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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語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贊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

頌他的名。—詩篇 100：4 

 

在這歲末感恩的季節，靠著神的恩典，《葡萄園》帶著

她初熟的果香和大家見面了。回顧往昔，從 2004 年的復活節

到今年的復活節，我們先后出版了《雲彩中的見証》、《馨

香之祭》、《秋雨之福》、《我要向天舉目》、《降春雨的

神》、《福路》、《與神同行》、《新歌》、《豐歲恩

年》、《成長》等共十本見証集，收錄了來自我們教會的一

百七十多篇見証，處處可見神在我們所行的路徑上滴下恩典

的脂油。 

 

和以往的各期見証集一樣，弟兄姐妹藉著文字數算主

恩、傳揚主名，讓我們再次看到神的信實和和他奇妙的作

為。所不同的是，從這期開始，見証集將以《葡萄園》作為

固定的刊名，成為我們拉法葉華人宣道會的見証文集。 

 

葡萄園是生命的園。葡萄園裡有真葡萄樹—主耶穌，有

栽種的人—天父，有聖靈的教導—要修剪枝葉，多結果子，

彼此相愛，還有枝子—弟兄姐妹與主相連（約翰福音 15

章）。葡萄園裡有恩典灌溉，有生命成長，有大葡萄，有小

葡萄，不同味道個性，不同恩賜能力，但都在主的園中生長

連接，受他愛的蔭庇扶持。願神的工作藉著弟兄姐妹如雲彩

般的見証得著榮耀，願這本見証集成為多方的祝福。 

 

在此感謝神興起多位同工的積極參與，更感謝大家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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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恆切的禱告。正如主耶穌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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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不能作什麼。（約翰福音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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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芽芽茁茁壮壮之之一一  

為主打開心門 

 

唐芬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求，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

開門。”(馬太福音 7：7) 

 

         回想自己信主的歷程，從接觸到認識到決志和受洗，經

歷了 5 年多的時間。真是感謝主，一直沒有離棄我，讓我最

終信靠他，讓他掌管我的生命，讓我的生命有了新的開始。 

         我是於 2001 年 10 月來到普度大學的，來到的主要任務

就是陪讀，換一種說法就是在家裡做家庭主婦。開始的時候

一切都很新鮮，換了一種環境和生活方式，可以每天都陪著

女兒，覺得很開心。過了不久，就有朋友帶我去了婦女團

契。當時也不知道那裡是做什麼的，隻知道有好多婦女朋友

在那裡聚會。經過一次聚會才知道有好多人都是基督徒，當

時我連什麼是基督徒都不知道。雖然以前也聽說過“上

帝”，但一直都以為那是故事裡虛構的神。在查經之前都要

唱贊美詩，覺得還很好聽，心裡也有一點感動；可是當查經

時，根本聽不懂在講什麼，一頭霧水，好像天方夜譚，隨之

也就沒什麼興趣了。 

 

后來，也參加過一些聚會，到教會裡聽過佈道和感恩節

的特別聚會，但每次都是錯過機會沒有信。在婦女團契裡也

聽了一些姐妹的見証，當時也很感動，蒙主憐憫和施愛，讓

她們得拯救。可是自己還是很難下決心信主。真是罪讓我與

神隔絕，不願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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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很長時間自己都生活在對主可有可無的感覺裡，

在無奈和求助時也會想起神，尋求保佑，但對這位神還沒有

真正的認識。而且對要向耶穌認罪，也都一直不能接受。總

是以為自己生活得很好，對人也很熱心，沒有害人，也沒有

犯罪，怎麼會有罪呢？為什麼需要被拯救？ 

 

真是蒙主憐憫，雖然過去了那麼長的時間，但他一直都

沒有放棄我，讓我身邊信主的朋友給我傳福音。榮杰姐妹經

常借給我福音雜志和光碟看，在 2006 年 10 月又開始跟 Adela

姐妹(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查經，也是我正式學習聖經的開

始。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我對<<聖經>>有了初步的認識，

真是聖靈在做工，以前覺得是天方夜譚的東西，也能接受

了，<<聖經>>中所講的真是神的話語，太奇妙了。他讓我知

道了宇宙萬物的起源，一段真實的歷史。尤其是新約裡對耶

穌的記載，神獻上他的獨生子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而死，

為要拯救世人，讓信他的人得永生，不至滅亡。從這以后，

叫我對罪也有了新的認識，神所指的罪不單是法律意義上的

犯罪，還有屬靈上的。人為什麼會死？以前隻知道這是自然

規律，有生必有死，但神告訴我們，死是罪的代價。因為人

從出生就不認識神，人會盲目地崇拜各種偶像，人對金錢和

物質的欲望，人會犯錯，會做讓自己后悔的事，人不能控制

自己的情緒，人不容易滿足，奢求的太多，會經常抱怨自己

的處境、怨天尤人……這都是罪的表現。就像我自己，有時

會對丈夫抱怨、生氣，沒有好工作，不能讓我們生活得更好

些；和丈夫有矛盾時，就會口不擇言，說出傷害他的話，來

解除怨氣；對孩子的教育方式也不對，經常打罵，雖然事后

也很后悔，但真是不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緒，這都使我感到自

己真是有罪，才會這樣表現。對比聖經中(箴言 31：10-31)講

才德的婦人是怎樣的，自己真是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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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以前我也不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雖然不信佛，

但也拜過佛，心理上總想要尋找些什麼，好有所寄托和依

靠。而今認識了這位真神，創造一切給我們的真神，還有什

麼理由不信呢！所以在 2007 年 3 月的一次查經后，受聖靈感

動我決志信主。 

 

信主以后，感覺在心裡上有了依靠，有了回家的感覺，

遇事也不像以前那樣容易沖動，凡事都會想想自己這樣做對

不對，是不是神所喜悅的。也經常閱讀聖經，常常默默為家

人和自己禱告，覺得心裡很平安，相信主會祝福我全家。這

是神的應許﹕“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使徒

行傳 16：31) 信主以后，我還體會到信主不隻是求神的賜平安

和祝福，而且信徒自身也要聽神的教誨，明白神的話語，才

是真信。 

 

想起以前還沒信主的時候，曾經在一本福音雜志上看到

一幅“耶穌叩門圖”,畫中的耶穌提著一盞燈在叩一扇門，不

知為什麼很喜歡看。回想起來感到主耶穌真實一直在尋找我

們，要把光帶給我們，可我當時卻聽不到、看不到。感謝

主，也感謝 Adela 姐妹的幫助，讓我認識主，為他打開這扇

門，讓主住進我心。請主繼續幫助我屬靈的成長，堅定我的

信心，活出主的模樣。一切榮耀歸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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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芽芽茁茁壮壮之之二二  

真真實實的神 

 

高雲飛 

 

我叫高雲飛，今年電子工程系第二年的研究生。很高興

能在這裡和大家真心地分享我信主的過程。 

 

我過去是個相信“運氣”的人。小時候，有一次淘氣，

我把爸媽放好的鐮刀給找了出來，拿去給伙伴玩，結果他一

不小心就砍到了我的頭，鮮血直流，還好沒有讓我喪命，也

沒有傷到我的眼睛，隻是在我的右眼和太陽穴之間留下疤

痕。這件事讓我從小就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似乎冥冥中有一

個主宰在掌管世間所發生的一切，我那時就稱它為“運

氣”。然而“運氣”是捉摸不定的。我小學升初中的時候，

用了很長時間准備考武漢市最好的一個中學。那年我 12 歲，

本命年。所以在我的努力之余，我爸媽想讓我借助些“運

氣”，於是我就在脖子上帶了一條紅繩子。家人朋友也為我

求神拜佛。然而，那次考試是我到現在經歷過的最慘烈失敗

的一次。 

 

2005 年夏天，我被選為上海交大來普度大學的交換生，

於 2005 年秋季來進行一個學期的交流學習。這半年的學習說

長也不長，說短也不短，但就是在這半年中所發生的事情改

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 

 

我同其他 3 位同學一起於 2005 年 8 月 14 日來到這裡，當

時教會的涂慧芳姊妹開車來接我們，並且安排我們找到住

處，還帶我們去吃午餐。隨后饒芳姊妹和弋元元弟兄帶我們

去購物，給了我們很多在美國學習生活的經驗。可是，除了



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 9 - 

我們住處的電話號碼，他們沒有問我們要過任何東西。隻記

得當時涂慧芳姊妹告訴我們在每周五晚華人教會都有聚會，

還有晚餐。其實這點已經足夠了，因為我最頭疼的就是吃飯

的問題。 

 

雖然隻是一頓飯，但是能和這麼多華人在一起已經讓我

在美國的土地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樂。之前和涂

慧芳、饒芳、弋元元等朋友的接觸已經讓我把他們歸到“好

人”這一類，而和這麼多“好人”在一起所體會到的開心，

一起真誠地分享學習生活的體驗，使我對基督、教會這些概

念產生了更大的興趣。第一個周五晚上分組自我介紹的時

候，我就來到了羊羔組，組員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活潑，相

當的活潑。這使我發覺信耶穌的人不僅有愛心，而且可以活

得很喜樂。 

 

有一次周五團契的時候，Kevin 弟兄問我是否想來普度念

研究生，我說想。他說“你禱告吧”。之后我回到國內后就

經常在睡前禱告，為我的申請禱告，慢慢地也為開始為很多

其它的事情禱告。感謝神，他讓我知道自己的束手無策並不

是盡頭，也不用隻是聽憑捉摸不定的運氣來安排，他是垂聽

我們禱告的神。這種直接和造物主溝通的感覺真是奇妙。  

 

2006 年秋季我又回到普度大學學習自己很喜歡的專業。

2006 年教會的周五迎新晚會上，我聽著那久違了的贊美詩

歌，眼睛濕潤了。“這世界有個千年不變的道理，那就是耶

穌愛你……”詩歌中所傳遞的這個信息深深地打動了我的

心，那就是：耶穌愛我。雖然身在陌生的國度，但是那一刻

我有一種家的感覺。在這裡我有過很美好的回憶，在這裡有

愛我的天父。人活著，不是被一種捉摸不定的“運氣”所左

右，而是可以依靠一位永遠愛我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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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的團契聚會和周日的主日崇拜讓我慢慢的認識了這位

真神，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也經常思考他的存在。神都能用各

種各樣的感動讓我知道他的大能。我們來到世界上本來就是

一個奇跡，父母的結合最終產生了我們，這完全是一個零概

率事件。不是偶然，這是神的安排。我們能活在這個世界上

也是一個奇跡，對於我們來說，有千萬種可能性我們看不到

明天的太陽。不是偶然，這也是神的安排。我們能有今天這

麼美好的生活也是神賜給我們的福氣。終於在 2006 年的 9 月

29 日，我做了決志禱告，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

宰。當我來到神面前謙卑自己，我發現原來自己有很多罪，

但其中有一條是我一直改不掉的，那就是沒有自制力﹕做一

件事的時候總會被別的事分心。於是我求神赦免我的罪，讓

我能從他那裡得著智慧，知道怎麼安排自己的時間，不至於

頹廢，每天都可以積極的生活。 

 

今年 4 月份的某一天，神給我了信心，我和 Michael 弟兄

開始了每天早晨的靈修學習，對真理的追求也更加主動了。

當我突然發現每天讀到的經文都能運用到生活當中的時候，

就有了一種如獲至寶的感覺。每天我都期待讀到神對我的提

示。有一段時間我的研究遇到了一些難題，教授要我做我根

本不熟悉的一個領域。以前的我一定會因此而慌亂，甚至會

懷疑自己的能力。但是這一次就不同了。靈修的時候我們討

論過的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 22 節說到“你們禱告，無論求什

麼，隻要相信，都必得著 ”。有了神的應許，我就不慌張。每

天我都為研究禱告，然后把心中的困惑疑慮交給神，我知道

他會幫我分擔，我隻管專心做研究來榮耀他。一個月之后我

順利的完成了這個項目，通過這一個月和神的交通，讓我對

他更加的有信心。慢慢的我把自己從生活中心的地位撤了下

來，取而代之的是我們的神，讓他來帶領我，作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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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暑假裡教會組織了小夫妻查經班，我和我未婚妻

在其中也有很多收獲。聖經以弗所書第五章 22 和 25 節中提到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順服主一樣”，“你

們作丈夫的，要愛妻子，好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舍己”。這

段經文是夫妻關系最生動的描述，每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

到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和她都會回到經文上尋找自己的不

足。然后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考慮，就會發現問題的根本。通

過聖經，我們和神更加親近了，彼此雙方也更加親近了。感

謝神讓我們有一個柔軟的心，不再以自我為中心的日子也使

我少了許多煩惱，因為我知道神都會給予我們帶領。 

 

 

有一個寓言這樣說到：有一個人夢到自己和神走在海灘

上，他時常回頭看，總看見在他們走過的地方有兩排腳印。

在快走到生命的最后時，他再回頭看，發現海灘上有時候隻

有一排腳印，而他更注意到，這些時候正好是他生命的最低

潮。這讓他很疑惑，於是他就問神：“主啊，你說過隻要我

下決心跟隨你，你就會一直陪伴我。但我注意到在我生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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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時候，隻有我的一排腳印。為什麼在我最需要你的時

候，你會離開我？”神回答說：“我可愛的孩子，我看你為

最寶貴，永遠不曾離開你。你看到的那一排腳印，不是你的

而是我的。在你受試探和痛苦的時候，是我抱著你走過來

的。 

 

當我回顧過去 23 年的人生的道路的時候，也會感受到

神在我所走的每一步的帶領，不管是在我生活的高潮還是低

谷，神都沒有遺棄我，是祂抱著我一路走過來的。我相信這

位真真實實的神，決心一生來跟隨祂，並且要用我的一生來

榮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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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芽芽茁茁壮壮之之三三  

My Salvation Testimony                   

 

Jay Wang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in Texas, the nice ESL teacher 

showed us a Christian movie.  In one of the scenes, the main 

character didn't die after the firing squad tried to execute her.  

However, I didn't believe such thing could happen.  At 

Thanksgiving, some family invited me to go to their Thanksgiving 

meal.  The host gave thanks to God before the meal was served.  I 

didn't understand why would anyone give thanks to God or why 

would people pray. 

 

When we lived in California, a neighbor invited my mom to 

church.  After coming back from church, she told us that the 

people there were friendly.  An old lady told her to believe in the 

LORD, and you will have joy in your life. I didn't understand her 

words at that time.  My mom went to the church a few times 

afterwards.  

 

My heart was closed to the gospel during all those years.  However, 

God was patient with me. 

 

A few weeks after my family moved back to Houston, my 

neighbor asked my mom to go to the Chinese Lutheran Church.  

Eventually, my mom and my neighbor wanted to be baptized 

together.  I went to that Sunday service at her request.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a church service.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the pastor said that day; however, I did know that my neighbor's 

husband was furious over my neighbor's baptism.  He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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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thing to stop her from going to the service.  I wondered why 

he would be so emotional over this issue, since he w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ath.  He was a very rational man. 

 

One day in 1996, my neighbor's kid, B.F. Wang, asked me to 

go to their Friday Youth Fellowship.  I had refused several times 

before, but for some reason that day, I said yes.  The fellowship 

had about twenty people.  They were all friendly.  After dinner, 

they sang a few contemporary worship songs.  I liked the music, 

saw those people's faces.  During the chorus, many of them closed 

their eyes, and lifted up their hands.  I felt peace in my heart, a 

feeling foreign to me all my life. 

 

Then the non-Christians went into the living room, while a 

brother and a sister shared the gospel with us.  I didn't exactly 

remember what they said.  I did remember that the brother said the 

ancient kings of China sacrificed lambs unto God for the sins of 

the people.  To me, that was a shock.  I had always thought they 

didn't worship any God.  In the end, a sister asked me if I would 

like to pray the prayer of salvation with her.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a prayer of salvation was.  She kept assuring me that it was 

okay. You would understand later.  God will answer your questions. 

I followed her and prayed a prayer of salvation. I certainly felt no 

different that night.  I was still confused. 

 

Later, I started to attend the Church of Living God, the same 

church that B.F. Wang went to. The pastor was a very friendly and 

funny guy.  Many of my questions got answered through his 

sermons and Bible studies.  Gradually, my faith began to 

strengthen. 

During the next few months, I felt bored with this world--all 



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 15 - 

that is in it, all the stuff on TV and computers.  It felt so artificial 

and fake. My soul was searching for something real and 

everlasting.  I was taking an anatomy class at the time.  I was just 

been awfully struck with the complexity of some of the specimens 

we studied.  While I still had doubts on the creation accounts in the 

Bible at the time, the intricate design of all the organs in our body 

was just astonishing.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re had to be a creator 

and that he has a plan for my life. 

 

One day, I approached the pastor and wanted to be baptized.  

He asked me a few questions and wanted me to enroll in the 

baptism class to prepare me for the baptism on Easter in 1997. And 

on that Easter Sunday, I stood before the congregation, and gave 

my testimony after another sister had given hers.  I do not 

remember everything I had said that day.  I did remember a 

fragment from it:   

 

I know God has chosen me among many people.  The Bible 

says ‘he knew me while I was in my mother's womb.’  Right 

now my circumstances are not very good.  My father is in the 

hospital with cancer...  But I have faith in God that he will 

make everything all right.   

 

After my testimony, an elder of the church approached me and said, 

“Your testimony really touched my heart.  It is so simple and 

powerful.” I just said what was on my mind at the time.  Back then, 

the church rented the meeting hall of a motel for their Sunday 

morning service.  So I got baptized in the motel's swimming pool.  

A brother was joking with the pastor, hey, Pastor Ong.  God really 

blessed you to have such a huge baptismal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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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last two and half years,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LORD in GLCAC and grew spiritually.   I will always 

have a fond memory of our fellowships and group prayer meetings.  

 

I just moved to Northern California for my new job. God has 

blessed everything associated with the move.  I am so thankful for 

all His ble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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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芽芽茁茁壮壮之之四四  

主牽引的手不離開 

 

朱衡 

 

不知不覺中，來美國已經 3 年了。我自己早就忘記了是

哪天來的美國，還好媽媽提醒我是 8 月 11 號。那時候大學畢

業懵懵懂懂地就到了普度，雖然一個老生也不認識，倒是有

不少新生朋友。每天上上課，做做 TA，回 Hawkins 的宿舍上

網睡覺，日子過得平淡無奇。不記得從哪天開始，每個周日

都有一個叫凌辰的人打電話找我的室友，說是要帶她去教

會，可是偏偏我室友每次都不在，每次都是我接電話，於是

凌辰就問我願不願意去。剛開始我覺得好奇怪，我又不認識

她，怎麼能隨便跟她去教會呢？可是最終禁不住好奇，被她

帶到了 Upper Room 教會去參加 alpha course，在那裡接觸了

福音。（后來才知道，原來凌辰姐妹號稱‘拖拉機’，真是

感謝神有這麼一位熱心的姐妹，帶領人認識主！） 

 

后來我又跟著忠強來到了華人教會，並且做了決志禱

告。對於我來說，相信耶穌作我的救主不困難，我承認我是

罪人，並且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罪釘十字架的事實。知道有

個愛我們的全能的神，有什麼心事都能跟他傾訴，難道不是

一件令人興奮的事麼？那時候跟忠強討論信仰，能打一個晚

上的電話。但是后來，隨著自己的新鮮勁兒過去，有一段時

間覺得天父離我們好遠，看不見摸不著，好象很難跟他親

近，加之其間還發生了很多其他的事，與神的關系也隨之起

起伏伏。但感謝神，他沒有撇棄我，讓我能堅持來周五的

PCCF 查經，學習神的話語。也感謝何牧師給了我們很大的幫

助，有一段時間每周帶我和忠強一起單獨查經, 耐心的給我們

做婚前輔導，充滿智慧地教導我們怎麼做符合神心意的決



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 18 - 

定，也為我們禱告。還有我們羊羔組的弟兄姐妹一個個都那

麼可愛。慢慢的，天父的形象在我心中又鮮活了，有什麼心

事又願意跟他去講了。所以啊，神教導我們說不能停止聚

會，他真的是了解人的軟弱呢！ 

 

上學期我參加了洗禮班的學習，讓我對罪也變得更加敏

感了。對於我這樣一個 80 年代后出生的獨生女來說，驕傲和

自私簡直是如影隨形啊。比如有一次，老板給了我和我的一

個實驗室同伴一樣的一批數據叫我們用一個新軟件處理，我

很快自學了怎麼處理並且結果得到了老板的肯定，但是同伴

還是一點頭緒都沒有。晚上躺在床上，雖然因為缺少睡眠頭

疼得反而更加睡不著，自己還是忍不住在那裡沾沾自喜。然

后正習慣性地准備做睡前禱告，突然就發現自己怎麼又犯罪

了，覺得成事都是因為自己個人的能力，自己做完了也沒有

想到教一下同伴…… 於是我趕緊跟神認錯，祈求他的赦免，

方覺有了一些平安。 

 

信主后我沒有馬上接受洗禮，是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信

心問題，我覺得受洗、一生跟隨主是個很重大的決定，怕自

己不堅定，以后會后悔。這個問題，竟然在上洗禮班的時候

很容易就解決了！其實隻有受洗，跟主同死同生了，才能更

加堅定！所以我覺得信了主、開始思考是否該受洗的弟兄姐

妹應該趕快參加洗禮班，說不定上了洗禮班你們心裡的疑慮

就會打消呢。第二是因為我想得到父母的理解。他們都對基

督教一點也不了解，覺得佛教啊，基督教啊，法輪功啊，都

是一樣的。他們怕我受洗了就跟入了法輪功一樣。我告訴他

們基督教裡面關鍵的是‘信，望，愛’，才不會煽動我們去

自焚呢！可是他們還是有所保留，所以我隻能禱告，何牧師

也幫我為父母的事情做了禱告。感謝神，我爸爸媽媽今年拿

到簽証來到了美國。他們來了以后對中文讀物真的是‘飢

渴’啊，我們家裡的基督教的書、雜志、見証集，都被我爸



拉法叶华人宣道会 

- 19 - 

拿來翻遍了，甚至連‘游子吟’裡的錯別字都給抓出來了！

我想他看得還是很仔細的，於是我就問他是否覺得書裡說的

有道理，他點點頭說還是挺有道理的。雖然他自己還沒有信

耶穌，但是至少爸爸對我的信仰有了初步的認識，我禱告的

時候就跟神說，希望留在我爸爸心中的種子能好好的長。因

為沒有退休請不到假，我爸呆了 20 天很快就回國了。媽媽則

會在這裡待半年，我心想總歸會有機會讓她認識我們的神

的。生完孩子后大概兩周，我突然發高燒，晚上躺在床上實

在很難受，我媽很著急但是又沒有辦法，我就跟我媽說，媽

媽你給我禱告吧。本來我隻是隨意的一說，沒想到我媽真的

開始禱告了！聽到她開始說‘主啊……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眼淚就下來了。從那次之后，媽媽也開始為我們家寶寶

禱告了。因為寶寶有一個黃疸指數一直上升，不到 2 個月就

去醫院抽血，抽了十多次。每次結果出來，我們一看還是這

麼高，心裡都特別難受，媽媽就摟著寶寶說一定要給他禱

告，還叮囑我們不要忘記。現在寶寶的指數已經開始下降

了，媽媽也不反對我受洗了！我覺得神真的是讓萬事互相效

力，叫讓愛他的人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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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看看身邊熟睡的兒子，心裡覺得很平安。小寶寶

餓了累了難受了就大聲呼叫告訴爸爸媽媽，我們也應該全心

全意地信任依賴這位創造萬物的我們的神！在主裡，我也有

了一個全新的生命，可能就象這嬰孩，但我願藉著他話語的

喂養不斷成長，也相信主的手必牽拉我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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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熟果香之一 

2007 秋季讚美夜 感恩分享 

 

白蕙華 

 

記得今年八、九月的時候，開始對讚美夜的禱告有些感

動，但不確定是不是神的旨意。九月初的某個晚上，因著課

業的壓力，晚上睡不著覺，不斷地聽著詩歌，於是心裡突然

有個確定的聲音告訴我要為神接下這個事工，當時神也讓我

看見這次的讚美夜會是”音樂福音佈道會”，於是憑著一股單純

的信心開始召集同工。 

 

從一開始到讚美夜當天，都充滿了神的大能和恩典。 

 

一開始，神就預備足夠且忠心的同工，但著手一起籌畫

之後，發現並不如自己想像的容易﹕時間有限、很多細節要

考量、不同的意見要協調…在尚未看到結果的時候，自己不

免很擔心，但神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一切在祂的掌握之

中，而不是我。於是，學著在擔心的時候就安靜下來禱告，

求神的帶領；有兩三次，遇到負面的狀況、靈上的攪擾，但

感謝神，借著弟兄姊妹的提醒和禱告，讓我知道這是一場屬

靈的爭戰，要為神打仗！不同於以往遇到困難時軟弱的態

度，神教我站起來，正面迎敵，於是小心翼翼地謹守自己的

心，加上更多的禱告，雖然很忙碌，但是神叫我看見“日子如

何，力量也如何”。然而就在讚美夜第一次彩排之後，我開始

感冒，全身無力，當下對自己肉體的軟弱感到沮喪，但有個

聲音告訴我：不可以被打敗！加上弟兄姊妹的禱告，我第一

次感冒只睡了一天就好了！真的很感謝神，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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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過程中，真的很感謝每位同工的付出，神把每個人

放在最適合的位置上，恰如其分，同工們同心協力、互相配

搭、互相學習，雖有意見不同的時候，大家仍然願意彼此順

服、互相支持： 

感謝牧師的指導、支持與配合； 

感謝 section/group leaders(勁松、亞果、Winnie、維佳、

雅婷、Peter)，花了很多時間、精力籌畫、練習，以及聯絡同

工、召集練習； 

感謝所有的 singers(AWANA、Hope fellowship、廣東組、

維佳、Maggie、小寧、小侯、張博、March、诗班、雅婷、

Peter、佳彬) 投入許多的練習以及帶領會眾；  

感謝 Musicians (Wen-Li、Joe、張櫻、雲飛、小珺)認真地練

習，為神獻上美妙的音樂； 

感謝演員(Alex、Ken)及旁白(張博、亞果)讓讚美夜生動

又感性；  

感謝带领決志朋友的同工們，為神收割； 

感謝硬體相關的同工們 (灝霖、Peter、忠強、振強、

Elbert、Jade、Nikki、Maggie、雅婷)讓讚美夜能流暢的進行以

及宣傳； 

Here I want to give special thanks to Nikki and Maggie.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nding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making 

beautiful PowerPoint slides！  

還要感謝許多幫忙、給予鼓勵的弟兄姊妹； 

另外，更要感謝所有為讚美夜禁食禱告的弟兄姊妹，用禱

告托住了這個事工！  

 

讚美夜當天（2007 年 10 月 26 日），神再次行了祂的大

能和奇妙，感動了 10 位朋友決志信主，也讓許許多多弟兄姊

妹的靈被神親自地觸摸！還記得我們一開始對讚美夜的異象:  

以音樂佈道會的形式傳講福音，包括詩歌、訊息、見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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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短劇，最後呼召。主題是十字架的愛，對福音朋友傳講

福音的核心，也對已認識神的弟兄姊妹，在敬拜讚美中得到

靈命的更新！ 神親自地完成了祂的計畫，感謝主讓我們在其

中有份，將一切的頌讚、榮耀歸給愛我們且為我們捨己的天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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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熟果香之二 

不知年老  焉知年輕 

 

劉心才 

 

不知年老 焉知年輕 

 

家鄉的村子裡有很多年長的人，所以我聽過很多年長人

的故事，看過許多年長人的生活。他們年輕的時候，來不及

找尋人生的意義，來不及感覺寂寞，只是一天一天過日子，

一件一件事去處理，隨著時間，身上的東西就一件一件被拿

走。退休後，工作沒了；孩子各有各的生活，親情淡了；把

心愛的孫子孫女送到另一個城市唸大學，含飴弄孫的快樂沒

了；另一半過世，愛情沒了；朋友一個個過世，友情沒了；

各樣病痛上身，健康的愉悅沒了；眼花齒搖，口腹眼目的享

受沒了；腿漸漸退化不能走了，沒有主耶穌基督的靈魂，就

被老朽的身體幽幽禁錮，還有什麼盼望？還有什麼自由？沒

有主耶穌基督的靈魂，憂慮重擔只有自己背，沒有主耶穌基

督的靈魂，不敢問自己的人生幾十年到底有沒有意義，沒有

主耶穌基督的靈魂， 就不斷恐懼死後的去處，當生命的真實

隨著一樣一樣不能存到永遠的東西被拿走後，就是最赤裸裸

地面對，如果我們不明白老年時是怎樣的況味，又怎能正確

選擇年輕時要怎麼活呢？ 感謝主，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還來

得及做選擇，什麼是我們的選擇?   

 

約翰一書 2:16-17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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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

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在長青團契的健康講座里，齊老師提到人的四種健康：身體

健康、情感健康、精神健康、靈性健康。在創世紀第一章就

看見神對我們的褓抱：陽光空氣雨水食物照顧我們的身體，

神造男造女使我們有伴侶、親人、朋友溫暖的感情交流，神

要我們看管天上的鳥、地上的魚，讓我們追求夢想、求知學

習，照顧我們的精神健康，整本聖經講述人墮落以後，神用

祂舍己的大愛為我們找回靈性的健康。最最讓我興奮的是，

身體、情感、精神健康都可能隨著年歲從顛峰走向坡底、臨

近黃昏，可是唯有靈性的閃耀，可以像黎明的光，越照越

明，直到日午。   

 

誠心希望每一個伯父伯母在為子女付出，在擔憂自己的

身體健康之餘，也能夠花時間讀神的話語、思想神、親近

神，那才是人生存到最後、最踏實的事。  

 

是神做 不是我做 

 

剛開始認真在長青團契服事時，做什麼事都很用力，也

很感情用事，有時候伯母要回國，說再見時彼此捨不得。有

一次，劉伯母提醒我要學習用主的愛去愛他們，而且所有的

服事、跟伯父伯母的互動，都應該要歸榮耀與神，因為我們

不會愛，歌林多前書十三章神對愛的定義，我們根本達不

到，我們配不上無私純粹，即使最接近無私的父愛母愛，也

多多少少有條件，惟有神才會愛。既然我們不會愛，就讓神

的愛來做工，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自己這個愛的管道

暢通，有異物堵住時，就在神面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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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研究比較緊張，有一天我終於伏下來跟神說，我

願意按時做探訪。可就在同一週，神突然又藉著姐妹的口，

提醒我要花時間去堅固你的弟兄姐妹。我心裡開始跟神爭

辨﹕我現在研究很花時間，我都已經答應祢去探訪了，祢為

什麼還要我做更多，而且我靈命那麼淺，怎麼去堅固？突然

神很清楚地對我說”是我做，不是你做”，我不禁愣住了，

對啊！是神做，又不是我做，我幹麻那麼緊張焦慮，如果我

明白是神在做，那麼事工成就，我就不會驕傲，對別人感情

的回報，我不會特別高興；事工不成就，我也不會氣餒，對

別人的臉色，我也不會在意，因為神掌管萬有，罪惡死亡早

已被踏在腳下。    

     

因為知道是祂做不是我做，我就明白不要再像坦克車一

樣隨便亂衝，還以為神很高興，靜下來聽神的聲音，神說不

做，我就不動。我們不是要做事討神喜悅，神最喜悅的，是

我們有安靜的靈、渴慕祂的心。最近一個姐妹常常提醒，我

們是 human being，不是 human doing，神不需要我們做什麼

事，只是我們在神裡面有了生命真正的改變，神的愛就自然

透過我們流到四週。    

 

神的補還 

 

不認識主之前，有的只是自作主張，無知混亂的人生，

但神都補還。信主以後，並不是無災無難、無病無痛。事事

順利不是神的補還，神的補還比事事順利高明的多，神用祂

自己來補還，每一次想到神、談到神，眼睛裡所放的光、心

上的喜樂，就是祂的補還。 

 

因著那些曲折痛苦，才知道祂怎樣愛我們，帶我們出死

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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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珥書 2:25-26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蝗蟲、蝻子、螞蚱、

剪蟲 、那些年所喫的、我要補還你們。你們必多喫而得飽

足、就讚美為你們行奇妙事之耶和華你們神的名。我的百

姓、必永遠不至羞愧 。 

 

洪水氾濫之時 耶和華坐著為王  

 

有天晚上很笨，在辦公室沒有注意外面下大雷雨，要回

家時才知道外面狂風暴雨，沒有雨傘，沒有認識的人可以幫

忙。感謝主我竟然找到一個垃圾袋，就把眼睛的地方挖個

洞，就這樣穿回家。  

 

雨大得嚇人，雷電交加，但不知為何，我並不害怕，覺

得很安定喜樂，後來邊走邊玩水，突然想到“洪水氾濫之時，

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詩篇 29 ﹕

10）。雷電交加，大雨傾盆，祢是主，祢是這樣篤定，坐著

為王，所以我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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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灌溉之一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馮灝霖 

 

第一次聽到“在神沒有難成的事”這句話的時候, 我還是

一個福音朋友, 當時趙暉教授在帶福音組, 而她在周五團契上

用她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來詮釋這句話的時候, 這話就留在了我

的腦海中. 而把這作為這份見証的題目, 則是因為上帝給我的

感動。 在 2007 年 11 月 6 日晚上, 我正在教會的圖書館裡面禱

告, 忽然上帝在我腦海中放下了這句話, 並且告訴我,要在感恩

節的見証集上寫一份關於這個題目的見証, 與此話同時不停地

浮現在我腦海中的還有兩個字—B2。 當我清楚地感受到上帝

給我的這個信息的時候, 我看了一下表: 東部時間晚上 9 點 18

分。 我刻意記下了這個時間, 因為我知道我寫見証的時候會提

到這個時間。這個時間具體發生了什麼事呢? 請讓我一一道

來。 

 

在今年初, 神感動我, 讓我利用暑假回國的時間, 跟國內的

一個基督徒小組一起建立他們的查經班。 今年 6 月, 我跟那個

小組的弟兄姐妹一起學習如何查經，就在那裡, 我認識了我的

女朋友, 接受了一份從神而來的祝福。  

 

后來我們分隔兩地, 都很思念對方。 十月份的時候, 她決

定到聖誕節的時候向公司請假,來美國看我。 我也很想見到她, 

不過我心中暗暗覺得, 來美國的簽証實在太難拿到了。 但我女

朋友很堅決, 她決定要去嘗試, 於是我們把它放在禱告中。 我

在網上查了相關信息, 看過一些人寫的經歷, 也在網上問過一

些有類似經驗的人, 覺得實在太難, 因為照大家的說法, 美國不

輕易給單身的適婚年齡的女性發 B2 (旅游) 簽証, 原因是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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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女性來美國之后跟美國人結婚, 然后移民美國。 在美國領事

館, 簽証官有一個公開的說法: 就是假定每一個簽証申請人都

有潛在的移民美國的傾向, 而他們要盡力阻止這樣的事發生。 

從國內來的人大概都感受過或聽說過申請美國簽証對於中國

人有多困難，就算是學生簽証也經常有被拒簽的, 更不用說是

以“訪友”為原因申請 B2(旅游)簽証了。 出於這個考慮, 曾經

有人建議讓我女朋友嘗試利用出公差的名義, 申請 B1(商務)簽

証, 因為她所在的是一個美國的大公司, 過去她的同事拿到美

國商務簽証都是很輕鬆的。 在人看來, 這的確是一個捷徑。 

不過, 我們倆為此禱告之后一致決定, 這不是神喜歡的方式, 因

為她並不是真的商務旅行, 我們不能謀取不屬於我們的便利。

所以, 我們繼續准備以探望男朋友為理由申請 B2 簽証。  

 

 終於到了她去簽証的日子—北京時間 2007 年 11 月 7 日

早上, 也就是美國的 11 月 6 日晚上。 很不巧, 她預約的時間是

我們這邊的晚上 8 點, 而我從 7 點開始就要在教會參加各小組

同工的禱告會。 所以, 我隻能打電話陪她到晚上 7 點, 然后讓

她自己在領事館外等待簽証面試。 我告訴她: “把結果交給神

吧, 上帝會有最好的旨意為我們成全。” 

 

       禱告會中, 我幾次感到焦慮,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 3 次美國簽

証申請, 我知道那個過程當中是如何難熬, 而結果又如何的不

確定。 但上帝提醒我, 既然交給祂了, 我就不要再想了。 於是, 

我靜下心繼續參加禱告會。 到了我們這邊的晚上 9 點 18 分的

時候, 我們正在為各小組, 為教會禱告, 當時正提到感恩節聚會, 

忽然上帝提醒我: 今年的感恩節見証集截稿日期是 11 月 11 日, 

而我要寫一份見証, 題目是“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禱告會結

束后不久, 我接到我女朋友的電話, 她告訴她的簽証過程: 八點

多一點她到達領事館, 到了十點十幾分的時候, 終於輪到她簽

証, 而簽証官拒絕看我們准備任何材料, 隻問了三個問題就同

意發簽証了。 那個時間大概就是美國東部時間晚上 9 點 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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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上帝的作為是奇妙的, 祂的恩典是無限豐盛的。 與神同行

的經歷, 真是很奇妙, 有神護佑的路讓人越走越有信心。正如

“這一條路”歌中所唱的： “我走過最幸福的路，是跟隨的

路，讓你的手引導生命的每一步”。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我要

學會的功課就是緊緊依靠祂, 跟從祂, 順服祂. 願神祝福每一個

信靠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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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灌溉之二 

凡事藉著禱告 

 

童倫 

 

腓力比書 4: 6-7 說：應當一無挂慮，隻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

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我是 04 年感恩節在威斯康星州信主並且受洗的。剛剛信

主的我，也學習了禱告的基本要點：贊美，自省，感恩，代

禱和為自己的需要禱告。但是由於還沒有太多的經歷神，禱

告的時候基本是機械化的，把幾個條文過一遍就好了。此

外，由於離家多年，慢慢習慣了對父母盡量報喜不報憂，所

以雖然認識了這位天父，也還是沒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生活

上的各種憂慮，還是自顧自地憂慮，覺得用那些小事去打攪

天父，有點小題大做。似乎隻有找工作等大點的事情才值得

去“麻煩”天父。 

  

05 年年底先生到拉法葉做博士后,當時我自己還是威斯康

星大學的學生。因為不用上課，所以可以遠離學校，在拉法

葉家裡做論文。做到接近 06 年年底，計劃再有一個學期就可

以畢業。但是卻沒有注意到自己身體漸漸不好。在家裡做論

文，以前能做一整天，那時做半天就累了。可是在家裡方

便，躺下睡一會，好了再繼續做，沒有覺得有什麼問題。到

了 11 月，忽然心血來潮，往附近一個公司遞了一份簡歷，並

且很快得到回復，讓我去面試。整個面試連車程一共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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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可是回到家的我卻累垮了。連帶第二天也沒有精力，

休息了一整天。雖然說面試是很消耗精力的，但是這樣的狀

態我也覺出不對勁，這才約了醫生看了一下。經過檢查，醫

生認為我肚子裡長了東西，需要手術。 

  

回頭看，我這才意識到，是神在借著面試這件事提醒我

的健康狀況。本來准備在開始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才遞簡歷。

但那時離動筆寫論文還差兩個月的工作量，神卻感動我，讓

我投了簡歷，並且就隻投了這麼一個。面試的時候我就知道

這份工作不是我的。廣告上的描述似乎很適合我，實際的工

作要求卻根本不適合。這完全是神給我面試的機會，告訴我

該看醫生了。 

  

隨后，我預約在今年二月初動手術。手術結果是切除了

肚子裡發現的一些東西，但是有一個雞蛋大的東西，由於位

置特殊，無法切除。從手術前到手術后，我得到了初信組裡

的弟兄姐妹們很多的關心和幫助。手術前，大家一起幫我多

次禱告；手術后，大家輪流看望我，給我做很多吃的。在這

個時候，真的是體會到從神而來的愛是多麼長闊高深。 

  

然而，這件事情對我仍然是不小的打擊。從來沒覺得自

己身體會有問題，居然不但出了問題，而且是一個需要手術

解決的問題。而事情的結果在當時看來，並不完滿，因身體

裡還有一個東西連手術都無法切除。以前精力充沛的我就那

麼不見了。術后人繼續感到虛弱，每天隻能干半天的事情。

由於當時的身體情況，我停止了學業，並且決定等學期結束

以后就不再繼續上學了。那時的我在想，我才三十多歲，因

為到國外求學的緣故，甚至還沒有畢業。難道這輩子就成了

廢人，學位拿不到，也不能再工作了？以前的我向神禱告，

似乎都是有了還想要更好的。比如先生在做博士后，向神禱

告，求神帶領他，為他找工作開路。而那時的我，真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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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有了。再禱告的時候，我已經無法想象自己要向神求什

麼，隻是要神帶我脫離這樣的困境。 

  

神當然一直在關懷著我。到了三月份的時候，同一個實驗室

的同學主動聯系我，要給我介紹一個在芝加哥的實習機會。

我抱著反正在家閑著也是閑著的態度去面試。尤其是短期的

實習，雙方都沒有長期協議，公司有情況可以隨時讓我走，

我自己身體吃不消的話也可以隨時離開。面試以后才知道，

原來他們公司 06 年年底的時候正好需要一個人，也是我的同

學推薦了我，可是他們給我發的 email 居然被自動過濾成垃圾

郵件了。等到后來我的同學又聯系到我的時候，那個位置其

實已經有人了。隻因為是認識人推薦的，才給我一個面試機

會。可是沒有想到的是，過了差不多一個月，公司居然又聯

系到我，叫我去實習。因為他們公司忽然之間又有一個人離

職，需要人來頂替一段時間。 

  

就這麼，四月份開始了暑期實習。總的來說，工作還是

比上學輕鬆。博士的研究都是鑽研不知道的事情，工作是把

自己已經會的技能使用出來。所以隨著身體慢慢地恢復，倒

也干下來了。現在實習結束了，我又回到家裡繼續我的博士

論文，生活算是回復到正軌上。 

  

回想整個實習的過程，真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手術以后

的我，心理上先泄了氣。如果不是神先給我一個不怎麼累的

實習過程，讓我從精神上對自己恢復信心，我就已經放棄了

我的學業和事業。更有意思的是那個被當作垃圾郵件過濾掉

的郵件。當我面試回來，知道自己錯過了第一個機會時，心

裡很是抱怨現在滿天亂飛的垃圾郵件。但其實 06 年底的時

候，我的身體也無法勝任那個工作。神的安排總是最美妙

的。當我的身體恢復到可以勝任工作時，他就給了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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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過程中還有一件小事，教會我怎樣跟神交流。公司

聯系到我的時候，希望我能盡快開始實習。一般學校的實習

申請手續需要兩個星期時間，於是就定在兩周后開始。可是

兩周的時間內，我還需要找到實習住處。當時我的心裡就覺

得，神已經給了我那麼大的恩惠，小事（找住處）就不用麻

煩神了。所以自己並沒向神禱告這件事情，隻是天天上網看

廣告，發廣告。還算順利，過了兩天就聯系到一個地方。沒

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個星期，住處的人忽然打電話叫我幾天

之內給她送定金 600 塊。而且她要求現金，支票都不行，還

說不能給收條。素不相識的人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實在不敢

再跟她打交道，決定放棄。隻剩下不到一星期時間，住處卻

忽然落空。這下我慌了，也才想起來跟神禱告。神是信實

的，我向他求，他就給我！很快，我又找到一個住處。等到

我到了芝加哥，我更加發現了新住處的好處。第一個地方是

一個女人出租她的屋子，說好了隻有我住。當時覺得我周末

可以坐火車回拉法葉，先生就不用去看我了。結果到了芝加

哥才知道火車時間改了，原來周五晚上八點的火車改成了下

午五點多。如果要趕上市中心的火車，下午兩點就需要離開

芝加哥郊區的公司。對於一個實習生，哪能每個星期五都早

走呢。周末的芝加哥郊區連公共汽車都沒有，更沒有辦法去

市中心坐灰狗或火車。而新住處是我一個人住，先生就可以

在周末開車來看我。神是多麼的美妙！他教我事事都仰望

他，也把最美好的給了我。這些美好的恩賜，實在是我當時

想都想不到的！ 

  

當我做完手術， 決定放棄學業的時候，我真的感覺自己

在世上幾乎什麼都沒有了。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

我才第一次完全把自己交托給神。我連自己想要什麼都不知

道了，隻有依靠神。而神正是要我學習這樣的功課。當我自

己都放棄的時候，神沒有放棄我，反而給我開了一條路。然

而自負的我當我有了一點資本（即將要實習）時，又覺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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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可以把握找房子的“小事”，所以又忘了完全交托。神出

手阻攔了我的第一個住處，慈愛地提醒我，交托自己，也同

時給了我更好的住處。這世上，還有什麼經歷比經歷神更美

妙呢？ 

  

（后記：先生在愛荷華州立大學找到了正式工作，我們一家

在今年的感恩節前就要搬到愛荷華州去了。感謝神，把我和

先生帶到拉法葉生活了將近兩年。神對我們的教會滿有祝

福，也讓我從初信組和教會弟兄姐妹那裡體會到由神而來的

滿滿的愛。求神繼續保守我們的教會，讓我們的福音事工和

初信造就事工能夠栽培更多的基督徒。最后，感謝明雁姐妹

幫我修改這篇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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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庇扶持之一 

化裝的祝福 

 

史天虹 

 

結婚前的我， 自以為有愛心，體貼人， 其實沒有耐心，

任性，驕傲，口無 遮攔。 上大學時跟美國老師學英文，讀舊

約聖經，隻覺得那是神話故事，是虛構的，就這樣輕易地拒

神於門外。  

 

結婚后，先生要求我馬上停職， 等待來美國和他團圓。

我不順服，看工作重過先生的需要，決定半年后再停職， 中

間還一度想去別的州上學， 惹得我先生對我耿耿於懷。就在

我來美國的 2 個月前，先生的妹妹因肚子疼痛去醫院，醫生

診斷為闌尾炎，半夜立即開刀，卻在手術后 16 個小時吐血身

亡。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著一個人去世，而且她隻比我大一

歲。我第一次感覺到生命的脆弱和渺小。因害怕先生飛回國

找醫生報仇就決定暫時隱瞞。來美國后，卻發現先生沉迷電

腦游戲，耽誤了學業，而妹妹的不幸去世更使他消沉。我苦

苦勸說根本沒有任何作用，夫妻關系也僵硬如冰。我不想在

這樣痛苦的婚姻中繼續下去， 卻也不甘心放棄自己選擇的婚

姻，在發現自己懷孕后更想挽救這段婚姻。可我越是勸他放

下對醫生的仇恨和對游戲的沉迷，他就越玩得離譜，並在口

舌上把我當做他發泄仇恨的對象， 令我十分痛苦。2000 年夏

天的一個晚上，我實在受不了了。我跑到黑黑的星空下，對

天空說：“如果這個世界上真有一位神， 請你來救救我，救

救我的婚姻。 ” 

 

后來有一天我去同學家，遇見了一位台灣來的姐妹。她

見到我就說， “你就是天虹呀。我去你家多次，想找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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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隻是都不巧沒遇見你。今天很高興見到你。今天晚上，

我家有聚會，有點心，有唱歌，有美國朋友一起討論問題，

歡迎你來。” 那天晚上，我去了。真的有唱歌，有點心，還

讀了《約翰福音》，討論有沒有天堂。我說我隻關心今生過

得開不開心， 我才不管人死了以后有沒有天堂。他們很耐心

地聽我講。聚會結束時，送了我一本聖經， 還為我禱告、祝

福。 接下來的一周， 我的先生好像對我溫和了許多。我的先

生建良不玩游戲時是個很好的先生。我心裡在想：“是禱告

的緣故呢，還是湊巧？”有空時， 有一股力量吸引我去讀那

本聖經。  兩三個月下來，我讀完了新約，不包括〈啟示

錄〉，也固定去姐妹家查經。那時我痛苦的來源之一是憂

慮， 擔心將來的事；另一個來源是眼看先生處在痛苦中卻沒

有辦法幫助他而帶來的那種深深的無助。新約聖經 馬 太 福 

音 6：26，27，34 中記載耶穌說：“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

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

刻呢？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 慮。 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使徒保羅在腓立比 4：6－7 說：“應當一無挂慮，隻要凡

事借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 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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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看完新約，我考慮了一陣，想耶穌是騙子，瘋子，還是

神？是騙子，就不會有那麼多一代接一代的信徒。而且哪裡

有瘋子又講智慧話，有憐憫醫治各樣的病人？我願意接受耶

穌是從死裡復活的神的推論。接著讀舊約，就有許多的疑

問：神既是慈愛的，為什麼允許苦難存在，他的意念真地是

賜平安的意念嗎？如果耶穌是神， 為什麼又說是神的兒子， 

讓人困惑呢？吳姐妹鼓勵我先信，讓聖靈來帶領我，解答我

的疑問。耶穌的真實令我無法否認和拒絕。 2001 年 3 月，我

接受耶穌做我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2001 年 4 月，我受洗

歸入基督的身體。 

 

信主后這 6 年來， 主很真切地讓我感受到他的慈愛，他

的權能，和他的智慧。以下的幾個經歷讓我嘗到主恩的滋

味，願與大家分享。 

 

我們的神是教導我為人之道的主。 信主后，聖靈提醒我，

讓我看見自己的憂愁、驕傲、不饒恕和不忍耐。 在信主后的

頭 2 年，我禱告主，將我大大小小的憂慮告訴主耶穌，學習

依靠主，放下憂愁。2 年下來，我可以靠著禱告面對困境，睡

得著，吃得下，有正常的生活。從 2002 年到 2005 年，我很痛

苦很慢地意識到神允許不如意或痛苦的事發生在我身上，使

我有機會看見自己的軟弱、驕傲和無愛心。在我沒有力量去

愛人的時候，我求神用他的愛來澆灌我，充滿我，使他的愛

可以從我身上流出去。在我不能饒恕人的時候，主耶穌提醒

我他是如何饒恕釘死他的人。在我忍耐不下去的時候，主借

著詩歌，弟兄姐妹的關愛，和他的話語，使我可以有信心去

等待，去盼望。在我不忍耐，亂發火，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

時，神用他奇妙的方法，挽回我先生的心意，讓他可以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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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過失。我終於可以相信神向愛他的人所懷的心意是賜平

安的心意，並可以接受保羅的這句話：“萬事互相效力，使愛

神的人得益處。”如果有人問：“相信神，我能得到什麼，我

會失去什麼？”我的經歷和千萬基督徒的經歷告訴我們：相

信神，我得到永遠與神同在的生命，無論順境或逆境都奪不

去的平安和喜樂； 相信神 ,我失去的是我的驕傲、憂愁、沒有

愛心、沒有憐憫。這個脫去驕傲、憂愁、自私的過程是要付

代價的，那就是我必須自願選擇放棄我的驕傲、憂愁和自

私，當我選擇放棄這些對我不好的秉性時，神就賜給我出人

意料的平安和喜樂。 

 

我們的神是掌管天氣的主。2001 年夏季女兒回到我的身

邊。那時我周六需上班做研究助理（RA）。一天沒有幼顧, 我

就推著童車帶她去上班。走到半路，她睡著了，天突然下起

雨來。我切切禱告，求神讓我們走的這一程路的天空不要下

雨，等我們到學校后再下。明明已經打在身上的雨滴慢慢減

少了，烏雲移到旁邊去了。等我們到了學校，磅礡大雨傾盆

而下。我感謝主，保守我的孩子沒有被大雨淋濕。 

 

我們的神是賜我智慧的主。我在猶他州立大學讀書時，

每學期修 3－4 門課，每周工作 20 小時，回家后要照顧孩

子，我的時間永遠也不夠用。有一次為了趕作業，決定不去

周日的崇拜。結果，半天偷懶，半天趕做業，作業做得一塌

糊涂。有一次，電腦編程的作業出現錯誤，東找西找，一行

一行地找，就是查不出錯在哪。我禱告主，賜我智慧，讓我

可以快快完成作業。禱告完，我的腦海裡就有一個念頭閃

過，提醒我一個我沒有試過的檢測錯誤的方法。就這樣錯誤

找到了，改好了，作業也按時交上了。每一次有寫文章的作

業，我要等孩子睡著了，用禱告和詩歌使自己靜下心來，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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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賜我智慧。在禱告的支持下，通常 3 次時間就可以完成一

片文章的作業：第一次，收集資料，整理頭緒；第 2 次，按

Logic 寫出 body；第 3 次，修改，加上 references。忙完一周

的工作, 周五的詩歌和查經讓我身、心、靈得到非常大的放鬆. 

 

我們的神也是體恤我醫治我的主。邊上學邊工作邊帶孩

子的日子，靠我自己我無法撐下去。我禱告主，保守我的身

體，保守我的孩子的健康，保守她吃得香，睡得香，玩得開

心。我在杭州時每年感冒好幾次，還常常頭痛。信主后的 6

年來，我感冒過兩次。大女兒發燒過三次，一次在周間的半

夜，等到天亮就燒退了。還有兩次是在假日，不至於過多影

響我的學習和工作。我的兒子在中國是常常發燒，回到我們

身邊后，就沒有再發過燒。 我生完喜喜坐月子時，因著涼發

冷發熱，接著就咳嗽個不停，半夜醒來，咳到喉嚨發痛也止

不住。我趴在床上邊咳邊禱告，求神醫治我，賜我健康，賜

我安穩的睡眠。禱告完后，咳嗽就慢慢停下了，不久我就睡

著了。咳嗽就一天一天的好轉，直到復原。 

 

 

我們的神還是引領我前面道路的主。2006 年夏， 那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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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士課程讀了一半，還剩一學期的課就可以做論文了。 家

中收入突然減少，我就考慮找工作。我求神帶我去一個有信

仰純正的教會的地方，一個讓我可以認識神經歷神更多的地

方。我知道加州的 Fresno  ，猶他州的鹽湖城  還有印第安納

州的普度大學都有華人教會。我就發 了 3 份簡歷。 我沒有發

表過文章，沒有參加過會議，我知道憑人的標准，我找不到

工作。我的學姐， 已拿到博士學位，找工做已有 7 個月了，

還沒找到。但我以往的禱告經歷使我深信，我的需要我的神

早已知道，他會為我預備，並要在最適合的時候給我。11 

月，我收到來 普度工作的許可, 12 月我修完課，可以離開猶

他州立大學。 我知道這是神為我預備的。我深深地感謝我的

神， 也相信箴言所說的：鼎為煉銀， 爐為煉金。唯有耶和華

熬煉人心 （箴言 17：3）。 

 

親愛的朋友，你是否也願意來嘗嘗主恩的滋味， 經歷他

的慈愛和帶領? 這麼美好的禮物，你要嗎？如果你想要，耶穌

在那裡叩門，敞開你的心讓他進來作你的主宰，願神祝福你

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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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庇扶持之二 

回家 

 

查眾望 

 

古人說五十知天命。我在五十歲這年終於認識了神並開

始敬拜他，就像一個流浪的人回家了。 

 

我以前也是一個無神論者。其實無神論者也不是百分之

百的都不相信有神，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不敬拜什麼東西。無

神論者往往是去造神，把一個人變成神，然后去崇拜他。我

以前就是這樣的無神論者。盡管我不敬拜神不尊重神，但神

還是一直在找我。我現在回想起來，神其實找了我很多次。 

 

我的父親是個知識分子，他小的時候大概是在二三十年

代在教會學校讀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他也沒有跟

我說過，但是我小時候他給我講過基督徒的事情。在那個時

候給我講這種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可能就在那個時候在

我心裡播下了一點點關於基督教的種子。我讀中學的時候正

趕上文化大革命，那個時候我們已經不讀書了，但是我喜歡

看書。當時有一個我非常尊敬的語文老師，她是右派不能再

教書，就在圖書館裡看管圖書。她把我帶到一個堆滿抄家得

來或是不能上架的圖書的庫房，把我關在裡面，對我說你就

在這兒讀書吧。在裡面我翻到了關於基督教的書，像聖經什

麼的，都是抄家來的。也許那個時候也在我的心裡留下了一

點影子。后來我長大了，上大學了。那個時候盡管我是無神

論者生活在無神論的環境裡，但我對基督教從來沒有不好的

感覺，從來都是對人家說要是我信教的話我肯定信基督教。

但是我沒有信教，沒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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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九二年我到了美國，是我太太先出來，然后我帶著

孩子來美國。那時做學生住在學校的公寓裡面，我第一次見

到真正的基督徒。周末或平時他們開著自己的小卡車買點菜

挨家挨戶地給我們，向我們傳福音。那時我第一次見到基督

徒就覺得那麼可親，給我們買菜、傳福音給我們聽，但是我

沒有信，隻是覺得基督徒都是好人。后來九六年我一個人到

加拿大多倫多去，那個時候在朋友的邀請下我進教堂了。在

教堂裡我看到了很多基督徒和他們的生活，我很受感動，很

多次聽道和見証都打動我。有時候我也會在呼召時把手舉起

來把頭低下去，但是我還是沒有信。在那個教會裡有一個王

牧師，是一個年過七十的老人。年青時住在上海，曾為信仰

而受迫害，坐過十幾年牢，后來到多倫多作了牧師。他很關

心我，他太太王師母也像母親一樣關心我。那時我一個人在

那裡，當我的家人到多倫多來看我時，他們就把我一家都請

去，我真感到去這個家就像到我自己的家裡一樣。有一次做

禮拜時有一個傳道人告訴我們，王師母生病了，病很重，已

經是肝昏迷了。后來我知道這是王師母的最后一個星期。我

心裡很難受，當時王牧師還是在台上給大家講道，我就要了

王師母所住醫院的地址前去看她。我看到王師母，她給我的

印象很深。她不像一個病人，看到我滿臉是笑容，不談自己

的病痛，卻對我說：“查先生，你有技術有知識，你不用

怕，你會修車，可開個車行啊。” 她還不知道我已有工作，

具體地跟我分析做這個事情做那個事情，完全沒有想到她是

一個病人，而且是最后一個禮拜了。我真的很感動，我看到

一個基督徒對生死的態度。面對她的笑容，看著她禱告的

手，我就覺得我是上帝國度裡的一員。第二天我第一次真正

地做了個禱告，是為王師母做的。我很感動但還是沒有信，

沒有信這位神。什麼原因呢？ 

 

后來我越來越明白有一個東西在阻礙著我。我可以有很

多理由，說這個東西我不相信，那個東西我還沒有完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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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或者說如果我把自己交給上帝，我自己還要不要努力？

我的孩子還要不要努力？有很多很多理由，其實我知道這些

都不是很站得住腳。但是為什麼還不肯信呢？從我成長的過

程我開始明白了。因為我父親成分不是很好，我從小做事情

要比別人努力得多才能成功。我這樣做了，也得到了成功。

我十七歲中學畢業，在機械廠當車工。車工開車床要學徒三

年，我三個月就獨立工作了，半年后我就當車工班長。我車

得比滿師好幾年的人做得都要好。兩年多一點我開始帶徒

弟，其實我自己還是個徒弟，我拿著學徒工資帶徒弟了。三

年不到我就當車間主任，好像通過自己努力很快就升上去

了。后來上大學，又變成了學生。大學畢業后到上海冶金設

計院從助理工程師干起，到工程師，到項目負責人，到上海

市重點工程的負責人之一，到設計院的科研處處長，又做上

去了。后來，我太太來美國讀書，我帶著女兒來探親。我准

備來美國三個月就回去，但是我女兒來了兩個禮拜后宣布不

回去了，她很有主見。我想這也是個好地方讓她呆下去，但

我太太要讀書，她待著也不合適，我就犧牲吧。我決定留下

來，沒什麼事情做就打工。從餐館開始，我在餐館切菜洗

碗，送過外賣，炒過菜，幾個月時間做到大廚。我還做過幼

兒園的清潔；后來去加拿大在一個廠裡做機修工；再后來回

美國做一個計算機輔助設計繪圖員，從一個臨時工做起。就

在這個公司，人家面臨著裁員，連經理都裁，我卻從一個臨

時工成為工程師，高級工程師，項目經理，高級項目經理，

一共用了七年時間。當然我的付出也是很多的。這給我一個

感覺，我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達到一切。前幾年，公司信任

我，投資 6000 萬美元到中國辦廠，我去中國幾十次把廠辦成

了，公司讓我留下來做管理，我的人生好像又到一個高峰。

從一個洗碗的開始做到一個高層雇員，帶給我一個迷惑，似

乎憑自己的努力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好。我自信自傲，覺得自

己可以主宰自己，其實是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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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這個時候，我的事業正蒸蒸日上，我有很好的待

遇，工資也很高，還有津貼，家也准備遷回國內，孩子可以

上貴族學校。但是在一次隨意的體檢中，發現肺部有腫瘤，

被診斷為肺癌，立即動手術。手術很成功，術后要有化療等

輔助治療，公司接我回美國做輔助治療。開始說癌細胞沒有

擴散，后來發現已經擴散了，轉移到了骨頭。這對我打擊很

大，本來事情做得很好，突然一下子不能工作了，也不知道

自己還能走多久。從那時我才知道人其實是不能完全掌握自

己的，就像人不能決定他的出身一樣，還有兩件事情也不能

控制，那就是病痛與死亡。其他事情通過自己努力可能會有

所改變，但這兩件事情人是躲不過的，也沒法以自己的力量

去改變它。我當時的狀態是本來很興奮，卻一下掉到最低

點，不能工作了，不能做我喜歡做的事情。那個工廠那個投

資項目就像是我的孩子，從沒有開始，到談判，到建成，從

無到有，卻要突然離開它，離開這份我舍不得的工作。那段

時間我非常消沉，徹夜睡不著覺。就在這時候，神又一次召

喚我了。 

 

我有一個朋友，十幾年沒有來往，她一直跟我說要來看

我，然而不知是什麼原因促使她，也非節假日，突然就在那

個時候來了。我們早就知道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她來以

前不知道我生病，在她開車來的路上，我告訴她我病了，叫

她不要緊張。她來后對我說：“你是堅強的人，但是如果你

有神有信仰，你會更堅強，會更知道你是不可戰勝的。”這

話深深撥動了我的心。就在那時候我周圍的基督徒都紛紛來

到我身邊，包括我的外甥王朝陽。他們給我送溫暖，送菜送

飯，照顧我，給我傳福音。其實以前也有，但是那個時候就

讓我感到那麼巧。我公司是一個大公司，我雖然在總部工

作，但是我老是出差，所以大部分人我都不認識。他們也不

認識我，隻是知道總部有我這個人。那段時間公司的秘書連

續十幾天每天發特快專遞給我，裡邊放著十幾張照片，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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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們寫的一段段鼓勵我的話。雖然很多人我都不認識，但

我知道他們都是基督教徒，因為他們的話中都有“你與你的

家列在我家的禱告清單上”，都有“上帝保佑你”這樣的

話。每天我就盼著收到這些信，看到他們寫的話，就知道他

們在聯合起來為我禱告。這一切真的深深打動了我，讓我認

識到一個人再自信，但精神上還需要神的指點和幫助。我就

在想為什麼我過去一直沒有信神，這時我終於明白是自信、

過分地自信和自傲擋住了我。其實我對基督教和基督徒都很

有好感，對基督教的很多理念、對新約的內容我都贊同，然

而正是驕傲的罪使我不願低下頭，覺得沒有這個神我也可以

做得很好。我意識到我要除去我心中的驕傲。我們的牧師到

我家裡來帶我禱告，這以后我開始學著禱告。他第二次來的

時候給我禱告讀聖經，讀的是加拉太書講的聖靈所結的九個

果子。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太書 5：22-23）。他念完

這一段我就說牧師你不用念了，我們所禱告的和神所要給我

的我已經感到了，那就是平安心。我真的是感到了平安。以

前我整夜睡不著覺，現在可以睡著覺了，心裡邊很安定，我

覺得沒什麼了不起。這是我以前所沒有的，就是在身體好的

時侯也沒有這樣平安過。然而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卻有平安，

心中充滿了愛。我那時說得最多的話就是“我愛你！”，愛

我妻子，愛我女兒，愛教會的朋友，感到心中被愛所充滿。

我認為這是禱告起的作用，這是神給我的恩典。 

 

我生病以后，親朋好友來看我，都勸我說你生這個病最

重要是保持一個好心情，但他們后面都跟一句話—“其實要

做到也是很難的”。誰能給平安？親友不能給平安，自己不

能給自己平安，隻有神，他給了我平安。我現在沒有更多的

悲哀，很平靜。我能夠工作我工作一點，我能夠幫助我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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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點。我睡的也好，除了有點痛以外。以前我很急躁，現

在說話思維都很平靜，跟以前比如同換了一個人，這是神給

我的恩典。有人可能會問我，你現在信神是不是想求神來醫

治你的病，其實我想這是也不是，因為神已給了我平安，這

足以伴我一生。 

 

 

附：查眾望先生於 2007 年 3 月在拉法葉華人宣道會受洗成為

基督徒，於 2007 年 7 月 4 日被天父平平安安地接回了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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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法葉華人宣道會聚會時間及地點 

主日崇拜 

時間：周日 11:00-12:15pm 

地點: University Church 

         320 North Street, West Lafayette, IN 47906 

 

主日學 

成人主日學 

時間：周日 10:00-10:50am 

地點：University Church 

兒童主日學 

時間：周日 11:00am-12:15pm  

地點：University Church  

團契 

普度華人基督徒團契  

時間：周五 7:30-9:30pm 

地點：University Church 

希望團契 

時間：周五 7:30-9:30pm  

地點：University Church 

婦女團契  

時間：細胞小組聚會 

長青團契 

時間：周四 7:30-9:30pm；周二 10：00-11：30am 

地點：普度村幼兒園 / Preshool, Purdue Village 

進深組 

時間：周二 10：00-11：30am 

地點：普度村活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