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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 事奉中等候神        章台聖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要和大家來分享上帝的手如何一步一步的帶領我的道路, 

成就了我的禱告, 而且我又如何在等候神的時候, 所學習到的功課, 那就是藉著背誦

聖經,參加服事,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首先, 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生長於台灣, 自從大學畢業結婚生子以後,  就是一個極

平凡的家庭主婦. 但是 神實在恩待我, 在我雖然知道祂卻還不願意認識祂或倚靠祂

的時候, 就一直的保守我和我的家人. 賜給我一雙可愛又健康的兒女, 並且特別祝福

我丈夫的事業, 使我們在生活上沒有缺乏. 

 

一直到 1994年我們全家要移民美國的前夕, 我開始思想過去的日子和我即將要面對

的新生活. 那個時候, 我才知道要感謝上帝對我們的看顧和保守. 我立刻向神獻上感

恩的禱告, 並且願意將我未來的日子交在祂的手中, 我答應神, 到了美國以後, 要從頭

開始認識祂, 同時也求神為我預備教會. 

 

感謝主, 祂實在聽了我的禱告, 就在安頓好我的家以後, 我馬上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 

走進住家附近的小教會. 在那個教會, 神特別為我預備了一位剛從台灣來的陳牧師來

教導我認識祂 , 從此我就參加聚會, 學習聖經, 學習敬拜讚美, 學習禱告. 如同小孩子

般, 開始 一點一點的認識神, 明白神的話, 直到今天都沒有停止. 

 

在神的話語中, 我特別喜歡那些關於神應許的經句. 例如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

不至缺乏”  “神是不偏待人的”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们心裡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

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 還有在哥林多前書二章九節提到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

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 

 

 
 

我以為, 既然我相信了上帝, 當然也該相信祂的話. 所以我就抓住祂的應許, 把我心裡

的一個夢想, 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借著禱告帶到神的面前.  那就是, 希望我能在

孩子们上大學以後有一份工作, 最好能在政府機構上班. 有保障又有很好的健康保險

福利. 

 

但是, 我知道等到兒女上大學, 我都要五十歲了, 再說我的英文只有普通基本對話的

程度, 又沒有工作經驗. 哪個老板會雇用我? 若說要到公家機關工作,除了要考試通過

外, 也還要有一個條件, 那就是必須有兩年的私人公司的工作經驗. 所以從人的角度

分析, 我的夢想是一點實現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 我相信神是全能的, 在祂沒有難成
的事. 因此我就憑著信心, 獻上感謝和讚美的禱告, 把我的夢想交給神, 同時, 繼續更

用心的學習聖經, 改變自己, 參加服事. 另外,也去成人學校學英文和電腦. 因為我知

道若是有一個工作機會臨到我的身上, 而我沒有這些基本的技巧, 我又如何能抓住那

個機會呢? 

 



 2 

日子一年一年的過去, 到了 2000年的九月, 我的兒子已經上了大學, 女兒也在高中的

最後一年級, 那個時候 , 神藉由一位教會姐妹告訴我, 有一家新成立的小公司正在找

職員的消息. 我就帶著一份沒有工作經驗資料的簡單履歷表去面試. 我不想作假, 說, 

我在美國有工作的經驗, 因為那就等於說謊, 是神不喜悅的, 也不會得到神的祝福. 感

謝主! 我居然被僱用了. 我知道, 神把我放在這家新開的公司實在有祂的美意, 因為

當時沒有很多客戶, 我就可以慢慢的學習一切的業務. 經過了五年, 除了會計外, 我學

會了一連貫的公司業務流程, 包括聽電話, 報價錢, 打訂單, 打發票, 包裝, 出貨, 聯絡

UPS, 卡車公司, 報關行, 詢問空運, 海運的時間和運費等等. 那段時間, 我上班上的很

開心, 也很感恩.以為這份工作就是神給我的最大祝福. 

 

 
 

 
 

可是, 神並沒有忘記我 1994年的禱告和我的夢想.  就在 2006年的一月, 又有一位教

會姐妹告訴我, 政府機關正在徵求職員, 並且把申請表寄給我. 因為當時我已經有了

工作經驗, 我就很快的把表格寄出去. 沒想到很快的就收到筆試的通知. 而且我也很

順利的通過筆試 . 這時候, 我的心裡開始明白, 神要為我的政府工作開路了, 祂要使

我的夢想成真了. 同時, 我也從黃奇豐牧師的信息中, 被提醒, 神正在工作. 不只是我

們在等候神, 神也在等候我们, 等候我們預備好了, 在最適當的時候, 要把最好的賜給

我們. 正如在以賽亞書的 30章 18節裏說到 : 

        

     “耶和華必然等候, 要施恩給你們, 必然興起, 好憐憫你們 

       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 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 

 

因為筆試的有效期是一年, 所以我就把手上的工作辭去, 專心的等候在神的手中. 我

參加禱告會, 查經班, 關懷新人,作禮拜天主日聚會的招待和飯食的服事. 除此之外, 

我還立下一個心志, 就是我願意每一個星期來背一章的詩篇. 雖然我知道自己的年齡

已經不再年輕, 但是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在神的話語上, 我想在這一年裏, 把自己完

全交在神的手中.  我決定先把經文用大大的字, 抄寫在月曆紙的背面, 再用彩色筆分
段,一段一段的背, 整篇背好以後, 就默寫一遍. 整個星期就是反反復復的思想那章的

經句. 每天是白天想, 晚上也想,甚至半夜起來上廁所, 腦子裡也在想. 日子就在背詩

篇, 服事學習中度過. 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好充實, 心裡也充滿了喜樂, 並且相信我的神

一定會將最好的賜給我. 不論是不是公家機關, 祂一定會安排最適合我的事情給我. 

特別在這段時間, 我的丈夫也發現我變了, 他還對我们 的黃牧師說 : “我的老婆現在

很聰明, 很有智慧” 正如箴言書第九章第十節所說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

至聖者便是聰明” 感謝主! 不是我變聰明了, 而是神的話有智慧. 

 

 
 
 

 

結果, 到了一年有效期的最後兩個星期, 我收到了一封通知信, 從離我家只有七公里

距離的一個政府單位寄來的, 問我有沒有興趣? 而且馬上安排面試. 最奇妙的是, 面

試日期居然是我筆試有效期的最後一天. 而我也是所有參加面試中, 年齡最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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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 自從 2007年四月二十三日開始, 我到政府機關工作, 一直到如今, 已經超過

了兩年半的時間. 神的手沒有停止帶領我. 祂把我安置在最好的老闆手底下, 負責最

重要的文件處理, 同事間也相處的很好. 甚至最近的經濟危機, 也沒有影響到我的工

作單位. 當然, 我也沒有停止繼續的仰望主! 

 

神實在是信實的神, 是聽禱告的主. 我知道, 現在可能有弟兄姐妹正和我的經歷一樣, 

也在等候神回應你的禱告, 或是神的帶領. 讓我们彼此鼓勵, 要對我们的神有信心, 要

在等候中, 讚美神, 重新建立自己與神的關係, 藉著聖經來更認識神的奇妙, 祂的大能, 

祂的恩典和祂的慈愛. 讓我們更多的學習, 來遵守祂的教導, 還要多多的服事主, 學習

作一個愛祂的基督徒. 因為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

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親愛的弟兄姐妹, 讓我們一起來經歷有神同在的平安和喜樂, 來享受神為我們所預備

的豐盛生命. 讓我們每次的見面, 就是彼此談論各種從神來的祝福, 見證神奇妙的作

為. 將一切的感謝和榮耀都歸給愛我們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