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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hoever follows me will never walk in 
darkness, but wi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John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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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衛   牧師 

 

    感謝神，從 2011 年暑假開始，

教會已完成三期的三福訓練，許多

弟兄姊妹接受裝備，隨時與人分享

有關永生的好消息，帶領很多朋友

相信耶穌。然而我發現，初信者對

永生的真理並不是一下子就理解，

常常有人在接受耶穌之後仍認為永

生是將來的事，與現在無關，因此

不在乎有沒有永生，只要看重現在

就好了。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一件

事，因為《聖經》上告訴我們可以

知道自己現在就有永生(《約翰一

書》5:13)。不管你要不要，當你

真心信耶穌後，神就把永生的禮物

賜給你，盼望透過以下的分享，能

幫助弟兄姊妹領受永生的真理，並

真實活在永生的祝福中。 

有永生最根本的意義就是恢復與神

的關係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16)  

    永生是甚麼? 在談永生之前，

我們先來了解什麼是永死(或說滅

亡)。《羅馬書》6:23 提到「罪的

工價乃是死」，這裡的死指的是與

神隔絕，永死就是永遠與神隔絕。

換句話說就是你與神不是一家人，

因為你與神沒有生命連結的關係。

按著神聖潔完全的標準，每個人都

是罪人，因此死原本是每一個人的

結局。然而神造人的心意是要與人

有美好親密的關係，祂恨惡罪，卻

深愛祂所造的人。因著祂的愛，祂

付上昂貴的代價，挽回我們與祂之

間的關係，將永生的禮物賜給我們，

使我們能出死入生，恢復與神之間

的關係，成為神家中的子民。 

永生講的是質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
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
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約翰福音》20:3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生，
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面。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
就沒有生命。(《約翰一書)5:11-

12) 

    永生並不是單指生命時間的長

短(量)，也是指生命的質。信耶穌

的人可以得生命，《約翰福音》

10:10 告訴我們這生命是「更豐盛

永生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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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 complete, perfect, 

being at the highest of 

greatest degree, the maximum… 

這更豐盛的生命不是從舊的生命上

改造而來，這生命是有耶穌生命特

質的生命。當人信耶穌之後，就領

受了耶穌的生命，這生命能顯出耶

穌生命的特質─平安、喜樂、溫柔、

謙卑、忍耐、信實、良善、恩慈、

盼望、順服、捨己、節制、智慧、

能力、榮耀… 等。神的兒女要認

識並相信，你已有永生，是新造的

人，有新的生命本質了。這樣的信

心，激勵我們不要再眷戀老舊的生

命，要活著像神的兒女，活出更豐

盛的生命。 

永生也講到量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
沒有，我早就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
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
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
去。(《約翰福音》14:2-3) 

永生也講到量，時間的長度。

永生不僅是與神恢復關係，帶來現

在生命的改變，永生也是永恆的歸

屬。以前不覺得天堂有太重要，可

是隨著年日增長，我越來越認識它

的價值。曾經參加過很多喪禮，我

發現很難安慰失去親人的人。但永

生讓我們不懼怕死亡，因為相信我

們在天上有永恆的家鄉，死亡成為

另一個新的開始。就像海倫凱勒曾

經說過：‚死亡就像從一個房間走

進另外一個房間，只是在另一個房

間，我們可以與那位愛我們的造物

主面對面。‛認識永恆的真理，也

會幫助我們調整我們的眼目，理清

生活中的優先次序，在現實生活中

看清楚哪些追求只有短暫的價值，

哪些是能存到永遠的，使我們得著

屬天的智慧，在世上過清心敬畏神

的生活，預備主再來。 

如何得到永生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
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約翰福音》17:3)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
人有永生。(《約翰福音》6:47)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賜給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
(《約翰福音》1:12) 

    《聖經》說得很清楚，要得到

永生唯有透過耶穌的救恩，因為沒有

一個人靠自己能達到神聖潔完全的標

準。神差遣耶穌，為了我們的罪，在

十字架上付了贖價，（转第 9 页）

  林大衛牧師、师母及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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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 had to choose one verse of 

scripture to explain why Jesus means 

so much to me;   that verse would be 

Romans 5:8.  “But God demonstrates 

His own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This verse of scripture tells me 

that God who is perfect in holiness 

and who has every right to reject me 

because my character is so different 

from His own—this God whose 

infinite purity cannot tolerate 

impurity—loved me so much that he 

died for me. 

I grew up in a family that went 

to church every Sunday.  But on our 

way to church and while driving 

home from church we fought.  In fact, 

we fought every single day of the 

week.  We screamed at each other.  

We hit each other and we threw  

 

 

 

 

 

 

 

things at each other.  Perhaps it was 

my experience growing up in a home 

full of fighting that drove me to 

realize my own need for the kind of 

love that no one but God can provide 

for me.  But I am thankful that I did 

realize my need and my realization 

drove me to search. 

During my second year at Penn 

State, I finally found what I was 

looking for.  I shed tears of gratitude 

and joy when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death that took 

place on the cross.  I finally 

understood that the death 

emphasized in Romans 5:8 is not 

what happened on the cross when 

Jesus breathed His last breath.  Jesus 

Himself said that physical death is not 

death.  It is only a “passing”.  Rather, 

the death Romans 5:8 is talking about 

is the cutting off of one’s spirit from 

WHY JESUS MEANS SO MUCH TO ME 

 

 Pastor Andy Pig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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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lowship with God.  It is the deepest 

sense of homelessness and 

friendlessness and agony and loss 

and failure that can possibly be 

experienced.   While on the cross, the 

pain of hell itself took hold of Jesus, 

and He died.  And He did it for me.  

He didn’t do it because of m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nd hard 

work to obey His commands.  He did 

it despite my failure and laziness in 

obeying His commands. 

I don’t think I could be a pastor 

in this day and age without knowing 

this kind of love.  There is a tendency 

in today’s churches for each member 

of a congregation to judge a pastor 

on his performance in the area which 

meets that individual’s needs or 

particular expectations.  Parents of 

small children feel the pastor should 

take a lot of interest in children.  

Parents of teenagers want a pastor 

who relates well to youth.  Couples 

who are preparing for marriage or 

couples with marriage problems 

demand a pastor who is a good 

counselor.  People hungry for Bible 

teaching become impatient if the 

pastor is not a good expositor.  Those 

who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outreach expect to see the pastor 

actively involved in winning the lost.  

Older people are likely to judge him 

by how often he visits them.  And the 

way some people view their pastor’s 

performance will affect their ability 

to accept him as a person.  This is 

human nature, and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exists to some extent in every 

church.  It cannot be avoided. 

But I need a kind of love that is 

deeper than even the kind of love we 

find among church goers.  I need a 

love that will not reject me because 

of my race or my age or my 

personality or my areas of strength 

and weakness.  I need a love that will 

accept me even when I fail and even 

when I sin. 

Jesus offers me this kind of 

love, and that is why He means so 

much to me. 

 毕牧师、师母及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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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信 心 
 

 
  陳偉凡 

(摘自 7/15/2012 主日信息) 

 莊宗珮 整理
      

    

    人活在世上，每一天所面對的

每一個決定其實都需要倚靠信心，

方能成事；小至仰賴天氣預報，大

至決定成家立業的對象。而在《聖

經》中，對‚信心‛這個議題最深

刻的定義，則是記載在《新約希伯

來書第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

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古人

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我們因

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造成

的…‛ (11:1-3a) 

    我們從這幾節經文中，可以看

見信心與三層事物的關聯： 

(1) 信心與未見之事的關係 (11:1); 

(2) 信心與證據之間的關係(11:2); 

(3) 信心與理解之間的關係(11:3)  

事實上，分析信心與這三層面

之間的關係，的確可以幫助我們更

加明白，在傳福音的過程當中，攔

阻人不能或不願信神的幾個常見理 

 

 

由： (1)如果神能讓我看見一下我

就信了;(2)如果能證明神的存在我

就信了;以及(3)讓我好好多讀幾遍

《聖經》我就能信了。 

在第一層‚神若能讓我看見一

下我就信了‛的論述中，此人必須

預先假設，神是存在於物質界，且

可被人有限的肉眼所看見的，而此

一假設的前提，孰不知也是必須建

築在另一份更大的信心上！試問有

誰能百分之百確定，當真實遇見上

帝的那刻，一定會立刻選擇相信呢？

歷史告訴我們，曾經有這樣一群猶

太人，多次經歷過神蹟奇事，最後

卻仍選擇背棄離開;再者，從另一

角度來看，主張看不見的事物皆不

存在的，豈不用抱了更執著的信心

麼？《希伯來書》的作者，如何紓

解這一層信心與未見之事間的糾結

呢? 他懇切指出，不是眼睛看見了

才會信，相反地，應是先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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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看見，這一先後次序的翻轉，

才能讓人放棄自身的成見，達到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

之事的確據‛的層次。  

接下來在第二層‚能證明神的

存在我就信了‛的論述中，強調用

客觀證據，能夠來證明神的存在；

雖然實事求是的精神值得效法，但

思想用人類被創造的理性功能，來

證明那位超越理性功能的創造者，

無異是緣木求魚啊! 倘若神能被物

質界的定律所證明出來，豈不是比

證據本身更小了? 也就絕對不是

《聖經》所啟示的那位，能力遠超

宇宙萬物的主宰了。《希伯來書》

的作者說:‚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

好的證據‛，因此，必須要先信，

才能得到可信的證據。整本《聖經》

的原則，是由高於人的上帝親自顯

明 (reveal)，讓人能夠藉此認識

祂，而非由被造的人，用被造之物

的規律來證明上帝的存在最後在第

三層‚信心與理解之關係‛中，

《希伯來書》的作者持續強調: 信

心勢必要建立在理解之前，因為無

法等到完全瞭解上帝之後，才展開

相信之路；換句話說，若懷揣著'

不信上帝存在'之批判思想，還試

圖想完整領受《聖經》所啟示的真

理，如同握著釣竿不繫上魚線，奢

望以自己的方式得著漁獲，或是等

魚自跳上岸，畫地自限下的理解，

實非《希伯來書》作者所強調的: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

上帝的話造成的‛!  

在解釋了信心的定義之後，

《希伯來書》的作者提到了信仰對

象的這個問題;人來到神面前首先

必須相信祂的存在，並且相信這位

上帝是豐富給予的神，祂極願意

‚賞賜給那尋求祂的人‛(11:6)！

《聖經》中將上帝與人的關係，深

刻地描述為像父子間的親子關係，

子所繼承的是父所有的一切，而非

上尊下卑的主僕關係，等待主人憐

憫分紅其所剩餘的。      

    最後，上帝藉著信心之父亞伯拉

罕的榜樣告訴世人，凡靠著信心來到

上帝面前的，不論是什麼樣的背景，

都能蒙神所接納，成為祂的兒女；當

《聖經》巧妙地從‚舊約‛到‚新

約‛，逐步漸進地揭示上帝的心意，

讓我們明白，神的賞賜不單單是提供

世上物質的需要而已，而是將祂獨生

子耶穌基督寶貴的生命，無條件地給

了我們，替我們預備那唯一的一條出

路!我們需要作的，便是完全將生命主

權交給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耶穌，

並且‛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

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

在我們前頭的路程‛(12:1-2)。 

伟凡和太太宗珮、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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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的 祷告  

 周宇晖 

    成为基督徒后，读经和祷告是

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

《圣经》的一些经文太难懂，经常

是不知其意。另外困扰我的是常常

不知道该如何祷告。感谢主，几年

前从《圣经》中得到一些有关祷告

的启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圣

经》中有很多打动人心的祷告，例

如耶稣在客西马尼的祷告，大卫王

的祷告等。我没有想到这次我竟然

从雅各的祷告中学习了该如何祷告。 

记得刚信主时，特别是开始读

《圣经》的时候，我很不喜欢雅各这

个人。不明白这么一个狡诈的人为什

么受到上帝的祝福。自从 2005 年秋天

开始参加 BSF(Bible Study Fellowship)

的查经班以后，对《创世记》中的

那些人物有了深入的了解，其中就

包括雅各。我发现在《创世记》第

32 章，雅各在玛哈念做的祷告值得

我们学习与效法。 

雅各逃离了拉班的追捕，来到

玛哈念。 想到要和哥哥以扫见面，

‚ 他 就 甚 惧 怕 ， 而 且 愁 烦 ‛

（32:7）。 因为二十年前，雅各

从以扫那儿骗取了长子的名分，怕 

 

 

遭到以扫的报复而不得以离开家乡。

如今要回到家乡见以扫前，他向上

帝祷告。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

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

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 你向仆人所施的

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

我先前只拿著我的杖过这约旦河，

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

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

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

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

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

数。’‛（32:9-12） 

雅各的祷告可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1． 与上帝的联接 --- ‚耶

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

撒的神啊‛ 

雅各在这里与这位曾看顾他的

祖父与父亲的神开口说话，借此拉

近他与上帝的距离 。我们常说基

督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人与神的

关系。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祂

http://books.infinology.com/faith/BibleApp/OT01genesis/OT01ge_content.htm
http://books.infinology.com/faith/BibleApp/OT01genesis/OT01ge_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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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的儿女。我们的祷告就是孩子与父

亲在说话。上帝曾经在梦中向雅各

显现(《创》 28:12-15),让他知道神

与他同在。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真实的， 我们向祂祷告时应该

呼喊祂的名，赞美祂，与他亲近。 

2. 重 申 上 帝 的 命 令  ---  

‚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 

雅各如今要回到家乡是遵守上

帝的命令（《创》31:3），不是凭

自己的血气而行。他有信心上帝会

厚待他。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在

做选择, 是遵守上帝的命令呢？ 

还是凭自己的算计？身为一个基督

徒，我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带着能力

的，遵循上帝的指令一定会蒙福。

虽然眼前可能有困境或难处，但是

我们凭着信心必定能在上帝的保守

中走出低谷，进入‚迦南美地‛。 

3.向上帝认罪悔改---‚你向仆

人所施的一切

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

得。‛ 

我 们 每

个人本是污

秽的罪人，

是上帝的恩

典使我们因

信主耶稣基督而能成为他的儿女，

得着作儿女的福份。我们本来不配，

但是上帝却不嫌弃我们，这是多么

大的恩典。我常常感到当我深刻地

向上帝认罪悔改之后的祷告最有感

动，总是蒙应允，因为‚谦卑的人

神必然拯救‛。（《伯》22:29） 

4. 数算上帝的恩典 --- ‚我

先前只拿著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

今我却成了两队了。‛ 

雅各认识到他所得的妻儿老小

和财富都来自于上帝，不是自己的

所能。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

过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日子好过了

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变得‚硬着颈

项‛呢？ 

5. 祈求上帝的保护 --- ‚求

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圣经》上说：‚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雅》 4:2）

上帝乐意将各样的福份赐给我们，

他也在等我们向他倾心吐意，把各

样的需求带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雅

各知道凭他自己是抵挡不过哥哥的

四百兵丁，但是上帝的天使可以保

护他不受伤害。 

 6. 承认自己的软弱 --- ‚因

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

同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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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现实。

我们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但是

上帝是无所不能的。耶稣说：‚凡

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

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

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

省的。‛（《太》11:28-30） 我

自己是很要强也很爱操心的人，弄

得自己很疲惫。 当我承认自己的

软弱，谦卑下来信主之后感觉大不

一样。有了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

掌权作王，我不必再愁烦，因为我

知道他掌管明天。我要做的就是安

静、顺服、信靠祂。               

7.回顾上帝的应许 --- ‚你曾说：

‘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

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 

上帝曾应许要厚待雅各。上帝

从不失信。 雅各知道他必得拯救。

我们每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都知

道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永不改变。让

我们凭着信心，常常向祂祷告，向

祂谢恩。 

正如雅各所祷告的,上帝祝福

他与哥哥的重逢,平安地回到故乡,

赐福他的后代。 上帝也乐意这样

祝福我们.愿我们常常按着祂的心

意祷告,见证祂的荣耀。 

 

 

 

(接第 2页)叫凡相信的，接待耶穌到生命中的，就可以成為神的兒女，得到永生。

永生不但是有個起點，也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是繼續不斷地透過認識耶穌而

認識神。繼續不斷地認識，是一種動作，也是一種態度。透過繼續不斷地認

識耶穌，人可以在過程中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也越能經歷永生的祝福─

更豐盛的生命。 

最後的勸勉 

    很可惜，有些神的兒女以為只要決志信主受洗就夠了，反正可以上天堂

了，平常就將神擺在一邊，有事時才求求祂。卻不知道，永生不是一個點

(決志、受洗的那一刻)，永生是持續的關係。要在生活中經歷永生的祝福是

藉著持續不斷地信靠，甚麼是信靠呢? 真實的信靠就是將生命的主權交給主，

以祂為主，順服、體貼祂的心意，享受與祂的交流。這也是《約翰福音》15

章所提「枝子與葡萄樹」的關係，要常住在耶穌裡面，與祂緊緊相連，我們

的生命就能多結果子，展現耶穌生命特質的榮耀。深願每一位神的兒女，都

持續在主裡成長，越來越體會永生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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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成长的秘诀  

                                                     ----《雅各书(James)》第一章 

 黄昭瑞 

 

 

在《圣经·新约》中，‚四福

音书‛让我们看见那道成肉身的耶

稣是如何充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住

在我们当中，那父独生子的荣光为

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盼望，让我们愿

意将生命献上，跟随耶稣。接着在

《使徒行传》中，神借着圣灵的大

能，让初代教会诞生，为我们预备

了属灵的家。接着保罗在一连串的

书信中，再次给我们那得救的确据，

是因着恩典，不是行为; 保罗的教

牧书信也为初代教会的牧养提供了

宝贵的建议，让神所预备的初代教

会走的更好，更平稳。接着在保罗

书信后的是那总结‚旧约‛跟‚新

约‛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

的作者让我们看见大祭司耶稣为我

们所设立的 ‚新约‛ 是如何超越 

‚旧约‛。那‚旧约‛用人手所造

的根本不及耶稣用祂自己身体所献

上的，所以我们能因着耶稣的献上

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为了要蒙

怜恤，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

们的大祭司体贴我们的软弱，让我 

 

 

们更加确定耶稣的救赎是有根有基

的。哈利路亚! 

然而，当这一切看起来实在是

完美荣耀的时候，《雅各书》一开

头就像把我们拉回现实生活中一样

—‚我的弟兄们，当你们落在百般

试炼中…‛，哇，原来基督徒也是

要面对现实的! 雅各在书信的第一

章就提到了基督徒所面对的试炼与

试探。雅各说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

考验才会产生忍耐，也就像保罗说

的，当我们经历患难时，患难就生

出 忍 耐 ， 忍 耐 就 生 出 老 练

(character)，老练就会有盼望。 

当生活的一切看起来很美丽，或是

当教会 potluck 吃的很开心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是不会因此完全的。我

们需要面对现实，常常让我们的信

心被试验；当我们信心被试验后，

我们才会更深明白信仰对我们的真

实性，所以我们准备好在灵里成长

了，领受更真实的信仰了吗?  

雅各在书信的第一章为我们提

供了三个属灵成长的秘诀，雅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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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面对这些试炼与试探的时候，

我们不要被 ‚欺骗‛ (deceive)

了，我们常常喜欢自己骗自己。尤

其在遇见困难或试探时，我们常常

期待听见‚自己想要听的答案‛ ，

而不是听见真理，雅各就在此提醒

我们: 

一．‚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

错了。‛(Do not be deceived) (v.16) 

第一个属灵成长的秘诀就是在

困难中相信神是美善的，不要看错

了。不要看错什么呢? 不要被这些

试炼与试探骗了，认为神让这些困

难发生，是因为神不爱我们，神要

惩罚我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在 神 里 面 没 有 任 何 一 点 邪 恶 

(evil)。所以雅各要我们常常提醒

自己: ‚各样美善的恩赐与各样全

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

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祂并没有改

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v16-

17)。那不改变的神曾经如何带领

我们历经水火，如何将我们如鹰背

在祂的翅膀上，如今祂更要带领我

们进入那水深之处，让我们的信心

变得更真实，更完全。雅各提醒我

们面对困难时，要常常想到这只是

一个 ‚试验‛ (test)。考试总会

过去，那美好的神不会撇弃祂手所

造的。神是我们在困难中唯一的希

望，不要对那众光之父，美善之神

有埋怨或苦毒，不要看错了。 

 

二．‚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

单听道，自己欺骗自己。‛ (Do not 

merely listen to the word, and so 

deceive yourself) (v.22) 

 属灵成长第二个秘诀就是在困

难中依然选择做《圣经》要我们做

的事。我们对于《圣经》的 ‚知

识‛ (information) 若不通过默

想、生活的经验或行动，就不会变

成 ‚启示‛ (revelation)。我想

这个挑战对于正在面对试炼的我们

更是宝贵，当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

会让某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时，

最容易的 ‚解决方式‛ 就是什么

事都不做， ‚反正做了也没用‛。

然而雅各提醒我们，当我们知道了神

的话，明白了神要我们所做的，如果

我们选择不去做，就像一个人照了镜

子，看见了自己的脸，但转头后就马

上忘了自己长什么样子。我们唯有

常常遵行神的话语，常常把《圣经》

当成镜子，‚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我们才会找

到真正自己，得着那神为我们预备

的自由。当我们面对困难却坚持行

出神的话语

时，我们的

生命就突破

了，我们就

更认识自己，

更认识自己

的软弱，也

更认识神的

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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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太太咏真 

三．‚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

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religious and yet do not keep 

a tight rein on their tongues 

deceive themselves.) (v.26) 

     第三个属灵成长的秘诀就是

在困难中，要保守自己说出来的话

是与神的话语连结的。我们的话语

带有极大的影响力，就像雅各在书

信里所说的，‚舌头就是火，在我

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

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我们若对自己的话语不小心，很容

易给‚地狱‛(魔鬼)留地步。在困

难中，我们对自己所说出的话语比

任何人对我们所说的话更有影响力。

当我们宣告‚我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 非 是

人 所 能

受 的 。

神 是 信

实 的 ，

必 不 叫

我 们 受

试 探 过

于 所 能

受 的 ；

在 受 试

探 的 时

候 ， 总

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

受得住‛，我们的舌头这样宣告，

我们的心就会这样相信。我们的话

语是跟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的，雅各

提醒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其实

是要我们勒住自己的心，我们能勒

住自己的心，就能带出那美好的果

效(everything)。  

其实，在写这文章的同时，我

把一位常常与我一起祷告，但最近

却面临极多困难与挑战的弟兄放在

祷告中。我祷告弟兄在这些困难不

要看错那美善又信实的众光之父; 

我祷告弟兄能一步一步靠着神跨出

那看似艰难，但却充满祝福的脚步; 

我也祷告弟兄常常宣告神的话语，

保守自己的心不给魔鬼留地步。如

果你现在也面临生命中看似无法突

破的困难与挑战，我也把你放在祷

告中，神对我们的生命有极荣耀美

好的计划，不要让这些困难和挑战

阻拦了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大事，

地上的一切都会过去，那一天当我

们在神的宝座前，看见坐在右边的

耶稣，看见那钉痕的手，我们就真

正明白神已经将这全宇宙最好的礼

物给了我们。耶稣为我们死，所以

我们有力量及恩典面对困难和试炼，

当我们走过时，我们的生命就更有

深度，信心就更有根有基，我们也

就更能成为别人困难时的安慰及帮

助，让天父得着更多的荣耀。谢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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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你 展 翅  

 栾 欣 

 

 

自从主耶稣三年前照着祂的应

许，把我带到这所学校，这个职位

就一直危机四伏，老板东拼西凑各

种经费，勉强维持。终于，到了去

年底，老板说：山穷水尽，最多支

持到二零一二年八月。于是，又要

找工作了。想想当年那段神奇的经

历（详见《耶利哥大城倾倒了》

《磐石年刊》第五期），心中不禁

充满期待：这次，主耶稣要做怎样

奇妙的事情呢？ 

对于上一次找工作不投简历的

做法，很多弟兄姐妹并不认同。有

时候我自己心里也不太确定主耶稣

到底高兴不高兴我努力投简历。也

许耶稣不喜欢我就那么等着，好像

基督徒们生活都很消极一样。那么，

我就找工作吧，不能让不认识神的

人误解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当然，

首选仍是 Penn State，因为主曾应

许我和家人不再分开。还是首选昆

虫系，因为研究方向和这两年的工

作经验相符。虽然科研经费日益缩

减，学校的网页上还是常常会出现 

 

 

昆虫系的职位空缺。于是，从一月

起，投了几份简历，却未获回复。

这也正常，毕竟距离最后期限还早，

不必着急。我常常自己得意，因为

有‚信心的恩赐‛。 

到了二月，一位曾经慕道的博

士后工作出了状况，遭老板开除，

马上就要身份过期，被迫回国。有

那么一天，圣灵催逼我去为她祷告，

于是去了，一开口，仿佛有了确据

一样，因为确实地知道在找工作的

事情上，主一定在她家施行拯救。

祷告之后，这一天都沉浸在喜乐当

中，更知道这信心的确是出于主。

当然，这事不久就成就了。在这之

中，偶然想想自己找工作的事，好

像心中并没有这样的确据。我自己

琢磨，也许离期限还远。 

一次查经，读到‚主和他们同

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马太福音》6：20）心想，我

给人传福音好像没怎么见到神迹奇

事啊。查完经，回家的路上，主突

然说：我怎么没和你同工？上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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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找工作的不是我和你同工么？可

是主啊，她怎么从你那里得了恩惠

就销声匿迹？甚至也要躲着我，就

怕我和她再提起这事？主说：这很

正常，十个大麻风得洁净，也只有

一个回来感恩。这时我有点糊涂了，

她的工作这不是主你都定好了，才叫

我去给她祷告么？我不就是跑跑龙套

么，而且还没完成任务，因为这人不

愿意相信是主你给她成就的。难道真

是主你听我的祷告才给她工作？你若

给我权利做主，那我第一个先给自

己找工作祷告。我又不禁得意，连

她找工作主耶稣都管，我找工作主

耶稣你怎么能不管呢？正在得意的

时候，一句话进来：‚医生，你救

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这是

主耶稣被钉十架的时候，别人讥诮

他时说的话。于是，彻底懵了。 

首先想到的是 2006 年，妻子

回国，正逢初信，满有信心的对家

人说：神必然保守我的签证不被审

查，结果，签证被审查与全家亲戚

的讥诮不可避免的一起来到。很多

时候神做事的思路 和我们的想法

天差地别，这差距就像当年人们想

不明白耶稣不是不能从十字架上下

来，而是不愿意下来一样。我盼着

主给我工作，当年妻子盼着主让她

避免签证审查，某种程度上和当年

人们盼着神的儿子若无所不能，就

必要自己从十架上下来一样，都是

按着人的思路去揣摩神。祂怎么会

被我的想法限制呢？可问题是，如

果认为神必给我工作这想法不对，

那岂不是说不给工作么？那我找工

作岂不也是白费功夫？拿着这个为

期半年的 J-1 签证，没工作那可得

回国呆两年！想到种种后果，这所

谓‚信心的恩赐‛突然都不见了。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试着让自己

接受没工作回国这种结果，如果这

真是出于主。 

虽然从前曾经很多次祷告，说

主耶稣，此生献给你，拿去做你自

己的见证。可事到临头，还真难接

受。特别是想到那 些‚心蒙脂油，

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亲戚们将

要借此大大亵渎一番，就觉得无比

冤枉。主耶稣啊，到时候看你怎么

说！另一方面，想到自己，很多次

在主面前夸口，说：我愿意为你舍

命。可现在呢，别说舍命，不过是

工作、回国这样的事，竟然都舍不

下。于是觉得心中惭愧，觉的自己

好像彼得当年，头一天晚上吹牛说

愿意为主舍命，当夜就三次不认主。 

作者（右后）与太太和女儿 



磐石年刊 

 

第六期 • 2012 

15 

就这样，找工作的危机终于临

到，果然是大海翻腾、波涛汹涌。

郁闷之中，和牧师谈，和一些相熟

的弟兄姐妹谈，大家的话也不能相

合。有人说：这意思是要其他弟兄

给我找工作祷告，主就必听。有人

说：也许主不高兴我给别人找工作

祷告成了骄傲，所以给我那句话是

要我明白 做仆人的，不过是跑跑

龙套。还有人说：不管怎么样，这

些难过的日子是主要来亲近你。道

理虽对，却入不了我的心，困惑依

旧，更多的是天天向主要答案，因

为答案在他手里。 

一天，开车途中，思绪还围绕

着那句‚医生，你救得了别人，救

不了自己。‛忽然，主耶稣带我把

故事往前推进了几天，那时候主在

祷告，他说：我现在心里愁烦……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而天父回

答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

再荣耀。这经文我知道，主耶稣为

我们所做的，实在是为了荣耀 天

父的名。可是这和我找工作有什么

关系么？难道找不到工作也是神要

荣耀祂的名？主啊，就我这点破事

儿 ， 你

竟 然 拿

来 和 你

为 我 们

所 成 的

大 事 相

比较么？

这 不 是

用 一滴水去比大海么？仆人算什

么，在主你的眼中竟到这个地步？

受宠若惊之余，下定决心：既然如

此，不就是没工作，回中国么，区

区小事，来吧，你尽管去得荣耀。

再说，天父不会亏待我，主耶稣都

死而复活了，那这事上咱们也来个

死而复活……想到复活之前得先死，

还是略有紧张，可此刻，心情却已

经如死里复活了一般。 

这次找工作的危机，到这个时

候，我已蒙拯救，安然度过了。主

耶稣施行拯救，不过是转瞬之间，

不单是常人所理解的，需要转瞬之

间见到工作 offer，也不单是说死

后上天堂听起来那么抽象。他的拯

救，发生在生活的每个时刻，随时

随地让你的心从危机中、从世界中，

放下自己所坚持的，安定在他里面。

眼睛还未见结局，就可照着耶稣说

的‚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样从胜利

者的角度来俯视这一切的处境。虽

然拯救已成，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我想会有不认识神的人说我这是心

理安慰，所以我要把故事写完，是

为见证我神的真实。 

前面说到，往昆虫系投了若干

份简历，全部泥牛入海。不过，此

时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力量，想自己

该着急一下多发几份简历，却急不

起来。想若真回国，也得看看机票

什么的，也急不起来。主耶稣有话：

等候，必如鹰展翅上腾！更有姐妹

发预言说：神不曾改变，当年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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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仍如何。这句话听在我心里，

虽然我不知道主耶稣最后会做什么，

但满有盼望，知道一定是惊喜。 

到了六月，偶然又上网看看有没有

什么职位，却发现一个半年前就在

网上的职位，与我七年前从事的领

域有关系。当时我也投了简历，却

没有回音。它至今还在，难道没有

人应聘？于是又投一次。这次有回

信，说愿面谈。走去面谈的路上，

我祷告：主耶稣，这件事结果如何，

实在是浮云，我也懒得问，只要是

从你来的结果就行。所以，这职位，

若是你给我，就给个兆头，让这次

面谈有正面结果。若不是从你而来，

那你关门就请从这次面谈开始，因

我不想多做无用功，也不想把指望

放在虚妄的事上。 

谈罢，说是要进一步面试，内

容是根据一篇文章做报告，而评审

人员中，有一位是文章作者的同门

师姐。班门弄斧，这下要现眼！不

过我的祷告主耶稣若是垂听，那这

职位已经是我的了。尽管如此，还

是要尽力准备妥当。过了些日子，

面试迟迟不来，家人沉不住气了，

我就打听一下。招人的老板说，想

和另外的教授合作，而这位合作者

并不认同我的背景，然后就退休了。

招人的老板有点无所适从，然后继

续杳无音信。这期间，妻子经历了

信心的低谷，但主耶稣再次提醒我：

等候，必如鹰展翅上腾。而牧师讲

过，鹰飞的时候是不怎么自己用力

扇翅膀的，因为气流托着它飞，所

以，不用着急。这时候，神又借着

一位姐妹把 HillSong 的这首歌赐

给我，前面唱到：‚藏我在翅膀荫

下，遮蔽我，在你大能手中。‛不

错，我实实在在地知道，我的确是

在主大能的手中，要不然怎么急不

起来呢。后面唱到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我与祢展翅，暴风上

空‛。这是何等的真实？想象一下，

大海翻腾，波涛汹涌，用这来比喻

还差一个月就要失业的情形不算过

分，可仔细省察自己的内心，这风

暴的影子在哪里呢？原来在风暴之

上的天空原是平静的。而我更是实

实在在地知道，带我飞在这风暴上

空的，是主耶稣自己，他正和我一

起展翅。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拖着拖着，新生来了，忙！正

忙到四脚朝天时，某一天，接到一

个电话，是招人老板的秘书，问一

个小时以后面试可以不可以。感谢

主，若是早知道面试，一定还要再

去准备，至少把准备好的报

告背几遍。正逢迎新忙

碌之际，还要

纠结，这时

间是给主

耶稣干活

呢？还是

准备面试

呢？感谢

主的怜悯，

这一个小时肯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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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准备面试的，免去纠结之苦。

而且这也是主告诉我，不靠我，靠

他。面试现场，评委只有一位，就

是那位文章作者的师姐，招人的老

板旁听。评委的态度和她的上司，

也就是那位退休教授一样，认为我

不能胜任。另外，因为只有一位评

委，所以算是非正式面试，连做报

告的机会都没有！然而，真正引导

面试的却是主耶稣，评委一切的负

面话语都恰好引出一段我准备的最

充分的部分。遇到我说错或者不知

道的部分都恰好被她们跑题给岔开

了。所以，半小时之后，我还没搞

清楚状况就已经顺利过关。 

    回想这个面试，若真让我做完

整的报告，结果还真的难以预料。

毕竟七年没有接触这个领域，我的

很多经验都是过时的。最后用上的

幻灯片只是我所准备的五分之一，

没用上的部分，我其实都没有十足

把握。最后，迎新的事告一段落，

心情 High到来不及回复平静，我

也来不及 打听招人老板是不是下

了决心的时候，人事部门已经开始

操作了。 

补充几点，昆虫系那么多职位

‚空缺‛其实都是假的，人选已内

定，但按照规则，必须张贴广告，

‚公开‛招聘，所以贴出来意思一

下。而我所应聘的这个职位，从张

贴广告至今，八个月以来，自始至

终就只有我这一位候选人。我也是

内定，不过 是主耶稣为我定的。

新工作开始的时间刚好和即将结束

的工作完全衔接，因为主耶稣从不

误事。顺便提一句，其实当年妻子

签证审查，主耶稣其实也没有误事，

虽然审查，但速度大大超过预期，

在原定回美日期的前三天就结束了。

只不过妻子和她家人以为会耽延，

没有准备，才真的耽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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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问自己， 

             把时间花在哪里最值得？ 

 

 朱君倾 
 

    

    以前常常问自己，把时间花在

哪里最值得？ 

    还在读本科的时候，每个周末

是最值得被好好利用的时间。毕业已

经整整五个月了，我客观地想了想大

学四年我的周末到底是怎么过的。 

    周五晚上的分配方法：上网看

视频，或者和同学聚会聊天，又或

者去教会团契。 

    周六时间的分配方法：上网看

视频，或者和同学聚会聊天，又或

者做一小会作业。 

    周日时间的分配方法：上网看

视频，或者和同学聚会聊天，或者

多做点作业，又或者去教会主日。 

又问自己，这样分配，我满意

吗？我有后悔过吗？ 

    是的，我想我并不满意。是的，

我想我也是真的有点后悔。  

     

    其实我并不能说清楚在我对着

电脑，和视频独处的时候，我到底

是开心还不开心。我只知道刚开始

的时候，我只是想要视频陪我度过

短暂的闲暇时光，渐渐地变成了，

我陪伴视频度过它或长或短的一生。

这个现象很有趣，也的确经常发生，

就是往往只是为了填补那 1 个小时

的空缺去看了集电视剧，可等你有

意识不得不制止自己的时候，已经

过了 5 个小时了。 ‚凡事我都可

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

（《哥前》6：12）‛ 我想我们往

往在不经意间被某些东西辖制，即

使我们的初衷也许不是这样。视频，

游戏，音乐，酒精，等等，你会控

制不住自己把时间花在它们上面吗？

你会每次长时间和它们相处之后而

感到不知所措或自责不已吗？神说，

‚我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路》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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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能确定，我在和朋友们

聚会聊天的当下，我大多是心情愉

悦的。但同时我也很肯定，当聚会

结束大家散场之后，我的情绪一定

不再是愉悦。我也很难说清楚那到

底是种什么感觉，我觉得现代人认

为这是情感层面的空虚，但我更觉

得那是灵魂层面上的干渴或者缺失。

《约》4：13：‚凡喝这水的，还

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

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

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世上绝

大多数的追求不能满足你，无论它

是财富、名利还是地位。相反地，

它们更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旦踏进

去，便有去无回越陷越深，而到头

来仍然是虚空的虚空。世上的水一

定会让你再渴。世上的人大致也是

如此，无法一直满足你，无论是父

母亦或者朋友。因为人都是软弱，

而人也总都会让你失望。更何况，

当你花的时间越多的时候，失望往

往来的越大。 

    说实在的，我读书时候的那些

个周末，我花在和神相处的时间上

并不长久，也并不稳定。就像我在

上面说的那样，世上的诱惑或让我

措手不及，或让我无法自拔，短暂

的欢愉或让我盲目跟从，或让我失

望伤痛。然而，神从来没有离弃过

我，他的爱永不改变。《启示录》

3：20：‚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

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

坐席。‛是的，神一直在我的心门

外叩门，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都

在叩门，为要和我同坐，为要让我

和他分享我的生活。 

    直到工作后，有了很稳定的灵

修生活，大部分的周末时光变成了

教会时光，我才开始强烈地感受到

依靠神生活的甘甜。那种轻省，自

由，平安又喜乐的感觉，有点小清

新，又有点小浪漫。更重要的是，

神永远信实，永远公义，永远慈爱，

永远圣洁。他的爱太长阔高深。他

与你相处的每分每秒都不会落空，

因他超乎万民之上。他本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而我们的泉源都在

他里面。 

    唯独神，永远依靠得住。 

    所以你要是问我，把时间花在

哪里最值得？ 

    答案是唯一的——与神相处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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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來到媽媽小組，每每看著

挺著可愛圓肚子的新手媽媽們，幸

福洋溢中夾雜著忐忑不安，總會將

我的思緒拉回當年….  

    擔任全職媽媽這份無人可取代

的要職，已經整整十年了。  

    老大光允是恆切禱告兩年來的。

自知不是讀書的料，在慘烈的博士

班年歲中，除了堆積如山的書，無

數的報告和各樣考試外，伴隨我的

總是同一個禱告:''主啊! 讓我懷

孕 吧 ! 這樣就可以不用再念書

了….‛ 但，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只好咬牙繼續攻讀，直到終於帶著

五個月的身孕完成最後的 defense，

從此下定決心揮別書本，進入一行

從未在我計畫中出現過的職業。  

頂著新出爐幼兒教育博士的光

環，並沒有讓我的母親角色比任何

人更容易些；每天的例行公事(十

幾次餵奶及把屎換尿布)，把一向

嗜睡的我搞得昏頭轉向，但腦袋裡 

 

 

 莊宗珮 

 

卻谨記著師母的提醒 :‚不要讓

baby 成為家中的唯一重心而遠離

神‛。正因為如此，雖然困難，但

我們學習盡量不放棄已有的服事，

而神總是信實的供應我們所需，並

且接二(光中)連三(光心)豐富地賜

下產業，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媽媽小組正是在約十年前開始

的教會嬰兒潮中成立，至今若說有

二百人次的媽媽們參與過，亦是不

誇張; 面對懷孕，生產，坐月子，

養兒育女，夫妻和親子關係各樣問

題，我們都不孤單，專家提醒加上

姊妹們的實際經驗分享，讓每一位

認真生活的媽媽都可以從錯誤中學

習，在歡笑淚水中成長！  

    就在感覺三個女兒漸漸懂事，

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時間空間的當兒，

教會的一位姊妹突然询問，是否有

興趣在她即將成立的事務所幫忙？

乍聽之下，十分興奮，因為來到美

國許多年，一直想找機會研究一下

切身相關的各樣保險事宜; 但另一

方面，骨子裡不想碰考試的情愫卻

職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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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緩緩升起，別提考執照了，光是

能夠有一整天啥事不作光 K書，想

來都是奢求! 決定為這事好好禱告

並求應證，接著得到母親和偉凡的

大力支持，讓我在 2011感恩節後

有機會參加賓州證照考；考前作了

十數次的模擬試題，本來還蠻有信

心的，不料坐進考場，好整以暇細

心答題的同時，時間也分秒不停的

流失，當我終於意識到，已經不可

能如期完成的關鍵時刻，我的腦袋

頓時一片空白，渾身冒冷汗，唯一

能作的就是開口禱告，把結果再次

交給神，求祂親自掌權; 狂猜答案

之後按下‛submit‛交卷! 有如一

世紀之久的三分鐘過去，成績躍入

眼簾，一分不差，恰恰是及格的成

績! 顫抖的手抱住螢幕感謝讚美

主!  

因這奇妙的感動，

誤打誤撞進入另一行

從未在我計畫中出現

過的職業。短短幾個

月時間，曾歷經極度

挫折想放棄的階段，

神卻藉著一位從外州

來訪弟兄的口，帶下

真實而及時的鼓勵；

同時偉凡也常常提醒

我不要忘了起初的愛

心；神不但在其中磨

塑我的個性，也在每

一件 case 上，教我仰

望祂的功課，我清清

楚楚的明白，離了祂，

我們實在不能做什麼!  

回首過去這一年，心中感觸良

多…… 在等待的過程中，我們總

感覺徬徨毫無頭緒，甚至像是眼前

蒙上黑布，連要獨自往前踏一小步，

都膽戰心驚! 孰不知，上帝早已穩

實地為我們預備好前方的道路，端

視我們要否願意抓緊祂的手一起冒

險?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

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3:5-6)‛ 

   十年，不長不短；期待與神同

行的下一個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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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真好 

              －信主及成长历程 
 陈 芩 

刚刚过去的一年对于我们全家

而言，是今生最重要的一年，因为

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成为了神的儿

女，并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非常

感恩。 

初步接触福音 

我们去教会是因为先得到基督

徒和教会的爱，并接受他们的邀请。

2005 年我父母来探亲时，邢玉英和

王崇业免费为他们提供住处，还常

给我的父母亲做早餐。我们为他们

的爱心存感激。父母也去过林牧师

和师母家，至今我还记得林师母做

的菜饭。应邢阿姨、王叔叔、林牧

师和师母的邀请，我们全家都有去

过教会。2007 年我去 Idaho 国家实

验室实习，我的顶头上司 Corey 

Radtke 也带我们去过教会，希望我

们信主。 

徘徊和脱离阶段 

但当时学业一忙，就没有坚持。

可是邢阿姨和王叔叔对我们的爱却

没有间断：邀请我们去家里美餐，

赠送漂亮的小衣裤给我们的小宝宝。

２００９年 7 月我携苓苓离开宾州

去明州做博士后。期间，洪飞一两

个月来看我们一次。虽然我的老师

和同事们都很不错，婆婆勤劳能干，

苓苓也很乖，日子过得很快，但心

里还是有缺乏。 有教会的人主动

接近我，邀请我参加活动，并提出

帮助我们搬家，都被我拒绝了，因

为我心里有些害怕，所以就想逃开。 

直到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５日我在明

州生下第二个宝宝佳佳后，我决定

回到宾州孩子们爸爸的身边。我想

对于这个家庭，孩子的成长还是最

重要，孩子不能长期没有爸爸的陪

伴 呀 。 可 是 当 我 回 到 STATE 

COLLEGE 的日子却并不快乐：没有

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多少朋友。

整天待在家里，因为孩子还很小需

要照顾，更因为在若大的城市却找

作者（左三）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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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自己容身之地。我感到生活很

晦暗，心里也很抑郁。我向往好些

的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 以前我

从没有为经济发过愁，可是那时的

情况却让我很压抑：收入由两份变

成了一份，人口却添加了。最渴望的

就是洪飞能找到工作带领我们离开这

个地方和这种环境。所以洪飞的工作

面试我很紧张，也为他不恰当的言

语而生气，认为没有能把握机会是

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以至于常常查

看他的电子邮件，试图想教他如何

交流。当时我很累，却没有什么好

效果，经常吵架，我常常流泪。正

当为找工作的事情着急，校方突然

通知他必须在２０１０年底前离境。

因为新政策的变化，洪飞的两个

H1B 衔接不上，所以在２０１０他

年底签证失效前他必须回国一趟，

并在中国申请签证出来。他是否能

及时签证出来也很难预测，因为他

来美国 8 年从没有回过国。当时我

们的两个孩子还小，大的不到 2 岁，

小的不到半岁。所以我们非常需要

健康保险、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孩

子爸爸的离境意味着这些支持均陷

入困境， 更不用说加上来回机票

和

签

证

的

额

外

花

费

了。可是尽管我们心里忧虑，校方

却表示没有商量余地，洪飞只得打

算回国。此时，我们在超市巧遇邢

阿姨，她说为我们祷告，同时也让

我们自己祷告。事情很奇妙，学校

从开始通知他非得离境，到后来突

然说不用离境了。至今我们还是不

明白，因为别的人的签证确实需要

更长的时间。疑惑之余，也就不想

了因为反正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可

是邢阿姨和王叔叔对我们的爱我们

体会深切，所以我们也愿意接受他

们邀请去教会参加圣诞夜活动。  

 

再次接触福音--- 

以一颗愿意和渴慕的心 

我们就这样又回到了久别的磐

石教会。教堂里坐得满满的，感觉

自己被爱包围环绕着。喜爱那些温

暖友好的面孔，忘不了林牧师让大

家传烛光，小小蜡烛被一一点亮，

整个大堂都被这一支支爱的烛光所

照亮。我们所看到的和经历的是教

会的爱，洪飞提议，我们做了个决

定：从下个周日起，我们要坚持来

教会，为了我们大人有更多地交流，

也为了孩子们有伴儿。 

感谢上帝的爱借着教会和在教

会长大的孩子彰显出来，让我们做

了回到教会这个重要的决定。２０

１１年整整一年，我们每个周日都

和孩子一同来到教会。 我们不是

例行公事，而是我们真的喜欢，越

来越盼望礼拜的日子。我渐渐越来

越喜欢林牧师的讲道。从主日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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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习如何去爱，爱亲人、爱朋友

和爱世人。不知不觉，我们大人和

孩子都更加喜乐，感谢主。除了周

日，我还参加了宗佩负责的妈妈小

组。妈妈小组的成员一个个都很有

爱心，也各有特色。 年轻妈妈们

的形象和气质让我和许多人改变了

过去对教会和教会成员的错误认识。

原来基督徒也可以是漂亮、可爱、

活泼和时髦的。在妈妈小组里，我

们一起交流学习如何作好妈妈和好

妻子。当我头一次听说‚丈夫是头，

作妻子的要顺服‛ 的概念时，非

常不理解。后来才渐渐明白：当我

们把自己的建议摆上，夫妻俩的意

见还不能统一时，为了家庭的合一，

我们鼓励丈夫做决定，即使当时他

的决定不正确，神也会在日后大大

得祝福我们的家庭。感谢主！ 

2011 年春季开学时，我还在师

母的建议下参加了王琳姐妹组织的

Alpha 启发课程。该课程提供了一

个让人接触探索基督信仰的机会。

形式轻松友善和有趣，大家一边吃

一边聊，可以问任何问题。就在这

个课堂，我们与一些朋友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并通过看录像，一起吃

饭和讨论，在短时间内对基督教信

仰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当时我虽有

更多的认识，却没有接受，更不用

说受洗。所以在 3 月 20 日我们

Alpha 班 5 个人同时受洗时，我还

不觉得自己也会成为一员。有一次

林牧师问我是否想受洗，我说尽管

教堂和基督徒虽好，但我肯定不会

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不相信基督为

我的罪受死，三天后复活。牧师的

话让我记忆犹新：‚这已成为历史，

你想亲眼看是看不到了。‛ 

信主---- 感谢主的拣选 

虽然我没有明白这位创造天地

万物的主，但神却因着他的爱没有

放弃我，他在我生命里一直在做那

神奇的工。就在 2011 年的 Good 

Friday，主差派他的使者，郭振游

教授来讲道，就在他呼召时，圣灵

做工，我的先生，吴洪飞，和我同

时决志。非常奇妙，我们当时相互

并不知道对方的决定，就象两张信

用卡被同时激活，成为更有意义的

生命。感谢主！就在决志的那天晚

上起，我先生和我开始一起读经，

以前枯燥难懂的经文变成了我们的

祝福。坚持了好些日子，不管多晚，

我们都要一起读经和祷告，并常常

读到神对我们当日关心的话题的指

导和祝福。感谢神奇秒的恩典！6

月 5 日，洪飞、我和两位 Alpha 启

发课程的同学，尹燕和她妈妈，我

们同时受洗。6 月 12 日我们正式成

为磐石教会家员。6 月 19 日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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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加了将孩子奉献给主的活动，

将两个孩子-苓苓和佳佳，奉献给

主。感谢主让我们这个刚刚受洗的

家庭领受了如此多的恩典！ 

 

在基督里喜乐和平安中成长 

受洗是基督生命的开始，那么

怎样才能和神建立密切的关系呢？

原来读经、祷告、参加聚会、服侍

和灵修是非常重要的。受洗后渐渐

也对查经有了兴趣，刚开始参加了

吴剑和邦智带领的 Caleb 小组。在

神的帮助下，我们越来越喜乐，并

对神的国越来越渴慕，咨询了吴剑

对祷告会的建议，我随后参加了周

二的祷告会，一起为世界上的大事、

教会的、个人的事情代祷，学习彼

此合一与相爱，借着我们同心合意

的祷告，神成就了很多，受到神很

大的祝福。读经、周五小组查经、

周二祷告会和周日主日崇拜成为我

的生活的重要部份。主啊，我渴慕

你，常常盼望着与弟兄姐妹一同敬

拜赞美主的时间！主日崇拜的时间

也从中文堂扩展到中英文两堂，因

为林牧师和毕牧师的讲道都非常好，

风格却不同，周日两堂下来，非常

有主的同在。 

2011 秋第二期 Alpha 启发课

程开课，由于王琳姐妹出国，感谢

主给洪飞和我 Alpha 服侍机会，让

我们初次尝试做主爱的器皿。虽然

没有经验，但感谢弟兄姐妹和牧师、

师母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得整个

Alpha 课程和周末营会都运行得不

错，充满了主的恩典和祝福。

Alpha 服侍之外，我们接受组长刘

邦智的邀请，一同参与 Caleb 小组

服侍。得以近距离看到和经历邦智、

张奕、一林和 Brook 对神和对人的

爱，感谢和赞美神！哈利路亚！ 

林师母是我们教会极大的祝福。

她的温柔谦卑、聪明智慧和对神对

人的爱让我十分敬佩。 我很喜欢

与她在一起，不仅仅是她外表的美

丽和气质，更是因为她多有圣灵的

果子。非常感谢主，洪飞和我有机

会参加师母带领的门徒培训，忘不

了师母帮助我们成长，亲自来到我

们家，对我们耐心教导的一个个夜

晚。无论是什么事，我们都愿意向

师母敞开，因为我们确信可以从她

那里听到神的声音得到神的爱。门

徒培训的课程让我们明白与主亲近

是多么重要，灵修、读经和祷告已 

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和生命的力量。 

２０１２年复活节我们教会邀

请黄立夫教授来讲道 ， 他带来的 

‚夫妻路祷‛理念使我们受益匪浅。

不但锻炼了身体，彼此在神的祝福

和保守下增进交流，同心祷告，很

蒙神的祝福，对我们提高夫妻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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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很大。借着神的爱，教会所办

的活动，我们在２０１１耶稣受难

日我们得救，２０１２年复活节我

们学习到夫妻路祷与上帝约会。两

者都是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祝福。感

谢主！主恩浩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和弟兄姐妹

一同经历神：认识主后的平安和喜

乐是之前没有的， 我不再为我们

的前途那么担心和忧虑了。《圣经》

上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给我们

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是信实的，

不论是在我的生活上、工作上、还

是服侍上都满了神的祝福和恩典。

特别感恩的包括： 

上帝赐给我的好婆婆：我的婆

婆爱人、聪明、勤劳、善良和大气。

她对我的爱与支持大家有目共睹，

用我师妹的话说：‚你有这么好的

婆婆真得感谢主!‛我盼望她和我

的父母、亲人和朋友都能成为基督

的儿女。我相信神已经拣选了她，

神不舍得让她一生的苦难（幼年丧

父、中年丧子、中老年丧夫）白白

经历，是历练她有像神一样的性格。

我们衷心盼望她明白神的大爱，看

到她决志受洗的见证。 

吴剑找工作：把吴剑弟兄安排

在我们的身边是神特别的心意。他

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并在主

里成长。

2011

年夏

天 ，

吴剑面临失业和签证问题，靠着对主

的信心，不慌不忙，两个月仅投递 4

份简历。工作却在一个月内搞定。主

让吴剑的工作机会经由洪飞的手给

出，为了让我们见证神的大能，并

鼓励吴剑对兄弟姐妹属灵上的帮助。

记得吴剑弟兄常说：‚主是不误事

的。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感谢

主！ 

工作和签证上也得到神丰盛的

祝福和恩典： 受洗才两个月，神

就给我份工作。神还为我预备好属

灵伙伴：邓颖和张立立，他们与我

在同系，邓颖就在我隔壁试验室。

我们每个周四中午都在一起吃饭和

祷告，并一同经历神的恩典和爱。 

回想起为立立丈夫，郭立，找工作

祷告的事。记得他们等那个唯一的

Offer 好些日子了，有一天立立的

耐心用尽，让我和邓颖为有结果祷

告。１２点多我们为郭立祷告，下

午１点多他拿到工作！感谢主！我

们家洪飞找工作，我们切身经历神

奇妙的恩典：随着我们一天天亲近

主，并更多参予服侍，洪飞渐渐有

公司面试的机会，并有大公司面试

机会。我们也在祷告中祈求神的带

领。神很奇妙，把其它不够合适的

机会之门都关了。洪飞最后拿到的

这份工作得到神明确的带领和保守，

以致于我们很明确这是神为他准备

的工作。就在他面试回来当天，我

告诉他：你的工作已经拿到，因为

我看到这是神为洪飞所造的工作。

果然，不到一个月，他的工作就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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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并在他拿到工作 Offer 当日，

以我名义申请的一个国家自然基金

项目被拒。神对我们的心意非常明

显，他把我们在 State College 的

门关了，让我们同心合意，同去德

州。神把工作给了我们，签证也自

然会保守，果然，公司及时给洪飞

递交了 H1B 签证申请。他本想自己

请律师申请绿卡，可 就在他去邮

局将给移民律师的钱寄出的当日，

邮局关门，看起来是因为 Good 

Friday，其实是主关门。公司在接

下来的周二就通知他给他办 O-1，

特殊人才工作签证，并在他工作一

年后为他申请绿卡 。感谢主，哈

利路亚！主就这样又为他节省了 5

千刀（因为他这费用一半一旦交出，

不可以退款）。O-1 是主给的，所

以接着弟兄姐妹的同心祷告，在主

的保守下整个过程出奇顺利。为保

证 O-1 申请成功率，律师告诉洪飞

需要六份推荐信（基于他背景），

其中 4 份必须是来自非常优秀的独

立推荐人。靠着神的恩典和祝福，

他在一两个月内得到 6 封很好的推

荐信，O-1 签证申请提交后一周就

批下来了。从洪飞的救恩、到他工

作 Offer、再到他的工作签证，都

得到神极大的恩典和祝福，并感谢

神让我们在其中学习顺服神和依靠

神。想起小组长邦智常提的经文：

‚只要信，不要怕‛（《马可福音》

5：36）。 

 

在基督里的盼望 

信主短短一年时间，我们得到

主极大的祝福和恩典，经历着生命

的丰盛和和在主里的盼望。今年 7

月 21 日洪飞、我、栾欣和邓颖一

起举办了结婚 10 周年见证。我们

分享了在主的恩典下我们在婚姻爱

情上的成长和盼望，共九对夫妻在

上帝、林牧师和师母、毕牧师和弟

兄姐妹的见证里一同举行了婚约重

立仪式。我们盼望在主的祝福和保

守下靠主常常喜乐，能在各样的事

上荣耀主的名；对我们亲人和朋友

最大的盼望：能有上好的福份，认

识主耶稣基督，并一生跟随主，到

老也不偏离。 

最后借着一段经文与兄弟姐妹

共勉：‚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

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

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

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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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伟 
 

我叫张伟，来自于湖北省荆门

市的一个乡村。  

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在读高

一的时候，我们村有个乡村教师是

个基督徒，她开始在我们村传福音。

当时很多人觉得是新鲜的东西，感

到好奇就去和她一起唱赞歌、查经、

做祷告。后来我妈妈也和他们一起

去了，经常和他们一起为一些得绝

症的人祷告。当时我跟我妈说别和

他们一起迷信了，要相信科学，因

为我自认为我读到高中了，懂得科

学，世界是不存在神的。不过当时

有一件令我感到震撼的事情，我们

村子里有个人大腿大动脉长了鸡蛋

大的恶性血管瘤，去县级医院治疗，

医院说不能做手术，告知病人最多

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了。那个人就出

院了，大家一起为他祷告。有一天

他们听说我们县民间流传有个中药

配的土方可能有效，他抱着试一下

的态度花了几十块钱拿回来每天往

肿瘤上敷，每天祷告。结果那个肿

瘤奇迹般的变小了，几个月之后就

只有指甲大小了，不久后就痊愈了。

十年过去了，那个人仍然健在。

（这在我当时认为是巧合，正好在

这么个时间，出现了这么个药膏可

以针对治疗恶性肿瘤。 但是我现

在觉得是有神的保守，使他有盼望

没有过早的失去生命的希望，一直在

寻找生的希望，所以才有这个机会。） 

我读大学的时候班里也有个基

督徒，平时很自律，不打游戏，每

个周末去教会，我们就嘲笑他很不

合群，我说这种人生活真没意思啊，

人不懂得享受。 

在来美国之前，我就是这样一

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自以为是一

个信仰科学的人。我是个很固执的

人，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信主。

直到今年三月份，因为和女朋友之

间的一些摩擦和问题引发了我对人

生意义的思考。我思考每个人都会

死，都会有很多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并且可能也要永远失去曾经得到的

东西。刚开始，只是偶尔想一下，

后来就越来越严重，大脑中无时无

刻不被这样的问题环绕着。回家的

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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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会想，睡觉前会想，睡觉醒了

也会想。那段时间我开始失眠，很

痛苦，每天早上起来都很挣扎，那

时候我想要是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多

好。我陷入了自己和自己的斗争，

已经无法正常生活工作了。每天晚

上回家看到天空都是灰色的，都是

压抑窒息的感觉，坐在图书馆里看

着窗外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做什

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快乐都是属于

别人的，我已经不知道快乐的滋味。

我当时一个月没打电话回家，失去

了和所有朋友的联系。我像陷入了

泥潭，想退回去，但是退不回去了，

想往前走出去，但是挣扎不出去。

我开始写日记，每天在日记里写着，

‚张伟，你要么死去要么就精彩的

活着。‛我找心理医生接受心理辅

导，但是只能治标不治本，过几天

情绪又反复了。有个星期天的早上，

我躺在床上极度的痛苦，我突然想

到了我曾经去过的国际教会，那些

基督徒是多么的快乐，所以我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去了教会，因为这是

我唯一的出路了。 我先去的是美

国教会，找到了国际教会的 Bill，

我问了他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为

什么活着？我死了将去哪里？然后

他约我经常见面聊聊，并给了我一

本《圣经》。 

后来我开始来华人教会。第一

次来见到了牧师，牧师给我讲了罪，

讲了神的大爱，但是我当时根本听

不进去，后来牧师给我做了决志祷

告。但是那时候我并不觉得我已经 

 

是基督徒了，也没有信服，我只是

想让神的大能治愈我。 

后来我的情绪越来越差，我已

经打算回国了。5 月 14 日，我永远

记得这一天。这一天，我在课题组

做完报告后，在老板办公室门口徘

徊，准备和老板说我想放弃这边的

学业，打算回国的时候，我的手机

响了，是朱老师打来的，朱老师约

我去他家谈谈。后来我就去了，在

韩兴和厚兵他们见证的分享下，我

真正意义地决志了。因为当时我脑

子里想的是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我已经无法自救了。 

虽然我信了主，但是我要找到

《圣经》是真理的证据。我的问题

是围绕人是怎么来的。之前我是非

常相信进化论的，按照进化论的推

理，人是由低级动物来的，动物都

有相似性，动物都有大脑、内脏器

官，似乎都有同样的祖先。后来我

继续往前推，如果这些动物都是进

 作者（右）与女友丽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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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那么生命从无到有这个过程

实在是太巧合了。科学的解释是，

大气中的氨气，二氧化碳等在闪电

的作用下，生成氨基酸，氨基酸进

入大海，然后结合生成蛋白质，然

后蛋白质在一起，加上水体形成了

最低级的生物。关于这一点，我是

觉得不足以相信，生命是一个很复

杂的体系，绝对不是科学说的巧合

产生的。这就像回答了是先有鸡再

有蛋。鸡蛋是碰巧有蛋白质组成的，

然后鸡蛋就可以变成小鸡。我觉得

这是荒谬的，生命怎么可能是物质

偶然堆积的。就算堆在一起，它的

行为也是被动的，只能随着温度、

压力的变化而变化，绝对不可能像

现在一样有主观能动性，靠意识控

制行为，而且还有情感、灵魂、罪

恶、良知和爱。就算生命碰巧产生

了，那么生命怎么继续呢？怎么繁

殖呢？这很难解释地通。 

每当思考人的器官构成和生命

是怎么延续的，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真得太美妙了！这一切是经过精心

设计的，绝不是简单的物质堆积。

人有嘴巴，同时也有耳朵，人五官

都是对称的。人要生存必须有能量

的供应，通过嘴巴的咀嚼，然后经

过胃的消化，然后进入小肠，然后

进去血液，然后进入肾排出，这么

复杂而且有逻辑性的体系只要有任

何一个部件出问题，生命就不存在，

难道这么复杂的体系是偶然产生的

么？就算是偶然的，那么最初的这

个生命怎么还要把他的特征浓缩存

储在 DNA 里才能遗传下去？拿哺乳

动物来说，还要同时有雄性和雌性

造就新生命，这可能吗？另外，进

化论怎么解释组成生命的物质是怎

么来的？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而

创造论有很好的解释。神创造了天

地，然后创造了植物动物，最后创

造了亚当。神用亚当的骨头创造了夏

娃，然后才有了后代。这更让人信服。                     

在最初，我很怀疑耶稣的神迹，

我觉得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后

来我相信了，因为我们的认识有限，

有很多能量是不以物质存在的，我

们所了解到的能量只有 10%，也许

这些能量就可以改变物质的微妙变

化，所以造就神迹。耶稣复活也可

以理解了，因为人临死的一瞬间，

人体的物质没有显著地变化，如果

有个超自然的能量存在或者说是灵

魂，那么复活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我思考了信主和不信主对

我的利弊。如果我信了主，神如果

存在的话，他很爱我，会塑造我，

改变我，生命结束了，我的灵魂会进

入天堂。万一神不存在，那么《圣经》

也可以作为我的人生哲学，也可以受

益终生。如果我不信，假如神万一存

在，那么我输定了，我死后我的灵魂

不能进入天堂。此外，全球大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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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亿基督徒，他们都经历了生命的改变，他们不是傻子。经过这些思考，

我更加坚定要跟随耶稣。    

信主后，我的生命起了一些变化。  

首先，我的情绪完全好了，我重生了。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我可能会

重度抑郁，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另外，我和我女朋友相处更有心得了。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发生矛盾

后，都会来到神的面前，审视自己，问题就很快解决了。 

    最后就是内心有了平安。当你想到你是基督徒，想到主耶稣的所作所为，

想到你的灵魂的去处，你就会把世间的金钱、物质、名利、人之间的恩怨都

看作过眼云烟，每天都活的很自由，很踏实。感谢主。 

 

受洗见证 

 郭丽楠 

我叫郭丽楠，是来自北京的访

问博士生。我想用我的经历来和大

家分享，我是如何认识神、接受神

的爱的。 

为了对比，我简单说一下我不

接受神的时候的状态。那是去年秋

季学期，我来到 PSU 以后，和两个

很好的朋友每周五到磐石教会，参

加 Joe&Laura 举办的英文 Alpha 课

程。那个时候，每天都在为在美国

见到的各种新鲜事物、新鲜生活而

兴奋，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忧愁和烦

恼。因此，我们每周五晚上参加

Alpha 的原因一就是练习英语，因

为 Joe&Laura 是纯正美国人，而且

人很 nice；二就是来蹭晚饭，嗯，

这里的饭好吃，人又都很 nice。上

了一半课程以后，发现英语也没怎

么提高，曾想过不再继续。不过后

来看 Joe&Laura 人太 nice 了，不

忍心甩掉他们，况且每周不参加此

类活动生活也的确很单调，于是就

基本坚持了下来。 

就这样，一晃到了春季学期。

这时，一场未曾预料的事情出现在

我的生活中。当然，不是什么坏事，

而是神赐了爱情给我。所以我认识

神的过程是伴随着我的爱情成长的，

所以要见证，不得不与我的感情经

历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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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比其他情

侣特殊之处，但也可以总结些特点。

概括来说，就是，两个相距遥远的缺

乏安全感的性格都很犟的人碰面了。 

所以，从他开始追我，我就纠

结地域问题。我家在河北，自从上

大学就一直在北京，从来没去过广

州；而张伟出国是广州市支持的，

他和广州签了协议要毕业后给广州

服务 5 年，否则要交违约金 40 多

万人民币。我当时心里真的是无限

地纠结，为此愁苦过好多时日。国

内的好朋友听我一描述这个情况，

就不支持呀，说这事太不靠谱了。

当时张伟也不认识神，他看我纠结，

估计怕我拒绝，就放下大话，说你

要是在北京，我到时候就去北京找你。

等我答应他后，发现他的话锋就转了，

吃条鱼、喝碗粥、看到个小玩具，他

都说这个广州的更好，总之各种忽悠

想让我去广州……我就开始继续纠结，

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万一我到了广州，

某天跟你吵架了，我哭了想离家散散

心，发现连个去处都没有，心里真的

是无限的感伤……相处一段时间后，

连地域问题都没空纠结了，因为生活

习惯的不同、对彼此的不了解，弄得

我们经常是三天一小吵每周一大吵，

他的精神状态也陷入了最低谷，真累

呀……这个时候，我开始对未来的生

活充满了担心，担心他以后不爱我了，

担心我以后不爱他了，担心以后想爱

却受现实条件所累而没法爱了…… 

第一次来周日礼拜，是伟凡讲

的‚起初的爱‛。是的，如果我们

就以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为标杆，

那么每个人要愁苦的事情都好多。

因为现在生活对人的引导就像那不

断前涌的洪水，一会儿浪头高一会

儿低，而人就漂在水里，想抓住个

树干好有个依靠，却发现这个树干

很快就会被下一个浪头冲走，我们

只有不断地随波逐流。每当一对对

年轻人手拉手走进婚姻殿堂，又有

多少夫妇婚后发现找不到‚起初的

爱‛而又分开。我当时就发现，如

果不是认识 God，我未来必定是会

丢掉‚起初的爱‛的一个人。第二

次来到周日教会礼拜，是林牧师讲

的，题目忘了，只记得牧师讲到，

‚无论你多么的愁苦，都不要害怕，

因为在主里，你所做的，你所坚持

的，God 都会察看，God 对你的爱

永远不会减少。‛当时，我就是缺

少那样一种安全感。所以，最初来

教会的两次礼拜，我都是一边听一

边泪流满面。 

而故事到此，并未结束，我感动

于这些演讲，但却并不能接受有神，

有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张伟曾经自己去找牧师和朱森

存老师，并在他们的带领下决志。

而我，却不能接受他这么快就信

God 了，我很生气，给他 QQ 上留言

很长一段话。我说，你不能这样脆

弱，你还不认识基督教是怎么回事，

就想依靠 God 来救你。难道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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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没有骨气么？不觉得自己可

以拯救自己么？你要是真想依靠神

来救你也行，但得在信基督教之前

先读 20 本其他方面的书。这些书

包括人文历史类的，有对宗教进行

系统分析的、有历史人物传记等，

我希望你通过读这些书来让自己的

心平静下来。其实我没敢跟他说，

我当时是希望他通过读这些书，静

了心，然后减弱对基督教的依赖。

之后的一个周五晚上，师母约我们

两人谈话，师母很和蔼地问我，说

‚丽楠，你相信人有永生么？‛我

当时的心仍然是关闭的。我说，

‚这些事啊，我不 care‛；师母说

‚你觉得你有罪么？‛我说，‚我

是脾气有点儿不好，但也不至于到

有罪的地步。‛师母说‚那你知道

什么是福音么？‛我说，‚我不相

信这些，不接受这些，但是我能给

你背下来，不就是四个属灵原则么，

blabla ……‛因为我家里有这个

小册子，我读过两遍。最后师母没

有多说什么，就是给我做了个祷告。

现在想来，当时我多么地玩世不恭，

还未曾有机会跟师母说声道歉。 

接下来的时间，跟张伟仍然是

残酷地磨合着。我记得他从朱老师

家回来，说朱老师问我们需不需要

婚前培训？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

给我们培训。这个我倒是记住了。

因为我觉得婚姻是离我很近的事情，

而且现在还没结婚就这么多争执，

结婚后可咋办？于是很愿意接受这

个培训。去了朱老师家，雅茹姐还

很乐意地分享了她信主的过程。他

们说，这就是神赐给你的爱，你什

么都不需要付出，就白白领受这份

喜悦，连天使都会为我们欢呼，为

何不试着接受呢？那一晚，我用了

很长的时间纠结，并最终决定何不

尝试一下呢？那晚朱老师送我们回

家时都夜里 12点多了。 

其实我决志以后，一开始也没

有办法做到完全信靠主。遇到跟别

人意见不合的，我一开始还会希望

让别人至少听我的意见等。但现在

真的能够体会到按照 God 的旨意来

生活的幸福感和快乐感。现在和张

伟吵架的次数少了很多，能够互相

体谅，有分歧的，也不会很着急，

而是顺服 God，看 God 如何安排，

两人一起祷告就行。感谢神不断地

开启我，我现在非常乐意把个人的

主权交给神，顺服他的安排。在此，

我要感谢教会里陪伴我们走过的长

辈和同龄人，牧师师母、朱老师和

雅茹姐、海鸥和罗军夫妇、Joe 和

Laura ， Bill ， 昭 瑞 和 咏 真 ，

Joshua 小组的兄弟姐妹们等，感谢

神！让我能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

来和大家共同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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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鸿飞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

会经历彷徨、挫折、危难甚至失败。

如何面对无论是身体上，感情上还

是灵魂上的挑战来调整自身的状态？

各人可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有的

人能安然渡过，而有的人可能会跌

倒甚至一蹶不振。为何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在主

基督耶稣里我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感谢主拣选了我并开启了我对如何

使生活更精彩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 

    出身贫寒家庭的我一直认为正

直、善良、努力去工作就肯定会有

不错的回报，而我经历的事情似乎

也验证我的理念。例如我成为一个

在家人、朋友和同学眼中的佼佼者， 

我也娶了漂亮而且比我富有Ｎ多倍

的太太，我的父母、岳父母、同事、

老师、同学和朋友都很爱我。这一

切的美好使我形成一些自己的标准

和为人处事的风格，甚至是自我为

中心的风格。 

    

 

    这一切有何需要反思的吗？顺

境时一切都好，而在逆境时，我时

常会怀疑自己，产生焦虑和不安，

从而影响家庭和周围的和谐，严重

时还会发脾气。记得在２０１０年

底我在为Ｈ１－Ｂ签证而抓狂的时

候，我是那么的无助和无力，对自

己的信心几乎降落到了深渊。感谢

我们的救主！当我的需要被带到我

们的磐石教会祷告后， 事情竟然

给圆满解决了，而至今我还是不知

道是怎么解决的。 当我去询问Ｐ

ＳＵ国际学者办公人员时，得到的

答案是你不用回国了，你就不用知

道为什么了。这件事情给我心里一

个巨大的冲击，使我明确地认识到

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远高过我的力

量，并逐渐地促使我进入对《圣经》

的学习并参加了教会的主日敬拜。

随着与主关系的亲近、对真理的渴

慕以及妻子、教会弟兄姐妹的敦促，

我产生了改变，那就是我信主了。

感谢主拣选我作为他的子民。 

   生命的坐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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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后，我个人重大的收获就

是有一颗不会动摇的喜乐、平安的

心，无论是遇到逆境或是顺境。这

颗平安喜悦的心来自于主基督耶稣，

因为主赐给我力量去面对一切而不

再惧怕。这种力量就好比父亲站在

你身旁照看着孩子学走路，慈爱的

天父怎么会舍得让我们跌倒爬不起

来呢？感谢主赐给我

一颗平安和喜乐的心，

使我常能靠主喜乐。

而且每当我与主亲近

的时候，我就能时常

遇见主的面、听见主

的声音、得到主的引

导去做事为人，同时

也得到更多的恩典，无论是在找工

作、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教育子

女上，主都显明在我心里。真得感

谢主对我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帮助使

我受益匪浅，使我进一步认识和体

会到‚因信称义‛的内涵。因为以

主基督耶稣为标准，我是实实在在

的罪人，唯有信主我才可能过一个

圣洁的生活。我感谢主拣选了我，

使我有了机会。是的，我是基督徒

了，我已有称义的福分，我将继续

祷告主帮助我努力过上成圣和得荣

耀的生活。 

    毫无疑问，主的旨意高过一切，

主的能力胜过一切，主的美意也超

乎我们每个人所能想象的。我时常

想主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可我《圣

经》还没有读过一遍，神的话语也

知之甚少，说来真得

很惭愧。但主就是一

位永远慈爱而又信实

的天父、他只要我去

信靠他，不住地祷告

和谢恩，我就能体会

到主永远对我不离不

弃。 

    感谢主使我不再有以往那么多

的彷徨，因为我生命的坐标定位在

十字架上。感谢主使我不再有以往

那么多的害怕，因为我的全能神伴

我在走生活路。 

    感谢主使我有更多的喜乐和平

安，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
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实、温柔、节制。‛（《加
拉太书》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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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恩典够你用的 
 

 郝红莉 
 

    

    这是三年前的事了，到这时才

写出来是因为三年后在神的奇妙带

领下，我的女儿在三年内不仅完成

了她四年的课程，而且还顺利地通

过了医学院的考试，同年又被她报

的唯一的一个医学院录取。今年 5

月，我和赵翔去纽约参加了我女儿

的毕业典礼。见到女儿时她兴奋地

告诉我们说，她不仅在毕业典礼前

两三天才得知她获得纽约大学的优

秀毕业生奖，而且还接到纽约州立

医学院（SUNY DOWN  STATE）的录

取通知书。女儿激动得和我彻夜长

谈，分享她的感受，说得最多的是：

‚我真得很感谢神，感谢神的带领

保守‛。是啊，回顾这三年来，正

是在神的带领下，她才有今天这样

优异的成绩。愿一切的荣耀、颂赞

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 

我的女儿赵金慧（Elizabeth），

跟随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已经 13

年了。这 13年当中，我的女儿由

一个漂亮的 8岁小姑娘长大成为一

名纽约医学院的医学生。我们全家 

 

 

 

不能不说这是神在她身上作工，是

神给她的祝福和恩典。 

几年前，我们为工作、身份等

事不断地忙碌着。从底特律搬家到

STATE COLLEGE 之前，我刚刚接受

洗礼。那时的我经常带孩子去教会。

我也全身心地为我们的家境祷告，

每天时不时地给孩子们讲一些从

《圣经》上看来的经文，有时也和

孩子们聊一些关于神和《圣经》的

话题。虽然当时我自己对《圣经》

的内容也是一知半解，但神的话在

孩子的心里扎下了根。有一次我问

我的女儿是否接受洗礼, 而她却说

如果我们能够留下来，她也能在

STATE COLLEGE 上高中那么她就可

以接受洗礼。在当时的情况下，我

们也不知道何去何从，唯有把我们

家的事全然地交在神的手里，向神

呼求祷告，求神带领。感谢神，祂

让我们家留了下来，而且这一留就

是 8 年。在我女儿上高中（9 年级）

时她主动提出要接受洗礼，我告诉

了牧师，大家都为她高兴，于是就

在那年的 7 月刚好也是她生日的时



 

 

 

 

 

 

 

 

 

 

 

 

 

 

 

 

 

 

 

 

 

 

 

 

 

 

 

       目前磐石宣道會有以下团契小组： 

周二：長輩小組、幼兒媽媽小組、姊妹小組、社區家庭姊妹小組； 

周五：磐石團契(迦南小組、提摩太小組、迦勒小組、約書亞小組、

方舟小組)、校園 Paddale小組、校園心家團契(包括七個小組)； 

周六：Foxpoint及 Landings社區家庭小組。 

 



 

 

 

 

 

 

 

 

 

 

 

  

 

 

 

 

 

 

 

 

 

 

 

 

 

 

 

儿童及青少年事工 

    敬拜事工 



 

 

 

 

 

 

 

 

 

 

 

 

 

 

 

 

 

 

 

 

 

 

 

 

 

 

 

各种聚会、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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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加入磐石宣道会团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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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与女儿和先生 

候，在大家的见证下接受了洗礼。

神是信实的，祂垂听了我们的祷告。 

    高中的四年，孩子都很努力，

学习也很刻苦用功，但这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

以往乖巧的她性格发生了变化，大

家都知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景况。

我们家也不例外，也有不少的争吵，

特别是孩子晚上做功课睡得晚，早

上起不来，叫半天都不理你，和她

说话就好像没听见似的，这些问题

让做父母的很无奈。由于我自己没

有好的管教方法，加上我又没有足

够的耐心，常常对她大声训斥，使

她对家产生了厌烦，对我们也渐渐

地不那么尊重。尤其是在我们买房

子时我们只想到让她参与，并没有

为她的学习时间安排考虑，我们又

需要她的一些帮助，因此使她有了

骄傲的情绪，对我们说话常常不那

么有礼貌，一时间我们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问题。接着就是她准备上大

学的事。她一直很努力地学习，为

要能够上一个好的大学而努力拼搏。

由于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再

加上那时我们还没有绿卡，因此我

们都很希望她能够上一个长青藤大

学，那样在学费上就会减轻我们许

多负担。如果不能上这样的大学那

就在 PENN STATE 上也行，好在离

家近就可以省去住宿费，又是州内

学生或许会好些。但那时的她心里

已经开始向往外面的‚美好‛世界

了，她一心想远离家，远离我们，

免得我们管她管得太多，以至于她

连 PENN  STATE 的  SCHREYER  

HONORS   COLLEGE 都没有报。那时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名校可以录取她，

但 等 到 最 后 我 们 只 接 到 PENN  

STATE 的录取通知书和一个大学的 

Waiting list 通知书，之后再无其

它的音信。可想而知这对她来说是

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她难过极了，

天天沉默无语，我们也难过地不知

该说什么好，唯一可安慰她的就是

告诉她为此祷告吧，把剩下的事交

给神，祂会带领你，相信神会给你

安排一个适合你的学校。其实在我

的心里也是很软弱的，甚至有点怀

疑我自己的信心，我那时真是一个

名符其实的一个小信的人，和孩子

说话都有点底气不足。而她的态度

也是糟糕透顶，对于她那段时间的

表现我实在不敢说有多好。有的时

候我在想这也许是神给她的教训。

你想啊，你的头发神都数过，更何

况你站立，你躺下，你的心思意念

神都知道。难道对她的所做所为神

就不管教她一次吗？‚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

明‛。（《箴言》9：10）慢慢地

作者（左）与先生、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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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女儿开始重新回到神面前，

向神祈求祷告，求神赦免自己的过

错，除去她心中的傲慢，让她谦卑

下来。学习爱家人尊重家人。我们

也每天为女儿的事向神祷告，求神

帮助我的女儿带领她走过这段低谷。

周谨姐妹也给我女儿极大的鼓励和

帮助以及祝福，还有教会里其他的

弟兄姐妹都来安慰她，鼓励她，这

让她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和叔叔

阿姨们、爷爷奶奶们、朋友们对她

的关爱。 

    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

寨，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拯救。

祂虽然对我女儿关闭了名校的大门，

却没有让我们绝望，祂留出一条小

小的缝隙，让我们看到光明。当祂

悄然为我女儿打开了另外一扇敞亮

的门时，我们忽然醒悟，这真是神

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对你人

生的计划神都有祂自己的安排。在

那个时候我们都已认定孩子只能上

PENN  STATE 了。但意想不到的事

发生了。就在那年 5 月初也就是录

取时间结束后，我们收到一封来自

纽约大学的信，女儿很纳闷，等她

拆开信一看顿时惊呆了，原来这是

一封让她报名的信。我们都不相信，

但还是很快地打开电脑上网查询，

又打电话询问，再三确定，得到的

答复是虽然已过了录取时间但我女

儿仍然可以报名。而之前我女儿她

根本就没有投报这所大学也没有投

简历给他们。你看这是不是很奇妙

的事，而更奇妙的事是在孩子跟校

方联系后，校方在网上查到我女儿

的成绩和在校记录后立即回电话，

告诉我女儿她的成绩和记录都非常

优秀，她不仅被纽约大学录取，而

且 还 可 以 进 入 该 校 的 honor  

school，并且给她提供每年 3 万多

美金的奖学金。我女儿是以一名国

际学生的身份进入该校的，因为那

时我们还没拿到绿卡。这是一所私

立大学，学费比 PENN   STATE 贵

好多，而 PENN   STATE 这边因没

报 SCHREYER  HONORS   COLLEGE

所以根本就没有给她奖学金。就这

样孩子满意地带着行李离开我们去

了 NYU。我常打电话给她告诉她神

永远与她同在，祂常常在你身边保

护你看顾你。 

     孩子在这所大学里遇到了很

好的老师、同学、同事，大家也都

很喜欢她。她在这个学校里努力地

学习，愉快地生活，在那里度过了

她三年的大学生活，努力地做到最

好，认真做好每件事情，热情地帮

助同学辅导功课，帮助老师完成实

验室的工作，同时也顺利地在三年

内完成了她四年的功课。她又有计

划地抽时间刻苦复习，顺利地于去

年通过了医学院的考试，并且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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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她唯一报的一个医学院录取。

她没有忘记神给她的恩赐，她倚靠

从神来的信心和力量，不断地读经

祷告，还常带朋友去教会。 

    今年 8 月中旬，我女儿将正式

走进她向往的学校，去专心学习她所

喜爱的专业，为将来能够更多地帮助

那些身体有疾病的，需要帮助的人作

准备。而更多的是她也能在工作中

把神的爱传播出去，来荣耀神。 

    就是这样的一位神，祂对你的

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你稍微远

离祂时，祂会用祂的方法把你拉回

祂的身边；在你遇到困难时，祂会

把平安的灵放在你的心里，祂牵着

你的手带领你，祂与你同行。当我

们遇到难处，最绝望的时候，主耶

稣给了我们一句最安慰的话，‚不

要怕，只要信！‛祂告诉我们不要

看发生的事，只要相信神永远与我

们同在，你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神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里开道

路。祂在我女儿的生命中行了那么

多奇妙的事，使她更坚定地把自己

交托给神，完全地以信心来依靠神。

因为主是从来不误事的主，祂永远

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帮

助那些向祂心存盼望的人。 

    我很喜欢唱敬拜赞美诗歌，很

多诗歌我都很喜欢，特别是‚这一

生最美的祝福‛让我感触最深。歌

中唱道：‚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

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

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

深谷，祂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

最美的祝福。‛是的，这首优美的

诗歌，可以让我们静静地思想主耶

稣的恩典，可以让你感觉到主就在

身边，祂在陪著你，牵著你的手，

一步一步走在人生的高山低谷。无

论你在何种景况，愿这首诗歌帮助

你更多地亲近主耶稣。 

    那一段时间，很多的朋友们不

仅鼓励我女儿，还给了我女儿不少

的祝福，但那最美的是从神而来的

祝福，神的恩典够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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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琴妹回天家已一月有余，每

天都会想起她。她坚强、乐观，从

没有负面情绪。她的笑容甜美，感

动了许多人。我陪伴她的每一天都

成为美好幸福的回忆，她受洗归主

的时刻更使我感动不已。 

玉琴病榻的经历 –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

的神呼求。‛《诗》18：6上 

午夜的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玉琴，肯定是玉琴有事了。‛我

喊出声。果然是儿子打来的电话。

玉琴因失去知觉住院。我心中喊着：

‚神哪，我的主，千万别让我妹妹

离开，我还没见她最后一面，她也

还没信主。‛凌晨四点我坐在去多

伦多的大巴上，一路求神保守怜悯。

现在回想起来都记不得怎样到达了

多伦多，一路只有求神而已。那天

是 2012 年 2 月 9 日。到达医院，

妹妹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多根管

子，两眼直直地睁着（据说已三十 

 

 

 

 

 

多小时没合眼），好像对我视而不

见。但是，当我说了一声‚玉琴，

姐姐来了。‛她眼中浮出了泪花。

‚玉琴，如果能知道是姐姐，你就

抓抓我的手。‛我随即将我的手放在

她手中。玉琴想抓我的手。她在使劲，

但没力气，手指只是轻轻地动了一下。

玉琴与疾病争战一年多了，十分软弱。

‚神啊，求你帮帮玉琴。神啊，天

上地下能救她的只有你。‛ 

第二天，有一位十多年前从

State College 去多伦多的朋友尹

雪萍（中医博士）闻讯来看望。她

当即作出决定用‘安宫牛黄丸’。

我们想请医院从输营养液的管中加

进去，但医院不同意用其它药。雪

萍担着风险一点一点把药抹在玉琴

的牙上。（因为她已不会吞咽，牙

关紧咬。）大概半小时以后，雪萍

观察到玉琴的喉头动了一下。雪萍

说：‚太好了，剩下的药分五天慢

慢喂给她。她几乎天天给玉琴针灸。

就这样玉琴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她

清醒了。虽然不能说，但她会点头

你的信实广大 

 刑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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ˎ 摇头。感谢神，又一次把她从死

亡的边缘救回来。 

记得去年 11 月初我去看玉琴。

正巧我的巴士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到达时已是晚上 11 点多。玉琴知

道我要来，也没睡。当时她说话已

经很困难了。我把她扶到床边坐下。

她突然扭头向后，两眼直勾勾地看

着镜子，胳膊硬得连外衣都穿不好。

Angelo（她的朋友）和我连抱带夹

把她放到车上，开往医院。因是午

夜，一路畅通无阻。但是车行半路，

她两眼又直勾勾地盯着窗外，人整

个是硬梆梆的。起初我不断重复一

句话‚主，救救我妹妹。‛我跪在

后面的夹缝中不住地祷告。她的手

越来越硬。在绝望中我发出了一声

歇斯底里地呼求：‚主耶稣，救救

邢玉琴。‛玉琴突然咳出痰和白沫，

头当即耷拉下来，身体也变软了。

那时我十分确信神救了我妹妹。经

过医院十几个小时的抢救后她终于

脱险。看着她渐渐地清醒，我也将

那天晚上的脱险经过讲给她和她的

朋友听。玉琴除了惊讶没有回应。 

玉琴接受主耶稣 –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

放在你们里面。‛《结》36：26 上 

12 月我又到多伦多，这次我

有了以前从未有的勇气，做好继续

给她传福音的准备。（其实我一直

在给她传福音，但只能点到为止，

因为她明确地告诉我她最讨厌别人

硬要让她信什么或做什么。她只会

反其道而行。在她生病期间我告诉

她有多少个教会为她祷告，有多少

人为她祈祷。他们根本不认识她，

但他们不住地祷告求神帮助在危难

中的姐妹。我把《约》3：16 念给

她听。）这次我明确地告诉她，

‚11 月初你经历的大难，是神的大

能把你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你现

在的生命是神给的。你应当信主耶

稣。‛但她心很刚硬，不容我说下

去。她说她只想简单。被她再次拒

绝我非常地失望，几乎没有什么信

心再劝说她了，但从内心盼望她得

救，于是打电话请多伦多华基教会

的黄维信牧师去探访她，给她一些

实质性地的帮助。黄牧师及同工的

探访及祷告她都乐意接受，但就是

不接受主。 

这一次看到玉琴又清醒过来，

我担心她会失去得救的机会。在我

认为她十分清醒的情况下，我直接

了当地问她：‚你信耶稣好不好？‛

她点点头。我立即带她做了决志祷

告。当我说‚阿们‛时，她也说

‚阿们‛。第二天，我又重新问她，

看出来她很肯定。我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师母，师母让我鼓励她受洗。

我问玉琴：‚既然你已信主，你受

洗好不好？‛她又点点头。接连几

次肯定后，我当即打电话请黄牧师

安排时间。第二天（2 月 15 日）黄

牧师和同工来到医院。从祷告、读

经到问玉琴基要真理，时间比较长，

我真担心她坚持不下来，会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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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感谢主，她一直坚持下来。我心

中的重担终于减轻了许多。我告诉

玉琴：‚你别怕以后你到什么地方，

姐姐也会到那里。那是主耶稣基督

给我们预备的地方。‛那一星期是

她最清醒的一周，她虽不能多说话，

但她写了‚我受洗了，我是基督徒‛

等字句。 

想不到的结局 –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

指引他的脚步。‛《箴》16：9 

4 月 16 日我回家休息。之前我

问过护士长，她认为妹妹到 4 月底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走的那天发

生了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我是晚上

11 点的大巴，原来的看护下午打电

话突然说第二天她不能来照顾玉琴。

当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心情异常地

平静。因为我曾自问为什么这么平

安？若是神不让我回去，我就顺服。

因为找一个合适满意的看护是不容

易的。但奇妙的是晚上 8 点多

Angelo 居然带来一个看护。她原来

是医生，很有责任心，就这样我放

心地回来了。 

4 月 26 日早上接到电话说玉琴

情况不好，崇业决定送我到多伦多。

早晨我去牧师家祷告，求神保守崇

业开车平安（因他出车祸后还没开

车出过城），求神让玉琴等我赶到。

当师母祷告的那一刻，我心如刀割，

泪如雨下，心真得很痛。还没出发

就已知妹妹被主接走。我撕心裂肺

地悔痛，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回来，

在最后的这几天没陪在她身旁。 

你的信实广大  - 

‚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诗 36：5 

在玉琴的安息礼拜上，一位玉

琴公司的姐妹告诉我她在 4 月 25

日被神特别感动要去看望玉琴。当

天她的工作时间已经排满。她求神，

希望有人能代班。果然有人愿意代

班。她到医院发现妹妹情况不好。

她说：‚玉琴，我们一起祷告，好

吗？‛玉琴眨眨眼睛。她给玉琴背

了《诗篇》二十三篇（这是我在医

院经常读给玉琴的），最后阿们。

玉琴又眨眨眼。那天晚上她难以入

睡，一直为我和玉琴最后能见面祷

告，但是心中一直有负担，心里整

个晚上是圣诗‚你的信实广大‛的

旋律。第二天在她要上班之前灵里

感动她祷告。她说：‚神啊，求你

释放玉琴已准备好的灵魂。‛祷告

完她感到灵里的轻松和释放。她到

公司后，同事告诉她玉琴 9 点去世。

但她确信玉琴走时是 8 点 40，这正

和医生说的时间吻合。当她诉说完

4 月 25 日的经历，我确信神对我是

何等地怜悯。祂派了最合适的姐妹

代替我去看望玉琴并做了祷告。

（因为当我听到玉琴被接走的消息时，

内心的声音是‚神啊，你真怜悯‛。）

因为我非常怕死人（因历史原因），

在医院我亲眼目睹玉琴病房的一位病

人去世。玉琴正好睡着。我急忙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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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子动也不敢动，哭得比那边的人

还伤心。当晚在玉琴家跪地祷告，

直觉后背毛骨悚然，吓得我跳到床

上，背靠墙呼叫主耶稣基督的大名，

直到没有了惧怕才敢躺下睡觉。在

医院只要看到推死人的床，我会马

上转身，目不旁视。也曾有过不愿

看见妹妹去世的情况这样的念头，

但没有告诉神。神实在是鉴察人心

的神。祂知道我的每一个思绪，祂

深知道我。祂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祂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有一位玉琴以前的同学现在是

牧师。他前来告诉我曾在 1993 年

带领玉琴做过决志祷告，因周围情

况的限制玉琴没有受洗。神啊，你

找这一只迷失的小羊找得好苦。

《路加福音 》15 章说：‚你们中

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

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

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

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

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

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

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

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

大。‛假如 1993 年玉琴决志后顺

服神的带领，那将会怎样？实在盼

望所有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失

去认识神的机会，也许那是改变你

生命的重要时机。 

 感谢神，在玉琴生病的日子，

她公司从上到下对她尽心地帮助，

她朋友无微不至地关怀。 

感谢神，寒冬腊月，冷风吹得

发抖的日子里我没生病，因为妹妹

需要我照顾。 

感谢神，多少次十几个小时往

返加拿大的行程都平安、顺利。 

感谢神，我恐惧害怕时陪在我身旁。 

感谢神，无论在何方，弟兄姐

妹同心合一的祷告，多伦多教会黄

牧师及同工 Jenny 的关怀。 

感谢神，玉琴回到天家是她最

大的福气，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感谢神，玉琴患病期间没有大

的疼痛，她的祥和平安每一天都在

她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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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秀英 

 刘燕 代笔

    

    来 STATECOLLEGE 已经四个多

月，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快要回国的

时候了。回想这段时间的感想真可

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能成为

一个基督徒真好。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神的恩典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

我，让我体会到能成为他的孩子真

是我的福分。 

    单独来美国对于那些有知识有

文化的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于我这个没怎么出过远门，外

语知识基本为零的老太太来说可真

是个不小的挑战呢，更何况还带着

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孙子。儿子儿媳

也很是为我担心，自己心里虽有一

丝胆怯但却有说不出的信心，因为

我清楚地知道，‚神一定会帮助我

平安到达的。‛一路上虽然都是讲

英文的‚老外‛，但是自己几次问

路他们却都能很清楚知道我想问什

么，甚至还有两个人带了我一段路。

真是感谢主，在神的帮助下我和孙

子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这里。 

很久以前就听孩子们谈起这儿

的教会是多么得好，弟兄姐妹是如

何相亲相爱，来教会心情是如何的

喜乐、平静，自己这次总算有机会 

 

亲自体验一下了。初到教会便被教

会的氛围感动了，看着谦逊、和蔼、

亲切的牧师、师母、同工及弟兄姐

妹对我的事情如此地关怀，心中顿

时感觉被暖暖的爱包围了。那时正

值儿子要换房子的时间，正在住着

的房子还有一个多月就到期了，明

年的合同已经被别人签了，而申请

的房子还没有给消息。别的有房子

的地方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又太高

了，儿媳还有一个月就要生孩子，

当时真是担心，如果再找不到合适

的房子一家老小可怎么办啊？孰不

知神却为我们准备好了很好的住所，

就在儿子去一个较贵的小区填资料，

决定签合同的时候，申请地现在住

的这个小区的管理员突然给他打电

话了，说有人搬走了，我们可以去

填资料了。我们一家人得到消息真

是喜出望外。感谢主，又一次保守

我们，让我们家能在孩子出生前就

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 

    时间在搬家的忙碌中度过。搬

到新家的第二天，一家老小都还处

在搬入新家的兴奋中，孩子更不例

外。可能由于刚来到新环境，孩子

还没习惯，在下楼时不小心从楼梯

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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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滚了下来，顿时把我和儿媳吓坏

了，要知道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

很有可能会把孩子摔坏的。但是我

让孙子站起来走了两步，动了动关

节，一点事也没有，更奇怪的是一

点红肿都没有，当时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主就在我身边，又一次垂青于

我们家。神的恩典真真切切地感动

着我。 

    不知不觉过了一个月了，可爱

的小孙女出生了，一家人在紧张而

忙碌的生活中享受着神赐给的喜乐、

平安。很快，开学的日子到了，而

孙子的幼儿园还没着落呢。看着教

会姐妹弟兄家的同龄孩子上学都有

着落了，我们一家人不禁又担心起

来，不住地祷告。主是信实的，时

时刻刻守望着我们，为我们预备着

前方的路。就在快要开学时，孙子

幼儿园的老师打电话说有位置了，

孩子可以去上学了。递交了申请表，

准备着孩子上学要用的东西，心中

的感激无以言表。神的恩典实在够

用，跟随神的信心也一天比一天坚

定。 

     看着孙子天天高高兴兴地去

上学，孙女一天天健康地长大，对

神的感激无法表达。回想自己这些

年信神的经过，真想把神在自己身

上的恩典写出来，传播出去，让更

多的人看到爱我们的神的大能。可

是由于文化知识的局限，自己真得

有点力不从心，有一天儿媳说，

‚老妈，你在国内没受洗可以在这

受洗阿，这样更可以增进你和神的

关系，也可以让大家见证你的信心

阿。‛于是告诉了牧师，在和师母

的交谈中得知教会在征稿，可以将

自己的见证写下来投稿，这才有了

以上的文字。 

 这些只是最近来到这的一些神

在我们家的恩典，还有好多并没有

提及。例如，2005 年初信时的我还

处在信与不信的挣扎中时，神的恩

典就悄悄地降临了。我长了多年的

一个右腿上的肿瘤不知不觉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道好像手术缝线的斑痕，

而我却全然不知。牙痛想必痛过的

人都知道那感觉，我-牙痛了好长

时间了，靠吃去火药生活的我在信

主后不久的一天突然不疼了，等等

诸多恩典降临在我及家人身上，真

真正正验证了那句话：时时刻刻有

主陪伴，时时刻刻蒙恩不断。 

 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看到神

的爱，越来越多的人体会神的爱，

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爱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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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 薇 

 

 

今年的 8 月 14 日，我剛剛度

過了自己 20 歲的生日。雖然生日

本身早已沒有什麼新鮮的，但今年

的生日是我成為真正的基督徒一周

年的日子，也算得上有紀念意義。

吹蠟燭許願的時候，我的腦海中意

外地一片空白，然後突然地，我默

默地對自己說： I want to be 

closer to God。慶倖的是，這個

願望正在教會的幫助下一步步地實

現著。 

說到信主的過程，我總是心懷

感恩的。我知道，是神召喚了我，

找到了我，引導了我。 

我是從一個慕道者開始成長的。

初中時期莫名地對基督教產生了很

大的興趣，我開始佩戴十字架，閱

讀《聖經》，也相信上帝的存在。

但在心裡，其實我覺得聖經是一部

杜撰的文學作品，就和希臘神話一

樣。從《創世紀》第一章起我就滿

腹猜疑，把神七天創造世界的記錄

歸在偽科學之類，用不符合生物進 

 

 

 

化史的理由多加質疑。後來才明白，

七天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說的是 

神創世的七個階段。其實我覺得很

多人還是相信這個有跡可循的世界

上是有神在冥冥之中統領萬物的，

但以為跟自己好像沒什麼關係，遙

不可及。我當初就是如此。 

但是來美國之後第一個星期，

生日當天，我就决志成為了信徒。

這件事說起來頗為曲折，乃是陰差

陽錯加上一系列的巧合。所有與教

會本無關的事情最後都要把我送到

教會里來，我仿佛聽到神在召喚我，

叫我到他這裡來。我怎麼能拒絕神

的心意呢，尤其當這份心意是如此

誠摯，珍貴。 

現在回想起來，我時常想要俯

伏感謝主恩。他找到了我，一步一

步帶領我來到他面前，我是何等的

榮幸。我也非常感謝傳道給我的弟

兄姐妹，因為有他們無私的奉獻，

讓我感覺到教會是溫暖的，像一個

大家庭，包容了我，接納了我，於

是我便成爲了這個家庭的一員。 

神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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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信徒僅僅是一個開始。我

在小組討論的時候聽到弟兄姐妹分

享自己的見證，有的看到過主，有

的聽到過主，有的夢到過主，我十

分羡慕，一面又感慨自己不曾遇到

過神跡，禱告時也感覺不到主在垂

聽。一直到去年的復活節前我都這

樣以為神沒有在眷顧我，親近我。

但是復活節我受洗之後發現自己錯

了。 

神是一直都在那里，只要我們

呼求，神跡也一定會有，只是即使

我蒙恩，也往往歸功於別人或自己，

不曾把這 credit 給神。太早的事

情不必提，自我突然決定要出國，

神就一直為我保守。他帶我來美國，

父母的反對意見也被扭轉，申請的

時間不夠也順利過關，沒有神這一

切不會成就。自來到美國第一天就

祝福的好事不斷，令所有新生頭疼

的問題都一一化解，短短幾天所得

可謂豐盛。 

在美國第一年的生活也適應良

好，就算車子在停車場被無名人士

撞到也可以一分錢都不花就修好，

一份接一份的工作更是從天而降。

神的話語，聖靈的工作讓我以為自

己很 lucky，後來才覺悟如果沒有

神的怜悯，哪裡會有幸運呢？ 

神是大能的、慈愛的神。他的

大恩我們早已領受，只在於你是否

願意將生命交托給神，按照神的心

意而活。神給我們的是最好的，就

算我們未必都家財萬貫，內心的財

富却会帶來真正的喜樂。 

我還在努力，學習更多顺从住

在我里面的聖靈，向著主，走得更 

近一些。這裡就用《詩篇》16 章我

最喜歡的一句話作為結尾吧——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

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

永遠的福樂。‛ 

當神的召喚來臨，又有什麽好

猶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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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智 
 

 

 

     

 

 

 
 

 

 

    感谢神让我连续第三年在管堂

的职位上服侍祂，经历恩典。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很多成

熟的同工在一些专门的事项上参与

管 堂 事 工 。 现 增 负 责 教 会 的

gardening，罗军和海峰负责照明，

志松负责小储藏室。赵翔负责车库

的整理。今年我们的车库整理得非

常干净，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很快要把它装修成教室，来满

足会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这里我要

感谢教会的割草和扫树叶的 team，

有赵翔，润轩，罗军，Andy，洪亮，

志松，贵宝，胜忠，凌楠。杨涛虽

然不在服事的 team 里面，但有时

间就会帮忙。也很感谢很多刚来的

弟兄的帮忙，像百刚，其敏，廷录。

这里也特别感谢弟兄姊妹在春秋季

扫除中的摆上，在刚刚过去的秋季

扫除中，有一位姊妹虽然没有来，

却给我们送来很好吃的面条，相信

神会纪念每一颗摆上的心。 

     今年会堂建设上大的事情有：

行 政 楼 改 造 规 划 、 driveway 

paving、新工具房的购买及安装、

割草机的维修、受洗池加热器的维

修等。其中行政楼改造规划主要是

毕 牧 师 ， 林 牧 师 及 贤 翔 和

contractor Paul Larher 在做。新

工具房的购买及安装是贤翔和他的

host family 做的。受洗池加热器

的维修反反复复出现问题，实在是

我工作的失误，让林牧师和多位受

洗的弟兄姊妹受凉了。不过我还是

要感谢两位贤翔和润轩热心弟兄的

帮助。  

    这里特别感谢沈叔叔和于阿姨。

他们负责教会日常的清扫已经很多

年了，而且在星期天的早晨经常看

到他们在自愿打扫教会，维护教会

的整洁。不敢相信沈叔叔已经有八

十岁了，还在为教会付出，愿神继

续祝福你们。 

    对了，我们教会还有一个预备

team，就是我们的小孩子。去年秋

天我买回很多扫树叶的耙子，主日

午餐后正愁没有人帮我扫树叶的时

候，一群小孩子跑过来把工具一抢

而光，今年他们还是这样。非常感

回顾与感恩  

作者（右一）与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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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神这些小孩子会这样做。 看见

他们可爱的样子就想起了主耶稣说

过的一句话，我们要回转象小孩子

的样子。愿神大大祝福教会里的小

孩子！ 

     在过去的一年中因为参与小

组的服事变得更忙了，但是感谢神，

让我们在小组的服事中看到祂在许

多弟兄姊妹身上所行的奇妙作为：

从吴剑到洪飞再到金萍找工作所经

历的神迹，邹晨断腿之后奇妙地接

受神等等。在服事小组的过程中，

我也经历了祷告的大能。我天生不

是一个 leader，知道自己有很多的

缺乏，非常担心带不好小组。吴剑

（前任迦勒组小组长）在临走之前

对我的叮嘱是，‚祷告，祷告，再

祷告‛。之前我很少来到神面前祷

告，祷告的时候也多是为自己来求。

当神把很多人和很多需要放在我的

面前的时候，我立刻感觉到自己的

缺乏，逼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当知道小组中很重要的两个同工洪

飞和陈芩要离开的时候，知道自己

不能独自承担，就来到祷告会上向

神求同工。神非常奇妙，借着两个

新来的家庭，其敏／赵晖，廷录／

侯冰，使我们小组得到了大大的加

强。我知道这是神所赐的，因为神

所赐的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

一定超过你所求和所想的。神要做

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我们能力的极

限，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有限，从而

让我们认识祂的能力，祂的作为。 

 

    这里在神面前向大家坦白，很

多年里我和妻子张奕的关系并不好，

时常的争吵。当开始服事神的时候，

两个孩子还小，经常把家里的很多

事情扔给她，有很多的争吵和征战。

去年吴剑走之前要我接替他服事

Caleb 小组的时候，张奕简直要崩

溃了，跟我大吵一顿，不想让我花

更多的时间在教会服事上。最后神

用的方式是与洪飞／陈芩，一林／

Brooke 我们三个家庭搭配，让张奕

同意我参与小组的服事。但是感谢

神，过去的一年也是我们家庭改变

最大的一年。借着牧师，理事同工

的祷告，借着组内弟兄姊妹（陈芩，

洪飞，邓颖等）和其他弟兄姊妹

（宇晖）的关爱和祷告，我们两个

都有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在重立婚

约之后，我们之间原有的那道无形

的墙好像忽然间被拆掉了，我们之

间的关系以及与神的关系都好了很

多。最近一段时间张奕经常说出一

些有信心的话语，让我非常吃惊，

不敢相信她的口中能说出那样的话

语。但神确确实实地改变了张奕，

是我多少年想求却求不到的。因为

她的信心，她的爸爸妈妈和一个姐

姐也都接受了福音。她越来越理解

和支持我，自己也更加热心在幼儿

教育上服事教会，在小组中也有很

多热心的服事。感谢神让我能体会

到夫妻同心服事祂的美好，也非常

期望我们的两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中 能 更 多 的 认 识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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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神，在不久的将来也能来服事

祂，让我们全家都在祂的里面。 

    感谢神，把很多的需要放在我

们身边，也借着这些需要把很多的

弟兄姊妹放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

彼此连接，互为肢体，来做更大的

事情。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小小的

摆上的时候，神却会加倍的祝福我

们。在新的一年中，又有一些弟兄

愿意在管堂的事务上来服事神（例

如赵翔将负责割草的安排）。虽然

知道你们将会在教会的服事上花更

多的时间，但我相信神会更多的祝

福你们及家庭。在这里也劝勉更多

的弟兄姊妹能参与到教会的服事中

来。神把越来越多的人加添给我们

教会，同时也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

服事祂，像教育，团契，校园事工

等，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每一个

人都很忙碌，为工作，为学习，为

家庭，为孩子，即使把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这些事情上都不够用。但是

我们越忙碌的时候却是越需要神的

恩典的时候。神就是要让我们走出

我们的繁忙，走出我们的家庭，走

出我们自己，舍弃那个老我，来顾

念神国的事情，因为祂要把更大的

祝福加添在我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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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问我和昭瑞:为什么你

们这么投入本科生事工? 我想最直

接的答案就是我自己在大学时候的

经验，以及看见 Penn State校园

广大的需要。 

我从小在基督化的家庭长大，

每周都到教会作礼拜，但是比较像

是‛坐‛礼拜! 自己并没有和神建

立关系。一直到上大学前，因为一

位哥哥问我‛为什么耶稣要钉十

架?‛ 才开始深入思考耶稣和我的

关系，体会到自己竟然视这份恩典

为理所当然，发现神要我更多得靠

近祂，于是才受洗。 

一上大学我就参加了学校的校

园团契，在团契中我第一次感受到

和同年龄的人一起追求主的美好

(我的母会大多是长辈)。当时有一

位学姐每周和我一起查经，帮助我

在属灵上有更多成长。我有各种生

活上的难题都与她讨论，包括恋爱

学业等等。于是我大二开始与这位

学姐一起服事，我们一起在团契中

带一个小组，大三的时候我成为团

契主席，与许多同届的弟兄姊妹

(包括昭瑞)一起服事。当时在服事 

 

 

 

 

 

中深深体会人力量的眇小，但是神

竟然透过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校园中

为祂传福音。 

因为我自己是在大学中被主造

就，我相信神要透过年轻人，来影

响这个世代，所以我也渴望帮助更

多大学生，被主兴起。我和昭瑞在

2008 年来到磐石教会，当时并没有

本科生的事工，教会也没有几个本

科生。我们当时参加 Timothy 小组，

慢慢的开始有几个本科生加入，当

时 Danny(来自台湾的本科生)也很

想传福音给他的同学。于是在第二

个学期，在小组长伟凡的鼓励下，

我们几个人和玟仪以及马丁、惠玫

一家就成立了‛Higher‛小组。为

什么叫做 Higher呢? 因为昭瑞说大家

都叫他们‛Under‛ 但是应该不要小

看他们的年轻，要stand ‚higher‛!  

一开始 Higher 小猫两三只，

只有几个固定班底，但是慢慢地，

新朋友越来越多，每学期都有许多

人受洗归主。每次办活动，我们常

常都不知道这些人哪里来的，但是

广大的禾场 

邱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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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会有人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

我想神的心意就是要这些孩子传福

音给他们的同学。我也开始和几个

女孩子一对一查经，就像过去我被

人带一样。我们一起读经，祷告，

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在陪伴他们

的当中，我常真实看见神的作为，

神对人的带领是很快、改变是很大

的。他们对神单纯的心也常提醒我

对神起初的爱。 

后来人数多到一个地步，我们

发现聚会质量下降，于是就祷告再分

出一个组。于是神亲自感动马萱及莹

琦，他们另外成立了一个‛Highest‛

小组，我们把学生分成了两个组，两

组各自继续成长，也经常一起办活动。

同时，在校园里 2008年成立的 Paddle 

小组，也开始有本科生参加，后来也

分为研究生组以及本科生组。上个学

期(2012 Spring) 宏君提出要把 Paddle 

本科生组以及 Higher 合并成为一个大

型的团契，以便有更好的传福音果效。

一开始我和昭瑞很犹豫，因为不知道

人太多，会不会又像从前一样，聚会

质量下降，没有很好的小组分享，又

得再分组?另外，我们从来没有和

Paddle 的同工配搭过，会不会需要一

段磨合期? 会不会 Higher 的孩子们失

去归属感? 但是在一段时间的祷告，

以及环境的印证下，我们认为这是神

的心意，的确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要

成立一个大型的团契。Penn State 的

本科生人数已经超越研究生，目前有

1800 左右的在校生，这样广大的禾场

告诉我们不能再等了。 

2012 Fall 正式开始的 ‚心

家团契‛，目的是成为这群学生‛

心‛的家! 我们的信心很小，但是

主成就的事很大。他亲自为我们预

备场地，也预备人，第一次聚会就

来了七十多个学生。现在开学一个

月了，我们看见神满满的恩典，不

断的带领许多新的人到我们当中。

也感谢神给我们一群非常委身的同

工，第一次和这么多成熟，并且愿

意摆上的弟兄姊妹服事。我们的目

标是要建立更多学生同工，建造他

们成为跟随主的门徒，并且传福音

给他们的同侪!  

在服事中我也更多看见这个世

代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开放的世代，

对福音很开放，许多学生对教会活

动有兴趣；但是相对另一方面，他

们对这个世界也很开放，很容易接

受各样观点，对任何事物都追求新

鲜感，抱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因此

我们也面临许多挑战，如何在这个

充满诱惑的世界中，领他们到主面

前。我自己的挑战是，已经离开大

学生活一段时间 (开始适应有人称

呼我咏真‛姐‛)，需要更多去了

解他们所经历的挣扎、他们的难处；

如何真正包容他们，当他们不来聚

会，当他们做出许多我们无法理解

的事，仍然用爱心包容他们……主

一次一次地让我看见我自己的软弱

以及爱心的不足，需要更多支取祂

的力量。我期待，看见神成就更大

的事在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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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不怕，有信，有爱 
 姚能亮 

 

    2009 年

下半年的时

候，教会决

定把一个查

经小组分成

Joshua 和

Caleb 两个

小组。约书

亚和迦勒在

以色列人出

埃及的初期还都是年轻人，可能和

我们 Joshua 及 Caleb 的弟兄姊妹

年龄相仿。 

    《民数记》好像说窥探迦南地

是神吩咐摩西去做的，但《申命记》

可以看到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先是

耶和华说：‚看啊，我把那片土地

赐给你们了，你们去占领吧，那是

耶和华起誓赐给你们祖先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和他们后裔的地方。‛

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看啊，你

们祖先的上帝耶和华已把那片土地

赐给你们，你们要照着祂的应许去

占领那里，不要惧怕，不要气

馁。‛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

们要先派人去打探那地方，回来好

告诉我们当走哪条路，当占哪些

城。‛ 摩西同意他们的建议，便

从以色列人当中选出十二人，每支

派选一人前往打探那地方。好像窥

探迦南地本来不是出於神，而是由

於人的要求，好像是以色列人惧怕

未见之事才提议先窥探，但神好像

允许了他们这样做。十二支派分别

选出一人作探子，约书亚代表以法

莲支派，迦勒代表犹大支派。四十

天之后，他们带回来了迦南地的土

产，真是流奶和蜜之地，一串葡萄

要两个人扛。可是十个探子说那里

的居民很强悍，城邑又大又坚固，

以色列人跟他们相比就像蚱蜢，

‚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以色列

人就开始比窥探迦南之前更加惧怕

了，发怨言说要选一个首领带他们

回埃及做奴隶。约书亚和迦勒却撕

裂衣服说：‚我们去打探的地方是

佳美之地。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

祂必把我们带到那片土地，将那奶

蜜之乡赐给我们。你们不要背叛耶

和华，也不要害怕那里的人，他们

不过是我们的猎物，他们已失去庇

护。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

们。‛但全体会众威胁要用石头打

死他们。后来耶和华审判以色列人

说：约书亚和迦勒之外二十岁以上

向我发怨言的人，必倒毙在这旷野

中，你们无人能进入我起誓应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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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土地。‚你们打探了那地方四

十天，你们要为自己的罪受苦四十

年，一年顶一天。‛以色列人知道

得罪了耶和华，惧怕耶和华的审判，

进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去凭血气与

亚玛力人和迦南人征战，最后丧身

在他们刀下。我的感想是信耶和华

的约书亚和迦勒他们不怕未知的事

情，不怕已知的强敌，敬畏耶和华

的审判，他们配得应许之地。 

 

    以前神应许以色列人得迦南美

地，今日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

应许我们永恒的生命、因信称义、

罪得赦免、荣耀的赏赐、更丰盛的

生命等等。我需要窥探一下我的迦

南美地吗？我想是不需要，我想神

的应许是佳美的，因为神爱我，祂

必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我不用害

怕过程中的患难、困苦、逼迫、饥

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靠

着爱我们的主，我在这一切事上已

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

死、是生，是天使、是鬼魔，是现

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天之上

的、是大地深处的或是其他受造之

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在主基督

耶稣里赐下的爱分离。‛（《罗马

书》8：37-39）我们所遭遇的，无

论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

身露体、危险、刀剑，我想都是为

了上帝的荣耀，使祂的儿子借此得

到荣耀。 

 

    感谢神！这个学期开始 Joshua

小组因为成长的缘故要生出 Ark这

个新的小组。方舟是耶和华吩咐挪

亚用歌斐木建造，挪亚因着信他不

怕未知的事，以敬畏的心照办耶和

华的吩咐。当挪亚全家和动物都进

入方舟之后，耶和华关上了方舟的

门，不是挪亚自己关上门。此后地

上倾盆大雨降了四十昼夜，水不断

地往上涨，把方舟漂了起来。洪水

淹没大地和群山，只有方舟漂浮在

水面上，因此挪亚全家蒙应许得生。

因着我们的信和神的爱，我们好像

不需要四十天窥探应许之地，倒要

四十天安居方舟，静听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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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結果子 生養眾多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陳郁美 师母

多結果子 

    今年暑假，餐桌上最經常有的

一道菜是「西紅柿」炒蛋，因著弟

兄姊妹家中院子的收成，冰箱中有

吃不完，上好的西紅柿。 我們家

以前也種過西紅柿，結出的果子與

弟兄姊妹種的真是大大不同。很多

人都知道，我和牧師都不擅長院子

的活，種下的東西，都是靠天生長，

還要與雜草拚搏，結果可想而知，

因此這幾年來已放棄種植了。看著

弟兄姊妹送來一顆顆紅透透的西紅

柿(其實還有生菜、青椒、紅椒、

絲瓜、苦瓜、南瓜、玉米等等)，

可以想像一定是主人背後辛勤栽種、

澆灌的成果。我相信每一個殷勤的

栽種者，都會期待多結果子! 

生養眾多 

    談到生養眾多，我最佩服的就

是我婆婆，她一生養育了十二位兒

女(六男六女)，隨便湊一湊都可以

有個詩班。在與牧師結婚時，他曾

開玩笑說過：一半就好了！(意思

是六個孩子就好了！)結果我們家

的產量只達到牧師期望的一半而已，

但已經是我原來想要的三倍了！在

養育三個孩子的過程中，體會到

「生」不容易，「養」更不容易。

感謝主，隨然生養不容易，但靠著

主的恩典，真是有很多的滿足與喜

樂。神也常透過養育孩子的過程中，

更新父母的生命，幫助我們更加倚

靠祂、學像祂，因為神就是我們的

天父，是作父母的完美榜樣。 

「多結果子」和「生養眾多」是神

的心意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
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
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
麼。…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
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約翰
福音 15:5,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
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
樣行動的活物。(創世記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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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表明「多結果子」

和「生養眾多」是神的心意，在屬

物質的領域和屬靈的領域都是。耶

穌用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指出作主

門徒的特徵之一是「多結果子」，

使栽培者得榮耀。結甚麼果子呢? 

第一是引人歸主的果子(《約翰福

音》4:35-36)，第二是聖靈的果子

(《加拉太書》5:22)。一是信耶穌，

重生進入神的家；二是信主以後生

命的成長。這兩種果子都是神所期

待的。 

    我們也可以用「生」、「養」

來說明同樣的意義。信耶穌得著在

主裡的新生命，這是屬靈的出生；

出生後在主裡長大成人是教會門徒

訓練的養育目標。我相信神的心意

是要祂的兒女都能在主裡「生養」

眾多，換句話說，傳福音、訓練門

徒是神給教會最重要的使命。在這

裡我想要用自己的經歷，分享如何

一步一步在服事中體會「多結果子」

和「生養眾多」的意義。 

我的心路歷程 

1999 年與牧師來到磐石教會

服事，當時教會人數不多，參與服

事的心態是：看到教會那裡有需要

就投入，從兒童、姊妹、學生到長

輩，都是熟悉的服事對象，而我也

喜歡服事，從服事中也得到很多滿

足。2003 年老三出生後，服事有更

多的挑戰，Jonathan 常常是我服事

時的小跟班(有時是小搗蛋)。三個

孩子加上教會的服事，使我幾乎沒

有什麼空閒的時間。2006 年年底到

2007 年年初帶 Jonathan 回台灣探

親，並幫忙照顧動心臟手術的母親，

有好幾天都沒睡好(晚上 Jonathan

皮膚發癢整夜難眠)，回美前身體

非常非常的疲倦，偶然間量血壓，

才發現血壓很高。2008 年秋天，老

三開始上學，照理說白天應該有時

間可以休息，但我記得，那一陣子，

白天從周一到周四早上都有不同的

聚會，周五晚和主日也有服事，不

同的內容，都要花時間預備。雖然

我是很喜歡服事的人，但真的感覺

非常疲憊，高血壓這個問題也繼續

持續了幾年。 

後來神讓我看見問題是….. 

1、      1、忙碌使得與神親近的時間

不夠 

忙碌的結果是常常花時間預備

服事，卻缺乏與神有美好足夠的交

流時間。神是恩典及智慧、能力的

源頭，若不與祂緊緊相連，所做的

服事常是出於自己的有限，少有來

自祂生命的流露。以前曾聽見有傳

道人說：‚我因為一天服事太多，

因此如果不花兩小時禱告親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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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沒辦法服事。‛這兩年來，我

慢慢體會這是真的。我也越來越學

習有更多時間進入內室，與主交流。

我發現，神很多時候都是在這段時

間向我顯明祂的心意，很多服事的

異象就是在與主親近中得著的。感

謝主讓我體會到與祂一起夢想的經

歷是很興奮的。 

2、 容易以眼前的需要為驅動力 

我很容易察覺到眼前的需要，

而且都想要立即有行動，不然心裡

會不安，覺得沒盡到責任。有時也

會將自己的看見，告訴牧師，然後

提醒牧師趕快採取行動(有時其實

是催促，施加壓力)。若牧師沒有

同樣的看見，或覺得還不是時候，

或沒有行動，就容易有緊張的關係。

漸漸地，我開始明白，看見需要，

要先留意尋求主，在主的引導中回

應，且要相信祂做事的法則及時間。

從努力「為主工作」，轉變到在祂

的心意中「與祂同工」，是一個突

破。我發現，神喜悅祂的兒女不單

單要服事，更要在服事中體貼祂的

心，不是像雇工(好像浪子的故事

中的大兒子)，也不單是像順服的

僕人而已，更是像兒女與慈愛的父

親一起經營天國的事業。 

3、沒有培育人一起同工 

我原是個習慣自己單獨做事的

人，除了不好意思邀請別人一起參

與，怕會增添別人負擔或遭到拒絕

之外，其實也有一點不夠信任人的

心態。2010 年，神不僅讓我明白團

隊事奉是祂的心意，也藉著《以弗

所書》4:11-13 提醒神在教會中賜

下不同恩賜的人，目的是要「成全

聖徒，各盡其職」。我發現，當自

己忙於太多的服事，就沒有精神培

養人一起同工，因為培養人的初期，

其實要花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但是，

若不重視培養同工，如何能「成全

聖徒，各盡其職」呢？ 

因著這些認識，漸漸地我開始

調整事奉的方向… 

分享小組的異象 

2009 年年初在理事同工退修

會中，神在我心中放下一句話：

「教會要成為神的軍隊，步伐要一

致。」我想神要教會各個事工的發

展，都要有合一的異象和目標。不

久之後，無意間接觸到一些有關建

立健康小組的資料，覺得很有啟發。

2010 年暑假開始，陸續地和小組同

工分享團契小組的功能和目標，盼

望教會的團契小組能往實踐神的大

使命與大誡命發展，在向上(愛神)、

向內(彼此相愛)、向外(傳服音)及

向前(訓練門徒/栽培領袖)等四方

面都能有成長。團契小組不單是查

經時間，也是一個愛的小家，弟兄

姊妹彼此關懷代禱，也一起向周圍

福音朋友分享主的愛。 

我們期盼團契小組能成為

「生養眾多」的單位，也就是說小

組成長到一定程度能繁殖，要達到

這樣的目的，一定要留意培養新的

領袖，成為新繁殖小組的同工。教

會小組在過去就有許多這樣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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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團契 Timothy 小組分出 Caleb

及 Higher 小 組 ， Higher 分 出

Highest， Caleb 分出 Joshua，

Joshua 在這學期又分出 Ark 小組；

此外四年前教會在校園成立 Paddle

小組，之後也分出本科生及研究生

/學者兩組。這學期教會針對本科

生的需要，聯合 Higher, Highest

及校園 Paddle 本科生組成立「心

家團契」，目前有七個小組在運作。

周二的姊妹聚會也是由一組，衍生

出目前周二的幼兒媽媽小組，及分

別在教會聚會及在社區家庭聚會的

兩組姊妹小組。家庭方面，除了原

有的周五家庭小組外，也開拓了在

社區的家庭小組，目前 Caleb 小組

也吸引許多有孩子的家庭參加。當

然，我們周二的長輩小組一直是不

間斷的，長輩小組的同工們為來來

去去的長輩們提供溫馨的小家，可

以一起敞開心懷的分享交流。。 

    這些小組的成立，最大的關鍵

在於有委身的小組同工，若我們不

斷地留意培養新的小組同工，那麼

就有可能不斷地設立新的小組，使

得神的國度可以更加發展。牧師和

我都非常感謝忠心的小組同工們，

他們分擔了許多牧養、關懷和傳福

音的工作。我們也看見，小組的成

長不能單靠小組長一個人，團隊事

奉是神的心意，在團隊事奉中，同

心禱告尋求主，幫助弟兄姊妹發掘

恩賜，彼此服事、互相成全，這對

於建造門徒、培養新領袖也有很大

的功效。感謝主，這兩年多看見團

契小組有不少的突破，小組越來越

有家的感覺，許多弟兄姊妹要離開

時都特別分享會懷念小組的生活。

不少小組也更加重視傳福音，藉著

不同的聚集接觸福音朋友。雖然小

組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困難和

挑戰，但我相信，只要持守走在神

的心意中，必會經歷祂的帶領。 

    自從 2010 年開始，自己在小

組的角色，漸漸退到幕後，不再直

接參與帶小組。開始時心裡倒是有

些微妙的失落，覺得自己反倒沒有

「歸屬」，也覺得自己好像不是那

麼重要了。感謝主，提醒我意識到

這是一種試探，祂用祂的話語幫助

我走出這樣的感覺。現在看著小組

同工們的生命在事奉中成長，牧師

和我的心都得到很大的激勵，也願

意繼續委身，幫助小組同工更好的

牧養小組，使弟兄姊妹們在好的屬

靈環境中，生命被建造，能多結果

子，生養眾多。 

為教會能裝備信徒禱告 

 2010

年 年 底 在

為 教 會 禱

告 時 ， 以

弗 所 書

4:11-13 浮

現在心中，

因 此 就 按

著 這 個 感

動 ， 為 教

會 能 裝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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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各盡其職來禱告。很快地，

2011 年就看見神奇妙的回應。兩位

從外地過來，剛加入磐石教會的姊

妹，先後提出兩個很好的事工。先

是王琳姊妹提出啟發課程(ALPHA)

的計畫，接著楊瀾姊妹建議在教會

開展三福福音佈道訓練。 

    王琳姊妹已接受過完整啟發課

程的訓練，目前負責推動北美地區

啟發課程中文事工，因著她的推動，

第一次啟發課程於 2011 春季正式

開始。神藉著啟發課程，提供一個

溫馨、輕鬆的小組環境，讓福音朋

友可以敞開心懷，探討信仰。同時

也訓練同工來參與帶領啟發課程，

有一些同工，其實都還不算信主很

久，但是他們和主新鮮的關係，加

上對人的愛，常常在啟發課程小組

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感謝主，啟發

課程不僅能與福音朋友建立友誼，

分享福音，也成為邀請福音朋友繼

續加入教會小組的中間站! 

    三福福音佈道訓練是非常實用

的佈道訓練，採取三人同工的團隊

配搭，整個訓練過程，對於生生不

息的建造門徒有很好的果效。感謝

主，即時的提供機會，使得教會可

以差派楊瀾姊妹和朱森存弟兄參加

三福師資培訓，之後就開始在教會

展開訓練及探訪的事工。到目前為

止，約有三十多位弟兄姊妹接受訓

練，透過三福探訪帶領很多人信主，

結出許多的果子。三福訓練不僅挑

旺了弟兄姊妹傳福音的熱忱，也造

就弟兄姊妹能與主同工，隨時作收

割主莊稼的人！讚美主！ 

回應個人門徒栽培的呼召 

    啟發課程及三福訓練的開展，

幫助不少人信耶穌進入神的家，各

小組也逐漸茁壯成為養育信徒的小

家。然而，神還放下一個負擔在我

心中，那就是個人門徒栽培。回想

起二十歲信主的時候，有一位學園

傳道會的同工，每周與我會面一次，

幫助我在與神的關係上建立根基。

一年的相陪，對我屬靈生命的成長

有很大的幫助。1987 年我來到美國

紐約州水牛城讀書，積極參與當地

的華人教會，當時教會的牧師給我

很多機會服事，每一次服事完，他

都會找時間給我回饋，指教及鼓勵

我，有時雖然很緊張，也怕被批評，

但真的很得益處。感謝主，給我有

這樣的經歷，讓我體會到，在我們

屬靈成長的歷程中，有人引導、陪

伴是很大的祝福。我非常盼望每一

位弟兄姊妹在成長的每一個階段，

都有屬靈同伴一起追求主。特別是

在初信時，若有信主較久的弟兄姊

妹陪伴，會幫助我們在屬靈的路程

走得更穩當。 

    在 2010 年年底開始，事奉的

重點漸漸轉到訓練同工及栽培個人。

在這裡我要說明，個人門徒栽培不

是唯一訓練門徒的方式，只是其中

一個重要的環節。它不能取代其他

重要的教會生活，包括主日敬拜、

團契生活、事奉生活、靈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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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生活、讀經生活…等等。從耶

穌訓練門徒的榜樣中可以看到他關

心群眾，更重視培養他所揀選的十

二門徒，當中又特別花時間造就彼

得、約翰及雅各。他選召門徒；挑

戰他們專心跟隨；常花時間與他們

在一起，使門徒有機會看他怎樣生

活，怎樣服事；他訓練他們，並差

遣他們出去服事；最後在升天前更

授予他們權柄，使他們成為他的接

棒者。耶穌是一位完美的門徒訓練

者，我想沒有一個人能單獨做到耶

穌所做的。但是感謝主，他賜下聖

靈給我們，使我們有能力；聖靈也

賜給我們有不同的屬靈恩賜，使我

們可以互相配搭。在教會中，若我

們懂得團隊服事，按著不同的恩賜

彼此造就、互相成全，那麼教會必

能更加成為理想的門徒訓練基地。 

    從自己服事的經歷，我認識到

個別性的栽培信徒是很重要卻又是

教會經常缺乏的。曾經聽見有弟兄

姊妹說：「未受洗前，很多人關心；

受洗後就沒人管了！」我真的盼望

這不是教會的常態。導航會的創辦

人 Dawson Trotman 深知帶人信主

後跟進的重要，在一個演講中 

(Born to Reproduce)，他急切地

呼籲教會不僅要傳福音，也要重視

跟進初信者，並繼續不斷地建造信

徒的生命。他強調基督徒不僅要能

「生」，也要能「養」，因而在導

航會發展一個有效能生生不息栽培

門徒的管道。個人栽培，剛開始看

來過程好似緩慢，但持之以恆，經

過幾年，就能養育出許許多多能

「生養眾多」的門徒。有名的佈道

家 葛 培 理 牧 師 ， 因 著 Dawson 

Trotman 善於栽培門徒的專長，曾

親自幾次地邀請 Dawson 為他的佈

道事工做跟進的工作。由此可見，

在葛培理牧師的心中，在意的不單

單是佈道、引人歸主，他也在意跟

進及栽培的工作。其實，這不就是

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嗎？ 

    感謝主，在教會中，弟兄姊妹

在帶領人決志信主後，常會積極地

邀請他們進入一個合適的小組，使

得他們繼續有人關心及引導。我盼

望除了一般小組聚會外，在小組中

也能有一位弟兄姊妹個別地花時間

陪伴初信者一段時間，在他們信主

的初期，堅固他們的信心。為了能

在教會訓練弟兄姊妹栽培初信者，

在 2010 年年底有感動想要自己編

寫一份門徒栽培材料(電子檔，方

便使用，不用常常訂教材)，但覺

得會很耗時耗力，也沒有信心能做

得好。一直到隔年五月，試用過一

些現成的教材後，才決定順服神的

感動，著手編寫。一方面參考許多

現成的材料，一方面也將自己這幾

年在教會做初信栽培的心得加入。

將近一年的時間，專心投入編寫及

試用，目前完成三個階段的門徒栽

培材料；之後也完成了小組同工訓

練手冊。期盼這些材料可以協助教

會更有效的裝備信徒，並訓練人再

去栽培人，使弟兄姊妹能在主裡

「多結果子」、「生養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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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感謝神賜我一位同心事奉主的

丈夫：你的支持及鼓勵，幫助我能

使用神給的恩賜服事教會，在忙碌

時，特別謝謝你使用「服事」的恩

賜，分擔很多的家務。感謝主，我

們有個共識，那就是「我做的就是

你做的，你做的也是我做的」。神

看我們是一體的，多年的磨合，使

我們的配搭更加和諧，而且還在進

步中。 

    感謝神帶領畢牧師及師母與我

們一起同工：因著你們的領導，我

可以放下在兒童及青少年事工的參

與 ，更加專心回應神給我的呼召，

做主要我做的。我特別要謝謝畢師

母，妳是我所見過最佳的鼓勵者。 

    感謝神賜給我周圍有忠心、愛

主的同工：謝謝你們支持牧者、愛

護牧者、體恤牧者；了解牧者並非

完人，也更非全能；願意與牧者同

心配搭，一起成長。在磐石教會與

你們一起服事，是神極大的祝福。 

    感謝神給我機會與很多姊妹

(有些是夫妻一起)有個別會面的時

間：謝謝你們和我一起使用門徒栽

培的材料，分享真理，分享生活的

點滴。我珍惜與你們會面的時間，

謝謝你們的信任，向我敞開分享許

多生命中喜樂或掙扎的事。看見神

在你們身上的工作，我心裡非常喜

樂，你們對真理的渴慕及領受也常

激勵我，願彼此勉勵，不要退後，

繼續向標竿直跑！ 

    感謝神有一些弟兄姊妹開始投

入門徒栽培的服事：謝謝你們，神

藉著你們使我看見盼望可以實現，

就是教會能「多結果子」及「生養

眾多」！繼續為主加油，使在後的

能在前。願你們都成為神所重用的

貴重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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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望是点亮心灵之窗的烛光            

——参加第十九届‚生之追寻‛福音营心得 

 边安果 

 

国殇节长周末，我参加了在费

城 EASTEN  UNIVERSTY 由若歌教会

及美东地区近 30 所教会协同举办

的‚生之追寻‛福音营活动。聆听

了黄小石长老和张伯笠牧师的精彩

信息，深受启发。这两位牧者不约

而同地谈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生命中的盼望，迫使我去思考活了

大半辈子，不愿去想也想不明白的

人生课题——人需不需要盼望？人

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

的一切苦难动荡我都是亲历者。幼

时被灌输的共产主义虚妄的理想破

灭之后，不敢再有什么盼望。庄子

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

次之‛。所谓‚心死‛就是人生没

了盼望，心如古井，微澜不起。人

生的经历告诉我，没有希望，就没

有失望，没失望就没有痛苦；希望

越大，失望的痛苦就越大。所以如

我一样，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活一天算一

天。所以当读到宋人高翥的诗句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

泉‛时，甚感欣慰，原来古人早就

有这样的人生信条。 

远的不敢盼望，于是人们把眼

前的切身需求当作盼望。黄长老讲

到一则令人啼笑皆非却并非杜撰的

故事。北京一所小学的教师交给学

生一个话题，让家长谈人生三愿。

一个学生的家长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当被问及‚人生三愿‛时，觉得很

无聊，但又不能让孩子完不成作业，

于是答道：‚我的人生三愿是：吃

的下饭，睡得着觉，笑得出来。‛

孩子觉得这答案无法向老师交差。

父亲说，老师若不满意，让他来找

我。这答案看似可笑，其实非常现

实，是我们每天的切身需要。在现

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满足

这‚三愿‛。多少人在疾病的煎熬

中、在各种困惑、焦虑中吃不下饭，

多少人在商场竞争、职场竞争中睡

不着觉，多少人在人际交往的戏剧

中、在各种关系编织的罗网中笑不

出来。那么，这三点就成为普通人

最现实的盼望，甚至成为有追求的

人的奢望。 

而人的盼望是存在于时间中的，

人现实的盼望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下

会慢慢地衰残。互联网上流行着这

样一段调侃：20 岁以后，故乡外地



磐石年刊 

 

第六期 • 2012 

63 

没什么不一样（离乡背井求生存）; 

30 岁以后，白天晚上没什么不一样 

(为生计日夜奔波) ;40 岁以后，有

无学历没什么不一样（能力显现基

本定型）；50 岁以后，是美是丑没

什么不一样（没了观众）；60 岁以

后，官高官低没什么不一样（退休

了）；70 岁以后，房子大小没什么

不一样（体力不支，越小越好打

扫）；80 岁以后，钱多钱少没什么

不一样（物质需求越来越少）；90

岁以后，是男是女没什么不一样

（生理活动降到最低）；100 岁以

后，起床不起床没什么不一样（丧

失活动能力了）。我再加一句：

100 岁以后，是死是活没什么不一

样（一口气而已）。 

这段调侃，道出了人生现实的

盼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衰残、

朽坏，正如我们的肉体会渐渐地衰

老、死亡一样。尽管自然规律不可

抗拒，任何人都难逃一死，但人们

还是盼望长寿、甚至长生不死。从

街头的乞丐到至尊的皇帝无不盼望

长存于世。有时人们自己都不明白，

既然活得这么不如意，为什么还要

顽强地活下去。 

人们需要哪样东西，说明哪样

东西真实存在。口渴，是因为有水

存在；憋闷，是因为有氧气存在；

孤独，是因为有亲人存在…… 

《传道书》（3：11）中说：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看来

人希望永生不是妄想，而是神的安

排。因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便赋予人追求永生的本性，神早已

在我们脑中种下寻求永生的意念—

—人要活到永恒。这种永恒就是彼

得所说的‚活泼的盼望‛——可以

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

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既然是天上的‚永恒‛，就和

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们所盼望的

‚长寿‛、‚长生不死‛，有本质

的不同。对于生命，主外人士只承

认肉体的生命，所以有‚人死如灯

灭‛、‚一死百了‛的看法。而

《圣经》形容人的肉体是‚帐篷‛，

在肉体之外，还有灵魂。人的心脏

总有停止跳动的一天，那便是你物

质生命存活的终结、人生在世的句

号，但却不是生命的终结。人的肉

体只不过是灵魂的暂时居所。《圣

经》中说‚我们在地上居住的帐篷

——地上的身体被拆毁之后，必得

着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房屋，就

是他亲手所造的永存的居所。 

作者（左三）和先生、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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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只承认眼睛见得着的

肉体，而不承认肉眼看不见的灵魂。

但不管你承认与否，灵魂是存在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得

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

18） 

世界是神刻意的创造，而人更

是神刻意而精心的创造。凡是被造

的都是有目的的，那么既有外在肉

体，又有内在灵魂的生命，就更是

有目的的。那么永恒的生命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人生的目的是许多哲学家、科

学家、文学家所苦苦追寻的问题。

在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信仰缺失、

物欲横流、日益败坏的世界中，人

们追寻的结果就是：人生是一场没

有结局的荒诞剧。所以卡缪在《西

绪弗斯神话》中说：‚真正严肃的

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是

不是应当自杀。‛因此‚自杀‛成

为解决人生难题的捷径。在国内，

每年都有数十万计的人轻生。上到

有儿女、却无人赡养的耄耋老人；

下到不堪学业重负，受到学校、家

长责备的十来岁的孩童；更有挤过

重重独木桥，上了清华北大等名校，

却看不到出路的天之骄子；有商场、

职场、情场的失败者，更有名利双

赢的成功者。这些人，要么觉得人

生没有目的，要么现实的目的达成

后，却觉得前所未有的空虚。这样

的人生是可怕的，因为这些人的生

命中没有神。‚没有神，人生就没

有目的；没有目的，人生就没意义。

没有意义，人生就无关紧要，毫无

希望。‛（《标杆人生》）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是

要我们活得像他的样子。因此，活

出基督的样子——爱神，爱人如己，

一切归荣耀与神，就是我们活着的

目的和意义。简而言之——‚为神

而活‛（《彼得前书》4）。人生

有了目的和意义，就有了活泼的盼

望，我们的肉体虽然会毁坏，但内

心会一天新似一天。‚死亡不是人

生的终点，而是你进入永恒的中继

站。‛（《标杆人生》）如《圣经》

所说：‚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是

想也想不到那么地美好。‛（《哥

林多前书》2：9）愿这活泼的盼望

如暗夜里的烛光，照亮我们的心灵

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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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开始在花园里 
 

 立 
 

    

    曾经有一个花园，在时间的开端。神造万有，将世间一切美好之物放在

园子里，荣华不能尽数。他又叫人类的始祖——男人和女人在里面生活。天

气晴好，风轻云净，丛间低语，水边安息，那里面的生活真是美好。 

 

我常幻想住在这园子里，新鲜美好的生命如同溪水边的青草，柔软光亮，

永无枯萎…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花园。 

 

    在这个花园里，一切都是神起初造它的样子——是仆人，不是主人。播

种，除草，等候，忍受诱惑…生命将展现难以置信的美丽。只是你要小心，

不要让野心把喜乐变成苦工。 

 

这个花园处在一个秘密的地点，每个人都可以去寻找。有些人愿意花时

间，便寻到了。有些人的花园，一生都在等待开启… 

 

    曾经有一个人，在花园里，被他的父撇弃。他本是光明之子，却甘愿落

入黑暗，为罪人尝尽苦杯，在十字架上经受剧烈的痛苦。他唉哼的声音回响

在花园里，‚我的神，我的神…‛ 

 

我常思考这人在花园里的那夜，当父转过脸去，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

黑暗，他走过了尖刀一样的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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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破土而出前的一夜，必要凝聚泪水和绝望的力量。你若不曾痛苦过，

你的花园无法孕育生命。 

 

有一个人回忆他的母亲，在厨房的窗台上放置了一颗发芽的马铃薯，那

就像母亲的花园。每当快要被穷困的生活和调皮的孩子们打败时，母亲就来

到马铃薯前，看看那绿叶，便仿佛吃了灵药一般，顿时人就不一样了。 

 

    我好奇那马铃薯的花园里隐藏着怎样的医治和力量。我也曾追寻这样的

花园，直到有一天我来到我的神面前，他把荣耀和叹息指给我，把生命和消

亡指给我，我恍然找到了自己的花园。 

 

    在这花园里，我的灵魂得以安放。 

    在这花园里，我在爱我的神里面，他也在我里面。 

在这花园里，我的心因着感知神的同在而得力量。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牧师，他没有佳形美容，他表现给人的没有高深的学

问，他甚至缺少讲道的口才，但他打动我的是他生命的深度和亮度。当他站

在讲台上，他这个人本身已是一篇信息。 

 

当生命连结在永恒上，他里头所发出的光是

如此夺目。你若要你的花园葱郁蓬勃，你就要与

这光连结。 

 

    然后，花园里的一切都将在永生神温暖

的光照和作用之下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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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宏君 

     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
成為死亡之路 —— 《箴言》16：
25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
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
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
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 《腓利
比书》 3：8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很久没有

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了。曾经在青春

年少的时候，追想过。那时，似乎

有一大把金色的岁月，不知道该投

资在哪里。于是像个一夜之间寻得

万贯钱财的人，想要买到稀世珍宝。

问自己，什么是高尚的？什么值得

付出一生？我惊异于自己面对这些

问题时那一脸的严肃。我依然记得，

心中曾经充满喜悦，又充满焦急。

因为我看到了有耀眼的光从远处发

出，我又听见人声嘈杂，是颂赞它

的声音，是急匆匆追赶的脚步。从

此我心牵挂着那在远处的闪烁。哦，

它就是我想要的，它就是会使我生

命高尚的，它就是值得我付出一生

的……似乎在某个不名的时刻，我

已经与它海誓山盟。 

不知道为什么，在人生的路上，

走着走着，我就不再追问生命的意

义了。是什么契机，使我放弃了思

考？是它突然从我脑海中消失，还

是如空谷的回音，渐渐止息？是因

为觉得根本找不到答案，还是因为

找到答案的太多，以致迷失？是因

为找到的答案都太过于漂浮，抑或

那些答案太过于沉重？难道是生命

那样美好，以致我浑浑噩噩，还是

生活的洪流太急，以致我在水中不

能有片刻的停留？我不记得了，都

不记得了，无从探询。曾经记在日

记中的感慨，都被一页页烧掉了。 

但起初，我所追求的是高尚，

一路都在追求高尚，并且一厢情愿

地确信自己的存在与众不同。要不

然我怎么会鄙视他人的粗陋？我一

直以为，我行在正直的路上。 因

为我一路上所获得的，是许多人所

不能及的，使人羡慕、赢得很多的

赞扬。可是猛然发现，曾经的纯洁

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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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正陷在污秽的罪中，就连那

曾经的纯洁也根本是自己的想象。

何等的讽刺！一个人怎么可以私下

里行在污秽中，却能够觉得自己活

得高尚，又可以外表光鲜、嘲笑他

人的鄙陋。生命的意义，无须再问，

我已经诠释：人需要被拯救！有一
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
路 ——《箴言》16：25 

感谢上帝，祂那亘古永恒的智

慧，仅片刻就摧毁生命表象肤浅的

繁华，显露的真相，已经不堪入目，

罪的沉重，我已不能担当。感谢耶

稣，让我在十字架前屈膝，容我在

空坟墓前悔过。曾经的那些时刻，

幻想过能重回人生的起点。如今不

必了，如果没有耶稣，再来一回的

虚空也不会不同。主已经将我的生

命焕然更新，接续到永恒。 

不知道隔了多久，那个关于生

命的问题，又回响在我的脑海里，

就连心里的一声嘲笑也没有将他抹

去。在不惑的年龄，这样的问题令

人尴尬。可是神坚定地将它放在我

的心里，我想是因为我只在地上求

问过，没有向天上求问。我只在黑

暗中思索过，还没有在光明中思索。 

我再次扪心，问自己：我现在

所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做这些呢？

我为什么欢笑，又为什么忧愁？我

在地上的忙碌，被天上的神看作什

么呢？我心里梦想的那些，在永恒

之中值得几个灵魂？我为什么追求

现在所追求的？我梦中追寻的，我

所看重的，在神的天平上能有多重？

此时，正在我心里闪耀的，在主荣

耀显现的那一刻，该是怎样的惨淡

呢？在主的眼里，我是一个忠心良

善的仆人，还是个又懒又恶的仆人？

是个聪明的童女，还是个愚拙的童

女？是个山羊，还是绵羊？我仍要

执迷于世事的虚浮，贪恋人的荣耀

吗？…… 

不！我愿效法保罗，丢弃万

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以

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求主的

恩典与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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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的眼泪 
 

 宗立 译 

 

    

    我的父亲收集眼泪。 

    当树皮被刀穿入，树液像珍珠从里面慢慢渗出来。

他们叫它作眼泪。也许是因为那看起来像树在流泪。 

    我的父亲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那些树。我走在

他的旁边，一只手里提着篮子，另一个肩膀上挂

着水葫芦。我们要走很远。 

    有些树在一起，大部分树很分散。一棵在这

边，一棵在那边，距离遥远。 

    这些树长得并不好看，枝条矮小，满是节疤，

上面还有刺。树叶是暗淡的灰绿色。 

    父亲要看看每棵树的里面。 

    当然他不能真地看到里面。但是他认真地看

那些树干和树枝，摘下一片叶子放在鼻子下面嗅

着，手在树皮上来回摩挲。 

    有时候，他摇摇头。‚不行，这棵还不行，

现在。‛ 

    然后我们继续走，在炙热和尘埃里。 

    有时候，他点点头，拿起斧头。 

这是父亲知道的另外

一件事：怎样在树上

只砍两下，不太深，

也不太浅，形成一个

X 的形状。恰在合适

的位置。 

    他砍了一下，接

着第二下。然后往后

退一步。 

    我和他一起看着。 

    我屏住呼吸。 

    一滴眼泪出现了。 

    如果父亲选的好

——当然他总是能做

到——许多树液会从

树皮下面涌出来。它

们会形成一颗大大的

漂亮的眼泪。眼泪的

表层在炎热的阳光下

会很快变干，这时就

可以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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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眼泪都很大，它们变干的外壳粗糙，

保护着里面的宝藏。别人收集的眼泪都很小，只

有外面的壳，没有里面的心。 

    父亲把采集来的眼泪卖给市场上的香料商人。

因为这些眼泪的采摘需要时间和技巧，它们总能

换来一个好价钱。人们必须花更多的钱来买它们。 

    这些眼泪有很多用处。它们可以碾碎磨成粉

做药，治疗头痛和腹痛；也可以加在酒里提味。

也有人把树脂往皮肤上搽，用来舒缓皮疹。 

    最好的也是最贵的眼泪，用在葬礼上。 

    这些眼泪被磨成粉，浸在油里。浸了眼泪的

油用来清洗那些死去的人的身体。 

    其他的眼泪则在葬礼上被焚烧，它们散发出

的气味充满空气。那是一种强烈的味道，既苦又甜。 

    当你在葬礼上闻到这些眼泪的味道，你知道，

有一个被至爱的人死去了。 

    父亲带我跟他去采集眼泪。他拿过一片树叶

来让我闻。又教我用手抚过树皮。我不知道要闻

什么，摸什么。 

    但我想有一天我会知道。那时，我拿着篮子

和水葫芦，看着，学着父亲的样子… 

    父亲查看了最后一棵树，笑了。‚看，‛ 

他说。我定睛，看到一颗好大好大的眼泪，像鸡

蛋那么大，几乎有我的拳头那么大。 

     ‚去摘吧。‛ 他说，仍是笑着。 

    我把篮子放下，伸手去摘那颗眼泪。我学着

父亲的样子，小心地把它轻轻扭动一下，迅速摘

下来。我把它放在掌心里，翻过来，低头闻它浓

烈的带着苦味的芳香。 

    我把它放在篮子

里，回家的路上，一

遍又一遍地看它。 

    几天以后我们去

市场。到达时，已近

午后。香料商人远远

地招手喊着，‚我在

等你们。‛ 

    他的帐篷里有三

个人正坐着饮茶。他

们穿着细麻布的外袍，

有红色、金色和蓝色。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华

美的袍子。 

    香料商人对他的

客人说，‚这就是我

跟你们说的那个人。‛ 

穿红色袍子的人问候

了我父亲。‚我们要

买些礼物，‛他说，

‚我们已经准备了一

些，但还缺一件，很

特别的。‛ 

    父亲冲我点点头，

我把篮子递给香料商

人。他熟练地从篮子

里挑出几颗最大的放

在一块布上。 

    最中间的是我的

那颗眼泪。 

    那三个人检查着

眼泪，彼此说一种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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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语言。最后，他们看看香料商人和父亲，点了点头。 

   ‚我们已经准备了黄金和乳香，‛穿红袍的人说，‚现在再添一件没

药。‛ 

    香料商人为三位客人包裹眼泪，他问，‚请问，这些礼物是要送给什么

人的？‛我很高兴他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想知道。 

    穿红袍的人没有回答，停了一会儿，他说，‚这些礼物是要送给一个婴

孩的。‛ 

    我皱了下眉。没药是一件奇怪的礼物——送给一个婴孩。当然，我什么

都没说。我很骄傲，我采摘的那颗眼泪，被当作礼物。 

    我看着那三个人骑上骆驼。 

    我看着他们离开市场，走进旷野。 

    我在想…  

    关于那个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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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同工退修会 (1/14/12) 

宣教年会(1/22/12) 俄罗斯宣教士 Jordan & Heather Irvin牧师夫妇 

中国新年晚会 (1/27/12) Assembly of God Church 

敬拜同工训练会 (2/17/12) & (6/24/12) 

小组同工训练会(3/18/12) 

复活节周末布道及培灵聚会(4/7,8/12) 黄立夫教授(生命的蜕变) 

春季大扫除(4/14/12) 

Paddle 小组校园福音音乐会 (4/22/12) 

教会春游 (5/19/12) : Seven Points Marina at Raystown Lake 

青少年 Youth group 禁食 30 小时及 Hiking 活动，为宣道会在非洲
马里的事工募款(5/25,26/12) 

华联总干事: 胡翼权牧师讲道( 6/03/12) 

门徒栽培同工训练(第一阶)(7/08/12) 

Living Hope Angels 中国孤儿慈善义演(8/03/12) 

禱告服事訓練(7/14/12) 

成立本科生心家团契 (7/12) 

迎新相关活动(暑假)(新生宿舍探访 8/13-19…etc) 

迎新晚会 (8/24/12) 

秋季扫除 (10/27/12) 

为国家特别祷告会 (10/31/12) 

家員大會(11/18/12) 

感恩節聚餐及聚會(11/22/12) 

 

2012 特别聚会及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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