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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帝為榮耀自己而創造我們 

【賽 43:7】「就是凡稱為我名

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

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人的被造，是為了彰顯造人

的主的榮耀。我們這些被稱為是上

帝兒女的，是上帝為了榮耀祂自己

而被造的。 

二、上帝愛我們以我們為寶為尊 

【賽 34:4】「因我看你為寶為

尊……。」 

上帝 以每 一個 人的 生命 為

寶、為尊。上帝愛我們，甚至願意

讓 祂 的 獨 生 子 耶 穌 基 督 到 世 上

來，拯救人，替代人的罪，以至於

在十字架上受死。因為我們是為了

祂的榮耀而被造的。 

三、上帝以我們為祂自己的見證 

【賽 43:10, 12】「耶和華說：

你們是我的見證……。」 

我們「是」上帝的見證。因

為，我們生命的本身、我們生命的

得救、我們生命的改變，還有在我

們生命中所顯出來的能力，都見證

了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實存，以及

祂掌有主權。這樣的見證，為的是

榮耀上帝。 

有時候教會會發生一種錯誤

的觀念，我們會以一個人在這世界

上的成就、地位、能力，來襯托上 

 

帝的榮耀。 

【約 5:41-44】「我不受從人來

的榮耀。……你們互相受榮耀，卻

不求從獨一之 神來的榮耀，怎能

信我呢？」上帝的榮耀彰顯在每一

位屬祂的兒女的身上，彰顯在每一

位生命被改變的基督徒身上。不是

從屬世的角度來衡量的。 

四、歷史是百姓見證上帝的榮耀 

(一) 成功是見證上帝恩典的榮耀 

【賽 43:1】「雅各啊，創造你

的耶和華，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

位，現在如此說：」這是耶和華神

呼叫以色列百姓的聲音，雅各就是

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是

亞伯拉罕的孫子、以撒的兒子。上

帝應許亞伯拉罕的後裔要成為大

國，結果，從雅各所生的十二個兒

子，繁衍出十二個支派，上帝吩咐

雅各改名為以色列，以至發展出以

色列民族與國家。 

在最興盛的大衛王朝與所羅

門王朝，武力強大、經濟發達、智

慧文明，四圍外邦鄰國都來朝貢。

以色列的成功，見證了上帝的榮

耀，是上帝的恩典的榮耀。 

(二) 失敗是見證上帝塑造的榮耀 

大衛在戰場上是成功的，在

與百姓的關係上，也是成功的，但

是卻在與掃羅王的關係上徹底的

失敗，不得不逃亡到曠野，躲避掃

羅王的追殺。 

從大衛在受逼迫、被追殺過

程中所作的詩篇來看，大衛感到無

助、委屈、感傷，近乎失望而喪志。

然而，卻也因為這一段流亡、躲避

追殺的過程，塑造了大衛的人格以

及對上帝的堅貞的信心。透過從失

敗中走出來，再剛強地站起來的過

程，成就了上帝對祂自己所要使用

的器皿的塑造。而大衛後來的成

就，確實見證了上帝的榮耀。 

我們在生命成長的過程裡，

也會遭遇到失敗的困苦，不只一次

的失敗與困苦，許多時候，這正是

上帝藉著環境塑造我們的性格。把

一個有陵有角，不能與人協調配合

的倔強脾氣，塑造成為能承受生命

更大波折的領袖。 

(三) 管教是見證上帝公義的榮耀 

上帝是公義的，按著上帝親

自所頒給以色列百姓的誡命與律

法，犯罪，就要受刑罰。亞當沒有

遵守上帝的命令，犯了罪，就被逐

出伊甸園，甚至生命受到咒詛。 

以色列百姓沒有守住申命記

法典的要求，不但遠離了與他們立

約的上帝，還轉向對偶像的崇拜，

轉臉背向上帝，因此遭受上帝公義

的刑罰。【代下 29:8】說，「因此，

耶和華的忿怒臨到猶大和耶路撒

冷，將其中的人拋來拋去，令人驚

駭、嗤笑，正如你們親眼所見的。」 

上帝公義的彰顯，使我們確

知，我們所信的上帝，是公義的，

是不與罪妥協的，是遠勝過罪惡

的，是確定的，是沒有轉寰的，也

是我們可以全然信託仰望的。這是

上帝在管教中彰顯祂公義的榮耀。 

(四) 分別是見證上帝聖潔的榮耀 

上帝是聖潔的，對祂百姓也

要求聖潔像祂。因此，上帝把祂自

己的百姓呼召出來，召聚成為教

作見證，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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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為上帝的國度，是要屬上帝

的百姓，從這世界中分別出來，讓

我們可以進入到神的國度，享受在

上帝國度的榮耀。 

我們這些蒙到上帝恩典揀選

的人，原本與世人一樣，也是陷溺

在罪惡中的人，竟然可以得到潔

淨，是被耶穌基督的救恩的寶血所

潔淨，而被分別為聖。上帝聖潔的

榮耀，在我們這些蒙恩的罪人身上

更為彰顯。也因此，我們這些基督

徒從老我的生命中轉變，生命發生

極大改變，而與世人有所分別，正

是成為上帝聖潔的榮耀的直接見

證人。 

(五) 拯救是見證上帝愛憐的榮耀 

【賽 43:42】「惟有我為自己

的緣故塗抹你的過犯；我也不記念

你的罪惡。」 

上帝對世人的憐憫，以及對

世人的愛，在祂對世人所設立的救

恩上，全然彰顯。祂並沒有不看我

們的罪，乃是因為祂愛我們，願意

塗抹我們的過犯，不記念我們得罪

惡。這是上帝最大、最奇妙的榮

耀。 

上帝是聖潔的，不容罪的玷

污；上帝是公義的，對罪必加以懲

罰；上帝也是慈愛的，滿有憐憫與

恩典的，因此親自設立了拯救的

祭，就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救恩。

我們者些蒙恩得救的人，正是上帝

詞愛與憐憫的見證，見證了上帝的

愛與憐憫的榮耀。 

五、今天讀的歷史是過去的見證 

  今天作的見證是明天的歷史 

  作見證，寫歷史 

在整本聖經裡所記的，正是

上帝在祂所揀選的百姓身上的作

為，藉諸上帝在歷史中的掌權，不

但祂自己的榮耀彰顯，也讓人真正

領悟到，我們所信的上帝是歷史的

主。 

有一位弟兄，原本對於舊約

聖經的看法與評價，只是一本以色

列的歷史。別人的歷史固然值得參

考，也就僅限於參考。但是，當這

位弟兄在他的生命中，親自經歷了

上帝的作為與保守以後，他的得救

經歷，正成為上帝的活存見證。因

為他知道，他過去所經歷的，已然

成為今天的歷史，這份歷史見證了

上帝的榮耀。 

我們教會在第七週年（2006）

的時候，以一本見證上帝榮耀的紀

念特刊，寫下上帝的榮耀，不論是

在上帝賜我們成功的恩典，或是在

失敗中生命被塑造，或是因著犯罪

而得的管教，或是蒙恩得救的經

歷，讓我們用筆把這些寶貴的見證

都寫下來。讓我們不但寫下過去的

見證成為今天的歷史，也在今天作

出美好的見證，寫成明天的歷史！

為的是榮耀上帝。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位好牧人 

人们经过了祂的身旁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祂用慈祥温柔声 

呼唤着我的名 

祂那圣洁动人的话语 

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愿丢弃财产 

跟祂去牧羊 

愿祂细细的皮鞭 

轻轻打在我的身上 

祂用生命的膏油 

滴在我跟踪主的路上 

 

榮耀牧人頌 
 

易喜梅 

 
                             1999 年建堂起，曾慷慨接納協助我們的美國母教會        North Richland Hills 

                                                                                    Baptist Church 

Travis Avenue Baptist Church                                                            4001 Vance Rd. 

3001 Travis Ave., Fort Worth                                                           North Richland Hills 

                                                    Sagamore Hill Baptist Church 

                                                    4400 Panola Ave., Fort Worth 

                           Brentwood Hills Prim  

                             Baptist Church 

                        1451 Handley Dr., Fort 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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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平安？我想就是一种

对今天，对明天踏踏实实的有把

握，有保障的感觉。 

小时候在国内过春节时，常

有机会看到对联，其中有一句必定

是“岁岁平安”，让我印像深刻。

不过“平安”这个词好象在过年时

才听到，在平常，你要是有机会去

问 100 个人，什么是他最想要的，

你大概可以听到各种答案，诸如好

工作、好收入、好前途、好家庭、

好子女、好健康。你难得会发现有

人会回答“平安”的。为什么呢？

也许“平安”这东西就像空气，拥

有时往往不觉得它的存在；只有在

失去后才会发觉其实太需要它了。

同时，由于长期在物质至上，物质

决定意识的教育下，我们早已认定

上述这些“好”东西就是我们要的

“平安”。 

上面那些“好”的东西确实

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种满足感，有保

证感。可惜的是，这些东西是有着

太大暂时性，变动性，和不受人为

控制性。“九一一”时，当那两架

飞机撞上世贸中心前一瞬间，那两

幢摩天大楼里有多少精英人才，也

曾拥有这些“好”东西。在 Katrina

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前，那座城中

又有多少人曾志得意满他们的生

活、工作、健康，与成就。即使唯

物主义提倡意识是由物质决定的，

也承认物质是在变化的。在一个可

变的物质基础之上，如何可能建立

一个不变的、可真正依靠的意识

──平安呢？人在这世界上是建

不起平安的，但有一个高于这世界

的，却可以给人们真正平安。因为

祂创造了这世界及其运作的规律，

祂也创造了人，并应许只要人认祂

为他们的创造者他们的天父，

就会把平安赐给他们。因祂不但是

世界上一切的创造者，并有大能力

掌管一切，更重要的是，祂深爱祂

所创造的人类。祂就是我们的三位

一体的独一真神上帝。 

祂赐下的平安，是怎样的一

种不同的平安呢？如果我们仍希

望的是一种风平浪静式的平安，期

盼万事如意，那我们就要失望了。

因为神从未说，一信靠祂就会万事

亨通，无病无灾。祂反而说，跟随

祂的人在世上会有苦难，但祂又

说，祂已胜过了世界，并因着从死

里复活而战胜了死亡的权柄。更重

要的是祂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拉

着我们，扶着我们甚至背着我们一

同经历，一同战斗，一起走过死荫

幽谷。祂赐下的真平安是与我们世

上“万事如意”般“平安”截然

不同的，那是一种在暴风雨中可以

在主怀中安然入睡的平安，那是一

种在敌人面前，在祂为我们摆设的

筵席上可以快吃畅饮的平安。 

在我们荣耀浸信会中，我们

就屡屡看见这种平安，吴文正弟兄

在身患数种肿瘤，蒙神一次又一次

医治中，总是默默无声，欢欢喜喜、

无怨无悔地在教会中事奉，我们没

有看见过他忧愁、失落或埋怨。我

们很多人也亲眼目睹了黛莉、光义

二位姊妹在身患绝症后，在身体极

度虚弱中，仍抓紧时间为主多作见

证，多传福音。我们也没有看见她

们为自己流的眼泪或悲伤。 

不仅如此，我有个大学同学

王弟兄，因为出身资本家及基督徒

家庭，他父亲王伯伯（小学教师）、

母亲刘阿姨（医师）在大陆历次政

治运动中，受到极大迫害。刘阿姨

被迫离开出生不久的爱子下放农

村，王伯伯则被迫清扫大街十年之

久，王弟兄只能跟着父亲，不论春

夏秋冬，寒暑风雨，在外面扫马路，

最后得上了严重哮喘症。大学最后

一年，在一次与我们几个同学去杭

州的旅行中，不幸哮喘急性发作而

去世。从我们几个同学从杭州赶回

上海报告这个不幸消息，及以后陪

同他们回去处理后事及治丧过程

中，从他们悲伤中表现出来的宽

容、镇静，及而后从丧子之痛中的

极快恢复，都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基

督徒有别于这世界的地方，那就是

风雨中的平安。而后几年中，刘阿

姨又被发现有肺癌，95 年我回国时

见到她，虽然化疗使她失去了大部

分头发，但她那不变的充满喜乐的

笑声及语调立刻感染了我：“他（王

伯伯）陪我去探病，出租车司机还

以为他是病人呢！（王伯伯长期被

老年支气管炎困扰）。”一段时间

后，她也被主接去了。当最近我又

有机会见到王伯伯时，他和蔼的笑

容依旧。在我们交谈中，他提到他

仍还在学习饶恕的功课！一位年近

八十的老人家，不但身体长期为病

痛所困，在大陆多次政治运动中又

长期受到迫害，心爱的儿子及太太

又相继离去，是什么让他能如此喜

乐地生活着。我想，那一定是从神

而来的真平安了。 

我 初 来 美 国 时 还 有 一 个

Room-mate，郭弟兄。在我进入麻

醉科作住院医生一年后，他也进入

他梦寐以求的外科，进行住院医生

的训练。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神

  基督里的平安 
 

                  ── 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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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在福音工作上使用他的外科

知识及技术。他工作勤奋努力，第

一年结束时，因“工作优异”被破

格提升到第三年住院医生的位置

上，但试炼却从此开始。第二年底，

因为“工作不合格”，被降为第二

年住院医生。再一年后，索

性再被以“工作不合格”为

由，被迫离开了他奋斗多年

才进入，并认定神在要那领

域使用他的工作。那一年，

他没有找到另一个愿意接

受他的地方，他失业了。又

一年后，他仍没能回到外

科。这两年，对一个本来在

拼命工作,一心要为这个刚

新添一个男孩的家，提供一

个稳定的环境的男人自尊

心打击有多大！羞辱感又有

多强！这两年，又对他那准

备为神用自己外科技术去

宣教的理想打击有多大？

我甚至听到过我的某大学

学长，在美国因被从住院医

生训练中除名而结束自己

生命的事情。但是每次我们

有机会讲话，他总是告诉我

对神有信心，他有平安。两

年后，众弟兄姊妹的祷告，

神终于垂听，他被一个规模

小但待人公平的医院接收

为第四年住院医生，又再次

踏上了为神作工，作预备的

道路。在他身上我真的看见

什么是神在圣经中告诉我

们，他必赐出人意外的平

安，而且是人所不能夺去

的。 

那么如何才能得到这

种平安呢？首先，只有神能

给！其次，人要接受。只要

信祂为创造万物，包括人

类，并掌管一切的大能者。更重要

的是相信，祂无条件爱我们。我们

对神有几分相信，就可以有几分平

安。因为这个平安是从神而来，是

建立在对神万物的创造者本

身及祂应许坚信不疑上的。当我们

知道我们从那里来，将来要往那里

去，在这世上短暂的一生只是一个

神让我们有机会认识祂，并学习每

天更像祂那样圣洁的过程。那么即

使有艰难困苦也不会影响我们平

安的心。这不是说我们不会有软弱

的时候，但是依靠祂，我们可以胜

过。我们应当双眼紧盯在神身上，

不可回头看顾四周，三心二意，继

续贪恋世界。 

在圣经中讲到，有一次彼得

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也很渴望

可以那样做，耶稣就让他走过来，

他就照办，也真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了。但过了一会儿，他情不自禁看

起了周围，就突然害怕了，沉下去

了。我们也是这样，一

旦松懈下来，把眼睛从

神身上移开，马上就会

信心不足，马上会害怕，

就会失去平安。因为我

们自己切断了这真平安

的源头。 

当我们愿意放下

这个充满暂时性的世界

来追随永恒的神，愿意

让祂来到我们心中，作

我们生命的主。并每天

通过读祂的话语来认识

祂，通过祷告与祂交通，

我们这个旧身体里的新

生命一定会一天大过一

天。每天都会有一份新

的我，来取代一份老的

我；每天比都会昨天更

像基督耶稣，我们建立

在对神信心基础上的平

安，也会一天多似一天，

直到有一天我们也能如

保罗所说，“我活着就是

基督，我死了就有益

处”。当我们的生命在这

世界上是与神相通相

连，日渐融合，我们就

是基督的代表，生命充

满了意义；当我们也深

知离开这个世界后，会

去天家，在那里有一个

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的

更美好的地方，永远与

神同在，那真是死了也

有益处了。 

当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可以这

样看透生命的意义，那还有什么能

夺去我们从神而来的平安呢！

平 安 
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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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光陰如流水，眨眼過去。想起過往的人與物，都有揮不去的傷感。但也有神同在的經歷。想起

尼希米記 8:10b：「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榮耀」這個神的家又怎可以經過一波又一波的困難，而慢慢有成長。但我總是提醒自己，「忘記背後努力

是不要給過去的舊事物面前」的教訓。忘記背後

是看準神的標竿直跑。 所拖慢了腳步；努力面前

神又以創世記 13:6 「那地容不下他們；因為他們

的財物甚多，使他們不能 同居。」提醒我，亞伯蘭與羅

得不能在一起是因為大家 的財產增多。多諷刺，恩典

多，沒有想到神，只想著 各自發展。一枝竹桿容易折

斷，二枝合在一起的力量 有多大，不可想像？ 

詩篇 133:1「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

等地美！」所以我就更珍惜現在一切，包括我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朋友，更重要的是神的家，也要學會怎

樣作一個好管家。彼得前書 5:5「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願以上的見證給同工們、弟兄姊妹們共同勉勵！以合一的心完成神交給我們「榮耀」的託付。 

 

 

2006 年 10 月 1 日，是我在榮耀華人浸信會正式

就任滿三週年的日子。三年前（2003）的 8 月 1 日，

我們全家移民到美國……。 

回顧來時路上，滴滿脂油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

油。」（詩篇 65:11） 

1989，由於父母、兄姊已陸續移民美國，家姊也

為我一家申請移民，據悉，隊伍長達 8~10 年。當時，

我在軍中服役，對移民赴美沒有任何構想。 

1993，軍職調任至台灣中部，此為我成家後第一次離

家外任，但上帝恩典，非但未曾讓我耽誤在教會的事

奉與主日崇拜，在兩地奔波中，反而完成了在華 

 

神延伸制的一年選修課程。心中無限感恩，乃回應上

帝呼召，願在軍職退伍後，全職侍奉主。感謝主，獲

內子全心支持，此乃她初信主時的少女心願嫁作

牧師娘。 

1996，元旦退伍前，上帝賜我兩份大禮物，一為

小兒丹輝出世，一為在退休制度中退伍。4 月，向台灣

浸信會神學院報名，主修教會教育；7 月，入學考試；

8 月，新生訓練；9 月，開始全職事奉的裝備與造就，

這是先父國禎牧師的心願，有子承續父志事奉主。（長

兄重生牧師於 1993 年按牧全職事奉）11 月，先父行完

旅世道路，美好仗已打完，在美安息主懷。 

1999，在浸神四年級時，按聖靈感動申請至士林

浸信會實習，與不到十位的忠心弟兄姊妹同心同工為

教會的再開拓努力事奉，經歷了上帝的保守與帶領，

七 

 

同心合一 
 

Ivan 

 

回顧與展望 
 

劉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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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開始復甦。 

2000，自浸神教育系畢業，同時受聘在士林浸信

會事奉，因有申請移民美國計畫，取得教會諒解，任

期三年。雖受聘牧會，仍繼續在浸神進修道碩，主修

神學。 

2002，4 月底，獲美移民局通知，可以開始辦理

移民簽證，距 1989 申請之初，匆匆乎已 12 年。5 月，

與恩師劉牧師光啟聯絡，知德州榮耀華人浸信會正聘

牧中，然在士林浸信會之聘期尚有年餘，不宜進行。6

月，台灣浸神道碩畢業，專心事奉。12 月，突接榮耀

華人浸信會吳執事越洋電話，囑寄證道錄影帶，28 日，

透過越洋電話與榮耀眾同工彼此交通。 

2003，1 月 26 日，士林浸信會堂議會決定成立聘

牧委員會，尋求接續牧會傳道人。當晚，接獲榮耀華

人浸信會同工電話，榮耀華人浸信會亦於同日舉行堂

議會，決定邀請我於移民後前往牧會。至此，確知上

帝奇妙帶領，乃開始為士林浸信會尋求牧者，並辦理

移民手續，而此時正值 SARS 疫情嚴重，移民手續竟

未受影響，非常順利。8 月 1 日全家自台北啟程，同日

抵達福和市即參加當晚的週五團契聚會，開始在榮耀

華人浸信會的事奉。 

我與內子曾尋求上帝的旨意與帶領，其一，在未

確知上帝要我們在美國有事奉的工場前，不辦理移民

簽證手續。其二，雖家母、兄姊都在加州，但加州華

人多、華人教會多、華人牧者多，甚至還有專為華人

設立的神學院，因此，我們的感動不是在加州事奉。

感謝主的奇妙帶領，竟帶領我們從台北直接來到德州， 

在這一所充滿上帝恩典與榮耀的教會榮耀華人浸

信會，能與一群有信心、有愛心、有熱心、有忠心的

弟兄姊妹一起同工，建立教會。 

展望奔向標竿，主必保守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

因為耶和華你的 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

丟棄你。」（申命記 31:6） 

基督是大牧人（來 13:20），是牧長（彼前 5:4），

我是基督的工人，在祂的羊圈裡事奉。基督是教會的

頭（弗 5:23），是元首（弗 4:15），教會當竭力保守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 4:3），唯基督至上。 

建立教會，是基督交付的使命。教會就是蒙上帝選召

的信徒，當展望前面要走的道路和堅持的事奉時，就

是：一、把基督的呼召與救恩傳給未信的人；二、把

基督選召蒙救恩的人帶到主裡面；三、在基督的真理

上建造成為榮耀上帝的教會。 

榮耀華人浸信會是由上帝所揀選的信徒，按上帝

的旨意與帶領自主建立的教會，也是有異象、有使命，

積極預備植堂的教會。我們的福音禾場在東北泰倫郡

的華人社區，我們現在的目標是成為這禾場的燈台；

前面的目標，是在這禾場裡再拓植建立教會。 

唯願上帝施恩、保守與帶領，唯願當我在美事奉

滿十年榮耀華人浸信會的第二個七週年起，成為

拓植教會的工人。不要手扶著犁往後看，乃是向著標

竿往前行。 

 

(continued from page 10, Recounting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Praise be to God that our mother church, 

North Richland Hills Baptist Church (NRHBC) rented out their property to our church at a very affordable 

price.  Even though the rent has increased over the years, we are forever grateful for the graceful dealings 

NRHBC had shown us.  Due to increasing property value in this area, our church members have agreed 

to raise the building fund from 500K to 1000K.  The body of Christ must rally at this time.  We must 

pray and seek God for direction and help.  We must put our faith in action by pledg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building fund.  We must truly exhibit a genuine stewardship which involves the deliberate and 

faithful caretaking of the Master‘s resources (all possession entrusted in our care) for the furtherance of 

His kingdom and His ultimate glory.  This will be a great test of our faith, but we can look to God with 

expectations, because He is a faithful God, and Rom 8:28 tells us:‖… in all things, He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s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When the Lord returns, may He 

say to members of GCBC, ―Well done, thou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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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美國，住進西

南浸信會神學院的學生公

寓中，於是我第一次有了屬

於自己的小窩。生平第一次

離家求學，我很興奮自己有

了獨立的空間，可以自由的生活，

並發揮創意布置這個「家」。因著

認 識 或 不 認 識 的 弟 兄 姊 妹 的 愛

心，我收到許多「恩典牌」的物品，

包含家具、餐盤、刀叉、桌巾等等。

我開始嘗試擺設這些物品，學習打

理自己的生活，漸漸地在其中怡然

自得。 

2001 年 8 月，我加入了榮耀

華人浸信會，從此她成為了我在美

國屬靈的家。那時候，教會還沒有

屬於自己獨立管理的空間，主日崇

拜 或 特 別 聚 會 時 ， 必 須 借 用

Sagamore Hill Baptist Church 的場

地；而週三禱告會及週五團契，則

通常在會友家中進行。除了經常性

的教會聚會外，各家庭們也常彼此

邀約在家聚餐。每逢家庭聚餐，弟

兄姊妹們總是特別顧念單身學生

們，不忘邀請我們參加，為我們「進

補」。家庭式的聚會，使我與會友

的家庭有了更親密的連結。我也從

中觀摩學習理家的智慧，尤其是學

到了一些家庭的拿手料理，實在受

益匪淺。 

教會搬到 North Richland Hills 之

後，終於暫時有了可獨立管理的教

堂。但因著場地面積及教室數目有

限，加上聚會人數增長，大家得一

起「分享」這個空間。於是在教會

中可以發現：孩子們熱鬧的摩肩接

踵並坐上課，詩班練唱的歌聲偶爾

伴以乒乓球的跳躍節奏，中文主日

學班的教導必須搭配著英文主日

學班的英文語音背景。端著一盤子

的愛筵午餐坐在崇拜的會堂中享

用時，還可以看見小孩們或在走道

上、座位間穿梭，或坐在台上神秘

的玩著遊戲；青少年們則往往聚集

在靠近出口的一桌，隨後即成群不

見蹤影（上門徒訓練去了）；大人

們三五成群圍坐或站一邊談話，一

邊若無其事的忍受有人不時從談

話的小圈圈中穿過的干擾。這樣的

狀況，看來似乎混亂，但也造就了

我們一身鎮定的功夫。因此，上課

照上，唱詩照唱，談話照談，大家

仍能非常有效率的各行其事。 

固然空間的有限會影響教會

的擴展，但在購買新堂之前，齊聚

一堂、聲息相聞的景象，在此等候

的階段中，未嘗不是上帝給我們的

祝福。在這個侷限的空間裡，我們

很容易的察覺到新面孔的存在，而

能適時前往招呼；我們也會發現誰

今天沒來，誰今天的心情或身體狀

況如何；而透過觀察不同年齡團體

在會堂中的活動，我們能更加認識

他們。侷限的教堂空間，把

這個屬靈的家，用一個很特

別 的 方 式 緊 緊 的 連 在 一

起。我們的教會好像中國傳

統 的 大 家 庭 ─ ─ 四 代 同

堂，充滿家庭的溫暖喜樂。

家中的大大小小們，縱然不能全記

得每個成員的名字，但對彼此也有

一些程度的熟悉。身為教會的一

員，身邊有長輩、平輩、及晚輩們

的陪伴，實在是上帝透過教會給我

的恩典。我期望上帝繼續施恩於榮

耀華人浸信會這個家，賞賜給我們

在東北泰侖郡上的地土，也不斷地

將得救的人數加添給我們。 

在神的國度中，榮耀華人浸

信 會 只 是 地 上 普 世 教 會 中 的 一

員；在天上還有一個更美的家，是

每一個屬神兒女將繼承的產業。相

較於天上永恆的家，我們在世上生

活就宛如客旅，行完了有限的人生

路程後，我們都要回到天父的家。

因此，浮雲遊子固然我是旅美的心

情寫照，我也將之比為我身為基督

徒在世生活應有的態度。我只是在

今世寄居的，隨著耶穌的帶領而

行。從台灣到德州福和市再到達拉

斯，我還不知下一站主耶穌要領我

往哪去。然而，不論要出去巡迴服

事或暫時在哪裡落腳，我只祈求主

給我一個像耶穌道成肉身的心，能

與當地人連結，過同樣的生活，住

同樣的環境，說一樣的話，吃一樣

的菜，凡事知足常樂。我也期待將

來回天家，在天父的懷中，能見到

他全然的悅納我的所是所行，這將

是最大的福份與獎賞。 

 

 

家 
阮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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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 vividly the first time I stepped 

into this church. Actu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existence of Glory Chinese Baptist Church was 

in itself, a miracle. How else do you explain a stack 

of newspapers falling from a shelf in the laundry 

room, and the page that lands facing up just happens 

to be the one 

with our 

church‘s 

advertisement 

on it? What 

else would you 

consider a sign, 

a calling? So 

my mother and 

I look up 

directions and 

go, that very 

Friday night, expectant, anticipating, hopeful.  

Now, the first thing that I notice about 

GCBC – and the thing which makes me love it so 

much today – is the ability of the people to make 

someone feel warm and welcomed. The first smile 

that greeted us when we stepped through the doors 

three years ago is still present today, making us feel 

at home. The sincerity of the people here shines 

through in their smiles, in their words, and in their 

actions. 

Perhaps that‘s why it feels like a family; there 

are no formalities, no pretenses. People should not 

have to feel like they must put on an act when 

coming to church in order to avoid judgment, but 

they come as themselves, ready to share, to listen, to 

fellowship. To learn some from others, and to give 

some back.  

I don‘t mean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is 

perfect; in fact, it is the imperfections within us that 

make us come together and become a whole. None 

of us can do everything, but just as it says in 1 

Corinthians 12, ―To one there is given through the 

Spirit the message of wisdom, to another the 

message of knowledge by means of the same Spirit, 

to another faith by the same Spirit, to another gifts 

of healing by that one Spirit, to another miraculous 

powers, to another prophecy, to anothe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spirits, to another speaking 

in different kinds of tongues, and to still anoth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ongues. All these are the work of 

one and the same Spirit, and he gives them to each 

one, just as he determines‖ (verses 8-11). That is 

what I learned to do at this church: all of us, with 

our unique gifts and talents given to us by our 

Creator, gathering together, serving our Lord 

together, submitting as one body to Christ, our 

Head – perhaps stumbling a bit sometimes, but 

always looking heavenward for guidance from the 

One who gives 

us strength.  

So I 

thank God that 

He has brought 

me here to 

learn and to 

grow as His 

disciple, and to 

discover some 

talents with 

which He has entrusted me. I thank Him for 

allowing me to participate in some of the most 

meaningful events that I have ever experienced, 

such as being a teacher in the VBS, or planning the 

Christmas program, or learning and sharing together 

in the discipleship class. I thank Him for the times 

that I felt frustrated, because I learned to overcome, 

and the times that I felt worried, because I learned 

to find contentment. I thank Him for placing me 

here, letting GCBC be my spiritual home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I know that I will take with me 

always the smiles that have cheered me, the 

encouragement that has supported me, the lessons 

that have built me, and all the love and prayers that 

have carried me.  

God bless Glory Chinese Baptist Church!  

 

 

 

I 

 

 

My Spiritual Home 

Minxi R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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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my husband, Alan asked me what I was 

going to write for our church 7
th
 year anniversary 

magazine, my thoughts raced back to summer –fall 

of 1997.  I had just begun my career in Texas as a 

Pharmacist after my graduation in spring of 1997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As I was new to Texas, 

Rita Shelton, one of my newly acquainted friends 

who lived in Crowley Texas brought me to several 

churches.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Fort Worth 

(CBCFW) was one of the churches I had visited.  

Soon after I arrived, God in his wonderful grace 

helped me to settle down at a beautiful apartment 

complex, southwest of Fort Worth, about 7 miles 

from CBCFW and 17 miles away from my work 

place.  Being a person who does not like to 

commute far, I soon began to attend the CBCFW 

pretty regularly.  There I met my husband to be 

and made lots of godly friends.  I attended 

CBCFW for about 11/2 years. 

During these 11/2 years, I joined the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led by the youth pastor, Gary 

House, and met up with Dennis Krueger for English 

Adult Bible study discussion. I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encing God class led by Yu-Chun Li. Not 

only did I get to know Alan better in the class, I also 

realized God was opening doors for me to learn 

more about Him. When I was in college, my bible 

study class attendance was irregular, and although I 

had shown keen interest in the bible, my thirst for 

God‘s truth became even more evident and fulfilled 

during my stay in Texas.  Again through the grace 

of God, I was introduced to Bible Study Fellowship 

(BSF).in 1999.  In May 2006, I graduated from 

BSF after completing 7 years of bible study.  God 

in his wonderful grace worked out for me so that I 

could attend the class every Wednesday morning.   

Looking back, I am grateful that God had 

provided me channels to learn his truth in depth.  

Although I am of Chinese descent, my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as not Chinese.  As a result, I was 

unable to achieve or appreciate the fullest spiritual  

 

 

benefit from a Chinese church.  God had not only  

circumvented such impediment, but had also given 

me opportunity to be equipped to serve him in this 

church. 

Sad to say, in 1999, the CBCFW split.  Pastor 

Gary House and his family left for Ohio to pastor 

college students, other leadership figures, i.e. Pastor 

Kim and his family left for Washington, Elijah and 

his family went to serve at a small Chinese church 

in Arlington, Texas.  Our senior Pastor Wang 

decided to start a new church in the North Tarrant 

County, Texas.  Although the split was a result of 

disunity within the church, it was also clear that 

God put in the heart of our pastor the need to reach 

out to the growing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North 

Tarrant county region.  In retrospect, I see God use 

imperfect people who are called by his name to 

accomplish his wonderful plans.  I am reminded of 

Moses, whom God had called was a murderer; 

David the anointed king of Israel committed 

adultery and murdered Uriah the husband of 

Bathsheba; Paul who had argument with Barnabas 

on who should be included in his mission team; 

Peter who was rebuked by Paul for being a 

hypocrite in the presence of his Jewish counterparts, 

and the list goes on.  Clearly, God has use for 

imperfect people to achieve his perfect plans. 

In the beginning weeks and month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Glory Chinese Baptist Church 

(GCBC), there was much excitement of pioneering 

a new church.  We started off renting a small place 

from Travis Ave church at Fort Worth.  Later we 

moved to 2-3 more churches that was closer to or 

has highway access from the northern Tarrant 

region, all the while focusing on our goal to reach 

out to the communities there.  The initial 

enthusiasm began to wane as our church faced 

various obstacles, i.e. drastic rent increase, lack of 

resources and, talents, unequipped to serve and 

inability to work out differences.  The numbers of 

our church attendees began to dwindle.  I would go 

 

Recounting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Lai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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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urch wondering if we would lose one more 

familiar face.  Morale was running low, but those 

who stayed kept their hopes on God for our church 

sustenance.  In the early of 2001, I learnt that 

Reverend Wang received offer to pastor his home 

church in California.  Since many of his family 

members were living there and one of his sons was 

going to college there, it seemed that was the right 

thing for him to do.  Prior to that, Rev. Albert 

Hung and his wife Joy Hung had decided to leave 

for New Orleans to further his seminary studies. 

Around that time, I also learnt that Linda Welch, our 

church translator (who translate the sermon in 

Chinese to English) and secretary was also 

preparing to graduate from seminary and leaving for 

Florida to get married.  Despite the loss of 

leadership figures, God brought some seminary 

students, i.e. Rev, Frank Liu and his family, Pastor 

Jeffrey Kwok , our beloved and deceased Datura 

Wong, and later minister Peter Tie and his family 

came along side us and serve with us.   

In the midst of all these changes, Alan and I 

decided to get married in 2001.  It was also a very 

busy year for us because we were also looking to 

buy a house.  We had hope that our families from 

overseas would have a place to stay when they 

come for our wedding.  After researching and 

looking for more than a year, we finally decided to 

build a new house.  By the grace of God, the house 

was completed about a month prior to our wedding.  

The prayers and support of our church members 

helped us through what seemed like a stressful time. 

The youths and the guys from church helped with 

the moving.  Mary Krueger, with the help from the 

youths threw me a wedding shower; Grace Wu, 

QianYing, and Janet Tang, helped me with my 

wedding decorations.  The youth also served food 

at my wedding reception.  David Wei was the mc 

at the reception. Datura led our church choir to sing 

at my wedding. Dennis also pitched in his solo 

event.  Rita Shelton‘s son was the ring bearer; her 

daughter my flower girl.  Pastor Wang flew in to 

officiate my wedding..  Ernest helped me to record 

this memorable event by snapping away photos at 

every important juncture.  All in all I had a 

wonderful and memorable wedding, thanks to the 

love and help of my church family.  Truly, I had 

experienced the blessings from the body of 

Christ-the church, as describe in Rom 12:4-5.  The 

body consists of many members and each member 

has its gifts and function, and each works together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at a blessing from 

God! 

Prior to Linda Welch‘s leaving, she has sort of 

recruited me to help out with counting the weekly 

church offerings and writing out checks for the 

church expenses.  I began to help out regularly.  

Together with Ernest, our church‘s new financial 

secretary, we serve our church financial department.  

Alan who has been in the education ministry 

employed me to help with teaching the children 

Sunday school.  I was able to put to good use the 

training God gave me from BSF.  Volunteering at 

the children department occasionally helped to open 

my eyes to communicating with preschoolers, not to 

mention the time spent in BSF helped to make my 

preparation easier.  Whenever Alan needed my 

help, I would substitute for any unexpected void in 

teaching.  Juggling and keeping up with a stressful 

job, maintaining a home in between serving at 

church, Alan and I need to have healthy bodies.  I 

credit God for the health, provision and grace he 

had showered us, without which we are unable to 

accomplish much.   

About 3 years ago, Pastor Solomon Liu and 

his family moved from Taiwan to Texas to shepherd 

our church.  His employment was itself a 

miraculous working of God.  Our church has been 

looking to hire a full-time pastor.  After much 

screening and interview with some pastors, we were 

introduced to Pastor Liu by David and Angela Hsu, 

who were former Southwestern Seminary students 

from Taiwan.  Pastor Liu, his wife and 3 sons have 

brought many blessings to our church.  Pastor 

Liu‘s wonderful people and organizational skill, 

along with his wife, Ruth‘s musical skill were added 

blessings from God.  Their commitments to serve 

whole-heartedly were evident to all.  The number 

of church attendees began to grow.  New families 

arrived and began to settle at GCBC.  Unbelievers 

were converted, and baptized.  Believers were 

encouraged in their walks with God.  The church 

choir also grew in numbers and the hymns they 

sang, led the hearts of the congregation to worship 

God.  Ev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youths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I praise God when I see 

the church kicking back life after a dwindling phase.  

God in his mercy and grace revives our church. 

As GCBC approaches her 7
th
 year anniversary, 

the members sense the increasing need to purchase a 

building of our own to accommodate the needs of a 

growing church.  (Continue, followed by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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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flies. Looking back, I have been serving 

in children ministry for almost seven years. I like to 

work with children because they are innocent, 

although sometimes, they can be unruly and 

rebellious. I remember one Sunday morning, I asked 

two children to watch a gospel movie; I tried to 

motivate them by saying this was a good movie and 

they ought to watch it. They replied, ‘we do not 

have to watch it just because it is good for us‘. 

Another thing I learnt from teaching children 

is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you cannot remember. 

I recalled a Sunday school of a new semester when 

each child was given a folder to keep his/her 

homework. I ran out of a new folder and so I 

promised Betty that I would buy her one when she 

comes back from China (Betty left for China to 

learn Chinese).  The first thing she said to me 

when she came back a year later was ‗Where is my 

folder?‘ She had an incredible memory for her 

debtor. 

During the past seven years, I had a lot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erved with me shoulder to 

shoulder. Mrs. Ya-Ling Liu and Angela Hsu had set 

good examples as leaders in the children ministry. I 

recalled Angela led a teacher‘s meeting in 

McDonald and came up with creative ideas on 

rewarding children for their effort. Wang Yuan 

showed her support by treating everyone to ice 

cream. Vicki Ho was one the favorite teachers.  

She put effort in making her class interesting 

through her talents in creative artwork.  She also 

rewards her student for their effort. 

Our Sunday school class has grown from 

approximately five to fourteen children. God 

answers our prayers by sending more families to our 

church. I recalled Allie told me that she was bored 

when she had to face me one on one in Sunday 

school. I told her to pray that God would send more 

children to our church. Not too long later, the Sheng 

family came to our Church, and Matthew came to 

our Sunday school class.. Following this, God called  

 

Pastor Liu to our Church. I remembered Daniel Liu 

could barely speak English. He was always quiet 

during Sunday school. Christine Hu who was one of 

our Sunday school teachers had to sit with him to 

encourage him. One day I told Daniel that he would 

speak better English in a few months, and that he 

would surpass me one day.  

Serving in children ministry has been a 

rewarding experience to me. God has changed me 

from serving Him out of responsibility to serving 

Him out of joy and love. I have the privilege to 

teach and memorize the word of God with them. As 

a result, I benefited spiritually through preparation 

and teaching Sunday school, not to mention my 

English also improved. 

One of my goals is to stimulate the children to 

think why and who they believe, and to teach them 

biblical truth. It is my hope that parents will take on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ir children spiritual well 

being. Although children may not read their Bible 

daily, but they d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ow adults 

live their lives. As Sunday school teachers or 

parents whom children look up to, we ought to live 

a life of a Christian example so that we can leave a 

fine Christian legacy to our next generation. Our 

daily walk with God has much greater impact than 

Sunday school or sermon teaching. We cannot feed 

a big spiritual meal on Sunday and hope to survive 

for the next six days. Sunday is a day of celebration 

with God for what He has done for us during the 

week.    

All in all, I am grateful to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had served and still serving in children 

Sunday school. I thank God for giving us strength 

and wisdom to handl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eaching children. Overall, I enjoy teaching children 

and working with their parents. Looking ahead, I 

hope to include parents in children ministry.  

Children ought to understand that Christian life 

though is hard, but it can also wonderful. 

 

Children Ministry in GCBC 
 

Alan 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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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华人浸信会建会七周年

之际，我也迎来自己重生得救七周

年的纪念日。回想过去的七年，上

帝丰丰富富的恩典，实在难以用笔

墨描绘的尽。我谨以此短文激励自

己，也借着数算神的恩典来见证神

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祂的应许永不

落空。 

1999 年的 8 月 1 日，我在密

苏里州（Missouri）圣路易斯市（St. 

Louis）的一间美国教会受洗归入基

督，之后我便告别那边的弟兄姊

妹，只身前往 Washington DC 开始

我在美国的第一份正式工作。1999

年圣诞节前夕，刚工作了三个多月

的我，被公司解雇，虽然这在美国

是很平常的事，但这对于我一个刚

信主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

挫折。尤其是我的这份工作是在 St. 

Louis 的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许

久后才得来的；同时，我在美国的

身份也面临极大难题，所幸我当时

的工作签证（H1）还未批下来，因

此 我 尚 能 以 学 生 实 习 身 份

（Practical Training）合法留在美国

以寻找新的工作。但是我的经济上

面临严峻困难，必须立即寻找新的

工作。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上帝没

有弃我不顾。祂并没有立即给我一

份新的工作。但是在我等候新工作

的过程中，祂借着各种各样人在我

身边的基督徒帮助着我。知道我无

力支付昂贵的公寓租金，北维州华

人教会的邱牧师与师母让我免费

住在他家中。教会的雷长老夫妇及 

 

其它弟兄姊妹亦经常邀我去府上

用餐。可以说，我在物质上从未缺

乏过。 

但最重要的是，上帝将祂的

话不断地喂养着我，正是在这段艰

难的日子里（前后约有八个多月），

我得以与神大大亲近。平时的主要

时间都用在读经、祷告、聚会上，

上帝在最恰当的时间，用最好的灵

奶不断喂养着我这个新生的婴孩。

等待是个不容易的过程，但正是上

帝的话在这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太

短的日子里，让我始终能够满怀信

心，不至跌倒。 

2000 年 3 月，我在北维州华

人教会的季刊上写了第一篇见证，

诉说我当时的境遇、信心，以及如

何在那种情况下带领我在上海的

弟弟信主，我也满怀信心地赞美上

帝，并坚信上帝一定会有奇妙的恩

典降临在我的身上，因为祂的话语

是带有能力的，祂的应许从不落

空。当时我在见证中引用了如下经

文： 

  赛 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

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弗 3:20“神能着照着运行在我

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地成就一

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两段经文正是上帝对每个

信靠祂的人不变的应许。正是这样

的应许伴随着我渡过了人生中最

难熬的一段日子。转眼七年过去

了，当我回想起这段日子，不得不

叹服上帝的话语大有能力，也不得 

 

不叹服上帝计画的奇妙。 

在那段寻求、等待上帝计画

的时间里，我在教会里认识了一位

美丽善良并且非常爱主的姊妹，如

今这位姊妹已经是我的妻子，并且

我们即将迎来我们第二个孩子。我

们能够走到一起，完全是上帝的保

守，因为我们曾经遇到极大的阻

力，当我想要退却时，我的太太一

直鼓励着我。我常问她为什么愿意

与一个毫无前途的穷小子在一起

时，她只简单的告诉我，是因为上

帝的话。靠着这样的爱，我们终于

克服了很多阻力走到了一起。婚后

第二周，我太太被公司解雇，但是

我们反而感谢主，因为我当时在

Georgia 念 Ph. D，这个工作没了，

太太就能来 Georgia 与我团聚了。

在接下来的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两人都没有工作，并且还要供

应我们北维州供我岳母住的房子。

但是全能的上帝没有让我们有过

一天缺乏，我们也靠着神的恩典一

起经营着我们虽不富足，但很温暖

的家。 

去（2005）年在前后辗转了

三个州后，我和太太、孩子终于在

德州安顿了下来。感谢神，我们各

自有了喜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

宽敞的居所，以及可爱的孩子。神

也让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教会生

活，忠心服事的牧者，相亲相爱的

弟兄姊妹。上帝是照着祂所说的，

给予我们的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祂的话的的确确是真实的。 

神的話從不落空 
 

陈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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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这几年的路程，上帝无

时无刻不与我们同行。然而，当我

们物质生活安定下来之后，整天所

忙碌的便是工作、家庭、孩子，我

们仍然在教会有很好的敬拜，我们

夫妇也偶而在教会有所服事，但

是，我们扪心自问，我感觉到自己

对上帝的依靠，反而不如几年前那

般紧密了。相反，这个世界上的东

西彷佛对我们越来越有吸引力或

控制力。而我们也渐渐地将满足世

界的要求作为生命的首要。事实

上，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赐。赏赐

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我们所作的应该是荣耀神，而不是

为了自己个人家庭。反过来，上帝

祝福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如果

我们的优先程序摆对了，就会发现

依靠上帝比依靠自己要远远奏效。 

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借着数

算见证上帝的恩典来反思自己这

过去七年的生命历程。回想起来，

神的话语七年前是那般激励我，七

年后仍然是如此有效。正如约翰福

音所讲：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神

的话在亘古以前就有了，这话就是

祂自己，乃是又真又活的。我盼望

自己能够恢复当初的信心，每天过

与神同行的日子。我们也相信上帝

会看顾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前面

的路途。 

最后，我同样将我们所将要

开始建造的教会，恭敬仰望交托给

父神，因为祂能成就一切。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今天，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能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神在我和我家

的作为，让我能通过我的经历来见

证神是又真又活，满有恩典慈爱，

并鉴察人的心思意念的神。 

今天我要分享两段圣经给大

家，一段是以弗所书 3 章 20 节，“神

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

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另一段是诗篇 139 篇 1-3

节，“耶和华啊，祢已经鉴察我，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祢都晓

得，祢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

路，我躺卧，祢都细察，祢也深知

我一切所行的。” 

有时候我们读经，读过就忘

了，可是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神

就会用圣经中的话语提醒我们说，

“这就是我的应许，我的应许从不

落空。”这两段话就是神在我经历

祂之后给我的提醒。这段经历是关

于我最近开始的一份新工作。 

今年三月，我开始了一份新

工作。这份工作给我和我的家带来

了很大的变化，我深信这份工作是

神所赐，并以此来提醒我，不要忘

记祂在我身上的恩典。 

很多人都知道，我去年夏天

从维吉尼亚州搬来与先生团圆，之

后一直在家，虽也帮以前的老板做 

些事情，但没有正式的工作。在这

之前，我一直很向往这种在家的生

活，可以真的像箴言中所说一样，

在家种田，作衣裳，整理家务，作

一个娴德的妇人，那是我的最理想

的境界。我以为那是神所喜悦的，

我很开心的呆在家里，也并不想要

找工作。可是，这样在家不久，问

题就出现了，作个家庭主妇对我来

说，好象比叫我出去上班更难。因

为我在家中是独生女，从小生活条

件又比较优越，父母从来不要求我

作家务，只要学习好就行了。所以

我养成了很多坏习惯，而且对家务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经常是把房间

越整理越乱，最后干脆不整理了。

幸亏神赐给我一位很好的先生，不

仅包容我，而且还帮我把房间整理

好，我一边心里非常感激，一边却

慢慢产生一种严重的自卑感。 

这时我完全忘记神在我身上

的种种恩典，想到的全是世界上的

东西。正如一位朋友嬉笑间说，“妳

没有妳先生做饭做得好，没有妳先

生整理家务整理得好，钱又没有他

赚得多，他还要妳干嘛？”这个问

题一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慢慢的

我心里有越来越多的苦毒，有时竟

埋怨上帝，“为什么让我嫁给他，

若不是因为他，我也不会搬家，也

不会丢工作，也不会有这样的下

场。” 

神是鉴察心思意念的神，神

 

 

 

上帝深知我所行的 
 

 

 

佟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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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处就知道了我的想法，但祂并

没有责怪我，反而用更多的爱和恩

典来唤醒我。神了解我的需要，就

用了一个神奇的方式给了我一个

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的工作。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二月

十四日情人节那一天，我的先生决

定带我和女儿去邻近的一家新开

的意大利餐馆吃饭。为了躲开高

峰，避免等座位，我们五点半就到

了餐馆门口，可是，居然还是要等

45 分钟。我们几次都想走到马路对

面的另一家餐馆去吃了，可又莫名

其妙地留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些

都是神的安排。在等座位的时候，

我们碰到一对美国夫妇，也带了一

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也在等座位，

我们就闲聊了起来。一聊才知道这

位先生因为升迁要到外州去，他的

工作正在找人来代替，正巧他们的

工作要求和我背景有匹配的地方，

他就让我发简历给他。 

回家后我就向神祷告，求神

让我知道祂的心意。即使在那个时

候，我还心里很大不情愿呢，我并

不想找工作，虽然在家不开心，却

不肯出去，真是很矛盾的。可是我

愿意把这件事情交给神，让祂成就

祂的作为。之后，从发简历，到两

次去公司面试，以及之间与公司上

司的邮件或通话，每做一件事之

前，我都祷告，把整件事情完全交

给神。也很巧，当时有两个朋友，

先后被公司解雇，所以我并没有太

大的信心可以拿到这份工作。市场

萧条，就意味着竞争激烈，我总是

说，工作是恩典，不工作也是恩典，

不管神给不给，我都感谢神。 

几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周五，

在餐馆碰到的那位先生打电话来

通知我，他们决定录用我了。我心

里高呼“哈利路亚，赞美主”，因

为我知道我能得到这份工作，完全

是个奇迹，他们有很多理由不录用

我的。首先，他们对这个职位的要

求与我的背景有很大差别。这份工

作实际与我以前作的有很大差别。

如果我开始这份工作，那么的整个

事业就会从纯专业技术行业转行

为商业技术行业，这并不是很常见

到的事情，而恰恰这是我一直梦寐

以求的。其次，本来他们是想让我

顶替那个升迁的先生，可最后他们

是为我另外设立了一个崭新的职

位，这是奇迹中的奇迹。我知道只

有神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若不

是神，我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份可

遇不可求的工作的。 

接下来，又面临工资的问题。

在电话上这位先生说他们决定给

我这个职位所能给的最高工资，我

同先生商量后，决定不去讲价钱，

直接接受，因为这是神给的。谁知

转个星期的周二，那位先生又打电

话来，告诉我，他们决定破格再加

工资给我。我真是不知说什么才

好，只有在神面前俯下身来感谢称

颂神！祂就是这样照着我们心里的

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

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 

神动的工是很奇妙的，我就

如同当初主耶稣在迦百农和加利

利行神迹一样，从表面上看祂好象

是满足了我们生活中属世的

需要，但实实在在地祂是让我们经

历祂，使我们能因经历祂而信心倍

增，能与祂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

是主在我们身上最大的恩典。找到

工作之后，我对神的信心倍增，对

生活和家人的态度也改变了许多。 

当然，我还是要继续学习整

理房间，开始工作并不意味着我在

家庭中责任的减少。但是神却通过

赐给我这份工作让我从自怨自艾，

埋怨神的境况中走出来，再一次经

历祂，认识祂、信服祂、依靠祂。

让我再一次地来到祂面前认罪，因

为我知道祂比我更了解我的软弱，

在我远离祂的时候，祂却从来没有

撇弃我。感谢赞美主！因为祂是那

又真又活，满有恩典慈爱，又鉴察

人心的主。 

神在我身上有数不尽的恩典

和神迹奇事，希望还有机会与大家

分享我的更多的经历。愿一切荣耀

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

督和圣灵保惠师！ 

愿神的荣耀、平安，与你们

同在，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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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生長在一個拘謹的家庭，祖父和父親都是嚴

厲而不苟言笑的人，在我印象裡，父親及所有的叔叔

姑姑們都很怕我的祖父，而我和我的兄弟姊妹們也都

很怕我的父親，我們時常有挨打的經驗。成長在這種

環境裡，自己也變成一個不苟言笑又容易發脾氣的

人。因此到了自己結婚，有了小孩，另一個緊張的家

庭環境又上演了。我對自己的家人孩子也是非常嚴厲

的，所不同的是，再也沒有誰怕誰的那回事。因為那

時代，「家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又是要各自為王。

「因為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

有了罪，自己是個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

人當中。」誰也不能勒住自己的「百體之中那最小的，

卻是最能汙穢人的舌頭，」總是帶著火箭的能力，射

殺對方，就像是對付那不共載天的仇敵魔鬼（他們原

本是骨肉至親。）後來所有仇敵全都戰敗──整個家

也就毀了，並且妻離子散。這種妻離子散，不是發生

在國家的動亂，而是在家庭的頻仍戰亂。 

從前雖然有牧師及傳道人，鼓勵我去好好的認識

耶穌基督，並且要每日讀聖經，並且要禱告。他們都

說那樣子，對我的婚姻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我也去

了教會，並且也決志信了主又受了洗。然而經過一段

很長的時間，我仍然是個硬著頸項、被油蒙了心的老

我，心意也沒有因此而更新變化，緊張的家庭與婚姻

生活當然也沒有改變。在家裡總是指責別人是禍首，

卻不知自己才是罪人中的罪魁。因為自己在家中，沒

有敬虔生活的榜樣，不讀聖經，也不禱告。大家都知

道，一個人若三日不讀書，其面目可憎，而我這個久

不讀聖經的基督徒，一定就像那「已經洗淨了又回到

泥裡去輥的豬。」（彼後 2:22）其實這樣的基督徒偶爾

也會向神祈求，但卻都是一些妄求。其內容不外乎是：

「神啊，求祢勒住那個人的汙穢舌頭。」、「神啊，求

祢除去那人眼中的刺。」或是「神啊，為何與我同桌

吃飯的人竟然用腳踢我，出賣了我！」可以想見的，

最後的結局當然就是家破了。接著就是必須把公司與

房子白白地頂讓給了別人，自己開著一部舊車，載著

兩只皮箱的衣物，離開那城，那鄉，成了無家可歸的 

 

 

 

人。身上的錢還不夠租個公寓，所以必須另找一個棲

身之所。 

我追想這些事，我的心極其悲傷，真是苦啊！但

是，「你豈不知終究必有真正的苦楚嗎？」（撒下 2:26）

頓時，我萬念俱灰、感覺到自己遍體鱗傷、身心靈俱

受重創！思想著自己連今生活命的指望也沒有了；又

像是全身生了瘡的人，只能孤單的一個人，坐在爐灰

中懊悔。這時候，在懊悔中想起了那位被稱為「敬畏

神、遠離惡事，在烏斯地的完全正直的人」，在遭到無

端的災難時所說的話：「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

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也記起了那位以

色列王，在他犯了姦淫謀殺大罪之後，所寫的痛悔詩

篇；更記起了耶穌所愛的那門徒所說的話：「我們若認

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我實在是得罪了神、也

得罪了人。我開始向神祈求：「神啊 ，求祢按祢的慈

愛憐恤我，按祢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神啊，

為我造顆清潔的心，求祢憐恤我、醫治我，因為我得

罪了祢。」「神啊，祢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因為

憂傷痛悔的心，祢必不輕看。」「神啊，我的心甚是憂

傷。但祢是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又有豐盛

慈愛的神，求祢不要丟棄我，遠離我。」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聽了我的禱告、祈求，祂沒有丟棄我，也沒有從我收

回祂的聖靈。我們的神仍然愛我、又大大地拯救了我，

因為「神就是愛」。但是，祂所愛的就必加管教。也為

了要「施行公理，叫祂的公理得勝。」人「受管教的

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愁苦，為了要我經歷過後能

夠結出平安的義果。」（來 12:11）對我而言，這管教

確是非常嚴厲的：它使我失去了所有，為了要我明白

惟有祂才是我所有；這管教也令人扎心，為了要叫我

知罪，認自己的罪；也為了要叫我能夠「撕裂心腸，

悔改、回轉歸向耶華我的神。」祂是大有恩典、有憐

憫、又有豐盛慈愛的神。祂為我造了一顆清潔的心、

賜給我一個正直的靈，能夠渴慕祂、並明白祂自己的

話語──聖經──也就是神的道。 

 

換心大手術 
 

眾會．辰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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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

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

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是經過「神

的道」的一次身、心、靈的大手術。我的這位大醫生，

同時也為我換了一顆能夠承受永生的肉心，免得我繼

續帶著石心、硬著頸項、「白髮蒼蒼、悽悽慘慘的下陰

間去。」我的這位大醫生，不僅救我脫離死亡，並讓

我可以永遠活下去。因為祂曾親口說過：「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並且一而再地保證說：「我實實在在

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我也是實實在在地相

信祂。 

從前我不知道自己會是個喜歡讀聖經的人，更不

知道自己的生命會因著信靠主耶穌而有什麼改變。然

而，經過了一次「換心大手術」，這顆新造的心竟然會

「切慕祂，如鹿切慕溪水」。再往後，經過一段時間，

就在我自己的醫療工作場所，有好幾次病人問我：「為

什麼你總是帶著微笑？為什麼你總是那麼喜樂？」他

們甚至還稱我是「微笑的醫生」或「快樂的醫生」

（Smiling Doctor or Happy Doctor）。從那種不茍言笑、

嚴肅的家庭成長出來的人，竟然會被稱為「微笑的醫

生」或「快樂的醫生」真是不可思議。其實道理很簡

單，因為我已經得著了耶穌奇妙的救恩；祂用喜樂油

膏抹了我。有了主耶穌就如獲至寶，日子當然也就越

來越喜樂。主耶穌基督就是我喜樂的緣由。 

主耶穌不僅拯救了我，賜給我永生，祂也收養了

我成為祂的兒女；祂為了愛我，曾在十字架上流血捨

命。我是被祂用自己的寶血所買贖回來的僕人。祂是

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僕人，可是他願意把我當作朋友。

而他實在也是我最親愛的朋友。不過祂也深知我的軟

弱，祂便千叮萬囑地，要我每天、每時、每刻與祂保

持密切的聯繫，以防跌倒；並且要牢記並遵行祂所講

過的每一句話；而祂的話語已經藉著大約有四十位不

同的人，很完整、清楚地、而且沒有錯誤地照著祂的

意思寫在聖經中六十六卷書裡了。原來「聖經都是神

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現在由於自己遵照祂的吩咐，認真地研讀聖經，又遵

照著祂的話語去行的時候，許多的壞習慣、壞毛病，

從前自己不想改，也認為沒法改的，卻在不知不覺當

中，居然可以不再犯了或者很少再犯了；並且心裡、

腦子裡面的許多汙穢與邪情，也漸漸被清理乾淨。「在

祂裡面，我現在已是個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

的了。」 

因著信靠耶穌基督，不僅是個新造的人，我也已

得到了永生。耶穌說：有了永生的人「從他腹中要流

出活水的江河來」（約 7:38）我也絕對地相信祂這句話。

因為在我愛上了耶穌基督的好一段時間之後，除了心

意的更新變化之外，這股「活水」也似乎湧流在身上，

使我成了一個身體健康的人。從前我自己是一隻「病

貓」，就是一個未老先衰，又是時常生病的人。別人不

太曉得，我也不想讓人家知道自己是一隻「病貓」。心

想，當醫生的人自己還常常生病，是很丟臉的事。雖

然吃了不少名貴藥品，加上打針、復健治療，病況也

沒什麼起色。可是就在尋得永生的過程當中，我同時

遇見了這一位真正的大醫生──耶穌基督。祂真是了

不起。除了前面所作的「換心大手術」之外，我就是

單單遵照他的處方服藥，結果是病得醫治，甚至病夫

變成了勇伯。現在的我，雖然年過了六十，卻比從前

更健康、更有活力，記憶力不僅沒有減退反而是更好，

而且每天還可以看書到半夜。 

我是每時每刻地在感謝著我的那位大醫生，也是

他親自指引我，為我預備永生的路。因為祂就是那奇

妙生命源頭，祂自己這樣說：「我就是道路、真理、和

生命。」不瞞你說，我仍然繼續地，每天在服用他的

處方，因為它是百病皆治、沒有副作用、又有預防的

效果、吃了更覺甘甜，況且他也沒要我的錢！若你想

知道這是甚麼樣子的祕方良藥，就請來信靠、順服我

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祂就是我的那位大醫生。而

祂的話語就是我的秘方良藥。 

從前認識我的人或許會問，我這個人是怎麼可能

會改變的呢？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因為在人不能，在

神凡事都能。主耶穌也同時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獨一真

神，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我是祂造的，祂當然可以

改變我，也可以醫治我。只是從前風聞有他，現在才

親眼看見他。 

過去幾千年來，祂所衷愛的兒女們，就像我一樣，

一而再，再而三地悖逆祂，使祂痛心。雖然給了警告，

他們又不聽，所以祂也曾施行不同的手段管教、懲罰

過他們。但每次總會給他們預備一條出路，救拔他們。

祂對自己的百姓說：「你們要撕裂心腸、悔改、歸向我，

就會為你們行大事。……會給你們降下甘霖，就是合

宜的秋雨、春雨。你們的禾場必滿了麥子、又有新酒

和油盈溢。……。」（珥 2:13, 23, 24）祂又說：「你若

留意聽耶和華你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留

心聽我的誡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

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

（出 15:26）（續文轉至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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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平安！很高興我有這樣一個機會來分享

主的愛與恩典。 

我是生長在一個非基督徒的家庭，六歲時我失去

我親愛的媽媽，我的爸爸因為年輕喪偶，受不了這樣

的打擊，事業毀了，人也廢了。當然，他也不能照顧

我，常常地，我不知道爸爸在哪裡，我和大我兩歲的

姊姊，姊妹兩人實際上已成了孤兒。 

為了撫養妹妹，我姊姊在小學五年級就開始幫人

看顧小孩和送牛奶，她經常把要送的牛奶，倒出半瓶

來給我喝，然後再加滿水，才送出去給客戶，她也曾

經在夜裡，到菜市場偷些青菜回來給我吃，我有時也

會想看電影，姊姊就會帶我到電影院門口，兩個人拉

著不相識的大人的衣角，假裝成我們是那些陌生人的

孩子，趁著人潮擁擠，不必買票，就進入電影院，那

時候小小的年紀，我們就是這樣子活下來的。 

現在我已年近半百，每當我回顧過往，我的童年

的確是在許多困境，苦難中渡過的。但是能夠活下來，

本身就是神的恩典，也讓我更能體會到，神在我的生

命當中，有祂特別的計劃。主永遠不會把我孤孤單單

地丟在某個處境不管我。我心裡也深深的知道，若不

是神的慈愛大能，緊緊跟著我，促我向善，我今天也

可能成為一個無可救藥的犯人了。 

因為我生長的環境是一個充滿罪惡的地方，四眼

所見的，不是賭六合彩，就是大家樂，吃喝嫖賭，各

樣的惡行在我身邊到處可見，尤其是我從小就孤伶伶

的，沒有父母在身旁，要學壞更是容易。但是感謝主

的保守，我沒有淹沒在那不潔淨的海洋之中，主在我

身旁，安插了一個愛我、保護我，但對我很嚴厲的姊

姊。雖然她也只是孩童，卻不得不姊代母職，把我管

教得成為一個又溫順、又聽話的乖妹妹。 

除了我姊姊，神也給了我一個好朋友，她是我初

一的同學，我們兩個可說是完全的對比，她生長在一

個富裕的家庭，是醫生世家，而我是生在一個連學費

都繳不出來的困苦家庭，她常邀請我到她家，但每次

我從她家出來，一路上我都是哭著回去的，我哭著對

自己說：「我一定要發憤圖強，努力用功，出人頭地。」

我的這位朋友，一直是我這一生中的學習標竿，她後 

 

來讀北一女，進台大，又到美國留學。三十七年來，

我們依舊保持著美好的友誼。神把這樣一個朋友擺在

我的身旁，激發我努力向上，這也是神的美意。 

從小我也愛讀書，可是卻沒有錢繼續上學，當時

的我充滿不平與怨恨，常常到我媽媽的墳前痛哭流

淚，呼喊著媽媽：「為何要那麼早就離開我，不管我？

為何我想讀書卻不能繼續升學呢？」 

我十六歲時，不得不輟學，在一家私人醫院當護

士，在我擔任護士的這 15 個月中，神差派了一個外國

傳教士來醫院教我英文，並且告訴我有關聖經和神的

奇妙創造，福音的種子就在那時，撒在我的心田裡。 

詩篇 27:10 這樣說：「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必收

留我。」聖經裡也這樣告訴我：「神藉著各樣的困境來

熬煉我的肺俯心腸，祂將我的腳從網裡拉出來，祂憐

恤我，因我是孤獨困苦，祂看顧我的困苦，我的艱難，

赦免我一切的罪，救我脫離一切的禍患。」祂不但走

在我的前面，祂也在我的四周環繞我，保護我，安慰

我，祂知道我的所有需求。 

我在 1972 年決志信主，蒙恩得救，但是因為我

原來的家庭信仰是傳統拜拜的，加上我的爸爸是廟

公，我在信主的過程，遭到很多的攔阻，甚至迫害，

又加上其他種種因素，我離開了主有很長的一段時

間，成了迷羊，直到 1987 年，主再次把我這隻羊抱了

回來。 

我從十六歲就夢想到美國求學，但是我沒有父母

供應，實際上，打從小學起，我就是靠著獎學金，清

寒助學金，和半工半讀的方式上學的。讀書也必須比

別人更加勤奮。1979 年，在我二十三歲時，仍然還沒

上大學，卻以高分考上金融人員特考。當時在台灣，

銀行工作是很多人所嚮往的金飯碗，我因從小就養成

認真工作又不亂花錢的個性，所以我二十四歲時，就

買了我的第一棟房子。 

當我的經濟狀況開始好轉時，我的爸爸卻得了癌

症，而且沒有醫療保險。他生病七年的醫療費，以及

去世時的埋葬費，卻又花掉了我所有的錢。 

雖然我一直夢想著出國留學，但是我不能拋下那

 

主恩滿溢 
 

葛麗絲．辰禮 



 18 

身患絕症又沒有工作的爸爸。所以一直到父親走了之

後，我才又繼續編織出國留學的夢想。 

1987 年我的父親過世，我也在同一年受洗重生，

開始了我的正常教會生活，感謝主把我這迷途的羊尋

覓回來，那年我也開始為我的美國留學和新生活作計

劃。首先我知道我必須賺錢，存錢，那時候白天我在

銀行工作，晚上開家教中心，因為有一百多個學生，

所以我請了六位老師幫忙，我日夜不停地工作，三年

當中存足了十萬美元，預備留學美國七年的學雜費，

1990 年，我賣掉了房子和家教中心，辭掉了銀行的工

作，決定來美國德州求學，當時我的同事們都認為我

瘋了，他們認為，我拋下月入十萬台幣的的收入，安

定的生活，又是 34 歲的一大把年紀，在美國無親無故，

英文也不好，到美國求學，簡直是頭腦有問題！但是

我知道主為我預備道路，我一點也不懼怕，因祂掌管

每一天。 

1990 年八月，我來到

了 達 拉 斯 浸 信 會 大 學

（Dallas Baptist University 

DBU），開始了我的美國求

學生涯，由於神的憐憫與眷

顧，學校居然還給了我獎學

金。因為 DBU 一向都不給

外國學生獎學金，我知道神

在保守看顧我，我從 1985

年就開始居住外地，在外飄

泊了這麼多年，我已疲倦

了，我向神禱告，我想要有

一個家，我不想再流浪了，

神垂聽了我的禱告就在 1992 年八月，祂賜給了我一個

愛主的好丈夫，這十三年來，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更

是數算不盡。 

從前我是一個孤苦伶仃、無依無助的流浪者，如

今我的生命充滿了喜樂，因為我已經得著主的拯救與

教導。「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祂面前，我有滿足的喜

樂和永遠的福樂」，正如詩篇 16 篇第 2 節說：「你是我

的主，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的確，活在神的道路上，

與神相交實在是一件美得無比的福份，我要感謝神在

我的生命中所行的特別拯救，感謝祂賜給我永生的確

據，使我可以天天依靠祂。 

我願意在這一生所剩的日子，作一個合神心意的

女人，為神所用。Amen！ 

 

 

 

（續自第 16 頁《換心大手術》） 

我的主我的神，祂已經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

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詩

30:5）祂不單單赦免我的過犯，「祂後來賜福給我的比

先前更多，比我從前所有的加倍。」我曾經失去了兩

個孩子，現在卻得回了四個孩子加上他們的配偶；從

前失去了一棟房子和一個公司，現在卻擁有兩棟房子

及兩個公司；我從前所失去的健康，祂也為我加倍地

補足：從小是個瘦弱多病的人，現在卻能夠活力充沛、

幹勁十足！更難得的是，祂也補還給我一個才德的婦

人：「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她舌上有仁慈的法

則……使我想到日後的景況就喜笑」，「耶和華神所量

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我可以在家門口，與我的家主人──就是最要好的醫

生朋友同坐、共語，且要稱謝、讚美、歌頌祂的聖名，

「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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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生如战场」，

那成为基督徒之

后，便是身在两个战场了，若

不能时刻抓住神，便常会败得

焦头烂额，败在撒但手中。大

概是人类罪性的缘故，属神的

人常会忘记自己「得救是本乎

恩」，恨不得是因自己的善行。

是「因信称义」，并不是因自己

有什么可夸的。我就是这样一

个有忘性的人，从一开始征集

弟兄姊妹的见

证时，自己就

没有想写，觉

得自己不配，

很差劲儿，还

欠神着呢！有

什 么 好 见 证

的。 

领 会 再

次强调还有不

多的时间，要抓紧时间„„，

在祷告中，忽然想到一句话，

「我们要屡败屡战」，这是我们

曾经在姊妹团契中洪师母鼓励

大家的，「我们要学习用耶稣的

眼光看自己，我们是耶稣眼中

的宝贝„„。」为什么我老是要

听魔鬼的控告呢？不是见证自

己，乃是见证神的作为，差一

点又上他的当（已经不是一次

了）。 

从成为神的儿女那天，我

想每个信徒都会相信自己从今

往后有神的能力覆蔽，该是走

上得胜的路了，「信的人必有神

迹随 他们„„。」（可 16:17）

但在我的信仰旅途中，看起来

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相反的「屡

战屡败」却是最好的形容，灰

心、动摇、气馁，甚至几乎放

弃，因为越是学神的话，被祂

真理的光照得自己是那么浑身

污秽，祂圣经的准则令我感到

难以持守，到神面前好象永远

是只有认罪，一无是处羞于见

神，进而产生躲避神、远离神

的念头。忘记自己是被耶稣宝

血所买赎回来，是新造的人了。

失败！ 

感谢主，祂真是爱我，祂

总是在这败阵中差来祂的使

者，赐下祂的话语将我照亮、

救拔，重新坚固我对祂的信心，

这不仅让我明白不只得救是神

的恩典，原来信心也是来自祂

极大的赏赐，否则只凭我起初

那胡里胡涂的一个「愿意接

受」，若没有神的保守，早已不

知失落何方了。 

我就这样在神的保守中

且透过对神的亲身经历，信心

渐渐增长，好象约伯的话，「我

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

你。」（伯 42:5）它贴切的表达

了我信主这些年中对神得感

受。在信主十年的坎苛成长中，

体会到每一次有主与我同在随

时看顾的宝贵，感受到主的安

慰、能力，及教导引领。至今

记忆犹新的一次，是主以祂奇

妙方式在我灵命最低落的时期

向我显示祂的爱安慰我。那是

借着梦境，我正在险峻的山上

一片荆棘中攀登，快要身体力

竭了，耶稣出现在我面前，面

貌清晰可见，祂慈声对我说「我

爱妳」，我很激动，就伸手去摸

祂的嘴，瞬间耶稣的形像就化

作一块巨石在我前方，我也醒

了。当时心里觉得被爱充满，

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以后我

很多次地回味那次梦中的经

历，还问自己，若不去摸祂，

祂还会对我说什么呢？多少时

候看来是无意之中，偶然的事，

但在神却没有偶然，我相信这

真是神特别

的怜悯我。 

去年随

着教会的读

经计画读了

一遍圣经，并

参加了一个

查经班，深入

的研读了一

遍创世记，感

触实在深刻。透过其中的人物

从始祖亚当、夏娃，到蒙拣选

的以色列祖先们，看到神如何

向他们显明祂寻求祂的子民；

也看到有信心的先辈们是如何

依靠神得蒙祂的应许和祝福。

这一切显明着神的大爱与信

实，使我的信心也更上了一个

台阶，进一步地坚固了。再一

次体会到「人非有信，就不能

得 神的喜悦。」（来 11:6）受

应许的乃是要凭信心和忍耐的

（参来 6:12）。尤其令我震动的

一点也是最挑战性是：「这些人

都是存 信心死的，并没有得

所应许的；」他们「却从远处

望见，且欢喜迎接。」（来 11:13）

何等的信心呀！相形之下，自

己怎么那么小信呢？但令我欣

慰的是，原来他们也是和我是

一样的人，并不是常胜将军，

没有软弱和小信，乃是神保守

和大能，使他们刚强。在他们

人 

 

屡败屡战 
 

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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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标标准准都来自五湖四海，移民路上

的艰辛与坎苛是每个人共同的经历，不但我们都

背井离乡，而且是来到了一个与母国语系完全不

同的国度，要生存下来语言成了我们最大的障

碍。 

记得那是 2001 年的二月，我接到了美国移

民局入籍面试的通知。因为学生年代学的是俄

语，又因为四、五十岁才踏上美国国土，因此美

语很烂。那天我们早早驱车赶往当地移民局，果

然移民局等候大厅里已是人山人海。我按住烦燥

不安的心，坐在大厅的一角，开始为我入籍考试

的事，向神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慈仁的天父，

今天是我入籍考试的日子，主啊，女儿有多少能

力祢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求神赐给我能力，赐给

我智能，让我通过这一关，好让我卸下心中的的

烦恼和思想上的负担，一劳永逸解决入籍之

事„„。 

这样我一遍又一遍地诚恳地向神祷告和祈

求。大约过了个把小时，一位移民官叫到了我的

名字，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跟着移民官走向他的

办公室。这位移民官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另一端。

所以我跟在他后面先在垂直的走廊上走，然后左

转的时候，我看见一道光，从我的右头角掠下，

像闪电一般，紧接着有一声音在我耳边说话：“Do  

 

not worry, 主与妳同在！”有这么两个异象突然显

现在我面，我顿时一身冷颤，但我还是跟着移民

官走，等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后，我主动向他打招

呼：Excuse me, Sir, I didn‘t speak English very 

well, please speak slow.我为什么先向他说这句

话，是因为我在考试前曾讨教过朋友的经验，说

是英文不好，请求他说得慢些，没想到他竟回答

我：I‘m sorry, I can not do that,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waiting room. 我又是一身惧

怕。尽管惧怕，紧张的口试还是照常进行，果真

那位移民官说得又轻又快。因为有主与我同在，

使我对答如流，然后他又要求我拿起笔，作听写

测试。他讲了一个句子，我竟连一个字母都没错，

写在纸上交给了他。最后移民官起立，伸出手向

我道贺。我心里很明白，因为主垂听了我的祷告，

赐给我智能与能力，使我这次口试与笔试的成

绩，超出了我的英文水平。 

考试结束后，我飞快地出来，找到了我的

先生和女儿，当场就见证了主与我同在的经历。

是啊。我们亲爱的主，祢是无处不在的大能的主，

当我们有惧怕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只

要我们呼唤祂的名，祂就会给我们智能，给我们

胆量，帮助我们战胜撒旦。我们要称祢大能的神

为王，作我们生命的主，阿们！ 

主与我同在 
 

Nora Zhao 

软弱害怕时，神亲自向他们显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创 15:1）何

等大的安慰与应许呀！这不也是神借着圣经对今天像我一样信祂之人说的话吗！ 

神是我们的盾牌，为我们争战的，我们只要勇敢的跟随、信靠，并等候祂，祂必把得胜的冠冕

加给我们。「妳能否完全的顺服呢？」我觉得好象耶稣在问我。往事不堪回首，如歌中唱到「多少平

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虽是信徒，却很多时候是在靠

自己的血气智能，没有完全的顺服等候神。 

瞻望未来信仰之旅是艰辛漫长的，我知道一定还会有许多的失败，但我已坚信神在掌管，并且

我愿意相信所要发生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好与坏，一定都有神的美意，为使我蒙造就得祝福。主是

我的盾牌，是我屡败屡战的力量，我虽软弱，「我靠 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 4:13）赞

美主，唯祂是配得尊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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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的时候，我一穷二白，一无

所有，一下飞机，最关切的是工作。

在亲戚的帮助下，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

中餐馆洗碗。这家中餐馆在东海岸的马里兰州，

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登

程就道。工作了半年后，生存的危机感渐渐地过

去，心里上有有更换工作，骑驴找马的念头了，

再加上餐馆生意转入淡季，裁员是必然的事，五

个人的事由四

个人分担。 

接 到 我

被炒鱿鱼的通

知后，心里舒

了一口气，毕

竟这不是一匹

马，只是过渡，

我决定到纽约

去。 

离 开 小

城前夕，老板流露出难得一见的一点人性，毕竟

也为他卖命了半年，真是招之即来，挥之则去的

随便。 

 「你准备往何处去？」他问我。 

 「去纽约。」我说。 

 「哦，纽约有亲戚吗？」他又问。 

 「没有。」我说。 

 「那有朋友吗？」他又追问。 

 「也没有。」我回答。 

 「啊，那怎么能去纽约，那个地方是有名

的打、砸、抢、偷、骗的地方，连大白天也会抢

东西的，那地方太危险了，不能去，不能去。」

他劝我改变主意。 

我听他这么一说，也似乎有点害怕了。如

果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

国家啊，但为了自己前途，我又不得不挺险去大

海捞针，心里忐忑不安，许久无法言语。他以为

我为失去工作而痛苦，安慰说：「你且慢走，让

我问问朋友的店里要不要人帮忙？」 

他哪里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果断地摇摇头

说：「不要了，谢谢，我还是去纽约，那边的华

人很多，不一定都会被抢吧。」 

他看我态度坚决，也阻止不了，说「要小

心啊」。他凝滞了片刻，忽然想到什么，拿起一

枝笔一张纸写着什么，交给我，「这是我纽约的

朋友，和他的店，他在当大厨，你去纽约后，如

果找不到工作，也不妨问问他，请他帮帮忙，就

说是我介绍的„„。」我看着纸条上写着：「客满

楼，张建华」，心想，既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

我怎么会找得到他呢？但还是感激地再三道谢。

俗语说：在家

靠父母，出外

靠朋友。 

灰 狗 巴

士上只有我一

个人是亚裔，

沿途的田园风

光，衬托远处

山峦的轮廓，

风 景 美 不 胜

收，但我那有

心思去欣赏这些？我关切的是如果找不到工作

怎么办？口袋里的钱花完了怎么办？被抢怎么

办？内心的恐惧感，对前途的忧虑感油然而生。

我的心情非常深沉，很希望能有一个强有力的人

能帮助我一把。但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切的

一切都是陌生。 

记忆中，曾听说有这样的故事：「天上有一

位上帝，本事很大，连人都是他造的，他用泥土

捏了一个人，在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泥人便成

了活人他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当时

听完这个故事，不禁哈哈大笑，觉得完全是天方

夜谭的神话，没有一点科学的根据。此时，我又

想起这个故事，「真有上帝吗？」我自问。「如果

真有这位大能的上帝，不妨请他帮帮我的忙吧。」

疑惑了很，我终于说出我的心语：「天上的上帝

啊，如果你是真实的，真的存在的，就请你显现

一个神迹给我看看，让我心服口服的相信

你„„。」这样的心语，也可以说是祷告吧，在

车上，我反复了几个小时。 

到了纽约，已是傍晚，八点钟，时届深秋，

透体的凉意，让我不禁打了寒颤。我叫了一辆出

租车，「I am go to China town」，「What street?」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耸了耸肩，叽里咕噜意思

初 

 

上帝是真實的 

我難忘的回憶 
 

 

蒋雨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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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城很大，没有街名，我怎么开？但还是

叫我上车。半小时后，他在中国城的中央停下，

说到了。陌生的地方忽然似曾相识熟悉的方

块字，招牌，满街来往的同胞，一下子感觉到家

了。我走向报摊旁，对着大娘问道：「何处有旅

馆？」她茫然地望着我说：「我唔鸡」。我听不懂，

又重复一遍，「因为外州来，想找旅馆。」「唔鸡，

唔鸡」，她不耐烦了。 

又慢慢地东张西望向前走几十米，又是一

家报摊。大爷望了望我，流露出无奈的表情：「我

唔息讲，„„唔息讲。」 

他们是广东老华侨，讲的是广东台汕话方

言，我是上海人，当然听不懂。我感叹祖国没有

统一，连语言都不统一，多么可悲。 

又向前走十几米，一对夫妻讲一口普通话，

走过来，我赶忙上前打听。他们想了想，皱了皱

眉。说道：「好象没有，我也不清楚，我们是来

买菜的。」 

一番折腾，我有点心灰意冷，莫衷一筹，

举目望了望周围，中国餐厅鳞次栉比，互相竞争，

概括了早期移民三把刀的艰辛。肚子在一阵阵地

叫，饥饿了，还是早晨十一点吃的早午餐呢！该

找个地方吃东西了，先填饱肚子再说。酒家、小

馆、家乡小炒，比比皆是，我该去那一家呢？抬

头张望，突然我愣住了，就在我正前方，一家餐

馆的招牌吸引了我，使我目光不愿离去客满

楼。 

我迫不急待地掏出保存在皮夹中的那张纸

条，揉了揉眼睛，仔细端详两者之间有没有不同

之处？客满楼就是客满楼。悄悄地透过玻璃门望

进去，客人高堂满座。离打烊看来还有一段时间。 

我的回忆也即近尾声。后来先在隔壁一家

快餐店吃了晚餐，找到了张建华师傅，他很热情，

接待我，帮助我解决了当晚的住宿，以后一步步

地按我的目标向前走去。 

长期以来，这件事使我永不忘怀，我不断

地问自己，「这是偶然的吗？」朋友，不是，决

不是偶然的，上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祂用祂的

奇迹证明祂的大能，自在永在。 

不久前有一天，我在 Kroger 买东西，顺手

抓了一把荷兰香菜，想用来作意大利烤虾。结账

的时候，我见收银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便断定他会不认得这把香菜是什么。于是我对他

说：“This is persley, the code is oooo.”（这是荷兰

香菜，号码是 oooo）不料这个小伙子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一眼，反问我，“Do you mean Persley?”（当

妳说 persley 时，妳实际上是指 Persley 吗？）我

当场就傻在那儿了，那份尴尬，怔怔地老半天说

不出话来。 

当我拎着东西走向停车场时，回想这尴尬

的一幕，马太福音 7:1-2 突然就跳到脑海里，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

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

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一剎那

间我恍然大悟，原来父神在用这件事教训我。 

不错，这实在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

许这一类的事常常发生而我却浑然不觉吧？不

就是「断定」这小伙子不认得荷兰香菜，然后「好

心」地告诉他吗？不就是小伙子接下来用我不准

确的发音「回敬」了我吗？可是父神却是要透过

这件事教我一门功课，那就是，人很容易先入为

主陷入一个圈套。也就是说，先给人一个负面的

假定，然后基于这个假定给予论断，并决定行动

（量器）。可是当我们这样作的时候，父神清楚

地告诉我们：「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

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因为我们都有梁木在我们

自己眼中，都有自己的软弱和可被论断的地方。

就好象在这件小事上，当我断定收银员不认识

Persley，并向他暗示这一点令他尴尬时，我自己

就因为发音的不准确而被置于尴尬的处境中。 

感谢父神，祂用这件小事给我上了如此深

刻的一课，虽然尴尬，却是难以忘记的。

 一件小事 

  一門功課 
李晓明 



 23 

（一） 

我生长的家庭没有任何

的宗教背景。我的成长过程很

单纯，父母兄长的关爱，学校

老师同学的认可，让我觉得我

的生活佷幸福。我在中国工作

不到一年来到美国。来美后的

第一个星期五晚就跟实验室的

一位从台湾来的弟兄去了查经

班，从此以后绝大部分的周末

都是在教会渡过的，直到如今。

回想起来，真是要感谢神的怜

悯，开我的耳朵。当我在查经

班里听到上帝造人造世界、童

女生子、耶稣行神绩并死而复

活时，我自己都说不清为什幺

就是相信是有可能的。圣经中

许多的教训，对罪和救恩的阐

述，我也觉得很好。因而当牧

师和一位姐妹在不同的场合问

我愿不愿意更深入地了解基督

这位救主时，我说愿意。他们

就带我做祷告，然后告诉我说

我就是基督徒了。其实当时刚

去查经班不久，我还没有想成

为基督徒。但我的确想多学习

了解，我跟他们作的那个祷告

也是真心实意的。既然他们说

我是基督徒，我也就把自己看

作是基督徒。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问我要不要受洗，我说好。

于是就和童健一起在九一年五

月受洗。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 6:65

中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我信

主没有挣扎，看似被动的过程

其实是神的恩典。神恩待我，

赐我信心接待祂。虽然我决志

信主时对神的认识非常少，但

就是我跟着重复的那愿意相信

耶稣基督的决志祷告，受洗时

在众人面前说的那声―是‖，慈

爱怜悯的神就将我这糊里胡涂

的女儿接回了家，像父母会把

孩子扶养大，孩子在长大成人

的过程中会逐渐了解父母一

样，神也负责地将我的灵命养

大，让我越来越多地明白祂，

越来越多地在生活中信靠祂。

从一开始的自己作主决定一

切，慢慢地到现在主耶稣成为

我生活中的主，行事为人都愿

意体贴神的心意。也像小孩子

成长过程中难免要挨打一样，

神也透过周遭的人和事来管教

我，为的是炼尽我身上不属祂

的杂质，最终拥有主耶稣的样

式。有时管教真是严厉，然而

我却在其中更加地认识神，明

白神的心意；经历到神的同在，

神的慈爱。 

约翰福音 4:42 撒玛利亚

人对那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

也是我的心声。我现在相信，

不是因为别人的见证，或是圣

经知识，而是我亲自经历了，

知道耶稣真是救世主。 

（二） 

虽然我归主时没有挣扎，

但信主后十一年（到 2002 年）

我都没有好好地跟随主。我绝

大部分的周五以及周日都去教

会，然而我却将神的教导以及

提醒当作耳边风，仍然我行我

素，生命中的主是我自己，而

不是主耶稣。十一年间，圣经

没有读过一遍，很少祷告。生

活没有见证，主要表现在自以

为义，不顺服丈夫、妈妈和婆

婆，要他们听我的。一旦不合

我意就发脾气，像一个被惯坏

的小孩，在家里称王称霸。我

真的是很亏负他们，若不是我

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

我的罪，神也借着主耶稣的宝

血赦免了我的罪，我如今是不

能够坦然自若地面对他们的。 

刘牧师曾在讲道中说，基

督徒的失败是见证上帝塑造的

荣耀。是的，神是塑造的神，

就像以赛亚书 49:5 所说的：―耶

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仆

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

列到他那里聚集。‖虽然我在那

幺长的日子里，像旧约中的以

色列民硬着颈项、玩梗、悖逆，

但创造天地的神―我已说出，也

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作成。‖

（赛 46:11 下）―我为自己的缘

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

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

给假神。‖（赛 48:11）。当时我

对神的认识太少，不知道神会

塑造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

虽然我不知道，但是神的确透

过周遭的人和事在塑造我。 

我亲自经历了基督 
王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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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最深刻的感受是信

主后逐渐逐渐地认为自己不

好。以前对自己非常满意，觉

得自己是行公义、好怜悯之人，

生活的很喜乐。没想到这种喜

乐随着信主年月的增长而逐渐

消失。当时还觉得纳闷，大家

都说信主后有喜乐平安伴随，

怎幺到我这里就反了呢？喜乐

没了，也认为自己不好。经常

为一点小事向家人发火的人，

还能认为自己好吗？还会有喜

乐吗？现在我知道了这种不平

安是在圣灵不断地提醒光照

下，我看到了自己的罪，但又

不愿意认罪悔改而造成的。当

时圣经没有全读，但也读了一

些，也从教会牧师那里听了许

多的教导，也知道圣经教导我

们要顺服丈夫、尊敬父母。但

自己就是心硬，不愿意照着神

的话做，不愿意全然信靠主，

让主耶稣做生命的主。处在矛

盾中的我当然没有喜乐了。 

还有一次，大概是 99 年

的一天下午，我不知怎幺翻到

罗马书二章 1-5 节。我一读顿

时就跪在了地上，好象这几节

圣经就是专门为我写的。我要

家人听我的，不就是觉得他们

想的、做的不如我好，觉得他

们不行，这不就是论断吗？我

的眼睛盯在这几句上：―你这论

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

推诿，……因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

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

领你悔改呢？……你刚硬不悔

改的心。‖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

流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清楚

地经历到圣灵的感动。 

然而我当时真的是心硬

无知，眼泪虽不停地流，可还

是不愿向神彻底悔改。这以后

我略有收敛。但无本质变化，

仍不断为自己找借口，说若是

神要我改，依神的大能我应该

是立刻就改好，如同圣经中经

主耶稣医治的瞎子立刻能看见

一样。我不要我的改变是出于

我自己意志的行为。我当时不

知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意

志都是神给的，或者说由神掌

控的。表面好象是自己决定要

顺服神，实际上是神给了我们

这样的心志，仍然是出于神。

就像腓立比书 2:13 所说：―因

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

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

意。‖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了下

去。 

然而神怎幺可能让我就

这样下去呢？神说要造就我们

作他的仆人，他就必成就。C. S. 

Louis 说过：―上帝要我们在生

活中学习顺服。当上帝使我们

万事亨通时，他是用温柔的话

对我们说；当上帝使我们碰到

艰难或是巨变时，他是用高分

贝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

我们刚偏离的时候，也许他只

是小小声地说，快回来吧。偏

离远了还是不回来，他的声音

就再大一点；偏离越远，他就

越急促，越大声地呼喊我们

了。‖我将神不断的提醒置若罔

闻，神就急促大声地呼喊我了。 

2002 年 5 月我生活中出

现了巨变，这个巨变让我彻底

地在神面前悔改，也让我终于

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主耶

稣。如今，我知道凭我自己一

点义都没有，但借着相信主耶

稣基督的救赎，主将他的义加

在了我身上，我是一个新造的

人。喜乐重新充满了我，而这

喜乐不会随着环境、周遭的人

与事而变化，因为我是以耶和

华为我的喜乐。这个转变的见

证另文再述。感谢颂赞归于我

们的主耶稣！

D uring these three and half years since I have been baptized, I feel my life has been 

changed a lot through Christ. It may not be significant from the outside, but I know God has 

been working through me. 

First of all, I have established some good habits. I am praying every day and reading the 

Bible almost everyday. Secondly, God has helped me learn lots of lessons that will benefit me 

for my whole life, such as obedience, honesty, faithfulness, kindness, etc. He has taught me to 

be grateful and more thankful. God also helped me get over a time when I doubted Him. I know 

He forgives me and is faithful to guide me in my life. 

I am thankful in many ways. I am thankful that I am a Christian.  

      －  Betty Tong, 11 years old 

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gb&book=phl&chapt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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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7/24/06    9:50pm 

 

Matthew dashed to me from outside and 

told me:  

 

― Mom, I ate all the food on my plate.  The 

food was so good tonight.‖  

―What did you eat for dinner at church 

tonight?‖ 

―Chicken, rice and vegs.‖  

―Did you have fun there?‖  

―Yes, Michael and David played baseball with 

me, and I know how to make sword with 

balloons!‖  Matthew said. 

―How come? Who showed you?‖ I said. 

―The big Joy taught us, and next time I‘ll 

make swords for Peter and you and we can 

play Fight with each other.‖ 

―What else did you learn tonight?‖ I asked. 

―Obedience!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everything, for this pleases the LORD, 

Colossians 3:20.‖ 

―Very good, Matthew.‖ 

 

Tuesday 7/25/06    10:30pm 

 

Matthew was singing a song while he 

stepped into the house: 

 

―I am a C, I am a Ch, I am a Christian……..‖ 

―What song are you singing, Matthew?‖  

―I am a C, I am a Ch, I am a Christian……..‖  

Matthew sang it again with louder voice and 

didn‘t realize I was asking him. 

―What song are you singing, Matthew?‖ I 

asked again. 

―Listen,‖ Matthew started singing the song 

with a slower melody.  ―Now you know what 

I am singing about.‖  

―Oh, ye, you learned a new song tonight?‖ I 

asked. 

―Yes, and I like this song.  Mom, you know 

what, Bob is so smart and he is able to 

compose songs for us to sing at VBS.‖ 

―Really, which song was composed by Bob?‖ 

I asked. 

―I forgot, but he is great.  He is teaching us 

in English.‖ 

―Yes, Bob has been in the States for only three 

years and his English is even better than some 

others born here.  You see how hard he has 

been working on that!  Nothing is easy on 

the earth.  You have to try your best on 

everything you do….‖ 

2006 VBS and My Son 
Hang Jiang 

I  thank God for sending His son Jesus Christ to die for my sin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I have learned much more about the truthfulness of Him and His word. I have failed so 

many times, disobeyed so many times. Yet His Spirit lives inside me, helps me to recognize 

my sins, so I can come back to Him through His forgiveness. 

Life can be full of troubles. At times, everyone stumbles and falls, but I try to trust Jesus 

in all circumstances and to give the burden to him. My life would spiral down if it not were 

for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God‘s way is the best way. There is no exception.  

I can‘t boast at all because I am a sinner, but yet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on the 

cross and his resurrection from the tomb, I can now boast in Christ and give all the glory to 

Him. 

      －  Scott Tong, 13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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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Ok, I know, mom, I need to do my best 

to practice playing my violin.  Anyway, 

tonight‘s dinner was good too.  I ate a lot and 

didn‘t even touch the dessert.‖  Matthew 

stopped me. 

―What did you eat tonight?‖  

―Spaghetti and soup‖ Matthew answered. 

―What is tonight‘s theme?‖ I asked. 

―Purity.‖  Matthew said,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will see God.  

Matthew 5:8‖ 

 

Wednesday 7/26/06    10:20pm 

 

Matthew got home and couldn‘t wait a 

minute to show me how he makes curve balls, 

fast balls and sink balls. 

―Matthew, stop doing that.  It is very late and 

you‘d better to get ready for bed.‖ I said. 

―Mom, Vincent showed us how to throw balls 

faster and tricky. Come on, I‘ll show you.‖ 

―No, Matthew, don‘t throw balls inside the 

house, you can do it tomorrow morning in the 

yard.‖  

―Mom. Vincent knows how to make a tricky 

ball during games.  I want to practice and to 

be like Vincent in the game someday.‖ 

Matthew said. 

―Ok, my son, what else did you learn today?‖ 

―Holiness and righteousness. Story of Job.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a matter of eating 

and drinking, but of righteousness,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Spirit. Romans 14:17‖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e story?‖ I asked. 

―Praise the LORD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you.‖ Matthew answered. 

―Very good, Matthew.‖  

―Mom, what does Mongolia beef mean?‖ 

Matthew asked. 

―Why do you need to know it?‖ I asked. 

―Mingxi and Lucy told us that we need to say 

something about Mongolia beef in the drama 

we are going to play.  Something like ―I am 

so glad that I got rid off it, otherwise I would 

be the Mongolia beef.‖ 

―Oh, that means you did something right 

before something bad happened to you.‖ I 

said. 

―What does the drama tell about?‖ 

―It is a secret.  You‘d better wait till Friday 

night!‖ 

―Ok.‖ I said. ―Son, what did you eat tonight?‖ 

―Taco! I love Taco!‖   

 

Thursday 7/27/06    10pm 

 

Matthew got home and dashed to his 

bedroom hiding all his prizes.   

―Matthew, you need share your stuff with 

Peter!‖ I said. 

―No, he didn‘t go to the VBS, so he couldn‘t 

have any prizes.  If he goes next year, then 

he can try to have some.‖ Matthew said. 

―Even Jessica plays a role in our drama, why 

didn‘t you bring Peter there.  I don‘t want 

him to touch any of my prizes.‖ 

―Ok, Matthew, didn‘t you know that sharing is 

one of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for others?‖  

―Yes, but the verse we learned tonight is 1 

Timothy 4:12: Don‘t let anyone look down on 

you because you are young, but set an 

example for the believers in speech, in life, in 

love, in faith and in purity.‖ Matthew said. 

―Do you think you set a good example for 

Peter?‖ I asked. 

―No, but it is too late for Peter to play the toys 

now.  I will show him tomorrow.‖ Matthew 

answered.  ―Mom, do you know how to play 

Water Balloon Fight?‖ 

―Yes, but never get a chance to play.‖ I said.   

―Water Balloon Fight is the best I‘ve ever 

tried!‖ 

Matthew showed me how to play Water 

Balloon Fight and told me:‖ I want to be a 

youth, so that I can have more ideas about fun 

time.‖ 

―How was the food tonight?‖ I asked. 

―Auntie Qian Ying cooked beef for us.  I 

don‘t care about Carrots, but all youth think 

tonight‘s food is the best so far.‖ Matthew 

said. 

 

Friday 7/28/06    10:30pm 

 

Matthew was not very excited when he 

got home.  Quietly and sadly, he said: 

―I want to go to VBS tomorrow.‖  

―Give the youth a little break.  You will go to 

VBS next summer, Matthew.‖ 

―Why can‘t we have VBS for two weeks?‖ 

Matthew asked. 

―Do you really like VBS, Matthew?  W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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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you‘ve learned at 

VBS?‖ I asked. 

―I like to be with all my friends.  I like all the 

hosts, for they made the introduction clear and 

attractive everyday.  They organized very 

well for our center times, snacks, fun time and 

music studio.  I like VBS, I have fun over 

there.‖ Matthew said, getting a little bit 

excited. 

―Mom, do you like the last two Chinese songs 

we sang tonight? Do you know the youth 

taught us Pinyin first on the two Chinese 

songs? The Pinyin they taught is different 

from the one you teach me.  There is no 

intonation on their Pinyin.  But we still can 

sing the Chinese without intonation.‖ 

―Yes, because you sing it with music, you 

don‘t need intonation!‖ I answered. 

―Mom, I love VBS.  I wish I could be at 

VBS forever!‖ Matthew said. 

 

 

How sweet my son is!  I wish he could 

be at VBS forever in deed, because he has 

been so kind and nice to me every night for 

the whole week. I thank GOD for Matthew, he 

is a gift from God.  I‘ve learned a lot with 

Matthew and from Matthew.  I thank GOD 

for our youth.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youth 

for their time, love, care, energy and wisdom.  

They made the week so meaningful for our 

children.  I appreciate all the moms who 

prepared food for our children every day.  I 

appreciate Alan and Jimmy for they took 

hours off from work in order to teach our 

children more about GOD.  Most of all, I 

need appreciate pastor Liu and his whole 

family. They were at church all the time 

during the VBS, vacuuming the floor, making 

tea, getting all the paperwork done, busy with 

the copy machine, computer and camera, 

camcorder, decorating, helping with the 

drama, ect.  Thanks God for giving us such a 

wonderful pastor and his family members, 

thanks God for giving us a complete range of 

church members from babies to seniors.  We 

all love you, GOD, and may GOD keep 

blessing our church.  

 

 

 

慈爱的天父给我们每个人的恩典都有不同。

而且一个人若要把他所有来自上帝的恩赐都说

一遍，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和我的太太来美国

读书不到三年，决志信主也还不到三年。这其中，

我们来到荣耀华人浸信会；和刘牧师全家以及众

弟兄姐妹一齐分享主的慈爱和教导；我在德州毕

业，和我太太两个人各处面试并分别获得奖学

金；然后又从德州迁往美国东北；一直到目前我

们继续在进行的学习„„，多少美好的时光，多

少神的保守！然而我们在学业和生活中经历的所

有的成功和失败，在渺茫中的挣扎，挫折与顺利，

麻烦和不麻烦„„，没有一件不是上帝所看顾

的，也没有一件不是上帝的美意。也许见证都应

该分享的是上帝帮助我们得来的成功，但我更想

分享的是，在失败，迷茫，窘迫和黑暗当中，只

有神在陪伴我们，给我们力量和信念。 

也许在常人看来，我和我太太作为还在读书

的穷学生，在生活上也真的没有什幺好奢求的，

当然也没有什幺享受的或者是有意思的和丰富

的内容。的确是这样。节俭已经成为我们一向的

习惯。然而，上帝仍旧给予我们喜乐，给予我们

精神上的丰盛。越是艰难的时候，我和我太太越

是在学习彼此的鼓励，支持，照顾和依靠。因为

我们知道，虽然和很多人比起来，我们做不到什

幺，也并不拥有什幺，但是，我们仍然在相信，

仍然在祷告，仍然继续在一点一点的做，哪怕看

不到一丝的希望，哪怕是目前一塌糊涂。如果这

可以说一声“坚强”的话，对我们来说，这是一

种由信仰而得来的坚强，这坚强就是来自对上帝

的信仰和依靠。也许这些话听上去其实不难做

到。可是，当我们在生活中真的遇到某种困境的

时候，就真的不容易去坚持操练这些，也不容易

继续保持喜乐的心。 

举一个很小的事情。暑假里，我们的汽车的

哈利路亚！感谢神 

武晓锋，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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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头在密西根被撞坏了，不是我们的错，然而密

西根州是执行 no-fault 交通法的，我们无法追究。

照理说我们够倒霉的。有人帮我们看了车，说要

修的钱和买一辆旧车的钱差不多了，一两千是可

能的。当然，非要修的话，要把车带去给不同的

修车铺看了，才能比较价钱。但我们的车属于散

热器和水箱的损坏，已经不可能开着它一家家的

找了，更何况我对当地的车铺的行情和方位一无

所知。若说换车，我们又是负担不起的。 

我们一筹莫展，但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开

路。我们没有抱怨，没有叹息，没有相互数落，

也没有追悔事发的那一瞬间。若说我们不焦虑不

担心，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真的很平静，这种

平静是我们在信主受浸的时候，上帝埋在我们心

里的。现在想想，这种平静真的是一种力量。我

们祷告，用信心在祷告，求神看顾我们。奇妙的

事情发生了。第二天，当我们开着龇牙咧嘴的可

怜的小车出来试着碰运气找地方修的时候，很少

迷路的我开始不知道自己开到哪里了，车的温度

越来越高，情况已经越来越危险。很巧的是，我

突然想起来，就在撞车前一个礼拜，刚刚经朋友

介绍认识了一个修车的地方，说那老板是非常诚

实的。这个车铺就在附近，而且是我当时能想起

来会走的唯一的路。更巧的是，那个车铺的主要

维修业务，就是散热器。我把车给他们看了后，

问起价格，他们说大概三百块。我和我太太松了

一大口气。 

很多事情当时觉得很巧，回头想起来，这些

巧合的事情往往就是神的保守和安排，只有当我

们都耐心经历过，才会想起来这是多幺奇妙。而

作为当事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判断这些事情之

间的关联。神的伟大在于，祂在其中做了奇妙的

工，但允许我们用世间的自然来解释顺理成

章的也好，碰巧的也好„„，哪怕事后想起来，

常常被人们解释得自然而然。我们这些神的儿

女，不仅要用自己的双眼去回顾（我们只有能力

回顾）和感念神的同在，而且当意外的事情发生

的时候，倒霉也好，挫折也好，更加要相信神的

同在，不必害怕，继续祷告。 

像修车这样的事情，神在意外当中看顾我

们，我们也把这意外交托给神，于是事情有了好

的解决。倘若没有神的保守，很小的事情完全有

可能寸步难行。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也许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比起修一辆车要大得多，自己面

临的困境也常常是空前的，不能在自己掌握之中

的事情，哪怕舍得花钱也没有用的事情。比如平

安，比如健康，比如竞争，比如申请某种东西的

批准等等。然而，再大的困难当中，只要你记得

神，神一定记得你。不是因为说信了主，基督徒

就没有困境。基督徒和别人一样要面对这个

世界和现实。但是，基督徒在困境当中的态度可

能是会有所不同，或者说应该不同。因为，有「相

信」这两个字。 

感谢主的恩赐，我是一个弹钢琴的学生。学

琴到了专业表演的水平上，常常须要通过比赛来

实现事业上的进展和成功，以及艺术上的成熟。

而如今的国际乐坛上，钢琴弹的好的人太多太

多，各自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雄厚的背景。所以，

真正的钢琴比赛不是报名就有机会去的。常常会

是一两百个申请者中筛选三十个，二十个等等。

为了准备每一个比赛的报名材料，我努力的练

琴，录音，因为录音场地的限制，我常常是熬夜

的录音。录完了还花大量时间来整理，比较，挑

选。然后附上对我来说比较昂贵的报名费（常常

是一百块一个比赛）和一线希望，寄到比赛报名。

几年当中，寄出去无数的比赛申请，当然也是无

数的精力，时间和费用，还有希望的寄托，全部

被拒绝。不管是什幺原因，这是多幺令人沮丧的

事情！然而，我没有停下来。在我不断祷告的同

时，我反复思考自己的曲目，不断分析和提高自

己演奏的质量，并且慎重地积累自己的简历。当

然，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困难的，就是在无数

次被拒绝后，继续花钱花时间报名下一个比赛甚

至飞到那个地方去面试。明知道希望的渺茫，明

知道黑暗中的无奈，但仍旧坚持在用力神若

要使用我们，必定先要磨练我们。也许就是神给

我的信心，给我的磨练„„，让我在这无数次的

不顺利当中，学到了很多，进步了很多；当然也

是神给我的祝福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在祂的

计划当中，让我在这所有的失败当中坚固我的信

心，考验我的信心。我在今年的若干个大小

钢琴比赛里，不仅成功地被比赛录取，而且分别

得到了三次第一名。我开始被邀请去更多的比

赛，甚至在欧洲若干国家进行巡回演出，包括西

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奥地利

等。这对我的职业钢琴家的生涯无疑是一个好的 



 29 

慈爱的天父，亲爱的弟兄姊妹： 

经文：使徒行传 1:18 说，但圣灵降临在你

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今天让我来作主耶稣的见证。 

（一）神赐我奇异恩典上教会 

在 2002 年 7 月初，是我第二次来美国，第

一次到达拉斯，对我来说，更是一个人生地不熟

的地方。不懂英语，我等于是个哑巴；不能开车，

我等于没有腿。仅只能听得懂国语，但还说不好。

要在美国生活，这对我来说，有多大的难度，有

多少的忧愁？我是个罪人，在我心中很没有平

安、喜乐。只想能上一个教会，到神面前认罪、

悔改、重生、得救。又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一个我

要上的教会呢？神赐我奇异恩典，就在 9 月 5 日，

第一个礼拜天早上 9 点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由一个素不相识，而且还是马来西亚籍华人，是

教会的传道士，接我来到这个荣耀华人浸信会。

也就是我正想要上的这个教会。 

（二）我上到这个教会后，神赐我浩大恩典 

第一、医治我没有腿的。差派王苑姊妹专

程开车来接送我上崇拜、上祷告会、上团契，和 

教会举办的各种福音活动。使我的新生命不断地

在教会里长进。 

其二、拯救我我在 2002 年过圣诞节时，以

浩大的恩典送我住了三天三晚的福音营，使我的

新生命不断地在基督里长进。 

其三、神的慈爱，我蒙恩得救。约翰福音

3:16，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第一

天上教会，听池（峈峰）传道证道：神的慈爱。

之后，在霎那时间，因受圣灵感动，我进到台前，

当众表态，决志信主。愿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主

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之后，我不知

道会有美国人上前来和我拥抱、祝贺。也不知道

会有姊妹上前来和我拥抱、祝贺，并且说，现在

我们是姊妹，今后在天家仍然是姊妹。这对我来

说，从来没见到过，也没听到过的言词、举动，

我是一个多么激动感恩的心。之后我才知道那美

国人是但尼斯执事，那姊妹是汤国秀姊妹。还有

许多弟兄姊妹向我祝贺的，当时我不能一一认

出。2003 年元月 5 日，我在教会母堂由郭必辉牧

师施浸，正式归入主名下，成为神的儿女。 

（三）我是小羊，在教会的爱中长大 

我们教会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吴奶奶，我称

她老羊妈妈，她有五十年的基督徒史。长子是教

开端。当然，即使是比赛中的挫折，也一定是神的保守，神的祝福。在将来更大的挑战当中，我

没有期待顺利。我只知道，我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因为神让我更多的磨练，无论是什幺方式。那

都是对我的祝福。 

也许我的见证太强调我们生活中的不顺和挫折。但神的祝福真的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生活上

的恩赐和事业上的成功。过得好，自然要感谢神；过得不好，要首先检查自己的信心，在逆境当

中坚固自己，通过祷告把担心都交托给神，更加要信任神，感谢神。 

哈利路亚！ 

   見  證 
                            易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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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执事，这对她看顾小羊，更为有经验。记得我

是刚出生的小羊时，她领我与她同坐，开始我不

会翻找圣经，她就帮我在圣经贴好目录标签。有

时小羊我忘记没带眼镜来，她马上就从包里拿出

眼镜来给我。要是看到我没有带什么样的笔，她

随有又从包里拿出什么样的笔给我。有次发现我

的眼镜有点坏了，她马上从包里拿出一付新的来

给我戴上，并还要问我，合光吗？喜欢吗？我现

在戴的就是这付眼镜，很喜欢，很合光。吴奶奶

她平时包里带的那些，就是她特意为我准备的。

缺什么有什么。当我是小羊的时候，吴奶奶还非

咬领我到她家住一两晚，亲自为我作香甜可口的

糕点、饭菜给我吃，让我尝到羊妈妈对羊崽崽的

母爱之情。吴奶奶不但是对我生活小节上的无微

不至，就是对我灵命里的长进，看顾更为重要。

平时对有关介绍属灵的、传福音的各类书籍传递

给我看，就是连去年（2005）9 月 18 日的主日，

刘牧师证道「灾难」，看到我没有来，她就完全

的记录下来，等下主日来，非拿给我看不可。使

我在灵命里，对灾难的真道上，我不至缺乏。 

还有我们的执事吴文正弟兄，也经常传递

有灵命的、传福音的多种书籍给我看。并还为我

摄下很多有意义的照片。体现我在教会的生活，

有喜乐，有平安！还有王苑姊妹在专程接送我的

行程路上，多与我讲圣经，传福音，并还讲，将

自己的罪如何钉死的见证。平时还关心我在教会

的书架上，指到、介绍，要我看能看那些书，听

道那些讲道带子，使我受益不少。在 2003 年 11

月间，我回中国时，王苑姊妹在爱中特捐送了 100

美元，支持了一家农村两个贫困学生。摘化录取

进城读高中。今年得信，这两个学生都考上了大

学本科。神爱世人，这福音，王苑姊妹撒种在湖

南农村两个大学生的好土地上，在生根发芽。到

时候有收割。王苑姊妹在每次接我的时候，总是

还叫我小外孙劲一同上车，来教会接受福音。

这之外，王苑姊妹还多次领我上商店、逛陌、喝

茶、吃饭、聊天，使我全身放松，如同躺卧在青

草地。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

楚。今年是教会七周年庆，我就在这个教会成长

了四周年，第一年恩典，我由王苑姊妹接送，第

二年恩典，我由刘牧师接送，第三、四年，由女

儿接送。有不便的时候，接着就来了晓明姊妹、

慕全弟兄和玉卿姊妹、金春姊妹，只要我在缺乏

的时候，他（她）们就都不管自己有多累、多忙、

时间多紧，首先就是那么真诚、那么热诚接待我。 

（四）神的怜爱，从四面环绕着我 

在 2003 年 9 月间，因王苑姊妹要从公寓搬

迁自购新屋，这就比原到我家要远一倍，开车需

40 分钟。我愁着上教会该怎么办？正好在同年的

八月一日，刘牧师从台湾来到我们教会任牧师，

奇异的是，刘牧师正好又是租住在王苑姊妹住的

那片公寓。有神的怜悯、慈爱从中环绕我，我不

知道会有刘牧师来接送我。我记得在去（2005）

年 9 月 30 日，是教会邀请廖连熙医生关于心脏

疾病的常识、预防与治疗讲座。神给的这个浩大

恩典，是我多么恳切需要。因我患的疾病与讲座

紧紧相关。但我自己没有一点办法能在 7 点半钟

赶来教会，因我当时在吨同（Denton）那边帮人

带小孩，每个星期五要到晚上 11 点，才由那家

老板开车送我回家。我在困难当中，谁是我的依

靠呢？谁是我的帮助呢？我唯一的只有与刘牧

师讲，不知道他马上讲，没有问题，我来接。大

山可以挪开，神的慈爱挪不开，江河可以断流，

神的慈爱永远长流。 

我还记得刘牧师来的第一年里，他领我们

教会年纪比较大的，如江航的父母亲等好几位，

到我们从没有去过，达拉斯最大的森林公园、水

上公园，扩大眼界去欣赏大自然的美丽、奇妙，

使我知道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创造的。刘牧师来

的第二年里，领我去参加教会在那森林公园举办

的退修会，我还记得在那傍晚上，坐在那禾捆车

上，开到那山坡上，在那主耶稣被钉的十字架前，

在那燃烧的营火中，我亲眼看见了、亲耳听到了，

有八位弟兄姊妹的受洗见证，使我得着更丰盛的

新生命。接着，在今（2006）年 9 月 2 日，刘牧

师带领我们这些群羊进达福地区华人浸信会联

合举办的退修会，不断地给我灵粮喂养„„，总

而言之，我在基督里的生命历程，应验了诗篇 23

篇 1-3 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祂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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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藉這個機會感謝教會在每個禮拜的禱

告會，都一直為醫療工作人員代禱，是的，無論

環境如何，我們在天上的父，總是在傾聽我們的

禱告，祂使萬事互相效力，叫信祂的人得益處，

也因著主內弟兄姐妹的彼此代禱和信心呼求，使

我親自經歷神所賜的平安與喜樂。的確，我是一

個蒙恩的兒女，因為天上的父神，祂本為善，祂

行大奇事，祂顧念我困苦的地步，救我脫離凶惡。 

回顧 2004 年是我這一生經歷最多試煉的一

年，若不是神的憐憫、恩惠和隨時的幫助、保守

與保護、救我脫離惡者的逼害與攻擊，我真不知

道我的日子會是如何。 

事情要追溯到 2003 年五月的某一天，當我

在公司裡，對我們其中一名按摩治療師，作一年

一度的工作審核時，當時她希望我對她在經濟上

有所幫助，原因是她的老公失業、加上她即將臨

盆生產、而且家裏房子面臨被銀行查封的危險，

經濟上實在很困難。當時我動了一念之仁就答應

幫助她，不僅給她調高薪水，還給她額外的小費

酬金。由於我們公司是屬於醫療性質的診所，原

本沒有像三温暖店那樣的小費制度，但是我當時

考慮她的按摩技術不錯，而我的個性也一向不愛

和人計較，就這樣幫了她一年。本來好意幫她，

沒想到她得了好處，非但沒有心存感恩，反而出

於對金錢的追求而與其他員工爭風吃醋、搶病

人、爭小費，結果引來了一場紛爭，迫得我左右

為難，不得不停止再繼續給她小費。 

於是，在 2004 年五月的時候，我告訴這位

員工，我已經在經濟上幫了她一年，現在我必須

終止這個支援。因為每一個員工都有她的經濟需

要，而我公司的規模無法去滿足每一個員工的需

求，結果沒想到她居然說，我若不繼續在財務上

幫助她，她就要去告我。 

當時我真是不能理解為何有這樣的人，恩

將仇報、不知感恩、還要加害於我們，為此我們

全家一起同心禱告，懇求天父憐憫保護，賜給我

們聰明智慧來處理這樣的難處，最後我們決定將

她辭職，全心仰賴主，不再受她的威脅與恐嚇。 

事後她就去煽動病人，同事來加害我們，

首先她打電話給我們的病人說我們診所關閉

了，並拉攏病人去她家讓她按摩，有的病人信以

為真，以為我們真的關閉就再也沒來，當然有些

病人不會相信她的，就回來求證並告訴我們這件

事，在這事發生之後，沒想到我的另外一個員工

沒有以此引以為戒，居然也在上班的時候遊說病

人到她家去按摩，並且在診所促銷她的直銷藥

品，直到有一天，有一位病人來告訴我，我們的

某位員工侵犯了她的隱私權，打電話到她家促銷

藥品，問我有沒有授權給她做這樣的行為，我才

知道事態嚴重。結果這位員工一錯再錯，謊言遮

蓋謊言，還賴說是病人說謊，逼的那位病人不得

不把證據呈上政府機構，使她不僅失去工作且連

失業救濟金也拿不到，這是我們開業十幾年以來

第一次把員工解雇，我的心好痛好痛，接下來的

日子，人身攻擊、煽動病人、挑撥離間、誣告毀

謗,勒索等等，一連串的事就接二連三的發生，我

們小小的診所，在短短的幾個月當中，經歷了狂

風暴雨的沖擊，可說是一波接一波，但是在整個

過程中，因著信靠主，心中一直有著平安，就如

彼得前書五章八到十節：「務要謹守，儆醒，因

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

行，尋找可吞喫的人；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

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

樣的苦難，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

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感謝主在教會弟兄姐妹的恆切祈求和父神的保

守下，我們度過了這一段困難的日子。 

是的，2004 年是很艱難、困苦、黑暗、陰

沉的一年，但也是要感謝主，因為每一件事情的

發生，上帝都有她的美意，神對我們每一個人的

生活，都有特別的計畫。如今走過來真的是如聖

經所言：「百般試煉都要以為大喜樂。」也因著

這樣的經歷，我學會更仰賴主。天父就是這樣愛

我們、接納我們，正如《最知心的朋友》這首詩

歌裡所表達的：「在我們人生的每一個階梯，每

一個小站，祂總是在攙扶著我們，把我們帶在祂

（續文轉至第 33 頁） 

在試煉中得安息 
葛麗絲．辰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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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y Chinese Baptist Church has 

engaged in various mission trips in order to 

encourage members to share not only with 

their neighbors and those they work with, but 

to also think and pray about serving in other 

countries.   

In Matthew 9:37-38 Jesus tells His 

disciples,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Ask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herefore, to send out workers into his 

harvest field.  Some have noticed that we 

need parents to help teach their children in 

Sunday School.  Did not Jesus say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We accepted the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Lord 

to teach our children (Deut. 6:7) both at home 

and at church.  By teaching them at church, 

we became workers through which the Lord 

could work and He answered our prayer to 

send laborers into the harvest.  What are you 

doing about teaching your children at home 

and in the church?  We have a command 

from our Lord Jesus to go into all the world to 

make disciples for Him in Matthew 28:18-20.  

It is one thing to teach children to make 

money.  It is another thing to teach them to 

obey the Lord.  When they see us being 

disobedient to our Lord, they are motivated to 

disobey also.  Set your mind to make 

disciples of your children first for our Lord.  

Acts 1:8 tells us we are His witnesses.  We 

witness by what we say and do.  Do your 

children see you sharing Jesus with others?  

Do they see you giving 10% of God's money 

back to Him?  What is the witness of your 

life?  A nice house, car and lots of things?  

Or do others see you speaking about Jesus?  

Romans 10:9-10 tells us, if you confess with 

your mouth, Jesus is Lord, and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you  

 

 

will be saved. ? For it is with your heart that 

you believe and are justified, and it is with 

your mouth that you confess and are saved.  

We are to use our mouth to speak to others 

constantly about our Savior.  The first place 

to begin to share your faith is at home with 

your spouse and children.  Next, you speak 

with your mouth at church.  You then speak 

about Jesus with your neighbors, friends and 

those you work with.   

The first year of existence for GCBC, 

about 17 members drove to Arizona to work 

on 2 Indian reservations.  We saw 17 people 

accept Jesus that year.  The 2nd year about 

10 members took a week to reach out to 400 

families in our area of DFW.  Our 3rd year 

about 8 went to Eastern Tennessee to work 

with the elderly and disadvantaged children.  

The 4th year 4 went to Memphis, TN, along 

with a Chinese church from Ohio, to work 

with an inner city church and the homeless, 

with about 2 dozen coming to Christ that year.  

The 5th  year about 8 went to Taiwan, along 

with a Chinese church from California to 

work among an aborigine group in Hualien.  

About 2 dozen came to Christ that year.  The 

6th  year 4 of us went to China to begin to 

figure out a way our church can be involved 

in reaching Chinese.  It was the most 

difficult trip we've undergone in terms of 

spiritual darkness hav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our ministry.  This year 3 of us returned to 

China to minister in many churches and a 

hospital.  The Lord is putting together a plan 

for us and our church to minister there.  

God wants 100% of us involved in 

praying for missions and evangelism.  In 

Matthew 9:37-38,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The Mission Work of Glory CBC 

Dennis and Mary Krue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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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  Ask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herefore, 

to send out workers into his harvest field.  

God wants 100% of us to be witnessing to 

those around us.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in Acts 1:8,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God wants 100% of us to be giving 

toward the cause of missions and evangelism.  

In 1 Timothy 6:18-19 we read, Command 

them to do good, to be rich in good deeds, and 

to be generous and willing to share.  19 In 

this way they will lay up treasure for 

themselves as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coming age, so that they may take hold of the 

life that is truly life.  Matthew 6:24 states, 

No one can serve two masters. Either he will 

hate the one and love the other, or he will be 

devoted to the one and despise the other. You 

cannot serve both God and Money. 

Missions, and evangelism, should have a 

high position in the ministry of GCBC.  It is 

high on God's list, so it needs to be high on 

ours.  The plan is for someone to begin to 

take our place as we will be retiring to China, 

Lord willing, in about 4 years.  We would 

like the Lord to open the door for GCBC to 

have ongoing ministries in China.  Who 

better to reach Chinese people than other 

Chinese?  Pray, asking God how He wants to 

use you in speaking to others about Him. If 

you are parents, pray about one of you 

teaching your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class 

as they grow up.  You will not regret your 

obedience to the Lord, as well as having a 

ministry in church.  Ask y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China that attend 3 self churches if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come and 

work with them.  We believe God will open 

greater doors for us yet. 

GCBC participates in missions 

financially in several different ways.  Our 

church currently gives $2,000 per year for the 

mission trip. Any funds that are needed above 

that amount are raised through donations.  It 

is called faith giving.  For example, last year 

God provided donations to the mission fund, 

which exceeded the amount needed.  We 

were able to make the mission trip in 2006 

without raising any additional funds, since 

mission funds remain mission funds and are 

not transferred to the general fund.  Glory 

Chinese Baptist Church is considering and 

praying about participating in 3 or 4 different 

mission trips next year.  It will cost more 

than the $2,000 annual church budget.  

Participants will need to seek God in 

providing necessary funds.  One way to do 

this is to send letters to friends and relatives 

asking prayer and donations in order to make 

the mission trip.  This type of fund raising is 

called faith giving, or faith missions.  GCBC 

gives to missions in the annual budget and 

allows individual members to trust God by 

watching Him provide other needed funds.  

As we consider the command of our Lord 

Jesus in Matthew 28:19 to make disciples, 

missions is one way of obeying that 

command. 

May the Lord bless all of us as we seek 

and obey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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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告訴我們當走的路，免得我們滑向死亡

邊，祂的愛何等長闊高深，我心發出驚嘆。」詩

篇 37 篇 5 節也告訴我們：「當將你的事，交託耶

何華，並依靠祂，祂就必成全。」的確，神是信

實的，祂愛我們，祂永遠不會撇下我們，讓我們

獨自受苦，祂不僅利用這次的事變，來堅固我的

信心，而且也藉著這樣的操煉來建造我，使我更

能得著祂的義，為此我更要全力以赴，熱心服侍

祂、一生跟從祂，永不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