天來到主恩座

一禱告未蒙神的應允，神的意念高過我的意

零

前祈求，我把一切重擔：兒/媳付出的時間，精

念，神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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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其他一切，大兒媳歸主和身體的醫治，我

手術是這樣安排的：一次麻醉做兩件

自己疾病的治療，完全交托給主耶穌。我還要

事，先取淋巴結當場“活檢”，若沒有癌細

特別祈求神，那就是求神賜平安給我，我認

胞，手術繼續進行；若有癌細胞，手術就此終

為，當事人的平安至關重要，家裏有一個人生

（以前CT片顯現淋巴結上有亮點，是癌細胞進

病，有形無形地增加了親人的心理上的負擔，

入淋巴結的癥兆，是癌癥擴散的疑點。）

增添了壓力和不安。若當事人鎮定自如，周圍

2010年3月12日下午6點鐘，已全麻醉的

我，被推進了手術室，我全然交托了，因我一

我們要舉目望耶穌，小看眼前所發生的事，堅信

切都不知道了。守候在手術室外的我的老伴和

主耶穌會帶領我們走過；第二，不要懼怕，恐懼

最知我的病情的我的小兒子，可能是‘15個吊

不是從神來，我們活在主的愛中，“愛裏沒有懼

桶打水，心裏七上八下’，很不平靜。一個小

怕”，不要驚慌，驚惶容易失措；第三，當明白

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四個小時，四個半

神的心意，神會藉一些特殊的環境，特殊的事件

小時後，還在昏睡中的我被推出了手術室，

來操練我們，提升我們屬靈的品格，我們唯有信

“取了25個淋巴結，通常取12個就可以了，化

靠順服。比如，象我這次生病，神醫治了我的肉

驗結果沒有發現癌細胞，我的手術做得很漂

體，這是暫時的，多少年後，我還是會死掉，但

亮。”醫生得意的用英文說著。這時，壓在他

對我靈魂的醫治，才是存到永久的，明白這一

們父子倆心頭許久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地

點，心裏總是充滿平安/喜樂；第四，患難見真

了。

情，家人的關愛是戰勝病魔和困難的強大力量和
3月13日如釋重負的兒子，總算可以心情

證
主
恩

安慰，這裏所說的“家人”既是親情小家，也是

輕松地去搬家了。等我出院後，新家都收拾好

神國的大家的人，“在耶穌裏我們是一家人”，

了，我就直接回新居休養了，兒子擔心由於搬

在我查病，治病，病後康復的全過程中，我充分

家，我手術後沒有好地方休息這一問題，有了

享受著“家人”的關愛。

很好的答案，這樣安排真好。“萬事都互相效

見

感謝救主耶穌基督，榮耀歸於全能真神。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 。”（《羅馬書》8章28節）
手術後體力恢復很快，但手術後嗓子仍
嘶啞著，醫生說，可能是取淋巴結時，拌動了
聲帶旁邊的肌肉，（可見人是多麽脆
弱），若三個月還不好，就請喉科醫生
修復。為此事，我默默地向神說：神
啦，嗓子對於我這無能的人來說很重
要，我只能用嗓子唱贊美妳的歌，用嗓
子傳妳的福音，我的神啦，妳為我修復
吧，我不去醫院求醫生為我治嗓子了，
去醫院看病，給兒子添的麻煩太多了。
手術後快滿三個月的前幾天，嗓子奇跡

愛

般地漸漸恢復了，“信的人必有神跡隨

的

著他們，”（《馬可福音》16章17節）

門

“照著妳們的信給妳們成全了吧。”

二

（《馬太福音》9章29節）

零

我的病痊愈了，這一程走過，
全靠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用祂
奇妙作為的引領，和教會眾弟兄姊妹及
朋友們的扶持。
走過了這一程，讓我領悟到：
當禍患臨到，當困難壓肩頭時，第一，

一
零
年
刊
23

見
證
主
恩



鲁重意

《 聖經 》中記載了很多人物，其中彼

“害怕”。他眼見

得是給人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他是耶穌呼召

的環境，讓他軟

的12個門徒中的一個，是門徒中的領袖，是教

弱，對主的信實認

會的主要領袖之一，耶路撒冷教會最初是他帶

識不夠，缺乏信心

領的，他被稱為教會的柱石，他的名字常常被

來 持 定 主 的 話

人提起。主耶穌為了拯救世人，道成肉身來到

（“不要怕”“你

人世間，彼得是第一個“不是屬血肉的指示”

來吧”)一看環境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認識耶穌“你是

（見風甚大），裏

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的人。他一生經歷了

面便動搖起來（就

許多的事，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屬靈的啟示。

害怕），當然外面的環境也就更惡劣（將要沈

《 馬太福音 》 記載了彼得這樣的一

下去）。但彼得必竟是一個很屬靈的人，他在

件事：耶穌傳道，從自己的家鄉，準備過海到

軟弱中，能 呼救“ 主啊， 救我”， 主是信實

迦百農之前，催促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

的，把他從極重險境中救了出來。這件事讓我

他獨自上山禱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因風

們知道彼得有一段得勝的經歷——行走在水面

不順，被浪搖撼。夜裏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

上，軟弱後也經歷了主的拯救。從這裏讓我們

走，往門徒那裏去。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

明白了：每一次經歷了神的帶領和拯救，就能

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耶穌連忙對他

加深對神的 認識， 靈性就 能躍上一 個新的高

們說：“你 們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

度。它給我 們的啟 示是： 在我們的 實際生活

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走到你那

中，有時有的事情不遂人意，風浪臨到，此時

裏去。”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

我們容易只看環境，不看神。所以，我們要做

的

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裏去，只見風

到“我們行 事為人 是憑著 信心，不 是憑著眼

門

甚大，就害怕，將要沈下去，便喊著說：“主

見。”（林後5：7）

二

啊，救我。” 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

《 聖經 》中還記載了彼得的另外一

零

這小信的人 哪，為 什麽疑 惑呢？” 他們上了

件事：逾越節筵席後，門徒們跟隨耶穌往橄欖

一

船，風就住了。

山的路上，耶穌對他們說:“今晚，你們為我的

愛

零

彼得憑著耶穌說的“是我，不要

緣故都要跌倒。……” 彼得卻說：“眾人雖然

年

怕。”“你來吧。”，定睛在耶穌身上，真的

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倒。”（太26：

從船上下去，能在水面上走，往耶穌那裏去。

33）耶穌說：“我實 在告訴你， 今夜雞叫以

在水面上行走，讓彼得滿有得勝的經歷。可轉

先，你要三次不認我。”彼得說：“我就是必

眼間，他“見

須和你同死，也 總不能不認 你。”（太26：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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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甚大，當然浪也甚大，就

34—35）當拿耶穌的人把耶穌帶到大祭司該亞

月末，我的老伴（以下稱“我的姊妹”）被查

法那裏受審時，彼得遠遠地跟著耶穌，在外面

出患了肺癌 。事到 臨頭，也 確實有 些惶恐害

院子裏坐著，有一使女前來說：“你素來也是

怕，以前只聽說有“狼”，現在“狼”真的來

同加利利人耶穌一夥的。”彼得在眾人面前卻

了，“狼”是會吃人的。怎麽辦？求 神。

不承認，說：“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麽。”又

神說：“你是我的仆人，我揀選你並

一使女見他，對那裏的人說：“這個人也是同

不棄絕你。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

拿撒勒人一 夥的。 ”彼得又 不承認 ，並起誓

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

說：“我不認得那個人。”過了不多時，旁邊

幫助你，……”（賽41：9—10）神的話語，讓

站著的人前來，對彼得說：“你真是他 們一黨

我們安定下來了，相信他的應許，相信他是信

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來了。”彼得就發咒起

實的神。為 安定我 及家人， 神還特 別賜下話

誓地說：“我不認得那個人。”立時，雞就叫

語，2010年元月2日清晨，神親自對我說話。神

了。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活：“雞叫以先，你

說，我不會離棄你，就怕你們離棄我，我會帶

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

你們走出這段艱難的路。從此，我及我的姊妹

從彼得的“我卻永不跌倒”“總不能

抓住神的應許，不斷地親近神，讀經，同心向

不認你”到 “就出 去痛哭” 的經歷 ，啟示我

神禱告，神一直帶領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們，人憑著自己的看見和理解去跟隨神，往往

也樂意為我們向神代求。神除了賜平安給我們

會出錯，乃是要靠信心，在靈裏與神合一。無

外，還真的 幫助我 們解決了 一個又 一個的難

論多大的風險，多大的逼迫，對主的忠誠，對

題。

主的愛，願意跟隨主的心志，不能因任何環境

我們先後遇到了 “在哪裏治療”

而改變。彼 得是跟 隨主多年 的門徒 ，雖靈性

“沒有醫生 接受治 療她”“ 淋巴結 多處有亮

好，但他是人，同樣有軟弱的時候。當他悔恨

點

自己真的是三次不認主時，他能迅速地來到主

行”“手術 日期多 次變更” “術後 嗓子嘶啞

的跟前，“想起”主，親近主，以致“痛

了”等等困 難。我 們祈求神 ，神都 幫助了我

哭 ”。這段經歷，讓他永生難忘，成為他人生

們，把一個個困難化解。問題解決了，手術成

的轉折，從此以後，他全人全心地事奉主。五

功了，癌細胞沒有擴散，三個月後，嗓子也全

旬節後，他成了教會的領袖，到處巡回傳道，

好了。

見
證
主
恩

”（懷疑癌細胞擴散）“手術應分幾次進

傳神的真理。他講道，讓人覺得紮心，“那一

我的姊妹查病治病，歷時大約八個多

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徒2：41）他不畏

月。這段時間，我及家人在困難，在苦難中學

逼迫，以至以身殉道，被倒釘十字架處死。彼

習專心仰望神，經歷了神的信實，神的同在，

愛

得為我們在基督裏成聖 作出了榜樣，神與他同

讓我們屬靈的悟性有了新的提升。

的

在，他把遇到的每一次危難，每一次災禍，每

風浪甚大，環境惡劣，災難來臨，人

門

一次逼迫，都當成煉凈自己的機會，每經歷一

會軟弱，但都不要怕。只要我們註目望耶穌，

二

次困苦，靈裏都有長進，屬靈的悟性會大有提

定睛望耶穌，我們必得安息，必得飽足，必得

零

升，出現大的突破。我們與彼得一樣，同為主

醫治，必得保守，必得救贖，屬靈的品格就會

的門徒，也常常會遇到危難，禍患，困苦。當

健康成長，以至有新的突破。

有這些情況發生時，我們信誰？靠誰？眼目仰

成聖的路程是艱巨而漫長的，讓我們

望誰？都要像彼得一樣在經歷神中提升靈性，

記住神的恩言，抓住神的應許，相信主耶穌會

在屬靈的方面求長進，求突破。

帶領我們走過。榮耀歸於至高神。

近年，禍患也臨到了我家。2009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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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旭

我在2010感恩节前受洗，回憶起来，我

佛教和道教

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別人談論有神的呢? 說來

看成是一種

我自己也覺得驚訝。 我第一次聽到別人提起神

生活哲學。

是在公共汽車上。 那是在我上大學的時候，一

其實我本人

次我坐公車，車上一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奶奶

受道家的思

在談論現在的小孩子是多麼難管教，有的孩子

想影響比較

被寵的有些自私自利。 話鋒一轉又說道在主裏

深。清心寡

成長的孩子就是有愛，懂事的多。 我當時聽到

欲，無欲無

了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懷疑她們說的是真的

求。沒有欲

吗？是不是有些誇張了。

望，也就沒
有追逐欲望

第二次聽到神就更有意思了。 我在KTV

而又達不到

裏遇到一個朋友的朋友，當時他佩戴了一個十

時的痛苦。

字架的飾物，我好奇的問了一句“你是信

但是我慢慢

徒？”，沒想到他說“我是”。 可是我當時看

發現這種想

他的面相象一個脾氣暴躁的人，我就想這样的

法讓我變得很消極。想想每個人的結局都是死

人也是信徒嗎？ 不像啊！接著那人又和我說

亡，那麼過程就沒有什麼好計較的，因為結局

“我這個人有時脾氣很暴躁，但我自從信主後

都一样。這就造成了我對世事都不太放在心

零

我的心情就感到平靜了許多，也能更好的控制

上，好像在冷眼旁觀這個世界。一直都做著父

一

自己的脾氣了。”這場對話又是在我驚訝和好

母所希望的事。但很奇怪的是我對死亡又很恐

零

奇中結束。自此我下了個結論就是這個神好像

懼，再加上我的消極態度，整個人變得很悲

年

真的很厲害。

觀。就象聖經裏那個有一千個金币的人故事，

愛
的
門
二

刊

26

過去的我真的是那個把金錢埋入土中的人，沒
下面說說我自己。我沒有什麼宗教概
念，因為從小受到的教育，我只是把宗教比如

有好好利用主所賜予我的。但自從接觸到神以
後，我慢慢發現在主裏是處處講愛的。這種愛

讓我變得積極了。愛不是用來看，愛是用來感

的支持著他的孩子！

知的。我發現周圍的朋友，尤其是信主的朋友
他們看上去都很陽光，很有愛。一個人在異國

我信主的歷程沒有什麼奇特的，神通過

他鄉，不容易，我所受到的方方面面的幫助讓

以上我說的幾件事來一點一點的感召著我。回

我體會到了這種愛。當這種愛不只是恰巧來自

頭看看過去的路，看看有神伴我走過的路，我

一兩個人而是不約而同來自一大群人的時候，

在想我還猶豫什麼呢！於是我在2010年的感恩

我就會想是什麼讓他們不僅自己充滿愛還讓這

節前夕受洗了。我最大的體會就是感受到了主

種愛得以傳播？後來我知道了這種愛來自於主

耶穌十架上的愛，主不僅讓我們充滿愛，也借

耶穌！

著我們讓這個世界充滿愛。在這個物質橫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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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們往往都不願表達自己的情感如信任，
我也有迷茫和質疑的時候。在我信主前

愛。他們甚至認為那是一種自我保護，愛都是

我認識一個基督徒，雖然只有在聚會上聊了一

講條件的。只有神的愛才是沒有任何條件的

次天，但是印象還很不錯。當我再次見到她的

愛，是白白賜給我們的愛，是永不止息的愛！

時候我從別人那裏得知她患了癌癥。我很震
驚，當時我就在想她這麼相信神，神怎麼能讓
他的兒女得癌癥呢？難道神不愛他們了嗎？但
很快我就釋然了，因為我沒有從她的臉上看到
任何慌恐和不安，我甚至懷疑我是不是聽錯
了，得癌癥的人不是她。我恍然大悟，神並沒
有放棄他的兒女，而是以另一種形式的愛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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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的，也是彼此之
間最好的連接。愛從何而來，是主耶穌給我們

榮大千

我的理想沒有了，生活也不知道為了什
麼，我的心裡總有一種失落感。

的。
人生不如意有十之八九，我也是，很多
在認識神之前，我的生活其實很沒有目
標，沒有一種信仰可以引導我。

遭遇也是很壞的。例如，我小時候遇到車禍，
幸運的是我沒有受傷，只是我的單車前輪被飛
快的車子撞到。我高中之前經常被人欺負，因

在中國大陸，我出生的那個年代，我算

為我不滿同班的壞孩子，又不懂得去迴避。當

是第一代獨生子女。但是當時家庭條件一般，

時我的身體比較弱，也膽小，不敢惹麻煩。回

我並沒有成為父母寵愛的孩子。因為父母不是

家也不敢說，怕父母擔心。因為父母的意願不

總有時間照顧我，所以很早就需要自己照顾自

合，在我上高中之前他們最終離異。而我那

己。有時候會一個人在家，沒有人做飯，不早

時，在經歷過初中學的奮鬥之後，不太愛學

早的自立就會經常餓肚子。 小時候總是一個人

習。我高中很松懈，第一次考大學沒有考上，

在家裏，很少出門，又是獨生子，就不怎麼會

複課一年。經歷了煉獄般的生活，才考上了大

與人交往，很孤僻，生活上早熟，但是 EQ 比

學。到了大學，發現很多明爭暗鬥，同學之間

較晚熟。

只有利益沒有愛心。我很壓抑，所以學著減少
自己的愛心，寧願付出少一點，得到多一些。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科學家，但是後來
這個夢想慢慢就破滅了。因為我的腦子不是很

還好我們家教比較嚴格，我媽媽經常教

靈活， 學業上不是一帆風順。我對我感興趣的

育我，人要有愛心，要遵循起碼的道德。後

課程就好好學習，不感興趣的就不好好學習。

來，我母親也鼓勵我出國，我就在快要畢業的

門

尤其是語言課程，我不喜歡背誦，所以就學不

時候參加各種考試。一開始的各種準備是很辛

二

好。但是我又很想學習到更多知識，就只好在

苦的，對於出國也很沒有信心，所以我就試著

零

學校裏繼續讀書。

去祈禱，但我不知道向誰祈禱，我就祈禱不管

愛
的

一

哪個神，保佑我。後來，我也順利出國留學，

零

我在上大學以前都是在比較好的公立學

年

校。在這類學校裏，壓力比較大。因為我身邊

刊

都是各種條件比我好的人。我不是很差，但也

一個人未曾準備充分，就匆忙出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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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好，就是不喜歡這種壓力。所以在學業

身背井離鄉，再加上在大學有雙學位課程的壓

上我不是很厲害，IQ 成長也比較慢。

力，很孤獨，很害怕，很沒有方向感。也許就

到了 Oklahoma。

是神的引導，我能來到教會，感謝我們這個永

結果不知道如何，但是我很平靜，我知道努力

生神的教會。教會都很關心我們這樣的留學

得來的不論是好是壞，都有神的愛和他的旨意

生，傳福音給我們。感謝神使我有機會來到教

在裏面。也就不需要疑惑，靠着神，去好好地

會，接觸很多弟兄姐妹，更認識到神。

做他所希望的。

之前沒有接觸過教會，也沒有讀過聖
經，更不明白為什麼會有基督徒，會有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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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裏，我認識了很多兄弟姐妹，對
於我這麼一個從小沒有兄弟姐妹，又在美國沒

有主基督耶穌的降臨。但是在接

有親戚朋友的人來說，這是

觸中我發現作為一個基督徒，起

一種莫大的恩典。

碼要有愛心，並且要遵守道德標
準。還有就是他們都很努力，努

其實在信主的過程之

力做工，為了自己的生活，也為

中和之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

了神。所以我突然發現，我以前

是這麼好的，身邊還是會有很

很嚮往的那個有互愛，互助，彼

多 不 如意 的事 情，壓 力 一樣

此勉勵的地方就在這麼一個教會

有，生活一樣會忙。但是有神

裏。我媽媽是一個很熱心的人，

在我心中，這個信仰保守我的

受她的影響，我也很喜歡去幫助

行為不至於邪惡，而是一種向

人。

善的人生。我相信有神的人生
就是得勝的人生，因為神會賜
神真的很有愛，把愛降臨

予你果實。只要你信了他，遵

到我的身上。在我信主的這個過

守了他的準則，那麼生活就會

程裏，我也有很多困難，例如學

向上，而不是墮落。

習上的壓力，人際關係上的壓力。雖然壓力很
多，但是很多時候都受神保佑。
例如，我需要工作來減少生活和學習的
費用，教會的弟兄告訴我系裏就有工作。我去
問，就拿到了。
愛

功課很忙，有的時候很累。因為我的英

的

文還不太好，很想多點時間多讀一些英文學習

門

材料。後來在我工作的時候，發現因為我是做

二

晚上的 part time，工作量就很少，我就有了一

零

些自己的時間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一
零

如今我很想繼續讀書，去讀博士。我知
道自己的才能有限，只想抱着熱情去嘗試。通
過教會的弟兄，我有機會去做學術研究實踐，
也得到很多如何申請博士的訊息和幫助。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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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ame way, the Spirit helps us in our weakness. We do not know what we ought to pray for,
but the Spirit himself intercedes for us with groans
that words cannot express" (Romans 8:26).
Prayer has always been something that I
knew was important but I didn’t really try to go to
the next level in prayer. I got really lazy with my
prayers. Every night before I go to bed I pray. I
would lie down and pray and sometimes it took me
up to twenty minutes to finish because my mind
kept wandering to other topics; sometimes I even
fell asleep! I can’t remember the actual day when I
finally realized how wrong that was. I was neglecting my time with God and wasn’t giving my time
fully to God during prayer. The first step to fixing
this was to make sure to sit up while I prayed and
try to actually focus on God while I pra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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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what Rev. Hong said about how
if you want to see how a church is doing don’t look
at their Sunday service, look at their prayer meetings. It really touched me. I know this is mean of
me, but I remember immediately thinking “Wow,
our church is not doing well right now. Why aren’t
more people going to the prayer meetings?” But I
didn’t even seriously think about me being the one
going to the prayer meetings. It wasn’t until the
next Wednesday when my dad asked me to go to
the prayer meeting that I realized I hadn’t really
considered even attending the prayer meeting myself. When I was in the prayer meeting, I could
really feel this spark inside of me. It was small, but
it was there. There was one portion that was popcorn prayer (where everyone prayed at a time randomly) and for some reason I felt terrified. I didn’t
really know why, because I was used to praying in
front of people a lot. I think it was because hearing
all those people praying, you could really hear their
passion and hunger for God, and when I pray it

Jessica Lau

doesn’t sound as powerful, and I was embarrassed
by that. The next week, my mom asked me to go to
prayer meeting again. I started making excuses like
“I don’t think I’m old enough” or “My prayers
aren’t very good…” and she responded with “God
loves to hear you pray no matter what.” I really
heard the truth behind those words.
When I got to the prayer meeting that
night, my fear was gone. I could feel the Holy
Spirit moving through everyone there. It was at that
moment that the Spirit inspired me to really try and
breakthrough in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rough
prayer. Though I’m usually very busy with school
and othe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 told myself
that this year I am going to try and attend the
prayer meetings on Wednesday as much as I can. I
am hoping next year I will be able to attend every
single time. I know that when I give myself to
God, He will give 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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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平凡的女孩，卻幸運的生長在

度，信主的真誠，讓

一個基督化家庭中，從小在不知道什麼是主，什

我倍受感動，從他們

麼是上帝的時候便被外婆帶去了教堂，裝模作樣

那裡，我學到了很

的閉著眼睛學著大人禱告，安靜的不發出任何聲

多，要喜樂，要感

音，卻偷偷的看那些唱讚美詩的人，從那時起感

恩，要禱告，對上帝

覺教堂是一個神聖的地方，當時的我，像個嬰孩

也有了更深的認識和

一樣對主是一無所知，不知道為什麼人們要去那

了解。因此，我開始

裡，唱歌禱告是為了什麼，更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支持媽媽的信仰，並

要流淚。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習的哲學思想和進

希望更多的人能夠信

化論，讓我逐漸的對老媽那常常掛在嘴邊的“上

主，從而改變自己的

帝”產生了質疑，甚至感到了厭煩，一聽見“上

人生。

王威

帝”“主”的字眼就會頭疼，每次被家人逼著去
聚會更是發展成了爭吵，各自都積極的為彼此爭

對於受洗，我原先是一直很不在乎的，

辯。那時的我，很自傲，認為所有的成績都是自

心裡也是有點排斥，也許是有點害怕，一直以

己努力而來的，無法理解聖經所說的一些神蹟，

為，信仰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內心精神上接受

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於是，我重重的跌倒，人

承認就可以了，受不受洗那種外在的形式又有

生的道路中波折不斷，曾經想過很多，想過也許

什麼用呢，後來通過牧師和師母那裡了解到，

是人與人之間因為所謂的命運而注定走不同的

聖經上記載說，耶穌親自做受洗的示範給信

道路，過不同的人生，但是，很多的事情，真的

徒，那是要告訴我們，他是很看重這個形式

是任何人包括我們自己都做不到的，決定不了

的，當然，只有受洗之後，在能稱之為真正的

愛

的。那個時候我聽了媽媽的話，禱告，去教會，

基督徒。我的內心很掙扎，我信主，但是又不

的

把一切都交託給主，那個帶著滿身的傷口的我，

想受洗，我不想被聖經上的話語所禁錮，很矛

門

又來到了主的面前，我們仁慈的父，他依舊愛著

盾，感謝教會的姐姐們還有師母，不斷的開導

二

我這只小羔羊，給我指點方向，給我信心。我明

我，安撫我，讓我跨出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步，

零

白了，很多人在唱讚美詩的時候會流淚，不是因

我會一直前進，增加信心。

一
零

為 悲 傷，而 是 聖 靈 感 動，也 是 一 種 感 恩。
我們的教會是一個神的家庭，一個充滿
當我來到美國之後，在教會裡，我發現

愛，充滿寬容，充滿笑容的地方，在這裡，我

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微笑。他們真心

覺得成為一名基督徒是件快樂的事。未來的路

的關懷著，幫助著別人，他們對待人生的態

還很漫長，我要靠主凡事榮耀祂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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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Siegfried

The phrase, “The Lor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is something I had heard growing up but
never really thought about. I had heard about people having accidents only to have the doctors discover something that would have killed the person
if they hadn’t come in or similar events. It starts
out bad and turns out good. ECIUMC’s situation
started out that way in 2008 with the fire. Last
time, I told you how God worked a miracle to get
us out of renting a building and into owning, debtfree, where ECIUMC is now. I have often thought
of that as a loaves and fishes story. He used what
we gave and magnified it into something great.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congregation was magnified
and supported by each other, the Bi-District board,
愛

the conference, and by God Himself.

的
門
二
零

What isn’t as well known is what my family was experiencing at the time. The Lord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my friends. As a professor at

campus, our program was growing, and we were

零

SNU I was on an annual contract. Each year I got

having success with our semester abroad program.

年

reviewed and evaluated; based on that I was of-

In January 2008, it was announced that, due to fi-

刊

fered my next contract. The SNU Biology depart-

nancial reasons, 5 faculty members would be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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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was doing well and my evaluations were

The 5 would be decided after department chairs had

good. We were the third largest department on

been consulted. In our department meeting, the

一

Biology department was confident that we wouldn’t

When my contract wasn’t going to be re-

be cut because of our successes. They wouldn’t cut

newed, my colleagues were shocked and hurt. Two

a department that was growing and bringing in

of them are alumni and thought that the administra-

more students. There were other departments that

tion was making a mistake. The alumni of the

were loosing students and had more faculty mem-

SNU Science division have an organization called

bers.

Catalyst. It supports the sciences and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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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 money for students. When Catalyst was told
th

On February 4 , I got a call that I was to

that I was not being renewed, they agreed that it

meet with my chair, the provost, and vice-provost.

was a bad idea. Biology needs four professors to

When I talked with my chair; he said that he had

continue to grow the department. To make sure

been told one hour before, while I was teaching.

that happened, Catalyst committed to raising the

He hadn’t been consulted at all. My contract was-

money to pay my salary for the next year. In doing

n’t being renewed and I would need to start looking

this, I would be allowed to stay on as a “Visiting

for a job.

Professor”.

Proverbs 3:5-6 says “lean not on your own

When the money was in place, I knew that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there were some things I needed to do. First, I

and he shall direct your path.” I had been trusting

thanked God for providing for my family in a mi-

what I and my colleagues understood to be the

raculous way. Second, I knew there was time to

truth. We were all wrong. February doesn’t sound

find a new job. Third, I knew that there was time to

late, but for a teacher it is toward the end of the

find a building.

year. Most jobs for next Fall were already being
selected and it was unlikely that a new one would

Throughout the process, I was told by sev-

open up. I did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ut I

eral people that they were amazed that I wasn’t

knew that God was up to something. He had

more upset about it all. I didn’t seem mad at the

started something and I knew He would complete

people who had made the decision, their timing, or

it. I just didn’t know how or when.

that they were hurting my family by uprooting

愛
的

them. They thought that I should be more uncoop-

門

erative and sulk about it. My answer was easy.

二

n’t see ECIUMC in a new building. As the chair of

Why would I? It wouldn’t change anyone’s mind,

零

the Board of Trustees, I knew what the church had

it wouldn’t help me find a new job, it wouldn’t help

been doing, how God had been working, and I

my students, and it would make me and my family

年

really wanted to see it finished. I thought that I had

miserable.

刊

One of my main concerns was that I would-

failed, but I also knew that God would find someone to finish it.

一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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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out the summer, I worked on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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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 building. In the fall I went back to SNU for

a phone call that I was being offered the position.

my last year. October of 2009 was when ECIUMC

God had been faithful and taken care of us.

bought the building. God had planned a good work
to be done. It was my privilege to be the tool that

Often times we can only see that part of

was used to do this. God had another plan though

God’s plan after it has been completed. As believ-

too. I was still unable to find a new position. I had

ers, we have choices to make. We can be mad and

applied for several jobs, but hadn’t been called for

upset when something happens or we can see it as

any of them. One of my colleagues though was

an opportunity to trust God. I encourage you all to

invited to teach at OU Health Sciences. I was in-

take the opportunity. As a family, we have tried to

vited to apply for her position that the department

be faithful to Joshua 24:15 … Choose this day

chair had rewritten so that I would be the “perfect

whom you will serve;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fit”.

will serve the Lord. He has blessed us in so many
ways it would take too long to list them all. Just
I wen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with

all the interviews and it was me and one other per-

know that God has been faithful to us and we continue to serve Him in all things.

son from Canada. During this time, I had also been
contacted by a professor at Southwest Baptist Uni-

Blessings from Bolivar Missouri,

versity (SBU). She had seen my resume on a web-

Dennis and the Siegfried family.

site and thought that I might fit. After talking to
her on the phone, I did apply. I was still hopeful
that things would work out with SNU though. We
really wanted to stay in Oklahoma.

In April, I was to find out what would be
SNU’s decision. On Friday April 23rd, I was told
愛
的

that I wouldn’t be offered the position at SNU, but
God hadn’t left me without hope. I was invited to

門

an on-campus interview at SBU the day before.

二

Lynn, the kids, and I drove to Missouri the follow-

零

ing Monday. I met many people and gave a talk. I

一
零

felt pretty good about the interview and was at

年

peace with SNU’s decision. SBU was very positive

刊

towards me and my family. I knew that God wa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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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and I was willing to accept whatever came.
We left SBU on Tuesday. On Thursday, I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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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I have to be
thankful for this year. Some things include having
caring friends and family, a supportive and loving
church home, and a really great high
school experience which included my
high school graduation and also being
able to survive my AP testing. In addition, one of the greatest provisions that
the Lord has provided for me this year
was not only letting me be accepted to
Emory University, but also providing
enough scholarships and financial aid
to let me attend.
My college application process
was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scary
and uncertain times in my entire life. I
knew that my parents also felt some
uncertainty in which college I would be
attending. I remember when I got my first ACT
score back during my freshmen year and my mom
looked stressfully at the score and asked me “How
are you going to get into college?”
And honestly at that time, I didn’t know
how I was going to get into college. But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to colleges my parent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rusting the Lord and
relying on him always and He did provide.
Arriving at college there were definitely
many questions that were going through my head.
Questions like: how am I going to make friends in
a whole new place, what will my major be, what if
I don’t do as well as I wanted in my classes and
will I be able to find a church like ECIUMC? This
all contributed to fear, doubt, and more questions.
However, I am thankful to the Lord because he gave me parents that always check on me
at college. I of course told them of my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a new church home and keeping up with
my school work in a much more difficult school

Jeremiah Lau

environment. I admit that, even though sometimes I
don’t hear everything they say to me, I remember at
the end of every Skype conversation it always
ended with “You must pray and trust in
the Lord and do not rely on yourself
but on God and his wisdom.” Just like
in Jeremiah 29:11: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Jeremiah 29:11)
Thanks to the Lord and his
blessings this year, I was able to find a
new church home, Journey Church Atlanta, and be able to finish my first semester at college and have a plan to
double major in Science and Economics as well as stay on the Pre-Dental
track.
Now my future goals for next year include
many things such as doing even better in school
and to be more actively involved on campus. Then
there are things such as to pray more, read the Bible
more, and to attend my school’s Christian fellowship more regularly but I believe what is most important, which is what I want to focus on this new
year is what is shown in John 15:5“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If a man remains in me and I
in him, he will bear much fruit;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This is something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to not only me but to every one of you.
Many people have said that they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whether it is to feed the needy or
poor, or find a cure to cancer but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God first all
the time and in everything we do. Because with
God anything is possible and without him like it
says in the verse man can do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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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住了十年的奧克拉荷馬州搬到密蘇里

有四所學校, 將來會有工作機會嗎? 心裏有一

州已經五個多月了, 朋友問我喜歡上這裏了嗎?

種被打入冷宮的感覺, 很不是滋味。

老實說孩子們和先生都適應得很快。

恩恩本

來看房子時心裏更是百般的挫折感, 因為根本

來適應能力就好, 不怕新環境, 所以很快就愛

沒有甚麼房子出租, 住公寓嗎? 我們一家四口

上這個小城的鄉村生活，

的家當那麼多, 東西擺哪? 儲藏屋嗎? 又要多

當然他還是會思念

六月初

他在奧州的朋友們。 愛愛還小，對她來說沒甚

付費,而且非常不方便.

麼差別, 隔三差五也會唸起她的老朋友們, 但

租屋的可能性, 但是 Dennis 就必須每天通勤

那記憶隨著時間的消逝也漸漸沖淡。

40-50 分鐘,

呢? 很喜歡這所新學校,

Dennis

由于教新的課程，備

心裏盤算著到春田市

雖然時間不是很長但我會擔心,

所以找房一事一直掛在心裡。 我們回愛城時

課的時間花得比較多, 但很享受這裡的教學環

拿了一份當地的報紙回家,

看看有沒有房屋出

境和住在小城裡的寧靜, 省了通勤時間,多了家

租的廣告, 但那天的報紙只刊登了三間房子要

庭時間。

出租. 回到愛城後我們並沒有立刻就打電話,
那時忙著愛城的房子要賣要打包的事就很頭

至於我呢?

愛
的
門

從心不甘情不願地搬離我

疼.

隔了三個星期真是心裏煩透了. 原本想六

們愛的門的家, 從住在衛星城市的方便到真正

月底就要搬家的計劃, 後來因為房子還沒著落,

變成草原牧場的甜心媽。經歷了一段的調適期

以及健康保險的問題, 決定延遲到七月底才

到如今真正把這裏當新居所了, 這個過程裏內

搬。

心有很多的矛盾與掙扎。
六月下旬, 我終於攤開放了三個星期的

二

報紙, 鼓起勁來打了那唯一的三通電話.

零

記得五月初陪 Dennis 來面試時, 車子一

一

通都讓我非常地失望, 最後一通是留言機, 所

零

開進小城, 我的心就涼了一大半。

年

說,

刊

的, 我喜歡購物方便的地方,這裏什麼都沒有,

一些房子的照片給我們看看環境, 還麻煩

怎麼會帶領我們來這裏呢? 自私的想著我以後

Dennis 新學校的同事們去幫我們看房子. 覺得

的工作怎麼辦呢? 小城裡從小學到高中一共只

可行後, 就跟房東口頭上確認. 我們都沒跟房

36

我跟神

前兩

不會吧, 祢知道我喜歡住在大一點的城鎮

以我就留了言請屋主回電給我, 房東隔天才給
我回電.

因為時間緊迫所以我們只要求房東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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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談價錢, 他就自己降了 100 塊美金的房租費.

顧念我們, 知道我們房貸和房租兩方支付能撐

剛好就是我們心裏跟神商量的。 七月中我們

多久.

回 Ohio 時順道去看了一下確定租賃的房子, 開

房子賣不出去, 就求神改變和預備我們的心,

到小區當下我就跟神認罪, 因為我之前還跟神

願意把房子暫時先出租, 也求神為我們預備好

討價還價的, 神卻預備了一個最好的環境給我

的房客.

們小家! 房租是我們能負擔的, 房子雖舊但房

訴我們耐心等候祂的時間. 在九月底的時候,

子的大小合我們的心意. 小區的環境很好, 孩

父神再次透過我親愛的姐姐, 在無意中得知我

子們非常喜愛這裡, 雖然兩英畝大的綠地要除

們的景況後, 感動姐姐的心再一次在我們有迫

愛

草, 但神也在我們搬進去後, 耐心等候了一個

切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 我真的非常地感

的

月之後為我們預備了一台 200 美金的除草機,

動, 為姐姐有顆樂善好施給予的心來感謝讚美

門

剛好就是我跟神禱告祈求的. 神不但為我們預

神.

神也藉著這件事不但把我們的重擔卸

二

備了房子, 還為我們預備了很好的房東和鄰舍,

下,

也更加經歷到神會藉著不同的人, 以祂最

零

幫我們很多的忙, 讓我們小家不因新的環境而

美好的時間來成就祂在我們身上的旨意。

一直以來我們也跟神禱告, 如果短期內

神也在我們靈修時給我們祂的話,告

零

懼怕擔憂, 反倒讓我們內心感到滿滿的愛和歡
迎。
搬離愛城前後賣房的事一直是我們心裏
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神也知道我們的處境,很

一

在小城住了五個多月的日子裡, 我必須

年

承認, 我漸漸愛上了小城, 雖然觉得它還是很

刊

不方便, 但我們的生活習慣和態度改變了.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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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存樸和寧靜讓我有更多與神獨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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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更加地切慕神.

在家當全職媽媽的過渡

期, 我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緒, 沉澱自己, 有更

為我覺得很不配 但神就是那麼奇妙地安排這一
切, 讓我驚嘆祂的作為。

多的時間來料理我們小家, 陪伴孩子們的成長,
親近神, 等候神, 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

回首這條恩典之路, 我們真真實實地經
歷到祂的恩典夠用. 林後 12:9 " 我的恩典夠你

原本以為我會是小城裡唯一的中國人,

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沒想到神早在兩年前就為我預備了兩家不約而

所以我更喜歡誇耀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同搬到小城來的中國朋友, 也為恩恩和愛愛預

覆庇我 "。 我們經歷神為我們現階段生命所畫

備了同齡的朋友們, 而且就在我們搬到小城的

的藍圖. 我的個性是屬於安逸型的, 不太喜歡

前兩周另一位華人也從紐約搬到密州在小城的

變遷, 原以為我們的下半生會在愛城退休的,

醫院工作, 神也在祂預定的時間裡, 在我們搬

但如經上以賽亞書 55:8-9 耶和華說 "我的意念

來的第三天,讓我們彼此在 KFC 巧遇, 成為我

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們一個很奇妙的經歷, 也是在小城裡最美麗的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開始, 更巧的是, 這位朋友竟然是阮春的好朋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祂把一道門緊緊地

友/室友。

關上, 卻滿有恩慈的開了一扇窗讓我們更加經
歷祂的恩典和供應. 箴言 16:9 "人心籌算自己

神也為我預備了一個很好的媽媽團契,

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這一路走來,

一群年齡相仿的美國媽媽們學習如何成為一個

我們學習更加的順服和信靠, 我們看見神給我

禱告的妻子, 扶持自己的丈夫, 共同經營一個

們最好的預備這一切超乎我們所求所想, 在困

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同樣地, 神也為Dennis

難和試煉的過程中我們的心回轉向神,放手讓神

預備了一個很好的弟兄查經班, 每隔一個週三

掌權,

5,6 位弟兄們聚在一起學習,透過查經班和團契

家來到祂為我們預備的佳美之處。

神也不離不棄一步一步地牽引著我們小

讓我們在這裡認識了一群愛主的弟兄和姐妹們,
也更了解小城。

父神, 孩子感謝祢讓我看見自己是那麼
地渺小, 我的意念是那麼的不可靠.

至於我的工作呢! 神正在奇妙的預備

雖然祢不

按我們的意思應允我們小家留在愛城, 回首才

中. 當初知道要搬家後, 我們做過很多的打算,

知道祢為我們預備的是最適合我們的. 在我們

舉家一起遷移或是我和孩子們繼續留在愛城,

走過這過去一年半的旅程中, 其中的酸甜苦辣

愛

等過一年後再搬. 但神對家庭的心意是要一家

祢都明瞭. 一直以來, 祢陪著我們, 垂聽我們

的

人在一起互相扶持, 所以我順服,

的禱告 也按祢的旨意回應我們. 祢以豐盛的

門

的半職工作是很大的不捨, 對密州的教育環境

慈愛供應我們一切所需, 雖然我們生活上遭遇

二

不太了解 讓我對將來的工作機會完全不敢去奢

患難, 但藉著這些仰望和信心的功課, 卻幫助

零

想. 但神就是那麼地奇妙， 兩位對中文很有興

我們靈命成長, 心意也更新變化。 父神﹐祢沒

趣的教授找我輔導他們中文, 之後他們把我推

有應許天色長藍, 但祢卻應許我們祢的幫助是

薦給語言系的主任, 在 Dennis 第二次查經聚會

無時無刻的, 而且祢永不撇棄我們. 我感謝祢,

時, 語言系主任也開始參與, 那天他就問

我愛祢, 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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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掉我熱愛

Dennis 是否我有興趣教中文, 因為學校計畫
38

2011 年秋季開中文課, 隔幾天後講師申請表就
寄到家裡來了. 這一切都是神的手和神的工 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