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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團契成長的小篇
在六年多以前牧師想在教會裡組成一個屬於年紀較長一點的團契,
請他們來一起查經,學習神的話語更加認識主.所以Lucy就開始召集
參與的成員,這個團契的名字也想好了叫做”喜樂團契”。

我們每星期五的上午10點鐘在教會裡以唱詩歌的方式開始,然後牧
師帶領我們查經.按照聖經來教導,我們學會禱告我們彼此分享在主
裡面的經歷和感動.

喜樂團契成員中多是年紀較長的弟兄姊妹,他們大多數已經完成了
人生的各種工作,在家裡頣享退休後的生活.現在來到喜樂團契藉著
牧師的牧養及教導,幫助我們在屬靈的領域中更加認識主,親近主並
學習主的樣式;有人幫忙搬桌椅,有人倒茶水,有人司琴,有人擔任關
懷,聯絡,安排會後的餐食,有人負責清潔場地,有人管理帳務有人負
責接送.大家都懷著謙卑受教的心齊聚一堂,充滿了朝氣,團結,火
熱,愛主的精神不斷地追求長進。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2,13,14節裡很明白的告訴我們:”弟兄們,
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的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裡面治理你們,
勸誡你們的.又因他們所做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
此和睦。我們又勸兄弟們,要警戒不守規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
持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在這裡我們有愛,有淚,有笑聲,我
們更有主在我們的心裡,讓我們同聲高呼主啊!我們愛你,是你先愛
了我們。



張Kathy 姐妹 

在我26歲時就信主受洗了,年輕的

時候家裡面經營生意,因為需要人

手,我就留在家裡幫忙,也就沒有

太多時間去教會學習聖經敬拜神,

慢慢地一忙起來就更加疏遠教會

了。

在1997年9月不幸身體起了變化,罹患了乳

癌,因為需要手術並接受治療,只好從生意

場上退下陣來,好好對付身體上的抗癌治療

手段。沒有想到兩年過去了,突然發現癌細

胞已經轉移到了肝上面去,又要接受手術切

除。醫生在開刀時發現癌症在離血管只有2
公分處,醫生都擔心唯恐不能掌握,醫治的手

段太危險了。就在最危急的當兒,神給醫生

一個最大的智慧及細心,手術順利救了我的

小命。上帝的恩典奇妙的幫我解除了可能致

命的關口,衪給我一個嶄新的生命,我又能夠

好好的活下去了。

謝謝我慈愛的神,我下決心好好回到

教會去親近神,學習神的教導衪的話

語,做個好兒女行神的道努力追求。

到了今年9月,病魔又來侵害我,我的

輸尿管發生問題又要面對手術的過

程,我真是怕極了,自己不停的禱告，

教會的牧師及姐妹們都為我勤加禱

告,禱告,迫切的禱告,神是聽禱告的

神。

在羅馬書八章26節說:”我們的軟弱有聖靈

幫助，聖靈用說不出的嘆息替我們禱告，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 天父為我預備了做手術的一切工作，

在衪的帶領祝福之下,我又平安度過了這個

手術。萬能的主,全能的神,在我生命過程中

經歷了這麼多次手術的危難,生命一直就掌

握在衪手中,衪一直在我身邊與我同在，神

的慈愛恩典真是數不清算不完的。我祈求活

在主的裡面,是衪先愛了我,感謝讚美主我的

神啊！

陳 Fong 姐妹
我從小受家庭和風俗的影響有點

迷信,我來說只要能滿足我的願

望,什麼神我都會胡亂祈求,不會

落下任何一個。可是自從我來到

美國之後,受到身邊朋友的影響,慢慢地接觸

到主。但我也只是感覺到教會的氛圍很好,

我很喜歡來這裡。呆的時間久了身邊的朋友

也慢慢地向我傳福音，從剛開始

的不信到半信半疑,直到有一天我

在教會聽到聖歌的時候,我的心中

就有一種莫名的感動,突然有種想

哭的感覺,覺得內心特別的溫暖後

來有姊妹告訴我,這是聖靈的感

動。就是這種感動是我想要去

更多的認識神,從此以後,我就每週

都帶著寶寶參加禮拜聚會,聽牧師講

道,參加主日學的學習,參加團契聚

會讀聖經進一步認識神。

是神給了我方向,給了我關愛,在我無助的時

候給了我力量。我現在每天都學著祈禱,祈

禱我的老公,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的兄弟

好朋友,所有愛我的人都能喜樂平安感謝神

對我的大愛,我願意接受神做我生命

的救主。親愛的主,我願意在你的面

前承認我是一個罪人,我願意悔改歸

向你,我願意求你進入我的生命,讓

您成為我生命的救主赦免我的罪,我

渴望成為你的兒女,得到你所賜的平

安祝福和永恆的生命.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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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蓮 姐妹
我從小失去母愛,我是跟著僕人過活

長大的,我從來不知道耶穌是誰？自

從Lucy姊妹帶我去教會並參加了喜樂

團契以後,我心裡十分快樂,因為那裡

是神的家,有經驗豐富的牧師和熱情

的朋友,我感覺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

救主,任何的困難他都為我解決並給

我安慰,我雖然已是年老可是我還是很有福

氣的。

年今年感恩節左右我在家洗澡時,不小心跌

倒在地,當時家中只有我一個人,只有等到兒

子回家後才被送去醫院。檢查後方知胸部肋

骨折斷了三隻,苦不堪言。我只有呼喚耶穌

的名字請他來幫助我、救我。後來被送去復

健醫院接受鍛煉復健,，我感覺好

辛苦好痛苦,我一個人在一個只有

說英語的醫療地方治療,很不方便

更是愁雲滿天。我每天都祈求耶

穌來幫我早些離開這個地方,終於

耶穌帶我完成了治療手段,送我回

到女兒家繼續後面的在家療養工

作。

這種的傷痛別無他法,只有自己在

家靜心休息。兒女們都有他們的工作不能時

刻在我身邊陪伴照顧我,我只有一個人在家

裡讀聖經、禱告神、求他做我隨時的依靠和

幫助。我可以清楚的感覺到他是在救我，他

的大能力一直在我心裡,我要繼續求神看顧

我身體的軟弱,心靈的安慰。謝謝主愛我的

神。

小時候我家對面是修道院,我們家有

三個姐妹常常到那裡找修女玩.修女

對我們很好,有時要上課講耶穌的故

事給我們聽,還分卡片給我們,愛我

們。三姐妹都先選漂亮的,其他的才

讓別的小孩子選。修道院那裡有圖書

館,我常到裡面找簡單易懂的聖徒的

書來看。有一位教鋼琴的德國修女問我要不

要學彈琴?她要教我,我竟然說不要。好笨!

真遺憾。

因為和修女常常接觸,愛上了當修女。常以

與修女在一起為驕傲。高中時就住在聖功女

中的修道院內,每天過修院生活但上了大學

認識了我先生,帶他受洗歸主以後,我忘記了

想當修女,反而談戀愛結婚生子。但對信仰

並沒有改變,再忙再累即使出門在外一定先

找教會,甚至到了南美洲玻利維亞也一定先

找教堂。每個週日一定上教堂,

即使他們用西班牙語我還是進去

不會因此而找藉口不去守聖日。

我的兒子因生產時臍帶繞頸以致

缺氧,致使他腦部受損而成為一

個人稱智商不足的孩子。在他15
歲到25歲這段期間常常不開心,

就在我們不注意的時候自己走了

出去。在路上無目的走著走著直到我們找到

他。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他又跑出去了。我

開著車慢慢地開,一路在找心裡焦慮萬分,

心想這一下晚上的查經班沒辦法參加了,一

直呼求主手握著方向盤有一個溫柔的聲音對

我說:”你為什麼只看這邊,為什麼不看那

邊?”噢!對啊!然後把眼睛往對面那排樹木

看去,正好看見我的兒子站在那裡,他眼睛也

看著我。當時我們四目相對,那情景永難忘

懷,這是我第一次這麼真實的經歷神。他是

又真又活的神。約翰福音九章門徒問耶穌:

生來瞎眼的是誰的罪?是這人呢?或是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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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耶穌說:也不是這人,也不是他父母而是

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2010年我和先生發生了車禍,把我先生接走

了,每個晚上我無法安眠;常常坐在床邊掉眼

淚。有一次一雙看不見的手在我身後,按在

我肩上但並沒有觸碰到我,我卻感覺到那就

是我的主耶穌。那雙釘痕的手在撫摸我的當

兒,真的感受到神的愛,像一股暖流,流進我

的心里。 

啟示錄14章13節說:”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

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是

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

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我先生也在教會服

事,他是長老。我們確信神的話,他的應許必

不落空,我們有盼望將來必在天上相見。

我每天忙碌但一定禱告,讀經過著我的信仰

生活,有神同在並不孤單,有神的話語餵養並

不寂寞,有屬靈的家,有愛我們的牧者殷勤教

導我,求神一件事;就是讓我有好的腳力,眼

力走完我的一生.我知道耶穌去是為我們預

備地方,預備好了就來帶我卻讓我在睡夢中

在敬拜中在禱告中求主不要讓我受苦病痛折

磨也不要我的下一代為我受苦。求神讓我的

後代子孫也能愛主。服事主.敬畏主因為我

經歷了好多神的恩典,信實.我嚐到主恩的滋

味,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活在我心裡。

弟兄姊妹!我們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里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陳 Mandy 姐妹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在人生中我們會遇到很多困難和

挫折,會感到灰心因為我們想要的

不能得到。1995年我帶著兩個兒

子移民到美國,兒子讀高中畢業

後都申請到東部大學就讀。大兒

子學商,畢業後去上海的外企就

業。兒子畢業後繼續留在波士頓

的TUFTS的牙醫學院深造四年。我

一個人在加州並不感到寂寞,因為

當時我有盼望,可是畢業後他告知

我他要去紐約工作。我完全沒有

心理準備,我真的不知道怎樣一個人住在加

州。那天晚上一直到天亮我都沒睡,停的念

著,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我的主啊！到中午奇

蹟發生了,我接到兒子來電話說:”媽媽我要

回加州了。UCLA退伍軍人醫院請我做住院

牙醫並且在UCLA進修。”我知道這是神的

大能他知道你心裡密密的情願他知道每個隱

藏的夢想。昨天和今天的心情完全兩樣，我

突然想到約伯記42章五節所說

的:”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

眼看見你”。眼淚不禁流下來

感謝上帝！

由於我是視力不好不敢開車上

高速公路只能開local。所以我

一直在附近的美國教會聚會，

直到去年九月份,收到一張加

略山華人基督教會的邀請函。 

因為離我家很近,之後我被黃

奇光牧師和黃奇豐牧師以聖經為基礎的講道

所感動。感謝上帝帶我來到這個教會,有這

麼好的牧師來牧養我。最後我想說的是,假

如你碰到困難不要陷入附會的誘惑因為上帝

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人生的下一站,衪有解決

的辦法,保有信心因為時間是公平的。你的

心在哪裡你的收穫就在哪裡,恩典總是隨著

感謝神而加多。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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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Helen 姐妹

在好多年以前,我開車去到一家24小時營業

的沃爾瑪市場購物,買好了東西高高興興的

開車回家了。我行駛在57號高速公路的途

中,因為是晚上10點多鐘路上車輛並不擁塞,

相對來講交通狀況還蠻順暢的。當時我在右

邊第二條道上開著,車速也是六十多里,忽然

我看見一輛購物車橫卧在高速公路的路面

上,一看到它,本能的反應是要閃過它,可是

它卻正經八百的臥在路面上,我當時根本沒

有時間去做換線的準備,因為已經要撞上它

了。於是我馬上轉方向盤向左打去,當時大

概是高速度在進行,沒有慢下來的空間,車子

突然轉向,立馬處於失控狀態,橫著向左衝

去,怎麼樣都控制不下來,車子橫著衝過了三

條道,再也打不住,眼看就要撞上南北雙向的

中間分隔厚實的水泥牆了,當時的氛圍我抱

著這是一個車毁人亡的結局,我已經無路可

走只能撞牆了。就在那千鈞一髮之際,只有

大約一張紙的那個空隙,車子打住了,我還得

馬上轉向右邊,讓車子回到車道中來,但車子

仍然在失控之中,當時我也被嚇得魂都不在

身上了,車子向右打方向盤,還是橫行在高速

公路上面, 一直衝到了右邊的矮樹叢,這時車

子才慢慢回到緩慢的速度中來,我必須把車子

開回到正常的軌道中,當時看了一眼後視鏡,

才了解了一下車後的交通狀況,這才發現剛才

的那一幕驚險,車後的那些開車朋友們都已經

將他們開的車停在原地不敢向前走,他們怕是

以為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個醉酒駕駛或是一個

瘋子在開車,全都不敢接近我的車,等我開順

了過來,一切情況才恢復了正常化。驚魂甫

定,右腳已是抖的無力再踏油門,我也不知道

自己是如何把車子開回家的。寫到這兒我才

突然悟到,當那千鈞一髮之際,若不是神的恩

手擋住了我的車子去撞到水泥牆,我是死定了

的。

親愛的主,是你在我最危急之中即時向我施恩

拯救了我。在以賽亞書33章二節說:”耶和華

啊,求你施恩於我們,我們等候你,求你早晨做

我們的膀臂,遭難的時候為我們的拯救。”

神為了要使用我,造就我,賜給我生活中各樣

的亮光及恩典,扶持我走在祂的道路中堅強有

力量,榮耀祂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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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Welma 姐妹

轉眼又是一年將近,在迎接新

年的到來之際,也回首過去這

些年的歲月是如何度過的？

六年前一個週五晚上去團契聚

會,由于天黑視力不好而出了

車禍所幸車毀人未受傷,因而

轉到CCCF耒聚會。團契在週

五上午十点聚會,團契的成員

多半是年長及退休人士,對甫

受驚嚇的我而言如獲重釋。來

年的春天,在一位對老弱殘疾有負擔的牧者

號召下,一些七老八十的長者要去台灣短宣,

對我而言無非是生命的又一章。

原以為退休生涯只是一成不變的早睡早起三

餐自理的生活,在發現原住處附近每週二和

週四的清晨8點有年長者晨走會,每週二晚間

有長者的電腦會,以後每週二晚就成了我的

電腦知識成長地。週五下午可以把有關電腦

的問題帶到Lab去有專人替你解憂。甚而有

之,每隔一週的週四晚上在開車半小時的城

市有攝影協會的照片分享和專業講解攝影

資訊,對喜愛攝影的我,又有了一個學習和分

享的去處;透過相機鏡頭,我發現了神的創造

之美跟志同道合的人分享彷彿嚐到人間的美

食!偶爾還會外出去攝取佳景。還有每週三

的Bible Study Fellowship的聖經研讀課。如

此緊湊的時間表居然讓我有上班的感覺,所

不同的是這些都是情之所至,

參與感和分享內涵更是額外的

Bonus。

我的短宣經歷：

在我38歲的時候開始參與不同

基督教機構主辦的短期宣教的

服事；從向Navajo印地安保留

區的印地安人到西伯利亞的

“倒爺”,拜訪中國雲南大理

的宣教機構,在中美洲巴拿馬

慰問早期去的華僑,直到6年前

回到我生長的台灣在屏東向育

幼院童,伯大尼的智障者,雲南

騰衝返台的老兵及少數民族(山地同胞)分享

主耶穌的愛。也去過泰國清邁的痲瘋島和痲

瘋病患愈者去教會崇拜,並拜訪當地的基督

教總會。今年還去了台灣五個城市好幾間看

守所和監獄探望受刑者。共有555位監獄學

員聆聽走訪牧者的個人見証及鋼琴獨奏及演

唱,共有149人決志信主。

從這些走訪的對象中更体會：人雖然有肢體

和心靈上的不健全,但當他們願意放下自我

來接受主耶穌時,就會有不同的生命。對我

一個從職場退休的基督徒而言,能在有生之

年走上短宣之路是我最大的福氣。

人生年日即消逝,為主所作始常存,傳主福音
要趁早。求神也能使用你在不同的人生階段
為主活得更炫麗。

5

創造諸天的耶和華,製造成全大地的神, 
祂創造堅定大地，

並非使地荒涼,是要給人居住 。
祂如此說: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神。

以赛亞書45：18



2010 年5月5 號我在USC Hospital
做了一個腦膜瘤開頭顱大手術,

腦子裡長了一顆像高爾夫球一

般大的瘤還好是良性的。手術

過後被送到加護病房,家人都來

看我以為我要死了。感謝主！

手術很成功,我醒過來以後路也

不會走了,每天早上護士都會來

問我:你知道美國總統是誰嗎？

我說是歐巴馬,他們怕我會有失

憶。還好我腦子清楚,接著就要做復健了。

在USC呆了11天花去20幾萬,後來轉去Gar-
field Hospital去做復健,因為我的保險的緣

故,應該在Garfield Hospital去開刀的,可是醫

生說這家醫院開不了這個刀。這讓我想到,

這一切在冥冥之中都有主的安排。於是我又

回到這家醫院做了16天的復健,他們給我的

功課有丟沙包、投籃、玩積木、學走路、爬

樓梯等等,那是教你回家後如何過正常的生

活,在最後一堂課還給你10塊錢,帶你去市場

買菜,第二天到廚房坐在輪椅上去做菜,真不

知道是如何度過的。那個時候真的以為自己

不會走路變殘廢了,心情非常的沮喪,有一次

送餐時來的時候拿起刀子想割腕自殺,到了

晚上又拿了一條大毛巾想勒死自己,又想回

家後跳到游泳池裡淹死算了。現在想想真可

笑，還好當時只是想想而已,否則我就看不

到我那兩個可愛的孫子了。這個手術總共花

了我60萬元,回家後一個禮拜,tumer處產生

了積水壓迫到神經全身難過快死了,又回到

USC住了一個星期,從脊椎處導

引出積水來又花了10萬元。

最後總算可以走路了,但因為

小腦受到了傷害所以我身體

的平衡有問題,必須拿著拐杖

來走路,感謝主！我還能夠走

路，醫生叫我先不要開車,我

還是要感謝主！幫我找到了現

在居住的房子,有公交車可以

去教會,我也可以自己走路去

教會。我住的那個房子,本來已經有好多人

要來買,但是又是冥冥之中是神留給我住的,

因為神知道我的難處不能開車,感謝主！

2020年是我開顱手術10周年紀念,主賜平安,

我度過了這平安的10年。我這一生經歷了婚

姻、人際關係、生活上的各種磨難,以前還

有憂鬱症、失眠還要看心理醫生,但現在我

靠著主得勝。在勤讀聖經中讓我認清楚了很

多人間的事,在耶利米書17章9到10節,羅馬

書12章19節裡面給我很多鼓勵,這世上的一

切都將過去唯有遵行神旨意,才能得到真平

安,這是我在新年裡的新希望。 

詩篇23篇:”我雖然行過死應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

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

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

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感謝讚美主！

龔 Wendy 姐妹

”我雖然行過死應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你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篇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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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來美國之前曾經是信仰佛

教的,但自從來到美國之後,身

邊的朋友經常談起聖經中的故

事,口中常常念到的是感謝主。

時間久了,我就會覺得好奇,難

道天上真的有上帝?世界萬物真

的是上帝創造的?這怎麼可能

呢?也就是童話故事說給小朋友

聽聽而已。後來一次偶然的機

會,身邊的一位朋友說她星期天去教會禮拜,

問我要不要一同去?我剛好那天有沒有什麼

事,想那就一同去看看到底是怎樣去敬拜神

的。當時真的就是一種試試看的心理,到了

之後看到的是張張熱情的笑臉,就連是五歲

的小孩子,都熱情的跟我打招呼,跟我說:你

好!當時我的心裡暖暖的,有一種久違了的家

的感覺,特別是當我聽到大家用歌聲來讚美

主的時候,我的眼淚就流了出來。當時我就

決定這就是我要找的家,是我要來的地方。

更巧的是我遇到Lucy,她帶我來到喜樂團契。

這讓我有機會在牧師的帶領下,

一章一章更加有系列完整的學習

聖經,讓我慢慢地感受神是我的

恩惠,喜樂,平安。知道永恆的生

命,有句話叫:把最壞的脾氣給親

人。我也曾經是這樣的人,出門在

外都是客客氣氣,笑臉相迎,有耐

性不容易發火,當我回到家中我的

耐性就很有限,稍有不順就會發脾

氣。可是自從來到教會我們的喜樂小組學習

聖經,在不知不覺中我的脾氣就有了改變。

有一次我的孩子在和爸爸聊天中我聽到他

說:”我媽的脾氣變了,比以前更好了.” 

感謝主!我們最近在學習希伯來書11章1到39

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

確據.”

我相信我會因著信成為神的兒女。

郭 Lily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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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就是
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
的確據.”
希伯來書11:1



Sister Jessica Shen-Ho 
My testimony of my coming to 
the saving faith in Jesus Christ
I am saved by faith alone in Jesus Christ based on His finished work 
on the cross.  His death on the cross paid the debt for the penalty of 
my sin which God’s righteousness demanded.   Hallelujah! God’s 
pure and sovereign grace saved me.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Christian family.  My parents devoted all their lives to faithfully 
loving God, keeping His word and serving the needs of His people.  While I admired greatly 
their fervent devotion to their Lord and Savior,  I, however decided early on that their life 
style of sacrificial love and service was not suitable nor desirable for me.  I desired only what 
I thought and had hoped the world would offer.  Thus throughout all the years of motherhood 
and most of my marriage years,  I desperately sought after career advancement, craved for 
fame and recognition.  I suppose I tried to be an obedient daughter to my parents, a faithful 
spouse to my husband  and a devoted mother to my children.  Unfortunately, the temptations 
and the glitter offerings of the world were simply too much for me to resist and overcome.  
As the years went on, the shame of whom I had become tormented me. The empty promises 
of the world had left me completely disillusioned and devastated. I loathed waking up each 
day to another day of lostness, misery and emptiness.  The senseless and purposeless of liv-
ing overwhelmed my mind and compounded the guilt I carried in my heart.  I knew then that 
if I insisted on continue my own destructive path, my life was in danger of quickly spiraling 
downward to a point of no return.  

Miraculously and just in the nick of time, a life line was thrown at me; inexplicably I started 
to turn to God’s word. I started to read the Bible beginning with the book of Genesis.  Look-
ing back now, it was the first few words from Genesis chapter 1:1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
ated...” that gripped my heart and awaken something mysterious in my soul ‘s long hungering 
for this God who “created”.  I was so drawn to the Bible that the early morning readings of 
God’s word and my alone time with Him soon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y morning 
routine.  The more I read of His truths, the more I discovered the wretched sinful person I am 
and the more time I spent studying His word the more I began to discover a joy and gladness 
which I had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in my life.  And so it was somewhere in those predawn 
hours of long ago mornings, and among the sacred pages of His word,  I made the greatest 
discovery of all; I found Jesus Christ, my Lord and S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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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like that Samaritan woman at the well, I had been for so long searching for things that 
could not satisfy me. but on one fateful morning, Jesus whispered in my ears ; “Your sins are 
forgiven” ( Luke 7:48) and there and then He offered me a drink of His living water. (John 4:4-
26)  He promised me that with His ‘water’ I shall never thirst again.   In tears of thankfulness, 
my grateful soul accepted His offer.  I repented of my sins and I cried out to Him,  ‘ Fill my cup 
Lord, fill it up Lord, come and quench this thirsting of my soul.  Bread of Heaven, feed me till 
I want no more, fill it up , fill it up and make me whole.” (Richard E. Blanchard Sr. 1925-2004)

My Tribute  (Drew Fennell)

How can I say thanks for the things You have done for me?
Things so undeserved,

Yet you gave to prove Your love for me;
The voices of a million angels

could not express my gratitude,
all that I am and ever hope to be

I owe it all to Thee.

To God be the glory, to God be the glory; to God be the glory;
for the things He hath done 

Just let me live my life
Let it pleasing , Lord to Thee

And if I gain any praise
Let it go to Calvary

With His blood He has saved me
With His power He has raised me

To God be the glory, for the things He has done.

 To God be the glory, to God be the glory, to God be the glory;
 for the things He hath don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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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聽到一句話說:”人的盡頭就是神的

開端.”人生常常不盡人意,誰不知人生就

是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現在的社會是

一個失序又混亂的團體:同性戀思想的抬

頭,物質生活的過分追求,政治的追殺,名                                       

嘴的利益謊言,理想和現實間的落差,使我們

每個人心中壓抑著一股急扵跳脫的意念,接

著,人民追尋改變的渴望,渴望過著脫離現

況,過著簡單自由生活充實的日子,渴望著有

依靠,渴望著抓住一支可以依靠的浮木,以求

能安息在這支浮木之上。而當時愚昧的我,

卻不知這支浮木就是那位偉大奇妙的神,是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是掌管每個受造之物的

全能上帝。

1985年是我人生的轉折點,一場破碎的婚姻,

使我的幸福人生有如坐雲霄飛車一樣,由高 

處衝向最低點,這個轉折也讓我由剛強轉變

成軟弱,在萬念俱灰,凡事感傷,提不起生活

的腳步下,於1986年7月當時大兒子在當兵,

我的小兒子剛考上了台大。我在身心俱乏的

情況下,決定離開那個傷心地,在徵求兒子們

的同意並且得到他們的許諾說:”不久之後

將會相繼來美與我團聚”的諾言之後,我獨

自離鄕背井來到陌生的美國,開始了孤獨的

異鄉生涯。

美國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遍地黃金,初來時英

文不好,所以就一面唸書,一面打工,日子雖

然艱苦,但是因著兒子們的許諾給了我勇氣,

我憑著信心和期待的意志,在孤單寂寞和無

盡的等待中,我卻覺得甘甜。

有一天,台灣的弟弟突然打來一通電話要我

回台一趟,他說小兒子出事了!當時小兒子在

讀陽明醫學院的碩士班,白天與台大的兩位

同學組設一家股票的空中交易所,做父母的

我們還引以為傲。那知這突如其來的電話,

讓我措手不及心亂如麻,扵是積極的收拾行

李趕回台灣。

回台之後才知道兒子因父母離異的憂傷,加

上母親的遠行,使他頓時失去了依靠而倍感

寂寞孤單。記得在美國時兒子曾寄來家書說

中秋節那天晚上,獨自一人傷心的躺在公園

的草坪上,望著天上的月亮想著:為何我們一

家四口分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兒子因孤單

寂寞又加上讀書和工作的壓力而得了躁郁

症,並受同學誘惑吸食強力膠。面對著這樣

的發生,睜眼看著自己的真愛就這樣的被摧

毁,家人因此被搞得人仰馬翻,千頭萬緒不知

道要從何收拾起。

家人費了很大的功夫,一面寬慰受創傷的兒

子,一面與之溝通,好不容易才使他決心戒

毒,而在戒毒的過程中,不管兒子自己或是

環繞在他身邊的家人都受盡了折磨,歷盡滄

桑。戒毒之後的復健之路更是辛酸。父母必

須要有覺悟並要有耐力和毅力,陪同復健的

兒子走出這段陰霾,必須耐心地誘導他,陪伴

他,而在陪伴的過程作為父母的我們更是小

心翼翼地不能大聲對兒子說話也不能以說教

的口吻與他對談。那時父母雖然離異但是必

須同心和耐心應戰,免得他受那誘惑再走回

原路。這是漫長的路,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完

成的事。回想過往的這段路程,我並沒有因

美珠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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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為這樣的事故而認識神反而到處求神問卦

拜偶像,這是我一生的遺憾。我真是一個愚

頑的人。詩篇53章一節中說:”愚頑人心裡

說,沒有神。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的罪

孽。沒有一個人行善。”

從台灣返美之後,於1993年我從 Palm Spring 
搬到Chino,當時小兒子也因為綠卡的關係來

到美國與我同住,當我嘗盡了婚變的難堪,兒

子吸毒的困擾和傷心之後,暮然回顧歷程卻

滿懷滄桑,也就在這個時候妹妹Lucy把福音

引進我的生命中,我穿梭在教會中成為慕道

友有一年之久,老二也與我一起去教會並有

教會的年輕人引領他加入青年團契,當時的

我以為兒子的身心靈因沐浴在主愛之下,必

已全然的被醫治恢復正常。那知突然來了一

個電話又使我有如晴天霹靂。這個電話是青

年團契的輔導姊妹打來的,她的名字叫徐雅

青,當時是一個神學院的應屆畢業生。她約

我見面並告訴我兒子的行為似乎有些怪異,

原來兒子不愛與人交通總是默默的静坐在一

旁而引起了徐姊妹的注意,經過對他的關懷

之後才知道,兒子時常有幻覺,會聽到蟲鳴鳥

叫,又說晚上睡覺時,常有人壓著他的胸部致

使他無法呼吸,發生這樣的事,我與徐姊妹都

很焦慮因此我們彼此約定用迫切的禱告來為

兒子的病祈求上帝的憐憫。雅各書第5章14
到16節說:”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請

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相互代求使你們可以

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的。” 

我們一個星期三天我開車到徐姊妹的家裡

去,她從聖經中節錄一些禱告經文給我,因為

我是個初信者對聖經並不熟悉.我們就按照

這些經文向神禱告,每次禱告時我都是熱淚

盈眶的對神說:”主阿!求你給我智慧,使我

知道在忍耐中操練信心,在絕望中堅定的來

到你面前尋找力量,好叫我剛強起來可以幫

助軟弱的家人。也求你使我在禱告中被你的

愛充滿,並期盼你能站在真理上。相信你的

拯救也求神幫助我自己明白神對我及兒子的

美善心意。同時我們也請蔡茂堂牧師為兒子

抹油禱告並介紹了幾個學有所成的心理輔導

牧師到家裡來輔導他,並為他趕鬼。主耶穌

說:”凡勞苦單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他又說:我心裡柔和謙

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

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馬太福音11章28到29
節。是的,我累了,我在生活中起伏掙扎了這

麼許多年,幾乎無法再繼續承受那難以負荷

的重擔,我只有默然地倚靠耶和華,耐心等候

祂,在這同時也因通過了幫助兒子療傷的過

程中使我更加認識神。又因為雅青姊妹的愛

心和無私的奉獻,更使我嚐到主恩的滋味,靠

著主的大能大力,使我剛強壯膽,並用依靠主

的盼望,卸下重擔就算再苦再累心裡有平安,

在期盼中安靜的等候神所預備的幫助,在等

待中使我的心更切慕神。

腓立比書四章6-7節保羅說:”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耶穌基督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感謝

神,自從認識神以後,神的道翻轉了我。我順

從神的話語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所要

的告訴神並獲得神的回應。因為兒子慢慢地

釋懷了,也稍有了笑聲,對待我這個老媽也有

了和睦的關係,於1994年3月27日在聖靈的感

動與徐姊妹愛的感召並眾人的期待下,於東

安台語福音教會,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我生

命的救主歸入主耶穌的名下成為神國的女

兒。在我受洗的當日,雅靑姊妹特地從台灣

飛來美國參加我的點水禮。神啊!你竟為了

我這個罪人的受洗,差遣了一位天使來陪伴

在我身邊,我是何等蒙福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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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藉著這樣一個轉折使我想到詩篇八章3-4
節:”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

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

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是的,因為神的眷

顧使我的渴望變成真實,我不再是愚昧人,只

知抓住一支浮木。我已明白這支浮木是救世

主耶穌基督。箴言28章26節說得好;”心中

自是的,便是愚昧人。憑智慧行事的,必蒙拯

救。”感謝主,你不但拯救了我也使我領受

豐盛的恩典。

兒子在我受洗之前就已返回台灣工作,他在

台期間,我的日子時常處在牽腸掛肚中,怕他

再次遭遇到患難時又動搖他的信心,更怕那

誘惑人的又來誘惑他。心中的記掛成為我與

神之間的密切交通,我的心默默無聲的等候

神。因為我知道,我的救恩是從衪而來,更期

盼著這個救恩也臨到家人身上,尤其是兒子

的平安和早日認識神並歸入衪的名下.主也

藉著詩篇23篇4節來勉勵我:“我雖然行過死

陰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

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的牧師䔥彼得也

常在聚會時鼓勵我,安慰我,叫我不要憂愁。

說要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因為

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前5/16-17)並為兒子的健康和認識神做迫

切恆久的禱告。

終於在2010年我們晝夜的呼求達到神的面

前,我們熱切地禱告神也聽到了。那天兒子

從台灣打來一通電話,不再是令我驚悚的電

話而是像天使報佳音的電話,我聽到兒子受

洗並接受主耶穌成為生命的救主的信息時,

我熱淚盈眶雙手顫抖著說不出話來有數秒鐘

之久,似乎有股電流在身上灌流全身,我呼叫

著:”我的神啊!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

也是我所喜愛的。”

我還有未盡的心願,求主憐憫;我願再一次為

大兒子一家的救恩做恆切的禱告,直到力量

殆盡。直到他們蒙恩也必終日不停。但我                                   

必順服上帝的時間,堅信上帝終會讓大兒子

知道有人在為他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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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Sherry 姐妹 				雲上太陽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歷程中常會

有晴時多雲偶陣雨,但是神做所

造的大自然,在平凡之中可以看

到神的愛。在主裡面有平安,他

是我們隨時的幫助,要信靠祂遵

行他的話語,仰望主的再來。我

們的主既然揀選了你我他,而上

帝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中也

是有計劃的,即使會有痛苦也是

衪所應允的,我們只要憑信心信

靠主等待上帝的帶領,衪的計劃會隨著年月

的過去而逐漸清晰。把每一個痛苦歡樂都

放在上帝的手中,衪會應許幫助經過所有的

轉變。

我是家中排行老二,因為工作的關係,信主

是家中慢半拍的一員,但是也總是在家人

禱告裡時時仰望神有平安有喜樂感謝讚美

主。我愛我的媽媽她是個立志要做代禱的

勇士,她倚靠主事奉主到各處傳福音作見

證,他是如此的勇敢又自然不畏艱難,一生

愛主愛人事奉主,她的好行為是覺得我學習

尊重的。在2007年的五月媽媽已經82歲了

但她仍有一個心願,在她有生之

年去傳福音給她家鄉尚未信主的

弟兄姊妹,那次有我妹妹陪伴她

老人家去到福建長汀給教會做見

證,為人禱告而就在回台北那天

她得知我大姐病重,她馬不停蹄

地飛回美國,而我大姐就在見到

媽媽之後的第二天病逝了。這是

多麼晴天霹靂的事呀情何以堪？

這叫我一直無法釋懷,如此愛主

的媽媽完成她家鄉傳福音的心願之後,所得

到的竟是錐心泣血的回報,而大姐卻是媽媽

在傳福音上的好幫手，然而卻被主接走。我

幾乎動搖了對主的信心。主啊!你在哪兒？

經過了幾個月的調適之後那份傷痛和不捨,

媽媽要我把悲痛轉向神,那是多麼大的安慰

啊！此刻我才終於明白,大姐常在生前告訴

我雲上太陽的境界。不論是住在那美麗高山

或是躺臥在陰暗的幽谷,當你抬起頭來你會

發現主已經為你我而預備了。尼希米記八章

10B節:”你們不要憂愁應靠耶和華而得的喜

樂是你們的力量。”有主真好！

  “...你們不要憂愁應靠耶和華而得的
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希米記八章10 B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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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的池塘裡盛開著荷花綠葉,

蓮蓬香萬下有個美麗的水中世

界。一群無拘無束的小蟲子在玩

耍喜樂,遊戲爭食,快樂得無憂無

慮,他們不在乎與病毒細菌共存,

心滿意足地活著,認定世界之大

就是這一片水下樂園,沒有追求,

絕無奢望的活在自以為是的幸福

之中。不久幼小的蟲子發現,有

些夥伴長大了,變老了,生病了不

喝,抱著荷葉的長桿,一步一步艱難地往上爬,

牠們爬出水面在陽光照耀之下乾枯了,再也不

見牠們回到水中世界裡來。小蟲子問夥伴們:

他們怎麼啦？大家都說不知道。他們去哪兒

了？小蟲子又問:我們是從哪裡來的？大家搖

搖頭還是說不知道。神說：不知道從哪裡來

的稱為“生”,不知道往哪裡去叫做“死”。

小蟲子們聽不懂,搞不明白生死哲理仍然與細

菌病毒一起,該吃,該玩,快活一天是一天,管

他是生還是死。

終於有一天,小蟲子也老了,也覺得病了,不吃

不玩,整天頭暈目眩抱住蘆葦,他艱難的往上

爬,深夜爬出了水面大口大口的喘息,在黎明

的朝陽照耀之下,小蟲子慢慢乾枯了,僵硬地

凝固在搖晃的蘆葦尖上,結成一只硬殼,小蟲

子死了。

幾天之後,又是黎明的朝陽照耀在

這枚硬殼上。奇蹟發生了:小蟲子

的硬殼破了,鑽出一只長著金色大

眼睛,乾淨美麗的蜻蜓,牠抬頭環顧

藍天白雲,舒展身軀,展開翅膀在

山谷花叢裡,在比水中更大更美麗

的世界裡自由飛翔,新生的小蟲低

頭看看地上的山水湖泊,再也不想

回到水下世界去了。神說:因為他

們的蟲是不死的,牠們的火是不滅

的。”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這就

是生命的昇華,這就是新生的復活。

過去我們人類堅信眼見為實,但被事實否定了

眼晴.大自然無數個物種都像小蟲子的演變一

樣經歷著生,死,進化,復活的新生奇蹟。這些

事實對人類尋求真知和解救有著無可變辨駁的

啟迪。

人類的“生”具有私心和物慾的原罪,這些罪

惡之源,曾經給世界人間留下過無數次的災

難。我們祈求在神的旨意指引下,不斷的反省,

悔改,禱告,拋棄罪惡的私心和物慾,如同帶著

細菌病毒的小蟲子變成乾淨美麗的蜻蜓一樣,

復活成具有純潔善良心靈的新人,我們堅信人

類自我新生,復活和生命的昇華,有信心讓這

世界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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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學四年級時,我母親信主給

我禱告讓主開我的明悟,給我智

慧。那時我開始懂得愛家,愛鄰

舍,愛同學,愛老師。放學回家，

家裡窮餓的荒，鄰居給我吃的。

還有一位討飯的老奶奶把討來的

白饅頭給我吃,使我更為感動，

開始信主。由於信主改變了我的

狀態,從寫字畫畫學習都發生很

大的變化。我開始辦起黑版報，

做義工,一邊學習一邊教小學生

課。從小學中學大學一直都在做

義工。

那時共產黨來了,不讓信主,但主的愛耶穌的

愛,這顆種子一直在我身上不變,有主的愛,

同學的愛,老師的愛一直在我身體現。我也

把這種愛,愛在老師和同學身上。老師讓我

去大城市讀高中,走大學的道路。可我小的

時候,家裡貧困,染上鈎蟲、黃疸病,高中大

學兩次住院都是老師和同學的愛得醫治。在

上大學期間,主的愛耶穌的愛這顆種子讓我

開始幫助同學,和老師一起度過了文化大革

命帶來的苦難,我本人也挨整。

但是上帝給了我更多的智慧和能

力,我先後創造發明了10多項產

品和儀器,並且創建了三個化工

廠。

90年初我公派來到美國公司工

作,由於該公司產品不過關,我就

沒回去了。後來我的太太和三個

孩子也都來到美國家庭得以團

聚。來美之後很快就回到主的家

和主的懷抱裡,教會和兄弟姐妹

的愛使我終生難忘,由於主的愛和主的同在,

讓我在事業,學業,回應家庭都得到滿滿的祝

福,感謝主!耶穌活在我的心裡,就是我永遠

的盼望。因為自己感到讀經少,對家裡的關

懷少,但是一直有主在我的心裡。

一路走來都有喜樂平安,都有滿滿的祝福,都

有永生的盼望。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

識主耶穌,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

穌,走在高山深谷祂會伴我同行,我知道這是

最美的祝福。(詩歌444)

李同樹弟兄									活在主的愛裡,靈裡和兄弟姐妹的愛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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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在2017年的7月得知自己患了乳癌心

裡確實惶恐不安,經過了一系列的檢查,我終

於決定在2017年10月12日接受乳房全面切除

的手術。

那天一大早,在先生的陪同下

入院去進行手術.在手術前是

要打上點滴注射的,因為要切

右邊乳房所以靜脈注射要打

在左手上,但是護士不容易找

到靜脈血管,把我的手臂弄得

好痛好痛,搞了半天只好由

另外一位護士來,在我左手

腕上,只用一次就尋找到一

隻靜脈血管我當時馬上淚流下來。慈愛的天

父,祂聽到了我的禱告,讓我免得再受皮肉之

苦。這是我第一次經歷了神。祂是聽禱告的

神。

在那段時間裡,因為聽到收音機裡的廣播宗

教節目,知道在Chino有一個加略山華人基督

教會,於是我便來參加了主日崇拜。雖然去

教會時間並不太長,我學會了禱告,我向神祈

求: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慈愛的天父,我需要

你的幫助,求你的恩典,從現在開始時時與我

同在,保守我的心懷意念在你裡面能夠得到

平靜和安穩。主啊!你是全能的大醫者,求你

的大能和憐憫來醫治我,

也求主在手術中從頭到尾

和醫生及護士們同在,賜

給他們足夠的智慧及能

力,幫助他們竭力的為我

順利完成這個手術。完全

的醫治,我這樣的禱告祈

求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門!

在2018年4月1號的復活節我接受了洗禮.感

謝神是祂揀選了我,受洗後我開始多讀聖經,

因為更多的應許和祝福都在聖經裡可以讀

到。我參加了喜樂團契,在牧師的教導之下,

慢慢學習也體會到神的話全都在聖經裡面,

我也認識了許多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學習上進

追求。感謝讚美主!阿門。

劉 Linda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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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我先生因公派去美國學

習工作,因為該產品不過關就沒

有回去了。後來我到美國探親,他

從小就信教,來美後如魚得水,找

到渴慕已久屬靈的家。就這樣我

跟他去教會多年,聽牧師講道姊妹

們傳福音,我還在教會裡服事看小

孩。在這段期間裡我耳聞目睹還

親身感受到兄弟姐妹之間互相關

心,行善事幫助他人,幫助弱者和

新來的留學生,我也親自領受到他

們對我的愛,在他們的感召下主也向我召喚,

於是我在2001年受洗投入到主的懷抱成為一

名基督徒,感謝主！

受洗之後我逐步地認識到我所信的主,是造天

造地創造宇宙萬物的主,是大愛的主是救世

主,天上的父我要更親近祂。所以不停止禱

告,讀經,聚會。我從不停止參加教會的各項

活動,從前不認識主,來美後都這把年紀了才

受主感召,所以更要爭取時間參加更多的活

動,去更多的認識主更多的親近主,在主里提

升自己的靈性,我感覺在主裡有平安得安慰,

去教會是不可缺的。

平時我每天都有幾次的禱告,當有特別的事情

時還要更多的禱告,每次都感謝主的傾聽並施

恩。想到2001年8月7號那次大搬家,要從達拉

斯搬到洛杉磯,主耶穌是一步一步的帶領幫助

我們。首先保佑我們的身體,從我們五月中決

定到8月7號搬家來洛杉磯,這段時間達拉斯非

常炎熱,每天都在100度左右,晚上都要很遲

才會降下溫來,我們全家沒有一個人鬧病,感

謝主!在買賣房屋和搬家當中,主對我們不離

不棄,祂一直與我們同在。當時因為我們和女

兒住在不同的地址,要搬家必須在兩處分別來

搬家具,時間的運作安排比較困難,但是聖經

腓利比書四章六到七節上說:”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

告,祈求和感謝,將你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

念。”

搬到洛杉磯以後,女兒還沒有把

所有的東西整頓好,她就已經找

到工作了。有一天早晨我和先生

遛狗到附近的小公園,碰到一位

漂亮的女士她也抱著一隻小白狗來公園,很

快的兩隻小狗就玩起來,我就和那女士聊天,

知道他是在醫院工作的護士,我告訴他說我

們剛搬來這裡女兒也是個護士,等安頓好了

希望找個工作,這位女士很熱情就給了我他

們醫院的網址,後來女兒很快地聯繫之後就

拿到面試的機會,面試過後的當天就通知她

去上班了。感謝主！

我的外孫女聯繫學校就讀,因為她的特殊情

況需要跳級,很快就找到一個基督教的學校

去就讀。之後我們也很快的找到了一個教

會。我們整個的搬家過程,女兒找到工作,外

孫女找到學校,這些都是那麼順心如意,這都

是禱告的能力和應許。正如耶利米哀歌三章

25節所說:”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祂的，

耶和華必施恩給他。”雅各書一章17節又

說:”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

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眔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2018年7月1日的中午由教會返家途中,在60
號高速公路上出了車禍,主保守了我們的平

安,但身體的局部還有些傷痛，當時我的手

和腳都打上了石膏,還要用拐棍走路,我仍然

堅持要去教會敬拜主,感謝主！這一生最美

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穌,在主里真好!

馬瑞彩姐妹			在主里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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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安靜內向害羞沒有自信的

女孩。生長在一個充滿溫暖情愛深

重的家庭,父母不相信迷信,但有祭

祖,因為我們都不認識神。結婚以

後我也是個家庭主婦,天天在家帶

孩子,直到有一天有人給我介紹耶

穌基督讓我認識,我也接受祂成為

我個人的救主,從此以後他不僅改

變了我永恆的命運,改變我與神的

關係,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和價值

觀,過去憂愁善感鬱悶寡歡,現在比

較樂觀有信心,盼望、愛而歡笑。

我很渴慕神的話語,每天讀經禱告,每個禮拜

最盼望的是等到禮拜五的團契,和主日敬拜

神,還有週三的禱告會,最喜樂的是我讀了聖

經和牧師的教導,知道我們有三個祭司的制

度。在舊約時代,一個亞倫的祭司制度出自

亞倫的子孫,後裔才能有這個福氣。第二個

是在天上的祭司制度,耶穌照著麥基洗德的

等次,天天為我們禱告,這也只有耶穌才有權

力,我們沒有資格。再來是新約時代,有一個

君尊的祭司制度,彼得前書二章九節”唯有

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

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

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感謝神,衪遍察全地揀選我成為代禱者。看

到舊約以賽亞書59章16節,他

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

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

以公義扶持自己。以西結書22
章30節:”我在他們中間尋找

一人重修牆垣,在我面前為這

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這

國,卻找不著一個。”

神使我成為君尊的祭司,就是

Royal Priest Hood,何等尊貴的

服事,站在破口做守望的,我越禱告越親近

神,越有喜樂越有力量,這是神對我的呼召,

使我忠心不敢打盹、懈怠懶惰,站在破口為

國家、以色列、教會、傳道人、被拯救的靈

魂禱告。祭司是天天服事,生病也不影響,不

中斷服事,只要還活著為別人代求,屬靈爭戰

禱告,奉耶穌的名禱告,愛心禱告,信心禱告,

聖靈禱告,站在守望台禱告。每次想到我是

在服事天上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何德何

能?神將我放在這個崗位,沒有讓我站在台上

給眾人講話,在廚房煮飯做菜或是吸塵打掃,

我是何等的榮幸只在暗室禱告,祂按我的本

相接納我,感謝神,使我有這個真理的知識。

教會也很需要一批站在破口的防堵的代禱

者。我們每個人都是神所揀選君尊的祭司。

神改變了我的生命,也請弟兄姊妹一起來與

神同工。

孫淑美姐妹			祂改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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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生長在台北鄉下的小孩,從

小就得了軟骨病都不能坐和站立 

。四歲之前都是由父母親每天抱

著我或是躺在床上。後來慢慢地

開始學走路.進入學校之後要和

一般小孩一樣過著團體生活,後

來出社會,結婚。我的夫家是基

督徒我也就跟著上教堂,心中沒

有特別感覺只是應付了事。

來美後定居洛城也過著一般的生

活,直到2003年2月間在家中運動時突然後腦

發燙難受得不得了,意識到事態嚴重立即自

己打911求救.救護車將我送到醫院,診斷出

腦出血必須馬上開刀,直升機送我到醫院開

刀。治療一週後出院沒有任何後遺症。有些

在沒有認識主以前,只知道埋頭苦

幹工作買房子,有吃有住就可以

了。實際生活上是很空虛的,工作

吃飯睡覺,特別是當遇到困難的時

候,總是埋怨運氣不好,後來失去

親人整天沉痛在悲哀之中。感謝

主！是牧師和Lucy引領我認識神,

到教會學習神的話語,只有神才能

救我,賜給我平安喜樂。我現在

很平安也很喜樂,參加團契查經,

從聖經中學習神的話語。認識了

至高偉大的真神,神創造的天地和萬物,創造

的人類,差遣他的兒子來到世上,被釘死在十

字架,所流的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赦免了我

們。神拯救了全人類,拯救了我們,神的偉大

神的奇蹟,是我深刻的認識的神,只有信靠祂

仰望祂,我們才能得救才能喜樂。

當我領悟了神的旨意,我就鼓勵

姐姐參加教會主日崇拜,在教會

裡可以認識許多朋友,提高對神

的認識,不久前我姐姐受洗了,

也成為了基督徒。我很喜樂作

為神所揀選的人,為神所用在教

會永遠做僕人。

我知道我是個罪人是神不喜悅

的,所以想要做個基督徒,就必

須認真學習聖經,深刻領受神的

話,不住的祈求禱告,求聖靈充滿改變我的一

生,做一個新造的人。

每日懇求主三件事,更深刻的認識你,更虔誠

的敬畏你,更緊緊的跟隨你,多學習聖經崇拜

主,走神的道永不回頭,到主再來。

譚雪兒		姐妹											

王Cindy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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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留下後遺症,相比之下我真

是得天獨厚。在養病期間,我靜

思一生的路程,到老在冥冥之中

都有神的看顧和帶領也是神的

恩典,不然我可能在小時候就不

能存活了,尤其當我年老時又得

了腦出血。上帝不但救了我,醫

治我,還不留任何後遺症.正如經

上說:”你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這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

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

誇。”

多次的搬遷,我來到現在的教會和弟兄姊妹

一起生活在神的愛中時,我像倒吃甘蔗一般

的甘甜,感到無比的幸福。



自從我信主以來,自己感覺到我

的個性和內心思想各方面有很大

改變;以前的我不知道人生的路

該怎麼去走?遇到困難和不如意

不順利的事心裡感到沮喪,很無

奈不知所措甚至會默默流淚。

1993年遇到一位朋友帶我去教會

聽牧師講道及弟兄姊妹的見證,

使我明白在主的愛裡可以得到安

慰鼓勵,信靠主可以得到幫助和

拯救。然後我內心很快就決定要信主受洗成

為主的兒女.以後每星期日參加主日崇拜和

團契。弟兄姊妹的分享見証使我深受感動,

我也知道人生路上不是那麼好走,只有內心

倚靠主心裡有安慰,有寄托,有盼望。主的愛

永遠陪伴與我們同在,心裡不必懼怕毫無擔

憂。    

主耶穌能幫我解脫困境,醫治我內心的創

傷。因為搬家環境變化,也曾去過不同的教

會。信仰和愛,我需要神的家。這次又重新

回到迦略山華人基督教會參加喜樂團契。牧

師的平易近人親切熱情,主內的弟兄姊妹都

是資深的基督徒,很有真誠的善,默默的付

出,他們都是我學習的典範。只有神的家裡

能見到那麼優秀的品德,讓我真正嚐到了主

恩的滋味是多麼美善!信靠主的人有福了!以

前的我對於聖經的話語不理解不明白,現在

每週五參加團契,牧師講道,兄弟

姐妹們的分享使我也逐步提高認

識主。以後還要多多學習,請主

教我的個性也完全改變成為堅

強,樂觀凡事看開放得下。人一

定要有好的心態保持樂觀,愉快

的心情。我所得到的一切不是靠

人,人的愛,人的能力有限。我的

信心和改變都是由主而來,一切

榮耀歸於主!我真正感受到主耶

穌是又真又活垂聽禱告,善良的天

父,是掌握國度權柄的神,是無所不知全能的

神萬能的主。在他面前絕無能長的是時代變

了,人的心也變了。唯有主的愛永不改變。

耶穌一直深深愛我,憐憫我,眷顧我,使我內

心更有信心投靠主。現在每天早晨與神親

近,向主祈求禱告,真誠坦然訴說心裡話,心

裡覺得有平安喜樂更有盼望。在這裡我也感

謝牧師和弟兄姊妹接納我重回小組,我內心

比以前更喜樂。我一定要有神的家,大家互

相學習關懷做個真正討主喜悅的好兒女。

2019年即將過去,在聖誕的節日裡以感恩敬

畏的心除舊迎新,永遠跟隨主一輩子迎接美

好的,新的一年到來。求主保佑我身體健康

平安快樂過好每一天的生活。謝謝主!哈利

路亞!

王 Jennie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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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聚會之後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家—碧

梅姊妹,她和我們分享了很多上帝在她身上

奇妙的見證,分享後我們意猶未盡,又找了一

個機會去她家探訪,以錄音的方式收集了一

段她的談話為我們講述了一些上帝在她生活

中的美好見證。

碧梅姊妹是一位身體多病的老人家,養兒育

女,一生坎坷辛苦。來美40餘年,經歷了很多

苦難,又伴隨著神的同在與指引,一切都平安

度過。她以前是燒香拜佛的人,常在睡夢中

清楚的聽到神在向她說話,要她不要再亂跑

再流浪他鄉。一隻流浪的羊要歸隊去教會,

那就是神的家很合適你,有一次她做了一個

耶穌像的裝飾品,捨不得賣掉去換錢,當她先

生去世之後就將這物件交去教會存放在那

裡,神很喜悅要她回神的家,她常常會在路上

昏倒,總是被神救起,不讓她有生命的危險,

她有好多次開刀做手術的經歷,奇妙的是總

在醫院裡得到神的祝福及幫助。手術都平安

度過,她記得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神

要她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都是石頭路很

難走,穿的鞋子都快磨破了還是沒有到站,她

覺得好累好累,就看到旁邊的山啊,水啊,好

漂亮又亮晶晶的,她喜歡那個地方。後來才

發現那是在夢中,上帝告訴她:你的日子還沒

有到呢!後來她連續生病了兩年,她都不想活

了,可是她問上帝為什麼不接她去?上帝都告

訴她你的日子還沒有到呢!她想到她的一生

日子每次遇到不同的困難處境,都是依靠她

最親愛的上帝幫助她平安的度過去。她心中

非常的感恩,朋友們都羨慕她有這麼好的福

氣,經歷了這麼多與神同在的奇妙和美好,真

是要向大家分享這些珍貴的見證。

王碧梅 姐妹           

王 Tina 姐妹
牧師希望我們團契的弟兄姊妹都能好

好思想一下自己的人生過程中,當你

在信主之前或之後,因為信靠了神而

對你生活上的思想行為有什麼改變或

影響,每一個人都會有很好的見證,請

大家都能把它們寫下來分享給別人知

道,也藉此最真實特別的感動,向世人

宣揚主的大能大愛大好的福氣。

為了響應這一號召,確實教我細細的

思考。因為我知道神愛我,祂在我這

一生的日子裡賜給了我太多的寶貝的東西。

學習奮鬥,努力被愛、試探捆綁危害疾病、困

惑。這人世間各樣的苦難逼迫我都一一嚐過

了,然而我最後得到的卻是喜樂平安、健康和

聖靈充滿帶來的富足。

我是生長在一個信佛教的家庭,兄弟姐妹有九

個,我在家是最得寵愛的一個女兒。長大後唸

書結婚,嫁到了夫家,他們是一

個基督教的家庭,而我看到先

生的作為,並不覺得他是個良

好基督徒優質榜樣,所以我非

常排斥並反抗和他一起去認識

接受主耶穌。有一天我聽到一

個很清楚的聲音在對我說,你

要受洗成為基督徒,不為別人

而是你和我之間的約定”。但

是我確定這是神在向我呼召約

定,於是我在1985年的感恩節

受洗成為了一名基督徒。

受洗之後在生活上的磨練更加艱鉅,家裡的

事業因為先生經營不善,我接著面對的是一

連串排山倒海的債務,我需要挺住這麼多煩

心操勞的事,實在是身心俱乏走不下去了。

在經濟感情雙雙侵蝕之下,我們只有分手

了。神一路的體恤我幫助我,去參加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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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特別退休會,接受屬神靈命的操練,神

的愛和祂的憐怜引導我在這麼多苦難里,能

夠依然存活著沒有被打倒。

在教會聚會時大家唱起那首熟悉的詩歌”奇

異恩典”。每一個字都深深打動著我,神揀

選了我站出來為祂做見證,我感覺自己身旁

一直有一個力量托著我,幫助我講完見證,我

淸晰的看到一股強烈的亮光打進來我的身

體。神要大大的使用我,祂要洗凈我的罪,要

我的生命重新來過。從此以後我身上的病痛

胃病腰痛多年,都慢慢康復了。

在工作中雖然也會遭遇責難,挑戰、人事上

的紛擾。可是十字架偉大的大能啟示著我仍

然繼續未了的工作。有一次在工作中我就在

公司餐廳裡吃午飯,突然間頭頂上了一塊天

花板掉落下來,落在我的桌子上面,忽然我感

覺有一隻手臂叫我快速推向一邊,閃躲開了

那片大木板。我知道是神用衪那大能的手又

救我免於遭難。

我不斷地讀經禱告求告並感謝神,家裡的事

業有兒子不斷改善,在經營態度和方法有了

強大的轉機,神的作為和帶領牧師的教導,讓

我又看到榮景及豐盛都逐漸降臨到我的生命

及家人身上。

復活節的時候我帶著兒子及媳婦來到教會,希

望他們能認識主,但還不到一個月,我的媳婦

在懷孕的後期,由於她突然血壓變高甚至會影

響到胎兒及母親的生命,醫生囑咐必須將未足

月的嬰兒由早產帶出母體。小孫女出生時只

有2磅重,必須放在保溫箱裡養一陣子有兩個

月之久,好叫人擔心。不久之後她就安全的被

接回家去。到如今她也有七個月大了,媳婦常

常送來小寶貝的甜蜜笑聲影像,還有她坐在滑

車里滑來滑去地學練腳力。看到她那開心快

樂的模樣我好高興。她現在已經能吃些鬆軟

的加強食物了。漂亮可愛的小模樣真是人見

人愛,這又是神的一個賜福恩典。我這一生的

日子充滿了神的大愛和那奇異的恩典,叫我一

輩子也數算不盡。

今年聖誕夜在教會舉辦的團契慶祝節目,我帶

著兒子媳婦和那可愛的小孫女一起來教會觀

看表演節目,小寶貝看著舞台上發亮的燈光和

聖誕的音樂響起,她就在我懷裡又蹦又跳舞動

著身體,歡喜跳舞好像和我們一起慶祝基督耶

穌的誕生,教會裡有神同在的氣氛深深感動了

小寶貝,看到她那麼高興,我真是感謝主所賜

給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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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杜慧琴姐妹
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節,虛心的

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從我九歲父親過世,母親和我就

由兄嫂照顧養活我們,與姪兒姪

女們一同長大,兄嫂的家裡生活

沒有問題只是比較清苦。

當時兄嫂去借錢來讓我讀大學,

雖然沒有好的背景我仍然得到了

一份好工作。有一次我病危了,

神的保守我仍然保住了生命,而且還可以照

顧家裡的老人也把孩子扶養長大。我知道這

些都是神的恩賜，經常在禱告中我會說,主

啊！我這卑微的罪人不配得到這些,但是神

哬,你都白白的恩賜給我。

在2019年8月,女兒得到了血癌,我就一直為

女兒禱告,深深地真切的只為女兒禱告,深感

自己不算什麼,只有萬分的感

謝神,還有那為我們女兒禱告

的人。

由於神奇妙的安排,我的鄰居

李家夫婦在聖誕節前夕,帶領

我們去到加略山華人基督教

會。我們得到兩位黃牧師充滿

聖靈的牧養,以及教會中眾多

兄弟姐妹們的關愛。非常感謝

神！

神恩的浩大無限,幫助我們的女兒經過了四

個月的醫治療養,終於在聖誕節前出院回家

了。神的大愛,神的權柄,在在都成就於我們

的人生中,更顯明了神的完美。我們終身都

要學習聖經追隨神的教導,神的大愛仁慈永

遠都在我們的心中。

23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
天國是他們的。

馬太福音 5:3



我和妻子Betty是從小在中國大

陸接受無神論教育長大的。1983
年1月5日我們被公司派到舊金山

辦事處工作。1986年6月又被公

司派到洛杉磯辦事處工作。1990
年任期屆滿時,公司調我們回

國。

我們趕上國家生育計劃政策,只

允許生一個小孩。為了能給我們

唯一的兒子創造一個好的學習工

作和生活環境,我向公司遞交了辭呈報告,留

在了美國學習工作。1993年1月6日我們拿到

了永久居留綠卡,1993年7月30日我們久別的

兒子Tony終於來到美國與我們團聚,當時全

家人喜悅心情至今記憶猶新。不久我妻子身

體不適於1993年感恩節當天住進了醫院,經

醫生診之後發現是胃癌晚期,開刀後被告知

腫瘤已經到了大動脈,不能全部切除,生命只

有兩個月到半年的時間。這對我來說真是晴

天霹靂悲痛欲絕,在住院期間同事朋友都前

來探望妻子。頂好旅行社老闆Sam和他的太

太Alice前來探望並向我們傳福音。這是我們

第一次聽到有關耶穌的福音。在2000多年前

就赦免了我們的罪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用

他的寶血潔淨刷了我們的罪.三天後死而復

活,坐在父神的右邊寶座上成為永久的大祭

司。

你如果相信耶穌基督接受他作救主,靈魂就

能得到永生。當時我和妻子半信半疑,面對

生死,從我妻子臉上看到了恐懼,後來很多人

前來探望妻子,他們帶來聖經和活泉一些小

冊子,妻子,我和兒子一起禱告;求神看顧保

守我們。張子華牧師也來到我們中間為我們

禱告祝福。我們並不認識他們,為什麼在我

們最困難痛苦遠離親人的時候來到我們身旁

關愛我們?不是親人勝似親人,讓我們倍感親

切.在住院的兩個月時間裡,認真的看他們帶

來的小冊子和聖經,明白了我們

在人世間只是短暫的過客,只有

信靠耶穌基督,靈魂才能夠得到

永生,面對死亡妻子不再害怕了,

她表示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為救

主。在她離世前的三個星期,在

弟兄姊妹的見證之下,張子華牧

師為她洗禮使她成為一名基督

徒。

1994年1月30日妻子已進入昏迷

狀態,我和兒子分別握著她的左右手,這時張

牧師和20幾位弟兄姊妹囲在妻子的床邊為她

禱告,唱詩歌。下午1:20分妻子甦醒過來睜開

眼睛看了看,慢慢地又閉上眼睛安詳的離開

了人世。牧師說Betty姊妹已被天使接到天國

去了。因為他和我們禱告,我感恩我們的天

父耶穌基督,在我們不認識祂之前就已免了

我們的罪,妻子已獲得永遠的生命。她離世

前對我說讓我帶著兒子去教會親近信靠神,

我們只是暫時的離開,我們在天堂神的國度

裡還會再相聚。感謝主。

一個星期之後我妻子的追思禮拜在 Rose Hill
舉行,唐崇懷牧師主持喪禮,張子華牧師傳講

耶穌基督的救恩。追思禮拜有幾十個人參加

多數的人也是第一次聽到福音。其中有我40
多年的好友William和他的太太Iran在聽到福

音後成為愛主的基督徒,家庭恩愛和睦事業

有成,萬事都互相效力讓愛神的人得益處。 

感謝主。

妻子去世時只有38歲,我41歲兒子12歲。中

年喪妻,幼年喪母這在人世間是何等的悲痛!

在我們最最困難的時候,一群不認識的基督

徒來到我們身邊關愛我們,從他們身上我感

受到基督天父的愛,我也要像他們一樣作光

作鹽,信靠主耶穌基督。追思禮拜後我帶著

兒子來到教會聆聽神的真理並參加了查經

于George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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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在屬靈的道路上成長我願意接受主耶穌

基督為救主,信靠主,讚美主,榮耀主。1994
年9月18日張子華牧師為我做浸水禮使我成

為了一名基督徒獲得了新的生命。

妻子離世一年多後我交往了一位女朋友也是

我的前妻當時只注重她的外表很漂亮還有氣

質而忽略了她不是基督

徒而她是信佛教的當時

教會裡本來有一位姊妹

對我很好對我兒子也很

好 。 我兒子對我說:爸

爸你為什麼不把那位阿

姨娶回來呢?當時我正在

追求我的前妻我想這是

我個人的私生活也沒有

禱告向主求而做了錯誤

的選擇。

1997年11月17日我與前妻結婚,由於信仰的

不同產生了很多的矛盾,我向她傳福音也沒

有結果,婚前為了要讓我的兒子有個好的學

習環境,在Irvine買了房子。起初我還往返於

Irvine和 Monterey Park之間,每次做禮拜都要

開車三個小時,於是我就在Irvine的一間教會

做禮拜 。 

2001年9月11日發生了恐怖襲擊事件,世貿

大樓五角大廈都被炸,3000多人遇難舉世震

驚.週日在 UC Irvine 舉行了一個佈道會,幾

百人參加的佈道會上,全體起立為遇難者默

哀。當牧師證道時,他講到異教徒已經在我

們的身邊蓋起了佛堂,要把他們趕出美國,趕

進太平洋去。我聽了之後真的不敢苟同;這

樣做和恐怖份子有什麼區別?我們可以向還

沒有認識主的人傳福音啊!不是把他們趕進

太平洋,之後我就再也沒去教會了。

久而久之我遠離了耶穌基督,也忘記了自己

是蒙過主恩的基督徒。開始喝酒,打麻將從

週六打到週日。我的第二次婚姻也在2010年
八月份以離婚做為結束。我的兒子大學畢

業,工作,結婚多年住在 Chino Hills。我也

在這裡買了房子離兒子家很近。於是我變成

單身一人,無牽無掛,變本加厲的除了工作,

每週都要打兩三次麻將,每晚都喝酒麻痺自

己。

2019年2月28日早晨起來準備去上班,卻發現

我的嘴眼歪斜連漱口都不

行,水會順著嘴角流出,我馬

上開車去看家庭醫生。被

診斷為面癱,有病毒感染也

沒法工作只好辭職,經過中

西醫治療了幾個月也沒見

好。面癱給我帶來了生活

上的不便和心中的鬱悶。只

有經過的人才能理解,在屬

靈的道路上成長我願意接受

主耶穌基我完全陷入了絕望

的深淵。當我不知如何是好

的時候,有一天我打開了收音機聽到了神的

話語:”我不以福音為耻.這福音本是神的大

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

人.”(羅馬書一章16節)神的牧者黃奇豐牧

師正在傳講聖經的信息,耶穌基督的福音。

我聽後真是如雷貫耳,馬上跪了下來,流著眼

淚向我的天父耶穌基督懺悔,求主赦免我的

罪;由於我一時的軟弱離開了主的道,求主拯

救醫治我。

於是我又回到了教會,敬拜神聆聽神的話

語。Josephine在教會門口熱情的接待我,並

且把Lucy姊妹介紹我認識。當天黃奇光牧

師講道的信息是救恩的目的:”所以你們即

除去一切的惡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一切

毁謗的話,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出生

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見長以致得救.你

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這是彼得

前書2:1-3a.主的話我聽後眼裡流著淚心裡

在默禱:主啊!你是何等的偉大!何等慈悲!

我是嘗過主恩的羔羊,在我最困難悲痛時是

你拯救了我,可是由於我的軟弱卻背離了你

的道18年,以致於我的婚姻破裂,病痛纏身,

耶穌基督是慈悲, 信實,
公義,萬能的神.你要叩門,
他必開門.你有所求他必

應許,你要懺悔
他必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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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不能做了。不知是不是主你的懲罰?

請你赦免我的罪,我知道主你是萬能的主,慈

悲的主。你曾化作肉身來到世上,你知道我

的軟弱。我知道你沒有放棄我,藉由你的牧

者黃奇豐牧師和黃奇光牧師所傳達的訊息這

是對我說的。我要重新回到教會,你在世上

的家裡敬拜你,聆聽你的話語,做一個信靠你

的兒子。6月28日第一次參加喜樂團契的查

經班。讓我驚喜的是黃奇豐牧師每週都親自

帶領查經,這是我在前兩個教會不曾看到的,

我們是何等的榮幸有這麼愛主的牧者來牧養

我們。現在已經從提摩太書學到希伯來書,

人非有信不能得到神的喜悅。在查經班中牧

師竟然能夠叫出每一個人的名字,從這裡可

以看出牧師是用心的在牧養神的羔羊。在當

天讀經後的分享,我做了自我介紹和信主的

過程並醫治我。這使我感到神還是愛我的,

並沒有放棄我,我又重新回到神的家裡查經

崇拜。主耶穌基督是慈悲,公義,信實,萬能

的主。你要叩門他就開門,你有祈求,祂必應

許,你要懺悔,他必赦免 。

 

剛回到教會時弟兄姊妹都看到了我的面癱,

經過了四個月的治療沒有太大的效果,但經

過牧師的禱告,我的面瘓竟然奇蹟般的好

了。這是神的大能在我身上的體現,我在神

的家裡充滿了喜悅,看到黃老師90歲的高齡

仍在事奉主:在主日崇拜,唱詩班都可以看到

他的身影。牧師的一家人都在教會裡服事

神,我們的團契有年長的也有年輕的弟兄姊

妹,在牧師的牧養下,大家是那麼的愛主,信

靠主,敬拜主,榮耀主。

我最近拜讀了陳秀珍牧師為基督徒受苦的見

證”夜裡如何?”無所質疑,我和我的家,我

們必定事奉耶和華。謝謝主給我們這麼好的

牧師,求你幫助我們活出基督耶穌的樣式來,

發光發熱,把榮耀歸給在天上的父神基督耶

穌。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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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31日偶然的一个机会

被我老公Aaron带到了加略山华

人基督教会。那时我对基督教没

有任何的认知,只知道是万千宗

教中的一种,我虽不信仰,但也不

排斥。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黄奇

豐牧师主讲的福音主日,我坐在

主讲厅里,听着黄牧师讲道,不知

为何突然泪如雨下,没来由的发

自内心的感动。我相信每一位基

督徒都有过与我相似的感受,这

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但却会

冲击你的内心,可以打开你内心禁锢的枷锁

的一种特殊的感动。又好似一种力量,包围

了你所有的神经。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的这

种感动到底来自于哪里？或来自于谁？在主

日结束之后,我不受控制的第一个站了起来,

走向站在讲台前的黄牧师，那是我第一次对

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产生完全的信任,我是

一个极其不容易相信别人的人,

因为之前被亲近的人伤害过太多

太多次,所以遇到陌生人不会去

讲自己的事情。但是这次,我全

然的信任黄牧师,我给他讲了我

内心真实的感受,我现在面临的

困境,我内心最脆弱的情感。黄

牧师微笑的握着我的手,帮我祷

告。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

就在那一刻我就决定要成为一名

基督徒做神的孩子。就这样,我

在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受洗加入

了基督教，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基督徒！那是

我此生最骄傲最光荣的时刻。是主给了我新

的生命,让我可以在属灵的家庭里快乐的生

活！之后的日子我真的是大蒙主恩;在信主之

前,我从小就有肠胃病,中药西药各种药从来

不离身,出去旅行必备的一定是胃药。平时吃

完饭胃痛,喝水胃痛,吃水果也胃痛,如果不吃

袁 Ivy 姐妹



更痛。有的时候整晚的睡不着觉,捂着胃在

床上翻来覆去的打滚，趴在卫生间里呕吐,

腹泻。整个人可以说用面黄肌瘦来形容。我

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我有胃病,吃东西之前大

家都要叮嘱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偏

偏我还是一个吃货,有的时候宁可胃痛,也是

要吃美食的。大家就嘲笑我没出息。相信只

有有胃病的人才能体会到我的痛苦吧!20多

年的胃病,把我折磨的是死去活来。大概才

信主一个多月吧,我惊奇的发现,我腹泻的次

数越来越少,胃痛的次数

也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我

出门再也不随身拿着胃药

了,好几次我尝试着吃一

些平时不敢吃的冰激淋,

西瓜,竟然也不会腹泻不

会胃痛了。这时候我恍然

大悟，这是神在医治我,

祂让我重新拥有了健康！

感谢主！这是我第一次切

身的体会到了主对我的

恩赐！直到今天,我都没

有再吃过一次胃药,没有

因为胃病再看过一次医生。连我妈妈都不敢

相信。因为我这是从幼儿时期就开始有的毛

病,没想到有一天真的可以被医治好！真的

感谢主！

随后就到了我绿卡面谈的日子,那段时间刚

好是移民局特别严苛,通过率特别低的时期,

可是我又面临着签证要过期的残酷现实。真

的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果面谈不过,我所

面临的一切可能是我无法接受的。我每天向

神祷告,只有留在美国才能在我们的教会更

好的服侍主,感谢主对我的恩慈。喜乐团契

的兄弟姐妹们为我代祷,黄牧师也是。我感

受到了来自所有兄弟姐妹们的爱,感受到了

来自主的力量。神告诉我去吧,我已经安排

好了一切。就这样我非常顺利的完成了面

谈,并且绿卡被通过了。我可以继续留在美

国,留在我老公身边,留在我的教会，留在

我的兄弟姐妹身边,与大家一起服侍我们的

主。这一次我又真切的感受到了主对我的

爱,兄弟姐妹对我的关心与爱护。所以我绿

卡通过之后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牧师,我们

一起祷告,感谢主。为主做奉献,感谢祂对我

所安排的最好的一切！

最后一件事情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跟

我老公一直想要宝宝,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

因一直没有如愿。我们喜乐团契的各位兄弟

姐妹都把我跟我老公当作

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照

顾,大家也都希望我们喜

乐团契能早点有“新的成

员”加入。牧师知道我

们很想要宝宝之后,每次

见面都会与我们同心合

一祷告,期盼神早一点让

我们能拥有属于我们自

己的宝宝。同时牧师也

告诉我,不要着急,现在

没有怀孕,是因为你们可

能都还没有准备好,神会

在最合适的时候，将孩子带给你们。我真的

十分赞同。就在我身体都调理好,体重增了

10斤,身份也稳定下来之后,一切看起来都比

之前好太多的时候,宝宝悄悄地就跑到了我

的肚子里。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的那天下

午,老公说我生理期延迟了好久,我们就决定

检查一下。没想到竟然怀孕啦！可把我俩激

动坏了。晚上去教会参加平安夜活动,内心

的感动与兴奋真的无语言表。这是第一次我

们一家三口一起到神的家里，纪念我们的主

耶稣,感恩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相信,我们

的宝宝一定会像他的爸爸妈妈一样在神的家

里,过着属神的生活！

 

我们知道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

的,只有怀揣了一颗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每

天虔诚祷告,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传福音,让

更多的人可以蒙神恩典！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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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也忘不了找到主的那一天; 

記得當我第一次聽見耶穌這個神

聖的名字的時候是在我24歲的那

一年。是我的一個很要好的同學

傳給我的,他的一個小姨。是中

專畢業生,分到一個很好的單位

工作。我問那一定是你姥姥或是

你老爺有個官職的工作吧!不然

怎麼能搶上這份工作呢?他說不

是的。你知道嗎?是我姥姥和我

老爺都信耶穌。哦!雖然我是第一次聽見耶

穌,當時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耶穌是神,衪比

世界上最大的官都大。我從心裡很堅定地相

信,那他分到這麼好的單位是應當的。回家

之後我心裡就想:我要是相信耶穌那該有多

好啊!可是我現在還年輕,什麼時候才能到七

80歲呀?我以為人只有到年紀大了才能相信

耶穌。

就在那一年,有一天我感冒了,扁桃體發炎很

疼,連嚥口水都不能。正好有一個五官科的

主任醫師來我們縣城,住在我們單位政府招

待所,我順便找這位醫生看了看,他說把它拿

掉最好,兩天後我來給你做這個手術。就這

樣手術後我住進了醫院,同病房的人有信耶

穌的就給我傳福音。我看了他們拿的聖經一

點也看不懂但我看見了有個病友在禱告並承

認自己是虧欠神如此的軟弱,也是自己冷淡,

長時間不去聚會。這次訂好了一定好好去聚

會,還沒等到查出新病的原因,他就好了出院

回家了,其他兩個病床上的病友各自也是說

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虧欠,犯罪得罪了上帝,這

是神的管教我願在神面前悔改。等我出了醫

院,聽說前段時間和我一個單位的一個宿舍

的姊妹就信耶穌,但我從沒有聽她說過耶穌

的事。有一次我正好到她宿舍就問她:姊妹,

聽說你信耶穌是嗎?他說你怎麼知道的呢?因

為她不敢公開說信耶穌,接著就說:”鄭姐,

現在是恩典時代,是福音大門敞開的時代,

要信就快信,耶穌第一次來是召

罪人,第二次來是召義人。等到

耶穌第二次來的時候再信就太

晚了,凡相信耶穌接受衪做自己

救主的就一同被提在空中與主

相遇,地上會有從未有過的大災

難.”接著就說:”今天晚上我和

你一起去聚會並接受耶穌作你個

人的救主。

我去聚會的第一天晚上,我的膝蓋關節就好

了80%。晚會的第二天早上我發現整個的天

空都不一樣。天是格外的晴朗,那個美麗呀!

無法形容:花,草,樹都特別新鮮。我對人生

的意義充滿了信心和盼望。藉著不斷地聚

會,禱告,祈求神的憐憫全然臨到我:關節炎

得到了完全的醫治,還有我身上的牛皮癬得

到了全部洁淨.阿門!榮耀歸給全能的上帝。

從信主之後,耶穌不斷地恩待我,救我。工作

的安排來說當時我的工作室白天晚上都要值

班不好意思總是請假去聚會,可我又非常渴

慕聚會,心裡就常想主啊!我若是晚上不上班

那該多好啊!我就會天天晚上去聚會。就這

樣在不長的時間裡,正好單位人員調動,我就

奇妙的分配到一個白天上班的單位工作。哈

利路亞!神真偉大!何等偉大!

還有一件事就是關於我的婚姻,開始的時候

我是不同意嫁給我丈夫的,沒有想到神向我

顯明了衪的心意:說你今天有著美好的光景

豈不是我醫治了你嗎?當時我沒有來得及用

口表達,在心裡就趕緊回應上帝。主啊!我願

意接受。就這樣我們結婚後不論遇到什麼樣

困難,我沒有後悔過.並且我們夫妻兩共同面

對,神還應許我婚後賜給我們一個兒子。是

的,我兒子今年都28歲了,並且熱心愛主。感

謝神,讚美主,這就是耶穌基督所賜給我的。

榮耀歸給衪,從今直到永遠。阿門。

鄭慶美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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