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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本恩牧師
回顧過去，感謝神無比的恩典，讓我們在
此教堂敬拜、團契丶學習神的話已有八年的
時間。2017年3月時愛加倍家庭中心順利完
成，神賜福與我們更大的空間，使我們能擴
展神的工作。
2017年教會的主題為「裝備自己、領人歸
主。」馬太福音28:19主耶穌說：「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這是神的旨意，也是
主耶穌吩咐的大使命。主耶穌在馬可福音
16:15「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
音給萬民聽。」當我們反省的時候，我們要
問自己：「我們在領人歸主的事奉上做的如
何？」
列王紀下第六章及第七章記載了亞蘭人又
發動戰爭，把撒瑪利亞城重重圍困，使以色
列人陷於空前的大饑荒(6:24-25)。在大饑荒
中發生了一件悲慘的事，這悲劇顯出了以色
列王對神，對神僕的無知。雖然神僕一再向
王顯出神無比的能力，但王對神仍是無知，
他怨恨神不來幫助(v.27)。當婦人前來求王
幫助，主持公道時，王第一句話就埋怨神不
來幫助。困境考驗出王對神無信心，也不認
識神。當他知道婦人因饑荒而吃兒子的事，

更是怒氣填胸，誓要取以利沙的頭(v.31)。
王把一切都歸罪於以利沙和他所信靠的神，
忘記了亞蘭人這次發動戰爭，其實是與以利
沙無關。人不認識神，往往就是這樣不講
理，是非不分。王親自來捉拿以利沙，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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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第一句話就說﹕「這災禍是從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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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我何必再仰望祂呢﹖」(v.33) 他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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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王雖不信靠神，但神自己仍行奇
事，向人宣告祂是有恩典，滿有能力，能解
決人一切的困苦。神向人預告兩件事，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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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了時候可以信祂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

者

神。第一，預告物質豐富 (7:1)。預言以色列人

的

可以在一日之內，從長期的圍困和極度缺乏中

話

(參第六章)，變為非常豐富。第二，軍長見而不
能享受 (7:2)。軍長因為不信，故神預告，他會
親眼見到事情成就，卻無緣享受，好讓所有人都
知道，神的話是真實的。
神的預言借由四個長大痳瘋的人得以成就。
這四個大痳瘋病人正面臨死路一條。因為在他們
被分隔的住處沒有糧食，他們只好等死 (7:3)。
他們若進城，城裡有饑荒，進去也是必死
(v.4)。若投降敵人也會被殺死。條條都是死
路，沒有盼望。這正代表了以色列人的困境，也
是今日許多人的處境。四個大痳瘋病人結果選擇
投降亞蘭人，希望孤注一擲，得亞蘭人憐憫，可
以免他們一死。
他們存心一搏，走向敵營，結果不見一人，
敵人都逃跑了，留下滿營豐富物資。(7:6-7) 因
為神使亞蘭人的軍隊聽見車馬的聲音，是大軍的
聲音．他們就彼此說，這必是以色列王賄買赫人
的諸王、和埃及人的諸王，來攻擊我們。所以在
黃昏的時候他們起來逃跑，撇下帳棚、馬、驢、
營盤照舊，只顧逃命。(7:8) 那些長大痲瘋的到

愛
的
門

了營邊，進了帳棚，喫了、喝了、且從其中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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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他們彼此說，我們所作的不好。今日是有好
信息的日子，我們竟不作聲。若等到天亮，罪必
臨到我們。來罷，我們與王家報信去。(7:9)

他們覺得獨自享豐富是有禍，良心不安，趕
緊向王家報告。在半信半疑下，王用他們僅有
的馬車去查個究竟，結果證明所言屬實。他們
真的看見敵人落荒逃跑，在一夜之間，他們的
危困得解。
神的話句句都要定準，不會落空，祂的預告
應驗了。以色列人擄掠亞蘭人的物資，霎時物
價變得非常便宜，正如神預言的一樣，人從缺
乏進入豐富。可憐的軍長，因為鎮壓人爭奪食
物，被人群踐踏而死，雖親眼看見饑荒解缺，
食物充足，卻無福享受，正如神所預告的。
看看我們今日的環境：特別在美國，生活環
境好，大部份的人生活都不錯。不少弟兄姐妹
來美國后信了主耶穌基督為救主，有了永生的
生命。我們吃、喝、賺錢丶存錢、享受教會生
活，享受主賜給我們一切的豐盛。然而，我們
做的好嗎？
四個長大痳瘋的人享受了食物，拿了財物，
發現他們做的不好。他們必須向以色列王及飢
餓的百姓報好消息，不然罪就歸在他們身上。
同樣的，今天我們得了在基督裏的好處

—

福

音，我們更要把福音傳給家人，朋友。
2018年教會的主題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神的心意就是愿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
但願今年我們願意在傳福音及領人歸主的事上
加倍努力。為未信的家人及慕道朋友恆切禱
告，且有實際的行動去關心，邀請他們來參加
聚會，極積向他們講説福音。求主幫助我們在
禱告及傳福音方面做的更好，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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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John Roper

When people complain about how hot or
cold it is here, many older Oklahomans sometimes console them with the famous saying, “If
you don’t like the weather, just wait a minute.”
This phrase wryly illustrates just how rapidly
things can change. We don’t always like it, but
change is a part of life; nothing, apart from
God, remains the same forever. My family experienced this fact firsthand last year.
Joyce’s mother fell, badly broke her leg, and
then had a stroke the next day just before her
surgery in August of 2016. Joyce traveled out
to Arizona after it happened to see her and
help out, but what originally was hoped to be a
short visit ended up stretching into 16 months
of almost constant caregiving. My wife spent
the better part of a year living in a different
state from her family, which was quite an adjustment for all of us. Everyone had to adapt
again when Joyce and her mother moved back
to Oklahoma (two doors down from our house)
last August. Then, on New Year’s Eve, Mom
went home to be with our Lord. While she was
ready for the transition, these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lives of those of us left behind
are still being felt.
Life changes are normal, but how you react
to them is what is important. In the Bible,
Jacob’s son, Joseph, was sold into slavery by
his brothers. Suddenly, everything in his life
changed. He could have chosen to allow his
circumstances to make him bitter and uncaring
toward the world, but instead he reacted honorably and in a godly manner when Potiphar’s
wife tried to seduce him. Another major life
change occurred when he was elevated into
being second-in-command of all of Egypt, and

when his unsuspecting brothers came to buy
grain he had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get his
revenge on them. Instead, after a brief time of
testing, he treated them with incredible grace
and love, highlighting once again a heart that
was right with God.
How do we react when our lives take unexpected turns? Like Joseph, do we draw closer
to God and continue to reflect his love, or do
we succumb to the pressure and stumble in
our walk with Christ? Changes WILL happen
in life, but we always have a choice as to how
we will respond to them. My prayer for my
family and for all of us this year is that we will
not allow the pressure from the changes to
negatively affect our faith and witness. Instead, may the pressure lead us closer to God,
and may we burn as even brighter lights for
him in our dark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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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my calling
and specifically how God has been working
in my life this past year. Before I talk about
this past year, I’ll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my
calling to be a teacher. If you have ever
talked to me, you have probably figured out
that I’m a teacher. I’ve probably told you
about how I’m tired all the time, or something crazy one of my students said in class
the other day, or just the struggles of being
a first-year teacher. So yes, I’m now a
teacher, but for a while I was a little resistant at the thought of being a teacher.
Growing up in church, I was always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I
started teaching Children Sunday School in
middle school and knew that I loved working
with kids. So whenever I was thinking about
what I wanted to do in the future,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that involved working with
kids. However, with a common Asian American
mindset, whenever I thought about what I wanted
to be when I grew older, I knew it had to be a job
that paid well and was viewed well by others. So I
was like, hey, I’ll be a pediatrician because it pays
well and I’ll get to work with kids! Of course God
had a different plan for me. Ju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I felt God really calling me to be an educator. I knew that deep down, I only wanted to be a
pediatrician because of the salary as well as the
respect associated with being a doctor. I’m not saying that wanting to be a doctor is bad, but I was
wanting to go into that profession for the wrong reasons. God was tugging at my heart in another direction, and He was putting a deep desire to really
help the needy: the ones that are uncertain whether
they will have enough to eat each day, the ones
that may not have access to a good education, the
ones that so desperately need love. I had thought
about being a teacher before, but I knew that I
wouldn’t get paid well at all, and I knew that people
wouldn’t view being a teacher as a very prestigious
job. In the end, God really changed my priorities
when deciding my profession. I could feel Him ask-

Jessica Lau

ing me “Do you really trust me, Jessica? Do you
trust that I will provide for you, even if you may not
get paid an amount that will let you lead the luxurious life that you want?” That then led me to remember that as Christians we’re not even called to live a
comfortable life, let alone a luxurious one. He called
us to a life according to His will and a life of obedience. After realizing that God was pulling me in this
direction and giving me a passion for education, I
decided to pursue this path.
For the sake of time, I’m going to fast forward to
senior year of college, which is crazy to think that it
was literally just a few months ago. I was blessed to
be able to go to my dream college, Vanderbilt University, and I am thankful that God placed me
there. I was able to receive a wonderful education
that taught me so much about teaching and
equipped me with the tools. I need to be the best
teacher that I can be. Throughout my four years of
training to be a teacher, I could truly see God affirming my calling as a teacher. Now all I was uncertain about was which community He was calling
me to. Having already been in Nashville for four
years, I would have loved to stay there with my
community of friends that I had established at Van-

derbilt, as well as my church community. However, when I decided to be a teacher, I knew that I
wanted to go where I was most needed, specifically the inner city, and that’s where God had
called me to be. Somehow that place ended up
being Oklahoma. To tell you the truth, when I left
Oklahoma to attend college in Nashville,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co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for this
new adventure in a bigger city, and I thought that I
would stay in Nashville or move to an even cooler
city! But as I was thinking about where teachers
are most needed, I started seeing more and more
the need for teachers in Oklahoma. Oklahoma is
well known for its low academic rankings in public
education, being one of the lowest paying states
for its teachers, and the constant budgets cuts
that school districts continue to face. Combined
with a lack of resources and difficult school settings, Oklahoma is definitely not attracting many
teachers. Year after year, I also noticed on the
nightly local news that Oklahoma City Public
Schools were always looking for more teachers,
even after the school year had already started!
That was a clear sign that Oklahoma really needed and still needs teachers.
So after realizing that Oklahoma really needed
teachers, I decided to just apply to a bunch of
public schools in Oklahoma City. Two days after I
submitted my applications, the principal from
Shidler Elementary School reached out to me for
an interview. That Monday, I interviewed with the
principal via video call, and he immediately offered me a job. Since this was in March and many
schools didn’t hire until later in the semester/
Summer, I honestly didn’t want to accept it right
away, just so I could see the other options out
there. But the principal wanted an answer at the
end of the week, so I had to decide quickly. In that
time of decision, it was so amazing to see how
God was putting together His plan for me and
pointing me towards this school. This school was
in the inner city, which is what I wanted, and the
principal showed that he really cared this school
and the community it serves. Both of these factors
were big factors in my decision, but truthfully I
wanted some sort of sign that made it clear I was
supposed to go to this school. Whether you would
see this as a sign or not, I felt like God provided a
clear way of telling me that I should go to this
school. Back in November of 2016, Sarah Fu had
mentioned that this school was one of the poorest
schools in Oklahoma City, and I had written the
name of the school in my phone so that I could
look it up later. I ended up forgetting that I had
even written down the name of the school in my
phone, until that week of decision when I randomly stumbled upon the name “Shidler” in my phone.

When I saw the name in my phone, I was honestly confused why I had written down the name
of the school that had just offered me a job, especially because the date I had written down
“Shidler” said November 16, 2016, which was
four months before I was offered the job. That’s
when I remembered my conversation with Sarah
and realized this was the school she had told me
about all those months ago! How could I not see
this as a sign from God?? So I continued to pray
and talk to family, friends, mentor teachers, and
professors, and I really felt God telling me to just
say yes. To take this leap of faith and trust that
He had a reason for me moving back to Oklahoma and to this school. Although I finally decided
to accept the job, in all honesty, I kind of felt embarrassed when I decided to move back to Oklahoma, especially since I would be living with my
parents. I knew moving back to Oklahoma with
my parents would mean feeling less like an
adult, less freedom, and less friends. But God
has used my move back to Oklahoma 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give Him the glory. People often
ask why I decided to come back to Oklahoma
after leaving for Vanderbilt, and that’s been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to share about God’s
plan for my life and the role He plays in my life. I
am thankful that God has given me these frequent opportunities to give the glory to Him.
Although I’ve navigated through the struggles
of finally deciding to become a teacher and finally deciding to move back to Oklahoma, the struggles don’t end there. Coming into my first year of
teaching, I anticipated struggling a lot, and the
struggle is definitely real. But I am thankful for
these struggles because they’re helping me grow
closer to Jesus. Going to a university known for
its education program, I did, however, anticipate
feeling more prepared as a teacher. Unfortunately, I honestly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half the
time, and there are so many good practices that I
was taught in college that I haven’t actually been
implementing in my classroom, which makes me
feel like a horrible teacher. But I am thankful for
these feelings of inadequacy because they have
taught me that I should never rely on my own
strength, because when I do, I will always fail. I
need to rely on His strength and what He can do
through me.
Working in the inner city, most of these students come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Common
obstacles in these schools include students being behind academically, lack of motivation in
students, lack of parent support, more behavioral
problems, etc. These obstacles are all obstacles
that I face with my students. Many of them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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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the value in education and in doing their
best in school, which becomes a hindrance in
their learning and the extent in which I can actually teach them. But I am thankful for these
obstacles because they remind me even more
of the need for good teachers that will be there
no matter what. Although my students write
me sweet notes all the time and draw me really cute pictures, they also lie to me a lot, steal
things from me, ignore me, and talk back to
me ALL THE TIME. I tend to take these personally and get really frustrated, even though I
know they aren’t perfect and are still learning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s. But I am still thankful for these instances that I feel like my students wrong me because they remind me of
the unconditional love of our Heavenly Father
and the abounding grace He forgives us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we sin against Him.
This transition from college into “adulthood” (if
you can even call it that), has been full of
doubts, hardships, and tears. But there is just
so much to be thankful for through all of this,
even the unexpected obstacles. For example,
when I moved back, I knew I wanted to invest
in the youth because I went through a lot of
the experiences they are going through now,
and I know how hard it can be. I expected to
cry a lot as a teacher, but I did not expect to
cry over the youth. I’m going to be vulnerable
when I say I’ve shed more tears over the youth
than I have from teaching, which is super
shocking to me, and to be honest made me
kind of angry that God would put me in this
position that would unnecessarily stress me
out and take away from my time that I could
spend investing in my students at school. But
I’m still thankful that God puts us in difficult
and uncomfortable situations so that He can
more easily mold us. And of course, I’m thankful that I get to spend time with them all.
When I reflect on how these past few
months have gone after college, I’m not always satisfied. I think that I should be doing
better, crying less,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God, investing more in relationships, putting
more effort in my teaching, being more adult
by cooking my own meals instead of having
my parents make my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BUT I am reminded of Romans 8:28: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God is using ALL of these things, especially the things that aren’t going the way I’d
like, for OUR good. I am so thankful for this
calling He has given me and the grace that He
is given me to walk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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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以前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总
是凭着一种自信，靠着各种名言事迹来鼓励
自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拥有的东
西越来越多，但是心中的不安全感、不确
定、危机感也越来越强。
初到美国克利夫兰的时候，我跟先生什
么家当都没有，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公寓。我
们安慰自己说：反正我们在中国什么家当也
没有，来了美国还是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有
这方面的累赘，反而可以更自由地做自己想
做的事。后来一个教会的朋友Mary给了我们
一些家具，让我们慢慢地有了一种家的感
觉。在接下来的3年里，她还帮助我先生学习
英文，跟他一起读圣经，我们也都
成了特别好的朋友。有一次她问
我：既然上帝这么好，你为什么不
接受上帝呢？我当时说我有自己的
节奏，要慢慢来。其实，在我心里
是有些认可上帝的存在的，但是在
中国复杂的成长背景，家庭中佛教
徒居多的熏陶下，总感觉挑战信仰
的这个东西不能碰，于是也总是有
意的回避或绕开。

魏红果

University读书期间，整天赶作业、上课，
老是没有时间去教会。也正是这样，我们后
来经常参加一个Miami University教授带领
的小组团契，成员都是大学的老师和学生。
每周一次读圣经、做祷告，真的是感受到了
稳定的小组团契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喜悦、支
持。渐渐地，对圣经、上帝、和信仰的理解
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2016年我生完孩子大概一个月就开始找
工作，还要完成毕业论文、开会、做调研，
老得离开孩子，感觉自己有轻度的产后抑
郁，情绪波动也比较大，有时候会莫名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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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俄亥俄州的Oxford小
镇，我们开始去一个美国人的教
会。这次真的是我主动喊着先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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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虽然先生支持我，晚上都是他带孩子，
但是有时候感觉家人还是不理解我。偶尔听
到说我不让孩子吃奶，不带孩子时，心里就
特别的伤心，感觉是非常的沮丧，我觉得自
己所能承受的已经到了极限，而对于未来的
不确定性，不能花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
起，让我倍受挣扎。这个时候我还开始参加
一个Women Bible Study（由跟我年龄相仿或
比我稍微年长的女性组成），让我结识了一
帮有修养又积极乐观的女性基督徒。Leah是
其中的一位。她会约我一起读经，分享她自
己的见证，给我讲上帝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建议我从约翰福音开始了解上帝。我跟Leah
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为什么总感觉
不能克服心中的束缚来完全的接受上帝。于
是，Leah说，我可以从简单的开始。她为我
祷告让上帝进入我心中，于是我也就是这样
的祷告祈求上帝进入我心中、引导我、带领
我。
是亲爱的天父给我支持，让我慢慢的学
会平静，让我坚信在上帝的世界里是有希望
的，是不用惧怕的，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我
相信—-自己的努力，自己所成就的是对上帝
最好的赞美、崇拜。相信上帝以后，心中真
的是总有力量！而这种力量不是单凭自信，
旁人的鼓励可以比拟的，是发自内心想与上
帝建立一种关系。我慢慢地学会了解脱，我
把努力工作看成是对上帝的赞美，至于结果
是我无法控制的，所以我更关注于做事情的
过程，而把结果交托给上帝。后来不但把复
杂的数据分析搞定了，论文完成了，顺利毕
业了，还在上班前有了几个月的时间来陪孩
子。每天充满喜乐，心中有坚持、有希望，
我真正体会到了在相信上帝后自己得到的成
长。

即使后来工作或生活中有各种挑战或不
如意，但是在信仰上帝的日子里我都能够平
静地应对，并静下心来做好最重要的事情。
比如：我们刚搬家到Edmond没多久，同事们
就告诉我学院里的各种变化以及大家的恐
慌。一时间，学院各种领导层的变化让整个
学院弥漫着一种恐惧，有时候还有火药的味
道。作为一个刚到新单位的新人，我一时也
不知道怎么办。但在此情况下，我祈求恩主
给我方向，给我平静的心来做好自己的教学
和研究。虽然系里每次开会都没有什么特别
好的消息，我有时候心里会有一些分心。但
祈求神施恩赐福的时候，总是能够安静下
来。得于上帝的眷顾与怜爱，一学期下来上
课的评价还是比较好的，论文写作也都有进
展，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上帝的看护及信仰的
力量。
所以，我特别感动，在复活节受了洗，
在主里有全新的自己！从此光明正大地走在
上帝的国度里，把自己交托在恩主的面前，
祈求未来的一切由他安排、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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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亮（Wang, Luke）

1. 为主传福音 要“动口”更要 “动手”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意思是发生矛
盾的时候，若对方是君子，要以君子的礼节和他
讲道理而不能动手。而我分享的这“动口”是用语
言传讲主的福音，而“动手”则是用行动活出主的

的是用行动和生命活出主的形象更重要。这个
提示确实触碰了我的痛点，也让我感到作为基
督徒的忏愧。回想过去的信仰生活，光说不练
的情况历历在目。

形象，用生命见证主，所以不要误解。
去年（2017年）美中冬令会上陈世钦牧师的
讲道中，提了很多次为主作见证传福音，更重要

2015年起，在公司组织了圣经学习，当时也
是跟几位美国基督徒同事聊起了应该在我们同
事中组织起信仰的团契。后来大家就每周五中
午在一起查经。因为当时得到神的呼召，就这
样一直做下来了。然而，后来我也逐渐意识到
为什么自己圣灵的果子结的很少，这跟自身的
行为或生命有很大的关系。从行为上，我自己
做的不是很好，比方有时因为堵车，自己跟前
面车的司机生气，或是鸣笛催促前面的车快
走，更有甚的时候 降下车窗跟前面的司机理
论。然而，回过头一想：这哪里是个基督徒的
表现，连一般的无神论者都不如，真是让我无
地自容!这里我想到两句经文：马太5：16【你
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
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
太7：21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
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是
的，光嘴上说信主讲论主的福音，然而行动上
没有任何体现，或是跟得救重生之前没有区别
的话，本身会结多少圣灵的果子呢？所以，从
今年（2018年）起我把活出主的形象作为人生
的标杆，向着这个标杆前进。

愛
的
門
二
零
一
七
年
9

見
證
主
恩

2. 遭遇苦难=主的恩典
这个题目听上去会给人带来困惑，很多
基督信仰里的弟兄姐妹都希望信了主以后，
能够更平安更安逸，衣食无忧，没有病痛，
不想遭受苦难。因为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
十之八九”，所以有些信主的一个动机就是
不遭遇那十之八九的苦难，包括我在内，很
多弟兄姐妹最初信主的动机之一就是这个。
但是信主之后，发现最大的得着不是不
遭遇苦难，而是遭遇苦难之后，用神的话语
帮助我们用乐观的态度和神的引导去度过苦
难，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神的恩典白白的
从天上降下赐给我们，而且这十之八九的不
如意和苦难恰恰更能够提炼我们的信心和坚
固我们的信心，或者说提高信心的抗击打能
力。人说“胸怀是委屈撑大的”，但是很多
人在这“撑大”的过程中就放弃了，因为这
个过程是孤独的（这是对于没有信仰的
人）。对于我们基督的门徒这个过程不应该
是孤独的，而应该是喜乐和兴奋的，因为这
个过程是我们跟神最好的独处时间，甜蜜的
“二人世界”。所以，与神过“二人世
界”，享受神赐给我们这段特别的时间，抛
开世界的干扰，难道不是主的恩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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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分享我个人的见证和经历。2017
年年底，我所工作的公司（曾经是美国工业
界的的标志）由于业绩大幅下滑，决定在全
球进行大规模裁员，在这个影响下，我本人
也受到了波及。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确
实大脑有些发懵，但10分钟之后，来自神恩
典的信心从心中升起，知道公司的这些安排
神都晓得，神也有对我的特殊安排，“God is
in control”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的想法
是这是神的恩典，遭遇裁员 == 神的恩典，
但是周围的人很少有能理解我的，包括基督
徒的弟兄姐妹，也包括家人。我被裁员后，

太太的心情曾经一度非常低落，不让我跟别
人提起，觉得是丢人的事情。但我知道在传
天国的恩典和福音的时候，裁员的这个事实
是神安排的一个平台，而真正的恩典是裁员
之后跟主享受“二人世界”的这个过程，怎
样在这个平台上为主作见证。自己也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了裁员之后，抛开来自世界的搅
扰，专心倚靠神仰望神，更深刻的认识神。
这里我想到一段经文：罗5：3-5 【不但如
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
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
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在主里经历
患难最终有盼望不羞耻，同神经历“二人世
界”，提炼信心，难道不是从天国来的恩典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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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们的主，“一切的好处不在祂以外”，
“祂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祂的路径都滴下脂
油”。这1-2年我们家或是在外地过感恩节，或是
没有参与教会的感恩礼拜，因而错过了在弟兄姐妹
面前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心有亏欠，要补算恩典。
“数算主恩”这首诗歌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
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但我若在此把这1-2
年“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 会占太大的篇幅，所
以我在此的见证着重于行车路上领受的神的恩典，
可称为“恩典之路”。
2016年1月底的周五晚上，团契之后我从教会
驾车回家行在第2街上。不一会儿听到警车声响，
一看，正在我车后方，我一头雾水，不知触犯了什
么交通规则，但也只能停下车来。警察过来了，
说：「你的大灯一直开着，这是商业区，不需开大
灯。」我睁大眼说：「我的车大灯正开着呀？」我
真是没注意，但他可能看我不是故犯的样子，就
说：「这次算警告，以后小心一点。」拿着
Failure to Dim的警告单，我感谢他放我一马。
过了2个月，3月的一个傍晚，我在第33街要从
Broadway回家。车快到第2街要左转的时候，听到
警车响声，我觉得我一直遵守交通规则，奇怪怎么
回事？把车停下，警察过来说：「你在时速30的路
上开43。」我惊讶的说：「怎么会呢？速限不是40
吗？」警察说：「我从15街就开始尾随你，你一会
回去看看，这条街每段时速都不一样。这次我给你
警告而已，以后要随时查看路标的限速！」之后我
带着满满的好奇心开回去看，果然Broadway每一段
时速不同，在第33街是45，第15街是35，到了接近

 吕锦芸
第5街就成了30。所以我实际上是超了13英里，
这才知道刚才警察是网开一面，手下留情！
那时候想起 不知哪年 在这附近 也蒙受 恩
典。记得那天也是周五晚上团契聚会之后，我
从教会回家在Fretz左转上了第2街。刚转过
去，就看见后面闪闪的光亮，又听到尖锐警车
声响。我想一定是为我而鸣吧，虽不明白怎么
回事，还是把车开入最近的路旁巷口，警车跟
着过来了。我停下，警车也停下，我等着，不
知道犯了什么规则。警察终于从车子出来了，
微笑的说：「你刚才左转，应该转到第1左道，
你却转入第2左道。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
去？」我说：「刚从教会出来，要回家去。」
他看看我的驾照，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
只是要告诉我的上司：'10点多了，我还在工
作！' 嗯，以后注意点，只是警告。」Wow我的
恩典簿又多加一条了。
再加一条：去年我的车前bumper板松开，
像是会掉下来。去修车店，那估价师傅，用手
用脚用大棒帮着敲敲归了位，我问多少钱，他
却说不要钱。我想掏出一些钱给他，但又想不
确定应该给多少，怕给少了，似乎轻看他的劳
力，只好谢谢他，哪天再买个礼物略表谢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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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刚从中国回美的时候还挺能抗热，
所以有时开车没开冷气，把车窗摇下感受一下
初夏的熏热。那天在路上开着，热风微微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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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里，温暖舒畅。陡然间，不知怎的，眼角瞄到
一颗小石子正快速的从左边往我车方向飞奔过
来。我心里想着：糟糕！这石子可不要从车窗飞
入打到我！但我本是个反应慢动作慢的人，不太
知道应该怎么反应，就以不变应万变继续开车。
“咚”，小石子一会儿撞向车前玻璃，没有从侧
面进车，我人安好无恙，玻璃也没龟裂破损。心
中实在感谢主的保守。
神藉着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
力 ，叫爱神 的人得益 处，就是 按他旨意 被召 的
人。…」（罗8：28）那么我得了什么益处？
Well，只有当我不忘记神的恩典与怜悯而去思考
这些事怎么互相效力，我才能得益处！
弟兄姐妹以为我得的益处是什么？听到刚才
这几桩事，认为我以后会认真守交通规则，还是
皮了，不守交通规则？是不是要问我 在路上从来
都这么“幸运”或是 “蒙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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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处”是：我学到了功课：
前3次虽然我不是故犯，但的确违反交通规则，警
察大可给我开罚单，但只给我警告。该被罚而未
罚是怜悯，不该得而得的宽容和(修车)帮助是恩
典，我感恩而感动，以后要更守法。几次警告也
提醒我：开车多年，是不是已经不动大脑，忘了
一些交通规则，所以要把驾驶手册再读一遍，免
得以后再犯被罚，甚至出事成祸。先生在我告诉
他小石子事件之后，幽默又安慰说：「这次因你
守 规则没超 速，才避 过了小石 子。若是 你开 快
了，石子就会从侧面进车打到你的头脸了。」是
的，因守法蒙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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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开始驾车，至今20多年，我拿过罚
单，有因超速，有因忘了车子年检(多年前有这规
定)，还有因违法停车；车子也不是没修过。所以
不是我没被罚过，不是车子没花钱修理过，而是
我选择记得恩典，一次恩典就胜过其他的过犯不
利，何况多次恩典。

也许有人说：如果神阻止这些事发生--我记得
不在商业区开大灯，我知道Broadway每段车速限制
不同，我记得要走第1左道，没有小石子在空中，我
的车bumper没脱落，岂不更好？但，没有过犯，就
没有经历恩典；没有石子，没有车子失修，就经历
不到神的保守和店家的善意。何况我本不是完美的
人，车子不会永保长寿，怎会都完全不出错！
Rick Warren说：「每一件发生在神儿女身上的
事情都经过神过滤，即使撒旦以及其他人的企图毁
坏，祂却能使用来使你得益。因为神有最高主权，
意外事件只是神对你的计划当中的一件事罢了…发
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重要的属灵意
涵…」。我不是“幸运”而是 “蒙福”！感谢神，
祂允许这些事发生，也感谢祂允许我曾被罚，车曾
需修，使我学习功课--祂的手印足迹在我的生命中
轻轻的摸过走过，然而，我是不是每次都理会他的
警告？是不是感谢他的恩待？是不是爱慕他的律
法，而尽都顺利？是不是数算他的恩典，得着智慧
的心？是不是住在基督里，活出基督来？愿在这恩
典之路上，与主同行，“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
诀”，使祂心得满足！
补记：2018年2月11日郭牧师讲道中提到马来西
亚一个家庭在路上危急之间呼求主名而避祸，让我
和先生记起一桩该数算的恩典：那已是26年前的事
了—1991年感恩節期间我们一家三口和一对朋友夫
妇開車出遊Arkansas，回來的半路上已地上结冰，
但我们中有三人周一得上班，所以还是兼程赶回。
车出了Tulsa在高速公路上不久，車輪突然打滑，整
個車子在高速公路上旋轉起來，有几秒之久，我们
心如热锅。在此危急之刻，我突然被圣灵提醒，高
呼“主耶穌救我們”，車子瞬間便毫無損伤的停在
Median前，就是對開的高速公路中間水泥墙前。在
我们餘悸猶存当下，先生慢慢的將車子倒回路上，
而在這整個事件中，後面沒有來車，所以我們也沒
有被車撞上，之后就一路开回家去了。是的，神是
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我们是如此经历祂的信实。感
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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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夏

这段我人生中最黑暗最
痛苦的经历得从2014年底说
起了。自从我岳母9月离开
后，我开始了自己定下的减
肥计划。当时每天早上差不
多跑1万多米，饮食也减到
以前的一半。结果三个月从
210磅左右减到170磅左右。
刚开始感觉很不错，可是到
2015年1月初感觉身体很
累。当时我正在找教职的工
作，老婆也刚怀孕，我的大
女儿朵朵也才1岁多。来俄克拉荷马大学面试完回去
就感觉病了，当时感觉肠胃不舒服，身体也很累。
看着一天天过去了，可是我的病却越来越严重。到
2015年二月份中旬，我只能喝粥了，其他的都吃不
进去。每天晚上因为出虚汗都要换好几身衣服。我
当时已经不能工作而在家休息了。我感觉从出生以
来就没有病得这么严重过。我看了很多次医生，吃
了钡餐，做了胃镜，可是就是查不出病因。身体看
着一天天虚弱了。当时我还没有受洗，但是已经决
志了。有一天我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
为什么我一直祷告，病却越来越重？请不要抛弃
我。”结果第二天我同事打电话过来说她家的阿姨
可以来我们家帮忙。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因为之
前我们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保姆。圣经诗篇138篇
说：【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
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
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
力。】神是怜悯的神，他怜悯他的儿女。阿姨来了

以后，我感觉身体没有那么累
了，也逐渐恢复了些体力，只是
还没有完全康复。2015年3月初，
我已经收到了俄克拉荷马大学的
offer，但是我却怀疑自己到底有
没有好的身体去接受这个新的工
作。当时我就祷告:“主啊，如果这
是你为我预备的工作，就请你让
我有好的身体来迎接它，我一定
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
神，之后我的父母和伯父伯母得
以顺利来到美国，帮助我们搬家
和照顾我们。我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神一
直陪在我身边帮我们度过难关。有家庭之后换工
作不是件容易的事。卖房的问题很快就摆在我们
面前了。感谢神把我们的道路都铺平了。我们刚
好有个朋友是房屋代理，结果房子很快就卖了，
而且还赚了些钱。2015年4月5号，是我人生中最
重要的日子 — 我受洗了。受洗的时候感觉内心
异常的开心和平和。那时我把神在我身上做的功
都分享给弟兄姐妹了。
这 个 我 人 生 中 最 黑 暗 的 经 历 已 经 过 去3年
了。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时间，我感到高兴和感激
— 高兴可以和神这么亲近，可以在神的帮助下
得到成长；感激神为我做的一切，和他对我的不
离不弃。这使我想到了赞美诗“你的爱总是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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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以前听一位牧师讲道， 年
他说:“黑暗能使我们与神更加亲近，因为光在黑
暗中才显得更加明亮。”我曾在黑暗中，我们更
应该为主耶稣基督发光发热，这样才能为他做最
美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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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奉献时，心里有个声音说，加一
些吧！当时心里有了挣扎，心想：“这几年因
为换了工作，政府部门不像以往私人公司每年
有加薪和花红，十分一奉献理当照旧，为什么
要加啊？”不过挣扎了一会儿，还是每周加了
5.00，一年大概250.00。数目不多，而且顺服
了圣灵的感动后心里喜乐踏实。
在2017年中（大概6月吧），有一天上司叫
我到办公室，微微笑的说：“我们给你加薪
了！每个月386”，当然她也说了夸奖我工作表
现等等的话。我当时就不敢相信，对我来说是
意外惊喜。后来我祷告感恩时就想起了这年初
每周加了5.00奉献的事，心里越发感恩，我当
时想每周加5.00，实在不多，却没想到上帝把
其他的十分九给我了 (当时心里快速算了算，
在写这篇见证时，把资料拿出来计算了：从7月
起加薪每个月386，2017加薪共6个月2320，而
愛

2320的十分一是232，和我2017年多奉献的数目
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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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经历让我再一次尝到上帝的恩惠，虽
然上帝是不可见的，但上帝是确实存在的，正
如彼得前书1:8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
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
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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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个经历也告诉我，凡事顺服圣灵
的感动，尽管这个感动看来并不合逻辑，甚至

陈玉芝

不合理，只要凭信心顺服而行，上帝是谁？
被造的我们还能跟上帝讨价还价吗？可是上
帝在奉献事上清楚的应许（上帝明显的是给
你我一个机会去得祝福）：
【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

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
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
们，甚至无处可容。】 玛拉基书 3:10
当然上帝有他完全的主权，要赐福与
谁，就赐福与谁；我的分享是我主观的经
历，目的是分享上帝的信实。
除了在十分一奉献上，上帝每天透过他
的话供应我灵里的需要，在许多事情上学习
按圣灵的感动行事，是更大更美的操练。在
2017推动迎接新生事工时，一直祷告寻求神
的带领，因为同样的事工每年都做，好像越
做越吃力，新生往往参加了两个星期就再也
没看到他们回来教会。感谢主，没有让我灰
心，停止事奉他。后来和活力同工沟通，知
道过去家庭对他们的关怀十分重要。我就祷
告怎么推动教会里HOST FAMILY事工。后来就
在宣教主日做了分享，以主耶稣叫拉撒路复
活的经文分享福音事工的3大要素：福音预
工，福音正工，福音后工。主耶稣叫拉撒路
复活的三个主要动作是：把石头挪开，这是
福音预工；第二叫拉撒路从坟墓出来是福音

見

正工；第三主耶稣叫人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叫
他走（脱离缠累人的罪）是福音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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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预工是我们教会每个信徒都应该做的，
除去各样拦阻人来到上帝面前的“石头”，从这
一点宣教组推动HOST FAMILY事工，盼望圣灵感动
家庭参与，愿意主动与几个新生建立关系，并多
方帮助他们。当我们福音预工做到了，新生继续
来参加聚会，我们祷告主自己“唤醒”他们沉睡
的灵，正如主当初叫拉撒路从坟墓出来（只有主
能做福音正工）。感谢主感动弟兄姐妹的配搭，
以致2017年为主做了美好见证。我们相信主必坚
固他自己的事工。

恩

在 2018 新的一年，我开始用 app 一年读完圣
经一遍，基本上有 3 部分经文：旧约，诗篇,和新
约；我知道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不约而同的也有同
样计划，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在主的话上经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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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对我而言是全新的一年，感谢神将我
所不配得的新生活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也感谢
神给我这个机会可以和诸位弟兄、姐妹、和朋
友们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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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母信主之后和父母在主内的新关系：去
年11月父母信主之后一直没有固定去教会，虽
然我已经帮他们找了一个很不错的教会，教会
里的弟兄姐妹们也有不停的邀请。为此我也一
直在为他们的心能够成为为主结实百倍的好土
祷告。今年暑假本来是没有必要回国的（因为
安全的缘故，教授们不能去中国短宣，相应地
我其实也没有必要回国），但是我和爸妈撒娇
说，虽然我这次没有必要回来，但是为了带你
们去教会，我还是会回来。于是我爸爸说了路
得记里面很经典的一句话——你去哪我们就跟
着去哪 ^O^ 有了老爸的这句话，我就开开心心
的回国了 :) 虽然回家的当晚就和老爸起了冲
突，但是这也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血气。
感谢主，借着博导和其他弟兄姐妹们的代祷与
提醒，使我明白唯有靠着圣灵，多多强调在主
里面的信心才能帮助父母在属灵上成长。于是
从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带着父母一起读圣经，
一天读一章箴言。两周以后，和老爸撒撒娇，
于是带领全家一起读经的任务就此落到老爸的
肩上了 :) 感谢主，借着每天早上读经和晚上
看讲道（我在回国之前收集了很多讲道带回家
和父母分享~~≧▽≦~~凡事预则立），我和
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比以前更深了。我也很开心

徐燕蔺

看到他们愿意和我每个主日去教会，后来也
参加主日学，愿意和弟兄姐妹们分享、参与
讨论，愿意每天读我分享的灵修短文。父母
灵命的成长之快是我从未想到的，唯有将感
谢献给神 :)
二、读博的新生活：虽然之前从未想过读博
士，但是神却为我开了这条意外之路，带领
我可以更深入的学习神的话语和世上的各样
的哲学，这样可以在这世代中为主站立得
稳，帮助弟兄姐妹们分辨并持守神的话语。
读博的生活很辛苦，一般一周就要读完三本
书，每个学期还有至少两个25页以上的论文
要写，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都平平安
安的渡过了。也借着读博，和院里的教授们
还有同学们有更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彼此鼓
励和支持，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 唯有将感
谢献给神 :)
三、新的服事：以往每次暑假回国做短宣，
都是教授们上课，我只需要负责翻译和带路
就好了。但是今年暑假因为安全的缘故教授
们不能去中国，我想反正我为着父母的缘故
要回去，那为何不顺便去做一些培训呢？很
感谢神开路，祂赐给我机会在一个教会给附
近的几个教会里致力于辅导事工的弟兄姐妹
们培训，教导他们如何按照圣经做辅导。这
是我第一次教短期密集课程，从早上8点到下
午5点，四天的时间里面就和大家过了一遍圣

经辅导概论。很感谢神保守我们的平安并给我
们清醒的头脑上课。而且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国
内的弟兄姐妹们愿意付代价来学习的热心：有
的弟兄姐妹们请了一周的假、坐了两三个小时
的车来参加培训，晚上就睡在教会地下室的长
椅上，也没有地方洗澡，第二天一早三四点就
起来灵修祷告……真的是很感动很受激励！希
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回去教更深的课程，帮助国
内的弟兄姐妹们更好的把神的话运用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 :) 唯有将感谢献给神 :)
四、新的车子：我之前的车——小灰——服事
了我七年。虽是2000年的旧车，也陪着我走南
闯北，还从河马州搬來德州，虽然偶尔需要大
修小修一下，但也一直保守我平安抵达目的
地 。 今 年11月 初 ， 小灰 终 于 跑完 了 它 当跑 的
路，正式挂了。不过感谢主的是，在小灰挂了
之后，出于对经常跑长途的我的关爱，老爸慷
慨解囊，院长大人和院长夫人也不辞劳苦的帮
我看车挑车，还陪了我一整天，终于顺利买到
新车~~~ 感谢主！也很感谢弟兄姐妹们对此的

見

五、新的关系：今年9月底，在基督工人中心
认识有一段时间的一位弟兄拜托高牧师向我表
白，后来他也和我分享他是如何从2015年就
开始为我提名祷告，以及期间所经历的悖逆和
被神管教的过程，所以他再次确定了神的带领
和取得他父母的同意之后，就拜托高牧师向我
转达他的意思了。很感谢神，这件事从一开始
就有我的博导、属灵伙伴们、和教会的家庭的
代祷和关心。这位弟兄也愿意在我博导的要求
下从密苏里开超过十个小时的车来德州看我，
拜访我的博导、朋友们、系里的教授们、和教
会的家庭，并接受他们的挑战和劝勉。很感谢
神，他这次的来访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彼此，
也学习如何按照神的话来行，不论是学习尊敬
父母，还是学习彼此在主里面的顺服并接受神
的改变，满满的都是感恩。现在我们也是在学
习彼此更多的了解以及预备进一步的交往。愿
神继续带领我们 :) 唯有将感谢献给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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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祷，真的很感谢大家在主内的付出和关爱 :)
希望这辆新车可以更好的被使用来服事神和服
事弟兄姐妹们！ :) 唯有将感谢献给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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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燕蔺

2017年9月25日 ， 周 一 ， 正 在 宿 舍 做 作 业 的
Evelyn突然接到基督工人中心主任高牧师的电话。
Evelyn心想，此时距离中心各种营会还为时尚早，
不过既然我报名做志愿者，也许高牧师有什么需
要交代的事情？接起电话，和高牧师寒暄了好一
阵子，但都没弄明白高牧师为何会打电话过来。
终于，高牧师问Evelyn说，你觉得Philip弟兄怎么样
啊？Evelyn当时就懵了，这是什么情况？怎么突然
提到这个？于是Evelyn回答高牧师说，Philip弟兄很
不错啊，为人很谦
卑，但是我跟他不熟
啊 …… 高 牧 师 继 续
说，那你要不要为这
个弟兄祷告啊？
Evelyn更囧了，高牧
师啊，您老人家这是
要牵红线么？那也应
该是弟兄采取主动才
对的呀~~~于是高牧
师慢慢悠悠的说，是
他拜托我和你讲的哦
~~~这下Evelyn真的
傻了，脑子一片空
白，条件反射似的回
答高牧师说会为此事祷告，然后就挂了电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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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完电话，Evelyn二话没说，立刻跑去找她的
博导，一位对Evelyn的生命影响巨大的敬虔爱主的
老人家，毕竟Evelyn自己都不晓得当如何为此祷告

了。感谢主，博导虽在安息年，本来不用来
学校的，但是他每周一都会来学校教课，不
然还真找不到人呢~~~作为一个住在德州的
意大利后裔，Evelyn的博导很霸气的把腰上佩
戴的手枪掏出来拍在桌子上，说，叫这个弟
兄过来会会我。
回 到 宿 舍 之 后 的Evelyn仍 旧 没 有 晃 过 神
来，虽然已经拜托几位信任的属灵伙伴请她
们代祷了，但是
毕竟事发突然，
完全没有一点前
兆和准备。这
时 ，Evelyn想 到
了她娘家教会的
牧师师母曾分享
神是如何带领他
们走到一起的见
证——当牧师向
师母表白的时
候，师母问了牧
师一个问题“你
最近是怎么祷告
的 ？ ” 于 是
Evelyn也学习效法师母的榜样，微信Philip弟兄
道：“话说如果不介意，可否分享一下你最
近是怎么祷告的么？这样我也好明白如何更
好的祷告，谢谢啦～～～”

于是第二天一早，Evelyn就收到了Philip弟兄
一封很长很长的回信。信里面提到他是如何在
2015年起就开始为自己的感情和婚姻祷告，而且
他当时就为Evelyn提名祷告了，因为他们俩都有
全职服事神的呼召。当他祷告的时候，常常能听
到或看到一些关于Evelyn的信息，甚至也有别的
姊 妹 和 他 提 起 过Evelyn。 在2016年1月 的 读 经 营
里，Philip弟兄向神求一个印证：如果那天晚上有
人跟他三次提到Evelyn的名字，他就认为这是从
神来的印证。果不其然，那天晚上确实有三次听
到别人在他旁边提到Evelyn。（看到这里，Evelyn
笑了，她一个这么高调的姊妹，一个晚上别说被
人提到三次，就是五次也是很常见的事~~）但是
Philip弟兄却开始犹疑了，他一边觉得自己求的印
证太简单，一边想到其实他和Evelyn还不是很熟
哦，对她并不了解，神怎么就给了印证呢？他不
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了？于是他便认为这只是
一个巧合吧。在信里Philip弟兄认罪说：“我知道
我那时候开始在这件事情上悖逆主，没有遵着我
向主许的愿还愿。”再加上机缘巧合，Philip知道
了Evelyn其实比他大三岁，他的心里就更加地挣
扎，觉得不太能接受了，于是便停止了为Evelyn
的祷告。Philip弟兄提到说：“在这期间，每当想
到或听到关于‘顺服’和‘寻求主心意’的信
息，心里也有不平安，也会受责备，只是这些心
里的感动都被我消灭了。”
接 下 来 的 一 年 多 ，Philip弟 兄 都 刻 意 的 和
Evelyn保 持 着 距 离 ， 并 转 而 为 另 外 一 位 姊 妹 祷
告，但是神最终都关了门。Philip弟兄在信里感谢
神说：“我知道神的怜悯拦阻了我继续的悖
逆 。 ”在那期间，他还是偶尔会收到关于Evelyn
的信息，以及并不知情的Evelyn每次短宣前后寄
来的代祷信和感谢信。他也很高兴看到Evelyn的
父母信主，也很感恩神在Evelyn身上的工作。
时间到了2017年8月的门训，刚刚结束短宣回
来美国的Evelyn特意找到Philip弟兄和他分享她父
母信主以后的变化，以及她在国内的服事。其实

見

当时的Evelyn真的没有想太多，只是想到Philip弟
兄和她一样，都是神学生，又都是家里的第一个
基督徒，因此想要和他分享一下她父母信主之后
的成长，以此鼓励他继续为父母的救恩祷告。于
是Philip弟兄就想要重新继续为Evelyn祷告，而且
从一开始就知情的高牧师也很鼓励他继续为
Evelyn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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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结束了，开学之后的Philip弟兄在学校开
设的家庭和婚姻辅导（Family & Marriage counseling）的课上，注意到教授所教的不再是之前圣经
辅导（Biblical Counseling）的立场，而是转向了整
合心理学（integrational counseling）。以此为契
机，Philip弟兄找到Evelyn，一个圣经辅导学专业
的博士生，询问她的意见和建议。事情真的就是
这么奇妙，Evelyn暑假回国教导的正是圣经辅导
概论 。 于是Evelyn很慷慨的把自己教课用的全部
讲义发给了Philip弟兄。在读她的讲义的过程中，
Philip想起Evelyn email给他的关于短宣的感谢信里
面有提过她的见证集，他就透过感谢信里的
footnote找到了Evelyn的全部见证。读了Evelyn的
见证集之后，Philip弟兄感慨地说：“对你有了更
深的认识，越发认识自己之前的愚昧。看到你对
主的爱和顺服，看到主对你的呼召，看到神对你
的带领，你在主里面的成长，你和小伙伴们在主
前的祷告，你是敬虔值得称赞的女子。”
Philip便求主带领，说如果主仍给他机会，他愿
意顺服。他在祷告的过程中，心里的感动是不论
表白会有什么结果，都是要向主还愿的，不然心
里没有平安。另外一方面Philip弟兄知道父母不希
望自己将来作全时间的传道人，所以担心父母会
反对和Evelyn的关系。但他仍旧跟父母联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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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告诉父母Evelyn也是神学生，在读博士 ， 比 七
自己大三岁。虽然他父母一开始有一些顾虑，但 年
还是表示高兴，说只要他喜欢就好。Philip弟兄将
19
这看作是神的一个带领。在祷告的过程中，有一
天一个喜欢钓鱼的弟兄，钓了好些鱼，想给神学
生们。Philip弟兄就去他家取鱼。那位弟兄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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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有刮鱼鳞片的工具，并展示给Philip弟兄
如何用。他对Philip弟兄说：“这个你要学着
哦，说不定以后的师母喜欢吃鱼。”Evelyn姊
妹喜欢吃鱼是出了名的，这句看似无心的
话，Philip弟兄也看作是神的带领。Philip感受
到神仍然在带领，只是心里期待有更多更明
确的印证，然而他还是有感动要顺服神，向
神还愿。于是拜托高牧师转告了Evelyn姊妹他
的意思。
在信的最后，Philip弟兄写道：“当我来
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也想该如何为你祷
告，当时一个感动就是要为自己祷告，我祷
告主让我能够在你的生命中成全主在你身上
的旨意。上面是我真实的一面。我知道自己
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深深地悖逆了主，得罪了
主。我也知道自己这样犯罪得罪了姐妹你。
我也恳求你的赦免。希望上面的这件事能够
帮助你更多地认识我。也能帮助你在主面前
寻求祂的心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知道祂
所行的都是美善。”
还没有读完Philip弟兄的信，Evelyn已经泣
不成声。读完信，Evelyn便跪下来向神认罪悔
改，她认为她并不配得，但是神却是这样的
爱她，应允了她长达六年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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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1年，刚刚信主一年的Evelyn就感
觉到神对她的呼召是做师母，为此她在不同
的时段有分别为三位弟兄祷告过（然而Philip
弟兄并不在她的list上，lol），但是神都关了
门。为此，Evelyn学到两个很重要的功课：第
一，是要完全的谦卑顺服在神的里面。Evelyn
始终清楚的记得在2014年年底中心铁人三项
的最后一个营会上，神借着但以理书告诉
她：“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
神警告Evelyn如果她再不降服下来，仍旧骄傲
自以为义的话，祂是没有办法使用她的。对

于一个立志献身服事神的人来说，如果不能
被神用，那就相当于一辈子废了… 那时的
Evelyn是真真实实的被神吓到了，就像是一只
不听话的小黑羊，神不得不打断她的腿来让
她学会安静和顺服。从那以后，Evelyn才真正
的学习到 — 当要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
Evelyn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不去看外表，不
是去看一个弟兄外显的恩赐有多么的大，而
是 看 这 位 弟 兄 的 内 心 是 否 真 正 的 谦 卑 顺服
神。Evelyn一直以来向神的祷告是希望她未来
的配偶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弟兄，是一位愿意
全职服事神的弟兄，是一位在中心服事过，
是可以吃苦耐劳的弟兄，是一位在圣经辅导
上和她看法一致的弟兄。神应允了她全部的
要求！
在回 给Philip弟 兄的 信里 ，Evelyn最 后写
道：“我真的很小信，从2011年有感动做师
母直到如今，情感上仿佛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有的时候也会怀疑这感动真的是从神而来
的么？还是只是我坚持己见呢？所以从2015
年之后，我就并没有太多的为自己的婚姻祷
告了，毕竟学业忙碌也是一个很‘合理’的
借口 … 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有人和我提到
过你，但是当时的我还很狂傲，觉得我这么
高调的人，你可能‘压不住’我 … 这都是
我的血气，请你原谅。感谢主，经过神话语
的 教 导 和 打 磨 ， 我 终 于 明 白 婚 姻 是 关 乎舍
己，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也做好了不论是单
身还是进入婚姻，都要荣耀神的预备。神真
的很幽默，这个时候便接到了高牧师的电话:P
我想或许可以为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彼此来
祷告，惟愿神在你我的生命中成就祂的旨意!”
尽管 如此 ，Evelyn也 告 诉Philip， 如果 她
的博导不同意，她是不会说“yes”的。因为
Evelyn明白，年轻人都是血气又短视的，若没
有了解自己状况的属灵长辈们的把关和属灵

遮盖，是很难保守自己的心做出合神心意的决
定的。于是经过一个月的彼此了解（尤其是在
神学上）和祷告，10月22日，主日，Philip弟
兄在讲完道之后，就马不停蹄的开了十个多小
时的车从密苏里州赶来德州，拜见Evelyn的博
导、她教会的家庭（也是带领Evelyn父母信主
的家庭）、院里的教授、同学们、以及教会里
的属灵伙伴们，还在回去的路上特地路过
Evelyn的娘家教会拜见了她的牧师师母。感谢
主，Evelyn这边的弟兄姐妹们都很接纳Philip，
虽有提出不少挑战，但更多是勉励和支持。
然而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虽然Philip
的父母很开心也很支持，Evelyn的老爸却不太
乐意，毕竟从来没有见过Philip么~~~双方的
家庭背景相差也不小，做父亲的怎能放心把自
己从小宠大的宝贝独生女儿交给他呢？（为此
Evelyn特别感谢她教会的家庭，多次和她的老
爸沟通，有时甚至聊到凌晨一点 …）对于神
所允许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样一件挑战，
Philip和Evelyn也很感谢神，认为这是神教导他
们去学习孝敬父母。于是他们并未公开的承认
对方为男女朋友，也每天为父母的心祷告。
Evelyn也尝试和父母沟通，和他们分享Philip的
为人以及他的讲道。感谢主，虽然做好了效法
雅各等待拉结七年的准备，约两个月之后的12
月11日 ，Evelyn的 老 爸 就 很 开 心 的 点 头 同 意
了。在取得双方父母的同意和祝福之后，
Philip和Evelyn才在微信朋友圈上公开了他们的
男女朋友关系。尤其蒙福的是，这是Philip和
Evelyn彼此的初恋，这是神对他们极大的保守
和祝福。
后记：
有姐妹问Evelyn，你怎么知道Philip是神带
领的呢？还有，你对这位弟兄有感觉么？其实
说实话，Evelyn一开始对Philip弟兄并没有任何
感觉，但她也知道圣经中从来没有讲过爱是一
种感觉。在Philip拜托高牧师给她表白的那天

見

晚上，Evelyn考察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发
现爱确实不是一种感觉，但是圣经里面所描述
的 爱 的 特 质 ， 都 可 以 在Philip弟 兄 身 上 找 得
到，比如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其
次，Evelyn知道自己和Philip不单单在家庭背景
上有不小的差异，她也很明白他们两个的个性
相差巨大，这也就是为什么Evelyn以前从没想
过 要 为Philip祷 告 。 然 而 ， 考 察 圣 经 就 会 发
现，圣经里并没有讲哪一对夫妻是性格相和或
者互补的。当利百加答应嫁给以撒的时候，她
都不知道以撒是帅还是残疾，是开朗还是安
静，但就是因为她和神的亲密关系以及对神带
领的顺服，她就愿意离开本族本家去到千里之
外嫁给以撒。还有波阿斯和路得，虽然有彼此
相处过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婚姻的成就主要还
是和他们彼此敬虔的品格有关。Evelyn也记得
有学长分享过，从创世纪中的教导来看，在关
系的寻求中，做弟兄的应当要主动的去寻求，
愿意承担被拒绝的风险，而做姊妹的，则需要
积极的回应或者明确的拒绝。因此对于像
Philip这样一位敬虔爱主又很谦卑的弟兄（谦
卑是最难得的品格），Evelyn觉得如果对他说
“不”就真的是太愚蠢了。而且感觉是可以培
养的，在两个人开始更多的了解彼此之后，他
们对彼此的感觉也是在不断加增的
在此希望可以借着Philip和Evelyn的见证来
鼓励单身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把婚姻或者进
入一段关系当成一个偶像，而唯有在神那里才
有一切的喜乐和满足。单身的时候过好单身的
生活，做每件事情都为要荣耀神，进入关系和
婚姻之后，做每件事情亦是为要荣耀神。关系
和婚姻是需要刻意花时间花精力去维持的，是
关乎舍己和荣耀神的。浪漫和开心的感觉及幸
福的生活，是荣耀神所带来的附加分，但并不
能取代荣耀神，而成为关系和婚姻里唯一的追
求。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单身还是已
经进入婚姻的，都能立志用一个荣耀神的心态
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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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文心

在2017年美中冬令会上，关国瑞牧师问了两个
非常好的问题，值得我们很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深
思，借此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第一个问题：你到教会来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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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在教会这么多年，这个问题还真没有
仔细想过。想想看，我们起初来教会可能动机都不
太纯，大概很少人说我是为了追求真理才来教会
的，包括我自己，我开始来教会就是为了找神帮我
解决困难。有些年轻人来教会是为找男女朋友，认
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单纯没要求，比较容易得手。
有些人来教会是为了找工作,教会里认识的人很
多，弟兄姊妹又都愿意帮助人，找工作可能相对比
较容易一些。也有些人来教会是为了解除压力和寂
寞。当今社会，人们生活在诸多工作家庭压力之
下，很想暂时地透透气。信仰也成为了部分人选择
释放压力的途径，烦闷之时到教会来听听赞美诗，
优美的圣乐一起，心中压力顿时得到释放。对这样
的人来说，教会只是精神放松的地方，与看电影，
旅游并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人把教会当成社交俱乐
部,这些人觉得教会的人都很和善,不会骗人。因为
相信基督，基督徒会比一般没有信仰的人更善良可
靠，虽然自己不相信上帝，但为了认识更多的人，
山南海北的聊聊天，维持好的人际关系，就经常去
去教会。

还有些人动机好一点，听到了福音，知道
原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未来都

要接受审判，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将来是
要下地狱的！他们被下地狱的结局吓坏了，
因此一定要去教会，好买一张通往天堂的通
行证！很多人说我们来教会是为了敬拜神，
这个回答听起来像是标准答案，但其实很容
易误导人。比如许多习惯性礼拜的人每周基
本不会缺席，在教会礼拜的时间，看起来非
常的虔诚。可是一旦踏出教会的门，迎接他
的便是另一个世界。这些人有一个专门的名
字--“礼拜天的基督徒”。更有人有着敬虔的
外表，内心却像耶稣在世的时候的法利赛
人。耶稣曾经是这样责备他们的：【你们这假
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
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
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
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
善和不法的事】 (太23：27-28)。
然而神做事是奇妙的，人虽有各种各样
的愿望来到教会，但神也会利用这些欲望成
就他拯救灵魂的工作。其实神让我们来教会
最终目的是让我们改变，生命得以更新。就
如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教训的， 【 你们学了基
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
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
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
的 ， 有 真 理 的 仁 义 ， 和 圣 洁 。 】 （ 弗4:2024）曾经听到这么一句话很精辟：“教会是
罪人的医院，不是圣人的展览馆”。我们罪
人进了医院难道不想变的健康，最终康复
吗？所以，在教会一定要让神改变我们。
当然这种更新和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经年累月让圣灵逐渐成就在我们身上。
就像破茧成蝶的过程，一只肉虫，经历了生
命的蜕变，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虽然过程
是痛苦的，作茧自缚，中间也许领受很多神

心

的管教和引导，但是蜕变之后的生命却像蝴
蝶一样的五彩斑斓，更有神的美好形象，更
能荣耀神。基督徒不应该是仅仅得救，仅仅
做礼拜，还要让圣灵帮助我们学习服事主，
委身基督，及过得胜的生活。在思想、言
语、行为、态度、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
靠着神的恩典，为神作美好的见证。使得世
人看见我们，从而看见了造我们之主的形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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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牧师的第二个问题：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
么?
答案也是“改变”：把人从教会外转变
到教会内，完成耶稣基督托付的大使命。神
通过圣经给了我们大使命，【所以你们要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
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28:18-20）
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使人作门
徒”，这样看大使命主要内容反映在两个方
面：1、“凡我说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
守”是指信徒生命质量上的提升，就是我们
在第一个问题中提到的基督徒生命的改变。
2、“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是指门徒数量上的扩展，把福音传到了四面
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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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人生》作者华里克牧师牧养的马
鞍峰教会宣言是这样写的：“带人来到耶稣
跟前，并使人成为祂家中的成员，使他们在
基督里成熟，装备他们在教会里参与事工，
在世界以生命宣教，以此来荣耀神的名。”
这个宣言其实是用另一个方式阐述了大使
命。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带人来到耶稣跟
前，并使人成为祂家中的成员。有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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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哪天你多年未见的一位朋友如果突然联
系你，很可能是下面三个目的之一，向你借
钱，向你推销，向你传福音。但是我觉得后
者与前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两者无
非是向你索取，而后者则是将神的恩典和祝
福送给你。
同样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保罗说到，
【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弗4:11-12）所以教会
一定要热心传福音。这次冬令会上另一位讲
员华欣牧师也提到，持续发展的教会一定要
有两到三个年龄组的细胞小组，说明教会还
有活力。感谢神把UCO放在我们教会附近，
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样热心给学生们传福
音，关心他们的灵魂，我也非常受激励。虽
然我们每年都积极地做，但信主的学生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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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很多。我也想借此鼓励大家，《圣经》
说：【若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口
称耶稣基督为主】 。(林前12：3) 神也对我
们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
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只有
藉着不断地祷告，不灰心，不气馁，去传福
音，而当圣灵在学生的生命中动工的时候，
他们才可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务要传
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
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
勉人。】（提后4:2）
愿神祝福我们教会，继续成为一个建立
生命和宣教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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