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稳如圣所的钉子 

羅翠嬋（Karen Low） 

 

看到周报上征集《家讯》感言，我忍不住要来见证这一年来

神对我们一家人的带领。不诉说神的恩典，真觉得有亏神的

荣耀。虽然我挚爱的丈夫Tee仍在无意识的状况里，我们一家

都已深感父神无限的恩惠、爱护与保守。 

 

我是一个不大会表达的人，但是父神这一年来让我经历了他

自己无限又随时的同在。可能人眼不曾看见，可是他同在的

真实，直叫我欢呼喜乐又惊奇。Tee脑出血住进医院之前，有

一天，我突然心里有感动，叮嘱还不信主的他“若是哪天有

什么紧急事情发生，我不在身边，又没人能帮你，你要呼唤

耶稣的名字。要答应我喔！”我们还勾勾手指，这是新婚时

常做的一个小动作，已经好久没这样做了。这个彼此的约定

似乎是对着Tee，后来却成为圣灵常常对我的叮嘱。 

 

家里曾在晚间开放为餐馆工作人员聚会，在准备一同学习的

材料時，我聆听了张伯笠牧师的CD。这张CD 放在书架上多年  

，一直没时间听，神奇妙地在Tee生病前两周让我听了，并且

把“你们不要忧虑，你们再忧虑也不能使头发增多两条……

”这句话深深放在我脑海里反复思想。当时这句话对我来说

，不过是理论上的接受，并不了解，还认为是神借着张牧师

劝勉慕道友说的。直到Tee在医院的那个晚上，若是没有这句

话，我可能失眠到如今。 

 

Tee进医院的当晚，我心里真的很焦虑，瞬间想起我们的小诺

言─随時呼求耶稣的名字。趁着Tee还能听到声音，我要带他

信主，就握着他无力的手说：“Tee啊，你若听见我说话，愿

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就抓住我的手。”他听见了，用力

抓住了我的手！哈利路亚，赞美主！五分钟后，Tee就沒有知

觉了，我相信从此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他呼求耶稣

。 

此情此況，我紧紧抓住、依靠主。我请朋友把自己的圣经从家

里拿来，翻开第一页就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主。”因着与医

生谈话，无意中把圣经合了起来。医生走后，再想往下看，却

不知这句话在哪本福音书的哪个章节。正在焦虑之中，一个电

话过来，我想在圣经夹页中找张纸片把号码记下，一翻，这节

经文惊奇地出现在眼前，神赐的这句话语大大安慰支持住了我

。 

Tee在医院的当晚，医生已经通知我要做好准备，一般人有那么

严重的脑出血加上超高血压，几乎没有机会活下来。七十二小

时是生与死的关键性時间，好不容易过了24小时，因着医生护

士的大意，Tee的引流血管被堵塞了，所有的药物（包括最高剂

量的吗啡）都不能让他的头內压降低。医生又一次通知我“已

经尽力了！”清晨四点得到这消息，我五点打电话给牧师、师

母；淑满、金弟兄，请他们到医院陪我，五个人在ICU门外同心

向神迫切呼求。十点，医生说血压已经开始降低，Tee度过危险

期。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有大能，有憐悯，众神中有谁象你

？ 

Tee在ICU两个月，我饱受医生的话语和报告折磨──“他不会

好起来的！”一天神借用巴兰故事的一句话坚固我的信念：“

神能将人诅咒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语。”我将民数记中这段故

事的前后几章一口气读完。在ICU陪伴的这段時间，我所读的圣

经话语，再也不是按字面了解。这些话语真正成了我每天的生

命灵粮，生命活水。我亲身领受到，人若吃了这灵粮就饱足，

喝了这活水就永远不渴。 

 

依Tee的个性，再五年、十年也不会信主。但是神的道路，高过

人的道路。想不到，在Tee病中，我能将他脖子上戴的，放在家

里的，藏在箱里的，所有曾经捆绑他，让他远离神的偶像，还

有所有不合神心意的DVD和CD通通奉主耶稣的名扫除净尽。並且

献上我们全家分別为圣，诚如神在利未记20章26节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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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

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 

 

Tee在我被裁员時病倒，还留下该偿还的债务，这一年来，真

的是靠着主的恩典，不但能按时什一奉献，而且家中并不缺

少，也没有因爸爸不在家，让孩子们上不起麦当劳的事。孩

子们也一样按着成绩得到玩具和奖金的鼓励。即使是车子的

维修，主也都有供应。 

 

爸爸不在家，孩子们本该更加懂事的，尤其是大兒子，可是1

4岁的Caleb三番两次地欺骗和叛逆。若不是父神的大能和恩

惠，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而落入自怜自艾之中。有時陷入忿

怒的纠结中，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平安临到，在我里面做主。

每每在这种时候，我立时安静在主里面，寻求饶恕与宽容的

心。神的话语打破了彼此间的害怕和胆怯。父神更借着母亲

为孩子的祷告，垂听了我的呼求。暑期Caleb加入Christ 

Fellowship 教会的短宣队时，我求神大大地在Caleb身上 做 

工，求神亲自向他说话，摸着这孩子的心，让他回来不一样

。神真的那么信实，Caleb回家有180度的转变，不再还嘴动

怒，还自己要求参加Christ Fellowship 的诗班。这是 我 从 

来没有想 到的，心里满了欢呼喜乐。 

 

Sarah这个孩子，父神更疼爱她。她对爸爸的思念让我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父神也因此让我领会出父亲的责任重大。我

不但改变了一向偏爱儿子的传统心态，也教导、鼓励Caleb如

何去爱妹妹。这不寻常的一年里，主让我看见的，不是躺在

病床上的丈夫Tee，更不是我们的罪有多重大，以致丧失了志

气，而是看见主正在作工的手，以及复活的大能。以致使我

们全家经历以斯拉记9章8节所说，“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

他的圣所，我们的上帝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

之中稍微复兴。” 

 

在岁末感恩的节期里，我特意要向曾接送我去医院的马太一

组、马太二组；协助我们搬家清理的20多位弟兄姊妹；每周

忠心代祷的小孩；奉献及代祷的勇士们献上我们全家诚心的

感谢！你们的爱心犹如路加福音6章38节所说，“连摇带按，

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怀里。” 

 

也愿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信主見証– 1 

陳彥文 

我自幼接受唯物主義和馬克思哲學觀的教育，這些教育使我成

為無神論者。頭腦裡相信勞動創造世界，意識是人對客觀存在

的反映。神，鬼這些迷信的東西是人對自然現象不能理解的時

候所意造的，而統治者也恰恰用了神鬼這些虛幻之物來約束人

的思想和行為，維護他們統治。這種世界觀使我不信神，不信

救世主，只相信自己。1986年在別人勸說下加入共產黨。雖然

共產主義也是虛幻渺茫，但是我還是努力工作。 

 

我第一次接觸耶穌基督是2000年底。女兒和女婿帶我去教會，

那麼多的人在敬拜神，讚美神，歌頌神的救恩。我真不理解神

在哪裡。哪裡來的這麼大的熱情？信基督好不好？這些都是疑

問。我在觀察思考。女兒女婿看出我們的心理活動，我前后來

美國7次，每次都帶我們參加教會的活動。他們也經常為我們的

救恩禱告。我慢慢地感覺教會的人很有愛心，家庭和睦，聖經

又教導人行善，對教會有了好感。但是關鍵是能不能信耶穌基

督，還是原來的無神論起作用。因為心裡沒有神，眼裡就看不

見神。羅馬書1:20說，“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

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借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

無可推諉。”我就像個瞎眼人一般，神所造之物不能打動我的

心。但是神的大愛沒有拋棄我，而在感動我。大約2010年我開

始覺得是有神的存在，應該敬畏神。盡管我對神的認識還是那

麼膚淺，但是神一直在耐心地教育我這個心裡剛硬，不肯認神

的罪人。今年暑假又去了女兒那裡，親眼看到剛剛啓用的新教

堂。全新，敞亮，寬大，莊嚴。和原來的小殿堂相比，一下子

讓我明白是神的大能造就了地上的事實。神的能力使原有的小

小教堂在2005年地產價最高時，被地產商以原來購價的12倍買去

。新堂又恰在整個經濟萎縮，建筑材料，建筑費用下降時，購

地建成。這是神的恩賜，彰顯神的榮耀。我仿佛一下子領悟神

是那麼真實，那麼信實。 

 

細想起來我所經歷神的恩典還有不少。謹向大家說明幾件： 

2001年我在美國照顧大女兒生孩子的時候，得知小女兒也懷孕

，八月份生產。我在美國只停留5個月於四月底返回北京。那個

年代簽証還是蠻難的。原打算經中信公司代辦簽証，咨詢的結

果是在中國停留時間必須多於在美國停留時間才能辦理簽証。

這樣要等到10月份才能得到簽証。提早去簽沒有希望。那邊小

女兒又催我去辦簽証。我想到會被拒簽就不肯去。小女兒一再

說你去試試吧，我們都禱告過了。於是八月初在女兒生產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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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去美國使館簽証。那天人很多，待我簽証時大約是中午12

點半。我們這一隊人排在一個苛刻的女簽証官面前。從觀察

中被她拒簽的人多達80%。心想我才停留3個月肯定會被她拒

簽。就在馬上開始簽証的那一瞬間，使館的工作人員手一揮

指引我們這一隊（十多個人），離開那苛刻的女簽証官來到

一個新開的窗口。一位老簽証官看了看女兒寫的信，說明生

孩子希望媽媽來照顧，就欣然給我簽証了。真是神的大能，

神跡呀！連我的同學都驚訝地說，才回來3個月怎麼你還能簽

成。照顧生孩子的事根本就不能說，說了準拒簽的呀。但是

神的確給我開了路。是呀，在人看來不可能的事，在神是完

全可能的。 

 

2010年我們和小女兒全家去 Smoky Mountain玩，從亞特蘭大 

返回佛羅裡達大約要開八個小時的車。女婿開了6個小時之后

換到后排休息。女兒駕駛進入高速路一會后，拿起咖啡想提

提精神。不料由於車裡坐了全家7口，加上行李等物品，車子

太重了，一隻手把握不了方向盤，整個車立即左右搖擺，劃

起龍來，情況萬分危險。后排的女婿大叫，“你趕快把好方

向盤，太危險了！”回答是，“我把不住！”我坐在副駕駛

位置上驚呆了，不知所措。車在擺了好一會后嘎然停下來。

跟在后面的車也停下來，那位司機走過來拍著女兒的肩膀說

，“你很了不起，我以為你馬上就要翻車了”。是神愛護女

兒全家，臨危時神給了女兒智慧和力量能把事故處理好，化

險為夷。女兒全家虔誠信主，這是神在保守他們，賜福給他

們。也是神又一次教訓和感動我。 

 

今年五月23日去紐瓦克參加畢業典禮。剛下過雨，路面滑，

在一處下坡轉彎的地方，開得很快的車前面撞向橋洞的左側

，又反彈回來，車尾重重地撞到橋洞的右側，才停下來。我

坐在后排，沒有系安全帶，也被重重地撞了2次。受到皮肉的

外傷我不怕，可是右肩處極疼，右肩關節一點不能活動。我

心想再過一周我要獨自去佛羅裡達，這可這麼走。骨折了怎

麼辦，我一點辦法也沒有。當時禱告求主救我，不要讓我骨

折。晚上回到家裡傷處仍舊痛得不能動，吃飯用筷子碰不到

嘴，梳頭，穿衣，脫衣都要人幫助。以后我堅持禱告，堅持

多活動傷處。第7天我獨自乘坐飛機，到達佛州以後，我可以

自己梳頭, 穿衣服, 可以做飯。這是神的應許，讓 我沒有骨 

折，盡管右肩有大片紫色淤血，但是神的幫助我很快恢復 

了。  

 

經歷了神10年對我的工作，賜給我美好的恩典，感動我認識

了至高無上的祂，全能的神，慈愛的神。也認識了我自己是

追求物質，地位，自私的罪人。我向耶穌基督認罪悔改。主

耶穌是救贖我們罪人的真神。今年夏天我和先生都決志信主，

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一生全心信靠神。 

我決志信主以后，罪得赦免。永生的喜樂常伴隨我。對主耶穌

的親近感覺增加了，好像每天慈愛的天父都在我身邊使我感到

踏實，感到有力量。我由不會禱告，到每日讀經禱告，願意由

聖靈來澆灌我，喜歡參加教會的敬拜聚會。現在我經常用聖經

的教導提醒自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讓主的愛常存在心，學習主好好關愛他人。一生跟隨主，

事奉主，願榮耀全歸神。感謝贊美主，阿們！ 

 

 

信主見証 –2 

張惠庭 

 

我叫張惠庭，從中國北京來。我從認識主到決志信靠主，向神

悔改認罪，得到新的生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可以說是

頑固不化。這與我受的教育及人生經歷有關。 

 

我從小受的就是所謂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教育。認為一

切事物都要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

分析，去認識。再加上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認為人所以能活

到今天成為地球的主人是競爭的結果，是進化的結果。是所謂

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結果。 

 

那時候相信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靠的是科技，靠的是生產力的

發展。人類社會是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最后當生產力發展到很

高水平，物質達到極大豐富，勞動成了人的第一需要，社會財

富分配變成了所謂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的道德思想

水準也達到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理想境界。這就是所

謂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實現這個所謂“美好”的理想，

我也加入了共產黨。 

 

無神論認為宗教是唯心主義的東西。世界上沒有神，也沒有鬼

。宗教是迷信，是人想出來騙人的東西。只有靠自己奮斗，靠

科學進步，才能解決一切問題。其實，“無神論”，“唯物主

義”才是人想出來愚弄人的東西。宇宙萬物的起源，是一直縈

繞於人的頭腦中的大疑問。《聖經》的第一句話就給了我們很

明確的答案。神從無到有創造出時間（太初，空間（天-宇宙） 

，物質（地- 地球）。神是萬物的主宰，是一切存在的 開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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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正如詩篇裡所說，“諸天借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借

祂口中的氣而成。因為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詩篇 

33:6-9） 

 

1996年我小女兒來美國念書。一個女孩子獨自來美國。人生

地不熟一定會有很多困難。不知為什麼，我跟她說如果有困

難你去找教會，他們會幫助你的。沒想到第二年她就接受了

主耶穌基督作為一生的救主。從此她經常不斷勸我們信主，

給我們聖經和一些認識神的書籍，如“游子吟”，“認識 

真理”，“陌生客，同路人”，等等。 

 

2001年秋我第一次來美國，到佛羅裡達我小女兒家，在女兒

女婿的勸說下，由於好奇，我去了教會。看到大堂中有很多

人在唱贊美詩，敬拜神，感謝神的恩典。我奇怪為什麼會有

這麼多人信神。我想他們也沒見過神吧！因為根本就沒有神

，也無人見過天堂和地獄。他們到底為什麼會這樣虔誠地去

敬拜神，讚美神呢？但經過多次接觸發現這些信主的人都很

熱情，很有愛心，樂意幫助別人，臉上充滿喜樂。當然他們

也會給我傳福音，勸我信靠耶穌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我腦子

裡的無神論觀點每次總會跳出來與他們狡辯。每次都是這樣,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正如羅馬書所說，“因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我所恨惡的，我

倒去做”。但我心裡對他們很有好感。我也很樂意去教會，

也參加他們的查經小組。我也讀了些聖經，聽了講道，看了

些有關信主的見証，和屬靈的書籍。但總覺得我是站在門外

向裡看，總是入不了門的感覺。現在想來這正是魔鬼撒旦在

阻止我認識真理，認識主耶穌的救恩。那時我還是個虧欠神

的罪人，還在魔鬼撒旦的掌控之中，但我完全不知道，還以

為我懂得很多。另一方面我也希望真的又一位萬能的神使我

們脫離罪惡，脫離苦難，去到天國，得到永生。這是多麼美

好的事。可是真有這事嗎？上帝在哪裡，天堂在哪裡！ 

 

今年8月13日下午，在佛羅裡達我與一位牧師辯論了四，五個

小時，終於向神認罪悔改了，含著淚跪下作了決志禱告，求

神赦免我的罪，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為我個人的救主。聖經

上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

們開門”（馬太8：7）是啊，只要我以謙卑的心承認我是個

虧欠了神的罪人，求神赦免我的罪，接受神的恩典，耶穌基

督作為我的救主，我才能去認識神，才能信靠神。 

 

決志之后我感覺一身輕鬆。我雖然從決志信主至今才兩個多

月，但我心中充滿喜樂。無論從佛州到新州，我更願意去教

會敬拜神，贊美神，榮耀神，遇到主內弟兄姐妹就像一家人的

感覺。渴望了解並喜歡神的話語，深感對聖經的了解太少。作

為基督徒，我剛得到了新的生命，要用靈糧，靈奶來喂養。要

在基督裡成長，那就要學會禱告，天天讀聖經。現在每天都在

這樣做。信主后我有個奇妙的感覺。從前在讀聖經以及有關屬

靈的書籍時，總抱有不信的成見。現在再讀時覺得很親切，並

渴望能更多地了解神的話語。這可能是信主后脫離了撒旦掌控

的緣故吧！ 

 

最后，我向大家宣告：我已脫離撒旦的權勢，進入基督的國度

。基督是我的主，我要一生跟隨祂，事奉祂，榮耀祂的名！ 

 

不枉此行  

許麗娟 

 

感謝神，祂真的聽我祈求。 

 

大概廿多年前，我開始為我的丈夫得救祈禱，那時我們之

間的相處有很多問題，彼此談話總是格格不入，對事物看法各

走一端，大家一起生活常常爭拗不休，在十年前，我丈夫決志

歸主，自此，我相信只要堅持禱告不灰心，上帝會按祂的時間

成就美事，所以我亦繼續不斷為弟妹和兒女得救禱告。 

 

丈夫決志前幾年，父親患重病，我回香港陪伴他，很可惜

他拒絕接受主耶穌。父親是個文盲，沒有正式上過一日學，跟

他傳褔音還遭他責罵，父親說；：「妳一人不孝就好了，千萬

不要帶弟妹去信耶穌，如果他們都信了，誰給我香油拜祭？」

這是父親離世前患病期間的教訓，我的妹妹也在當場，雖然已

是十多年前的說話，但仍言猶在耳，妹妹更深受父親這句話的

影響。 

我這個妹妹真命苦，40歲時丈夫過世，兩兒子還在求學期

間，過幾年大兒子因視角膜毛病而最終導致雙目失明，又因雙

目失明而跌傷了腿，不單不能工作，還須依賴妹妺照顧起居飲

食，妹妹一邊外出工作一邊照顧成年才失明的兒子，身心都非

常疲累，其後她更患上癌症，孤單經歷了手術、電療和化療的

痛苦，為妹妹患癌心痛難過的我只能在美國這邊默默為她祈禱

，也請教會為她的病情和治療持續禱告近兩年，我每星期都打

電話關心她，跟她談天說地，也分享信耶穌的好處，起初她很

反感，但後來也沒有那麼抗拒，只是還是特別重提父親的教訓

，說父親叫她千萬不要信耶穌。 

Page 4 



今年七月份的一天，在電話中得知大姨甥病危，妹妹說

若他的兒子離開，她亦不願多留世上，會選擇了結此生跟著

兒子走，我心裏非常焦急，擔心妹妹可能會出事，於是馬上

叫我兒子替我訂機票，霎時放下美國的事情，過了四天我已

身在香港了，回去是想和妹妹共渡艱難，親身勸她無論事情

發展如何也總會有出路，千萬不要做傻事，所以從上飛機到

落飛機不停求主加給我力量，教我如何去幫助妹妹，但我真

的沒有把握我可以做到甚麼，所以當我在機場見到妹妹的時

候，只告訴她明天到醫院看看威仔的情況再作打算吧。 

 

到了醫院，走進人家說病人只能進不能出的病房，眼前

的姨甥，把我嚇得一跳！實在太可怕了！瘦骨嶙峋，面色灰

沉，只有皮包著骨的雙腿屈縮在腹部之上(因腿長期抽筋)，雙

手膚色呈紫，真的不似人形，此時我的淚水已經禁不住湧出

眼眶，窄看幾乎難以察覺他有半點生命氣息，當時我心裏非

常驚顫，不知該做些甚麼，只管放膽上前握著他一隻手，側

近他的耳邊說：「威威，我是姨媽，我為你祈禱。」我強烈

感覺我的手被抓得緊緊，意識到他裏面看不見的生命力比表

面看得見的外殼還要真實。「主啊！求祢幫助亞威，假如祢

繼續留他在世上，求祢憐憫他，賜他平安‧‧‧」上帝立時

安慰我，讓我帶著淚水的眼睛清楚看見，經過祈禱後的威威

，面容變得出奇的平靜安祥，我相信這是上帝回應我剛才的

禱告，也好讓我心硬的妹妹親眼目睹上帝奇妙的作為，自此

，我每天都為威威祈禱。 

 

在美國的時候，我經常在電話中和妹妹分享自己的信仰

和上帝的救恩，曾經告訴她，將來她的兒子死後會到天堂，

她必須信耶穌才可以在天堂與兒子再會面，她過往雖然迷信

道教，亦帶過不少人參拜，包括我其他弟妹，但在我回港前

兩個月，她也願意到教會學習真理，甚至還有受洗的打算，

可是由於姨甥的身體極度衰弱，需她集中照顧而將受洗的計

劃擱置一傍，其實，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想姨甥一日留在

世上，一日是我妹妹的負累；但一旦他離開，害怕我的妹妹

也不想再活下去，但我回港之後，姨甥的狀態一天比一天有

起色，已於十天之後出院，醫院的護士、工作人員等均嘖嘖

稱奇，妹妹看到兒子有這麼奇妙的轉變，也不得不相信這是

神蹟，於是她決定信主，並已九月份接受洗禮，加入基督的

名下，並欣然參與教會的服侍。 

 

感謝神給我勇氣在這裏和大家分享這個見證，現在我繼

續為這個初信的妹妹祈禱，我一直最想這個妹妹先得救，她

在弟妹中(我還有一個妹妹、四個弟弟)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好

家姊，常常顧及弟妹的利益又樂意幫忙他們，因此弟妹都很愛

她聽她，希望她的信主也會影響我其他的弟妹在不久的將來也

得著救恩，這是我盼望餘生再能見到的神蹟，正如我今次回港

親眼所看到的，同時，我也迫切為我的兒女祈禱，求主加我能

力和智慧去領他們信主，也請弟兄姊妹為我的心志和我的家人

得救祈禱。 

 

我常求問主：「我可以為祢做甚麼才不枉此生?」我無學

識、能力又有限，我可以服侍主嗎？但透過這次回港的經歷，

上帝讓我知道祈禱就是一種服侍，多為他人祈禱，多讚美、多

感恩、將一切的難處帶到主恩座前求！這次回香港雖然頗匆忙

倉卒，但感謝神，我不枉此行。 

 

 

   我的见证            

冯学海     

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荣幸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叫冯学海，目前在

Keiser University 读研究生MBA.经过一年时间 对基督学 习和了解，决 

定在感恩节受洗。受洗是我人生的重要决定。在决定受洗之前的一段日子

里有股力量在推动着我必须认罪悔改，把自己 交给主耶稣，得新生命。   

  

我是2010年圣诞節前来到了美国，那时候满腔热血，满怀抱负、憧

憬，背着行囊，离开了家乡，远渡重洋来到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家

。那时候母亲和玉明把我送到了北京机场，当我走进安检区，回头

看看家人，他们还在那边远远地看着我，久久不愿离去，那时候我

就突然深深体会了那句话：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我远远地在那边

向他们挥手示意让她们回去吧，我恋恋不舍走向了候机大厅。 

   

来到美国以后，总体感觉心情很低落，莫名的不安。第一次出国在

外，离开了生活了25年的家乡，没有了亲人和朋友，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人，觉得很不安。那时候在餐馆买东西甚至听不懂说什么，

出国前的那种满腔热情，仿佛顿时化为烏有。非常庆幸的是在来到

美国第三天便接触到了教会，在圣诞节 后的一个周末我 和同学 

来到了教堂，那时候基督对我而言还是非常的陌生，只有耶稣基督

被钉十字架还有伊甸园的故事略有所知。第一次来到教会，印象最

深刻的是唱诗歌赞美的时候，我的心被诗歌所触动，刚到美国的不安

，似乎被这歌声所感染，有了几分喜悦在心头。我看到大家唱得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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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而且唱着唱着都不由自主的站起来，举起手来欢唱赞美神，

我的心顿时被感染了，不由自主也随声唱了起来。现在回想可能那

时是神对我的召唤。 

后来我就陆续参加了Keiser 的查经班，和陈宏俊兄弟. 张军姊妹 

带的新生命的主日学，那时候查经班由黄献青和 David带领学 生们 

小组查经，后来在教会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除了查经，有时候

还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那时候我感觉教会就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你遇到的困难，不顺心事情，都可以在这里倾诉，在异国他乡的我

感受到了这个“家”的温暖。在此非常感谢彥丽姐、黄弟兄、David

、周启勇弟兄，Karen 姐、陈宏俊弟兄、张军姊妹对我的指引和关 

心，带领我 走进灵性之门，走进神的殿堂。 

    

在小组查经和主日学的时候，我最大的疑惑就是：到底有神么？为

什么我们看不到呢？从小到大在国内接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和大

多数无神论者谈话，他们都会说：“你真迷信，怎么会有神呢？有

神我们怎么看不到呢。”后来我在学习圣经时候几句话使我产生了

触动，我便相信了神的存在。约一1:5，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希来1:3“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

命令拖住万有。”有好几处把神与光联系起来，然后我就想我们自

然界最熟悉的光就是太阳光，有七色光，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些我

们肉眼就可以看到，还有一些红外线，紫外线等等肉眼看不到，但

借助科学仪器可以看到。不能因為我们肉眼看不到就说这世界没有

神，只是眼的功能太有限，我们不能简单的说看不到神，神就不存

在。红外线，紫外线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不能说紫外线不存在。如

果说看不到神，就否认神的存在，说信神是迷信。那麼看不到神就

说神不存在才是更大的迷信。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春夏秋冬，我

内心不由得感叹神真的是超脱万有，超过人的科学。浩瀚宇宙的奥

秘，当今人类不能明白，人类科学也永遠无法超越。正如罗1:20，

“自从神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

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从小到大说的都是进化论，早在初中生物课本上就学过达尔文的进

化论，人是猿猴进化的。圣经说是神创造人，完全颠覆了我以前学

过的知识，我产生了另外的疑惑。但后来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

创2:7 “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 在他鼻孔里， 他就 

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让我想到了中国的神话传说“女娲

造人”，女娲也是用泥土造人，我不禁兴奋起来，中国古代和创世

纪作者地理位置相差那么遥远，不可能有交流，却都有相似的记载

，我想神话传说可能是真的，女娲造人可能和创世記中神创造人说

的是相同一件事，只是古代没有语言文字，传递信息有局限性，经

厂人事地物的变遷，輾轉演譯為女娲造人的神话。另外就是中国汉字

“船”左部分是“舟”，右半部为“八”，“口'.连起来就是八口人

在船上，刚好联系上了创世記里诺亚带着家人总共8个人乘坐方舟的故

事。所以我心里不由得相信了圣经的真实性，圣经的确和中国的古代

神话，象形字，有着很微妙的不谋而合之处。 

 

开始的时候我对祷告也有疑惑，马太21:22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 

么，只要信，就必得。”这句話明示我们信心足够，祷告就必得應允

。我還是懷疑信心真能像耶稣说的那样靈驗嗎？后来在网上无意看到

了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水试验，他写了本书《水知道答案》。从1994

年起，日本医学博士江本胜开始拍摄水结晶的照片，他将从世界各地

采来的水样品放入冰箱，在冰即将融化成水的临界点，用高速摄影技

术留下了一张张水结晶的奇异照片。把写有文字的标签文字朝里贴在

水瓶上，水竟然能听懂人话，而且水对善意的信号都报之以独具特色

的美丽结晶图形，对恶意的诅咒则惊恐沮丧图形很不规则。下面是水

结晶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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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对我们的念头都能有所感应，更何况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的祷

告他肯定知道的，而且怀着善良的心更容易祷告，只要我们有信心

。就像希10:24，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之后实实在在的经历更让我知道神确实在聆听我，帮助我。在 

Keiser读完俩个学期课程可以申请2个月的假期，我那时候就想回国

和玉明结婚，把她带来美国。但是我从来没有正式静下心去和神来

说这件事。记得那时候周奇勇弟兄有一次来问我情况，说到了我回

国的打算。他叫我试着祷告，他也帮我祷告，然后我就學着弟兄姐

妹平时在教会祷告的方式開口矛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您赐予我

的一切，因为您的圣灵我才能认识教会，认识你，也感谢教会朋友

们的帮助，祈願您的圣灵再次降临，帮助我这次回国顺利结婚，能

把玉明带过来，祈求您赐予您的子民一切平安。之后奇勇弟兄持續

帮我祷告，没想到神真的很慈爱，我八月份回国，结婚签证都意想

不到的顺利。所以今天我特别的感谢神，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经过一年时间的了解和圣灵的感化，我真的是变了，我更飢渴耶穌

的話語。我不仅要借着主耶稣得救，还要受洗,认罪,悔改，重生变

成有灵的人。同时也要常怀慈爱的心，忏悔的心, 真诚的心 和感 

恩的心。对父母尊敬、對朋友友愛，这样才能持續擁有真喜乐，真

富有！ 

 

感谢赞美主耶稣, 把一切的荣耀歸予真神。 

 

 

 

 

 

 

 

Christmas Story 

 

It was a simple scene that first 

Christmas – a rough room, a young 

couple and nothing but a feeding trough to put the child 

in. It was probably quite cold and with family far away 

there was little help. Not exactly the Hallmark moment 

we like to show in Christmas pageants. And yet this rus-

tic scene marked the greates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God's Son became human and came to earth to save us. 

God had promised to send a Messiah, one who would 

save His people. He could have easily burst on the 

scene as a full grown man, a seven foot warrior with fiery 

eyes and arms of steel. This was what many people 

were looking for, but it wasn't how God did it. He arrived 

in the arms of a young girl. He was a very small pack-

age, wrapped in rags, given from the heart of God. The 

perfect gift. 

God gave His only Son to die in our place so that we, in 

all our brokenness, could know forgiveness. He came so 

that we could know what love feels like, real love – love 

that never leaves, love that never disappoints, love that 

is never betrayed. He sent His Son into a corrupted 

world to bring us hope. 

You can receive Christ right now by faith through prayer. 

Here's a suggested prayer: 

Lord Jesus, I want to know You personally. Thank You 

for dying on the cross for my sins. I open the door of my 

life to You and ask You to come in as my Saviour and 

Lord. Take control of my life. Thank You for forgiving my 

sins and giving me eternal life. Bring peace to my world 

this Christmas. Make me the kind of person You want 

me to be. 

Pray it right now and Christ will come into your life as He 

promised. If you invited Jesus Christ into your life, thank 

God often that He is in your life, that He will never leave 

you and that you have eternal life. (http://www.thoughts-

about-god.com/christmas/christmas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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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滿溢 

 

我祝福你有足够的陽光, 

使你在不論有多暗淡的日子裡也保有明亮的心態. 

我祝福你有足够的陰雨, 

因而更加感恩陽光的燦爛. 

我祝福你有足够的快樂,  

來你保持你的精神長青. 

我祝福你有足够的苦難, 

以致於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開心也顯得巨大. 

我祝福你得償宿愿, 

滿足你的慾望. 

我祝福你有足够的失落,  

去感恩你的擁有. 

我祝福你有足够的時间,  

來協助你走過最后的再見. 

祝福你神恩滿溢. 

 

 

 

 

編輯小語 

衷心的致歉, Newsletter一延再延, 本來是感恩節 

特刋,現在變成聖誕特刋, 也好两個節慶一斉慶祝. 

這次特刋收集了五篇見証, 篇篇硃磯, 見証神的榮耀 

, 期待弟兄姐妹來分享. 

羅翠嬋  安稳如圣所的钉子 (p.1) 

陳彥文 信主見証 (P. 2) 

張惠庭  信主見証 (P. 3) 

許麗娟  不枉此行  (P .4)  

冯学海    我的见证 (P.5) 

 

感謝作者賜稿 

感謝神給每位作者寫作的恩賜 

感謝甲華姐妹的校稿 

感謝奇勇弟兄的協助 

感謝神給我們一顆事奉的心 

 

編輯李慶三, 陳宏竣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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