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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手引導我、操練我走天路歷

程~黃賢美姊妹 
 

        1995年先生帶著我和六個月大的女

兒移民加拿大，當時我先生興致高昂的

懷著他的事業藍圖，準備在加拿大創業、

就此長居。而我在台灣某個出版社工作，

正是我喜歡的工作項目，我在不捨的心

情下倉促辭職，懵懵懂懂地就一腳踏進了溫哥華的移民生活。 

        我先生開創的事業在 1998 年因為種種的因素，徹底地被現實

環境粉碎了！會計師勸我先生宣告破產，一時之間家裡的經濟就變

得十分的拮拘；我們夫妻在台灣結婚三年就移民，在台灣既沒有甚

麼存款也沒買房子，移民成了不歸路。 

        為了經濟的因素先生決定在家開設工作室，一方面也能分擔我

的家務和照顧兩個稚齡的女兒，我只能趁著兩個女兒就讀小學期間

打打零工。一直到小女兒 8 年級的時候，我才正式的在加拿大工作。 

        因為我的學經歷跟理工法商無關，我只能選擇一個薪資不高的

服務業來盡我所能的補貼生活費。我的顧客群中有一部分是社會的

邊緣人，有些人嗑藥打毒品，有些人是流浪漢、變性人、同性戀、

妓女⋯⋯等等 

        在看似複雜的環境下，我工作時其實蠻開心的。神打開我的屬

靈視野，我接觸到有多少人是在社會的陰暗角落裡，他們實在需要

救恩，我更能體會到福音的寶貴。 

        剛進入職場時，曾經發生一件小事情，卻影響了我往後在職場

工作和教會裡和其他事奉的態度。有一天上晚班時，來了一位中國

老太太，她不會說英文不知道該怎麼溝通，我就用國語服務。當時

我的一位同事見狀，她憤怒得當場在顧客和同事面前大聲的訓斥羞

辱我，事後我氣不過來向她回嘴。 

        隔天經理單獨跟我面談，我的經理向我表明她是一位基督徒，

她希望我能學習面對衝突或委屈時，凡事要忍耐、包容和體諒，學

習饒恕；更何況那位女同事正面臨婚變，是我不知情之處。藉著經

理的勸勉和安慰，「接納、忍耐、體諒和饒恕」成了我跟同事相處

和服務顧客的心態。 

        沒想到自此之後，我經歷到更深更痛的試煉時，這些屬靈品格

的操練，神的手一路牽著我走過生命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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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作是日夜排班，平時除了参加主日崇拜之外，教會週間

的所有聚會我都無法參加。我也幾乎沒有時間跟朋友見面，因爲我

還要幫忙先生的工作，屬靈生活陷入苦悶和枯乾。 

        上班期間我曾經参與兒童主日學的事奉，一位同工邀請我要不

要去參加 BSF(聖經研讀團契) ，藉此幫助我有個讀經小組。這時候

總公司已經安排我到另一家店工作了，我就大膽地跟我的經理提出

要求，每週四不排班，經理聽了我的請求之後，她居然二話不說就

此敲定，她的承諾一直維持到我離職。神的作為奇哉妙哉！ 

        滿有憐憫慈愛的神在「聖經研讀團契」裡，安排了幾位姐妹成

為我的屬靈同伴，甚至有些姐妹不在同一小組裡。我們彼此有很深

的交通、彼此代禱；後來更有兩三位姐妹和我每週一起組成小小禱

告會⋯為國家為教會為家人，在信心裡彼此扶持。 

回想我在台灣十多年的職場生涯裡，神很巧妙地了安排好幾組性質

不同的屬靈同伴，陪伴我在屬靈生命的成長。當中有宣教士、傳道

人，也有幾位是基督教機構工作的全職同工，我們有固定的禱告交

通時間。中國人所謂的益友⋯友直、友諒、友多聞，他們的的確確

實踐在我的屬靈生命的操練上。 

        去年疫情爆發，神奇妙的帶領我和兩位居住在台灣的妹妹，成

立了線上家族祭壇；我們是親手足也是屬靈同伴，我們的家族祭壇

已經持續了將近一年半，目前仍然是每週一次禱告會。我信主後十

多年，部分的家人才一個個的決志信主，今天神親自成就了「家族

祭壇」，這實在是神賞賜的奇異恩典。 

         感謝和讚美神的作爲！我信主受洗之後的物質生活並不富足，

然而神恩待我的天路歷程裡有屬靈同伴的扶持，就如但以理有三位

親密的好友，他們在異國文化裡一起面對試煉和挑戰，經歷職場上

的意想不到的難處。 

         從寬向的角度來看，屬靈同伴是神隱形的慈繩愛索，神的手藉

此使我不至於面對試煉或苦難而脫韁、慢慢的消沉推開神！ 

 

 

個人見證 ~ 莊佩玉姊妹 
         

        最近到朋友從世界各地傳來消息

說：自從去年年初的疫情開始，很多

人都「居家辦公」，與家人的接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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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往常多了許多，也因此造成婚姻裂縫愈來愈大，甚而一發不收

拾。所以專辦「離婚案件」的律師，生意異常地忙碌，聽說離婚律

師忙得連覺都沒得睡，案件依舊多得無法想像。所以我今天才想和

各位弟兄姊妹們分享的主題是「夫妻之間的相處」。 

        首先，我很感謝神，讓我出生在這個家庭，這個時代中，必定

有 神的旨意及恩典。我出生在一個稱為基督徒的家庭，我是第三代

基督徒。由於家庭環境的因素，讓我明白信仰是個人與 神之間單獨

的關係，沒有世襲。 「基督徒」的真實的生活有多少成份溶合在 

神的話語中，可視他與 神的關係如何。所以，基督徒的好習慣，壞

榜樣，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都是值得我們將它做為鏡子來看自己。

我們生命的真實，是造就新的自己，照亮別人，還是絆倒別人，甚

而令其他人對基督的認識有錯誤或是阻隔他人去接受神(福音)等， 

都值得我們去省思。 

我和先生都是在基督信仰的家庭中大，他是第四代基督徒，他出生

在香港，17 歲時隻身到加拿大求學，之後移民，定居及工作。在當

時，他所受的教育是英美式，語言是粵語，英語，生活背景是港式，

英式及參雜潮州人的習慣(因他父母皆是潮州人) 。而我卻是土生土

長在台灣。所以我們之間就語言，風俗習慣文化等等，可以說是完

全沒有交集，唯一有交集的就是“信仰─基督” 。基於以上的種種因

素，我們的婚姻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不被看好的，但在  神的眼中又

看是如何呢？ 

神在有所為之前，會先看看我們用什麼態度去對待？ 

        以我的家庭背景，我對異象有仇視觀念，對外界懷有離意，所

以將自己封閉到二十多歲，是  神帶我回家的。我在結婚前兩年才

受洗，但我學習順服，將婚姻之權交在天父手中，由祂負責，當明

確知道  神為我預備時，則完全信賴交託。當我步入婚姻時，一個

人隻身來到加拿大，無親朋好友在旁，我只能信靠“神”天天求，時

時刻刻禱告，而且每日都讀經。因為連一個可以說：“國語 普通話”

的對象都沒有，所以親近主，是我每天唯一可以做的。 

        學習成長中，自己謙卑下來，讓  神掌權. 聖經上如何教，我就

如何學，真真實實對  神負責。即使對老公(先生)有意見看法不同，

也求  神給我智慧及話語教我如何去表達。我更不會去責怪他，只

要有任何委屈，難過，不平等等，都只找天父去哭訴。反正，我就

認定天父掌管一切，我只要順服聽從聖經的教導，其他的我就完全

交由父神去處理了，我不再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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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的婚姻經過 30 多年，彼此的關係又愈來愈順。在生活中，  

神的恩典真得數算不完，這是因“天父”在我們中間，有機會時，再

做分享。 

        夫妻之間，我是妻子的身份，在  神的眼中，丈夫是頭《創世

記二 18》， 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我所了解的“幫助” ，不光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幫助，而最重要的是

「幫助他為頭，讓他及家中的每一份子，在靈裏都能緊緊捉著神，

不會被世界潮流漩渦給捲走，讓“神”真真正正做這一家的主。 

        所以，我們家的相處之道，其實是最“簡單”的，是以“神的話─

聖經”來放在自我的面前，謙卑地省查自己如何再說。 

夫妻之間彼此時時扶時，分享及鼓勵. 天父也時時原諒我的過犯，

所以我也要學習原諒，尤其對自己身邊的家人，更是要多多包容，

多多體諒及原諒. 因為在天父的眼中，我也不是完美的人，但祂依

舊愛我，為我預備一切來讓我們成長且更明白祂的美善。而為何我

不能放下一切來跟隨祂呢？ 

        「愛是恆久忍耐」的木牌是結婚時有人送給我們的禮物，我就

釘在床前的牆上，時時，天天地提醒自己。有時軟弱，就禱告向天

父求，求祂開我的心，開我的眼，改變我，造就我。 婚姻生活是彼

此兩人在  神面前一起走，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神祝我們夫妻二人，也祝福我們一家四口，甚而是整個大家庭亦被  

神所祝福，這是我們親身見證─祂的真實。感謝  神。 

最後，祝福各位弟兄姊妹們在主裏的生命更加豐盛，並且將所有的

一切榮耀及讚美都歸於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阿們！ 

 

 

 

個人見證 ~ 包健弟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和父亲关

系的改变。我出生在南京，因为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父亲的工厂搬迁去了四川，

直到我弟弟出生，我 6 岁的时候，他从

四 川 调 了 回 南 京 工 作 。 

父亲是一个在他幼年时候没有得到父母

亲爱的孩子，所以他不知道如何去爱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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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给幼年时候的我，带来了心灵上相当大的创伤，他不开心的

时候就会拿我出气。我的母亲却是一个非常疼爱孩子的人，这和我

母亲的家庭背景也有一定关系，她从小在家里受到了父母亲很多的

爱，每一次我在被父亲教训毒打后，母亲总是非常的心疼，所以母

亲和父亲的关系也因着他经常打我变得非常不好。 

        我 16 岁开始独立居住，也工作了，1990 年凭着当时赚得的一

些钱还有人脉关系，独自离开了中国去英国留学，时间一晃到了

1995 年，我从英国办理移民来到了加拿大，并且结婚生子，在这之

后我就想帮我的母亲移民来到加拿大，让母亲在这里的享受养老的

生活，父母亲虽然关系不好，但一直都没有离婚，所以我也没有办

法 ， 只 好 帮 我 父 亲 一 起 办 理 移 民 过 来 。 

当父母亲移民过来温哥华以后，我们的关系依然不好，因为思想观

念上的不同，还有就是我心里的阴影，造成我和父亲之间时常有言

语上的冲突。 

        其实我是一直主张我的母亲跟我父亲离婚，这样我就可以名正

言顺的不用理会他了，反正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好，从我记事开始，

他们经常发生冲突，我的父亲是一个性格暴躁的人，时常对着母亲

暴跳如雷的，大声的吼叫，这一点我一直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我

非常担心母亲在生活上的弱势，但是母亲总觉得年龄都那么大了，

现在离婚面子上太过不去了。我曾经跟母亲说过，就算我爸爸死在

外面，我也不会去给他收尸，因为他实在不配做父亲。 

        自从我信了基督受洗归入祂的名下，我的母亲跟我的弟弟也不

久相继決志受洗，我的父亲比较刚硬，一直很抵触上帝。 

2018 年 4 月份我被检查出有癌症，之后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治疗，这

期间经历了太多神的爱。癌症康复以后，我开始反思个人的问题，

当我想到主耶稣是那么爱我们，祂爱我们甚至附上了生命的代价，

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担当了我们的过犯，我非常的感动，我

开始为我的父亲祷告，我相信圣灵的力量，我只需要信靠祂，剩下

的事交给神。 

        这期间我开始尝试跟我父亲关系的恢复，渐渐地我们的关系开

始变化了，时好时坏有反复，但我坚信神可以改变一切，祂的能力

是无法测度的了。 

        我要努力成为天父喜悦的孩子，因祂如此的爱我，我要爱我的

父亲，我把儿时那些痛苦的往事通通的交托给了主耶稣，我现在对

我的父亲没有恨，而是实实在在的当他是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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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经常去父母家里和他们聊天，陪我父亲聊天的时间比较多，

他也逐渐的在改变。我每一天都为他祷告，2018 年圣诞节的时候，

在教会我有个人见证的分享，我邀请父亲来教会参加，他欣然的答

应了，那一次见证分享后，他是有感动的。之后我也时常的去他那

里跟他分享我生活，分享福音，也试着邀请他去教会听道，但都被

拒绝了。我相信祷告的力量，我相信上帝的大能。 

        几个月后的一天，主日是孙牧师证道，我尝试邀请父亲，这次

很神奇，他愉快的答应了。主日早上我去接他之前，他打来电说他

不想来了，我觉得这事情不用勉强，等下次吧。就在我去教会前他

又打电话来，说他还是去吧，我便开车过去接了他跟母亲一起去了

教会。 

        孙牧师讲道之后，父亲应该是被圣灵感动了，经过孙牧师的邀

请，他跟孙牧师做了决志祷告，感谢神！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父亲依旧是反反复复，但我们之间的关

系并没有改变，似乎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有时候我去他那里，

离开的时候我们拥抱亲吻，现在他有时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是有神

的，并且对他以前对我做的事情表示非常后悔，也承认人是有原罪

的，我用创世纪里约瑟故事做说词“从前你的行为不好，但神的意

思原是好的，为的是成就今日的光景，如果没有我们以前破碎的关

系，我不会出国来到加拿大，也可能就不认识上帝了，那也就不会

得救了”。 

        母亲对父亲在生命上的改变也是非常有感受的，昨天我陪父母

亲去海天公路转了一圈，回来时在马蹄湾吃饭，母亲说“如果按 100

分计算，以前你爸爸只有 10分的话，现在可以打 60分了”。 

        我会一直为父亲祷告，我相信上帝有祂的时间，而我只需要坚

持不断的为他祷告，直到有一天圣灵会感动他受洗成为一名真正的

基督徒，主耶稣我相信祢！ 

【徒 16:31】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大溫哥華聖道堂~雲彩見證  第一集 

 

9 

主日学见证《但以理书》~  

龚秋玲姊妹 
         

        感谢神，我们能够借着主日学不

断学习主的话语，也感谢神让宋传道

带领我们，使我们在灵里都有很大的

得着也使我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见

证。信主之后我常常在想，作为一个

家庭主妇和妈妈，我怎样才能更好地

事奉主呢？怎样才能更好地传福音呢？

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

时”。那就是说，每周 7天 24小时，

而我 24/7 都在家里。但是但以理可

以在异教外邦如此忠心事主，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可以将

我的家作为我传福音的工场呢？因为我在家里有三个孩子，加上我

妈妈。于是他们就成了我得时不得时传福音的对象。 

        孩子们小的时候我和振风也刚信主不久，虽然不知道如何向孩

子传福音，但我们有一个负担，就是一定要使我们的孩子成为耶和

华的产业、上帝的儿女、基督的精兵，而不被世俗左派无神论和共

产主义思想所掳掠。我和振风所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全家决不停止

聚会，不找任何借口不去教会敬拜上帝，不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

其次，我们作为父母在心里常作准备，在合适的时机，用不同的方

式，比如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孩子们我们生命和信仰的经历，并常

常花时间与孩子们讨论关于创造、上帝、耶稣和圣经的问题。第三，

我们坚持每天与孩子们一起祷告。第四，我们全家在合适的时候开

始家庭查经，我们是每天一起读经、查经，用国语、英语和上海话

交叉进行，很像联合国。 

        这样，我在家里的生活仍然是以油盐酱醋为主，但我们作为父

母与孩子们的交流和互动却往往都与属灵有关，这样，就直接影响

到孩子们的信仰生命的成长，我们在查经过程中，用神的话来对照

自己的言行，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不足，大家就不会求全责备，慢

慢学习凡事包容。 

        孩子们进入中学时，谈论的话题就更多了，更加深入了。在饭

桌上谈论信仰，总有说不完的话，一顿饭常常要吃一两个小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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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常在孩子们面前做见证，讲述他们小时候的故事，述说神在我们

家庭中的恩典。 

        他们百听不厌，享受这样属灵和隔代的交流。我们也没有为孩

子的教育操心，他们信主后都清楚明白为什么要认真学习。孩子们

在小学时我在家里教他们中文，他们一进大学就都积极参加大学组

织教会支持的宣教事工，多次去亚洲和非洲宣教。 

        比如说我的二女儿 Cynthia，她在中学期间就一直在教会参与

少年团契事工。上大学后被选为 UBC 校园团契的主席，并且担任

大学的数学和化学助教，学习工作十分繁忙，但她却养成了每天 5

点起床灵修的习惯。当她毕业后在我们家举办了一个同学毕业的告

别聚会，有 50 多人参加。同学们都依依不舍，分享他们在大学的

生活经历。很多同学专门来告诉我 Cynthia 在学校里对他们的很多

帮助，使他们深受感动。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感谢神，感谢神不仅拯救我们，而且使用我

们，并且通过我们所传的福音，使孩子们也信主并为主作见证，领

人归主，使荣耀归主。 

        我这个老二当年差一点就成为不准出生的人，她的故事振风写

过一篇博文。她大学毕业后对我们说，她要学习宣教士，去远处为

主传福音。 

        先去亚洲两年，在最年轻的时候去宣教，把最好的献给主。当

时我知道了心里相当挣扎。我虽然知道宣教是主赐给我们的大使命，

但实在是心疼孩子。所以私底下总是有意无意地说她应该去读研究

生。她是个好学生，无论在哪一行都能为主做见证，不一定要去宣

教呀。我知道这是我的私心。而她也能体恤妈妈的软弱，婉转地跟

我说：“妈妈你不是常常对我说，我是上帝赐给你的吗？现在上帝

要用我了，你怎么就舍不得了呢？” 

        我听了无言以对，就说我们家经济不宽裕，这她也是知道的。

她从 16 岁开始就自己打工赚学费，从没要家里一分钱。她又对我

说：“妈妈你的信心在哪里呢？若神差派祂也必会供应。” 

        我更没话讲了。但我心里却知道，这就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因

为我们所传福音的种子在孩子的心里真正生根发芽，他们的信心与

他们的身量和智慧一起成长，做父母的还有比这个更高兴呢？ 

        今天老二在宣教两年后回到了温哥华，正在美国大学进修以基

督教信仰为基础的心理学硕士，神为她预备前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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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妻子和母亲，我觉得在家里的事工神同样祝福，就像但以理在

异邦他乡异教的国度同样能事奉主那样。我今天就做这个小小的见

证。愿神祝福大家！谢谢宋传道！ 

 

 

 

一个职场妈妈的生存见证~  

任金云姊妹 
        

         我于 2001 年来到加拿大读书，

2006 年在圣道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之

后一直在 SFU团契做同工，2019年来

到了爱家团契侍奉。我是一个职场妈

妈，除了教堂和团契的侍奉外，我有

两份全职工作，白天在一个公司做技术工作，其余的时间照顾家里

和两个孩子的起居生活。我有两个儿子，一个 9 岁，一个 6 岁。表

面看起来，我们家和大部分家庭没什么区别，不就是两个双职工养

两个孩子吗？为什么今天我愿意出来为主作见证？这是因为我在加

拿大近十年的职场生涯里，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12章第 9节说 —— “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

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所以，讲到恩典，

我需要先讲讲我的软弱。我大学的专业是自动化工程，曾经有着远

大的抱负，来加拿大花很多年念完博士后才发现自己学的太专一了。

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里找工作，女性加博士学位再加带口音

的英语绝对是我的弱点。但神实在是看顾我，给我在温哥华安排了

一个可以完全发挥我专业能力的工作。这个见证以后有机会再和大

家分享。不过，当时公司的大老板对雇佣一个博士有所顾忌，所以

提出来先给我三个月合同工，过后根据工作成绩再决定是不是转正。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我当然尽自己最大力量去表现，希望三个月

后转正，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谁知，工作刚开始不久，突感身体不适，去医生那里一查，我

竟然怀孕了！大家可能会笑话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其实这是我想

讲的我的另外一个软弱。博士毕业前我和老公就发现我们俩由于身

体原因，不容易怀孕，而且即使怀孕了，小孩也不一定能顺利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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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国内外医生都诊断说试管婴儿是我们最

好的选择。当时的我们，已经是基督徒，虽然信心不是很大，但我

们选择了祷告，把怀孕的事全然交给了神。所以，自然怀孕对于我

来说简直是个比我找到工作还神的神迹。但在这个时候怀孕，对我

确实是个极大的挑战。做过妈妈的人都知道，前三个月其实是很难

熬的。那时我每天早上起来先祷告，然后去上班，打起十二分的精

神，装作没事人一样，晚上回家就只能躺着一动不动。最难熬的是

不敢告诉公司的人。不敢说的原因有二，一是我需要到三个月左右

才能为怀孕是否正常做检查，二是我好害怕公司领导不给我转正，

结束了我这个还没有开始的职业生涯。现在想想，我的信心真是太

小了，这个孩子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后送给我们的礼物，神知道什

么时间是最合适的。记得当时三个月合同期满，老板对我的工作成

绩很满意，决定给我转正，工作合同签了一周后，我的怀孕检查结

果也下来了，一切正常。当我胆战心惊地告诉老板我怀孕的消息后，

他说当时雇佣我最大的顾忌就是我是个结了婚但还没孩子的女生，

如果以后怀孕生孩子怎么办。没想到这件事这么快就发生了。“好

吧，也许这不是件坏事，至少你不会短期跳槽吧。。。” 老板这么

说。 于是，我在这个公司正式开始了我的工作，十个月后，我们的

第一个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 Nathaniel，名字的意思是 “神的

礼物”。 我知道，这个孩子是神送给我们的礼物。我把感恩颂赞献

给神，因为祂听了我的祷告，让我能有机会做一个母亲。 

        休了一年产假，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公司一直有一个总工程

师在负责，所以这一年对于我来说只是少参与了一些项目，少学习

了一些知识，对于公司没有太大的影响。尽管需要照顾一个孩子，

但是我还是决定继续以十二分的努力来工作，来证明公司当初雇佣

我是正确的。这样过了一年多，突然有一天，我开始胃疼。我觉得

是我工作太努力了，没照顾好自己，因为每天很忙，也没有时间去

看医生，所以到药店买了一些治胃疼的非处方药开始吃。吃了一个

多星期，症状也没减轻。最后还是去看家庭医生，希望医生给开点

儿胃药。家庭医生问是不是怀孕了？我说 100%不可能。一是我们

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的原因，二是我们为了工作，一直在避孕，三是

有了一个孩子后我们已经很知足，所以从来没有，也不敢求神再给

我们一个孩子。家庭医生说，以防万一，开两个化验单吧，一是查

胃病的，一是查怀孕的。两天后，医生打来电话，让我去复查。去

了诊所，医生说，你怀孕了，做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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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知道，这次怀孕，不是意外，不是祷告得应允，而是神

白白送给我的产业。祂知道我的小信，知道我经历了一次恩典就不

敢再向神求更多的恩典。祂想让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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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

书 3 章 20 节）”。知道了这些，心里有了一些平安，但我还是很焦

虑。因为对于公司而言，我刚开始工作就已经怀孕十月和休产假一

年，这事才过去一年，怎么能又开始一轮呢？而且那个时候，我们

公司负责项目的总工程师已经离开了，我已经变成了公司里很多项

目的唯一技术负责人。我忘记了怀孕三个月得知检查结果后，又告

诉老板我怀孕的消息时，他是如何反应的了。我只记得在我又要休

一年产假的时候，他说：你这一休息，接下来一年公司很多项目的

技术就没有人负责了，我们需要找一个人在这一段时间接替一下你

的工作。说也凑巧，当时有一个刚毕业的博士生，算我的学弟吧，

正在找工作。我把他推荐给我们的老板，老板一面试，发现这男生

学位是博士，专业很对口，国籍是美国人，加拿大移民，人也长得

帅，还很会说话。方方面面，绝对符合条件。本来说要招他做一年

合同工的，但老板面试后就改变了主意，直接签工作合同，招他为

正式员工，和我一样的工作头衔，一样的薪水。老板高兴了，我却

郁闷了，因为我们公司不大，我这个职位只需要一个博士就足够了。

我去生孩子，休一年产假，回来该怎么办？虽然焦虑，但我知道孩

子是神给我的产业，祂也必然看顾一切。带着感恩，我们的第二个

儿子又出生了， 我们给他取名 Timothy，名字的意思是“荣耀神”。

我们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出生背景，也希望他的一生可以侍奉神，荣

耀神。 

        又休了一年产假，回到了工作岗位。我惊奇的发现，公司新招

的博士生似乎对技术细节不感兴趣，我离开了一年，他竟然没有熟

悉和掌握我原来做的项目，更没有开展新的项目。很多项目都停留

在一年前的进度。于是，我很快又顺利开始了中断了一年的职业生

涯。又过了两年，公司效益不好大裁员，那位本来要接替我的博士

男生被解雇了，当然之后他找到了更加适合他的工作。而我，一个

在五年里怀孕两年，生了两个孩子，休了两年产假的职场妈妈，竟

然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公司里生存了下来。 

        在一个移民国家工作，虽然我没有经历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

那样的挑战，但性别，语言还有生孩子休产假绝对是我职业生涯的

隐形杀手。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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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9：10）”，只要我们甘心信靠顺服，这位满有恩典和怜悯的

神，不仅会保守和看顾我们，而且会赐我们智慧，把我们工作和生

活中的很多不可能变为可能。以上见证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剪影，

这么多年来，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经历了神数不尽的恩典，就像我最

喜欢的一首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中的歌词里所说的，你的恩典

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

道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和信靠主耶稣。今天的见证就讲到

这里，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和我一样，可以认识和经历主耶稣，可

以有一个蒙恩和有智慧的人生。 

 

 

 

神的豐富恩典 ~宋柯江 姊妹 
 

        我是大學時期接觸到基督教福音

的 那時同宿舍有位女生在外聽到一

外教傳福音就回來傳講給我們  並送

了一本小冊子 「約翰福音」給我 封

面印著 8:12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

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背景是日落的群山中一道霞光照亮了四圍 當時就被這畫面和文

字震撼 以至三十年後的今天還清晰記得 這樣聖靈感動我沒有任何

猶豫信了主 並于 1991年受洗. 

        那時在國內參加的是家庭教會 其中有位主內小姐妹和我特別要

好 她的父母是信心堅定的基督徒 雖然父母都是盲人 主卻賜給她明

亮美麗的大眼晴  她父母經歷文革考驗仍然持守真道 他們雖然看不

見 卻會彈琴 做飯 織毛衣（讓我們這些眼能看見的情何以堪）神的

恩典在這對夫婦和他們女兒身上彰顯 在我要移民加拿大之際 這對

叔叔阿姨特別叮嚀我們出去後要找到福音教會 說國外教派眾多 千

萬不要入了靈恩及其他走偏的教會 感謝主！借著他們的口提醒我要

警醒  

        剛移民加拿大 機緣巧合 當時住處附近有位姊妹在聖道堂聚會 

邀請我們去 這樣在登陸溫哥華的第二周來到聖道堂參加崇拜 就此

聖道堂成為我們唯一屬靈的家 至今已經 20 年主的恩典慣穿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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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歷程 在很年輕的時候幸運地聽到福音並跟信了主！一直以來 神

都在不斷地帶領保守我和我的家人 我也試著將福音廣傳出去 在國

內工作的那些年 我跟身邊的親朋好友和同事傳福音 感謝主！我並

沒有因此受到逼迫！ 

        來到加拿大一切重新開始 感覺主！讓我可以很快入讀 BCIT  在

繁重的功課中顺利畢業 只用了一年時間讀完二年的 Program . 畢業

時適逢「九一一」事件後經濟不景氣 工作難找 但是感謝主！我發

了 3份簡歷 得到 2個 offer  8月份就開始上班  直到我們小女兒出生 

休完產假後就一直在家當全職媽媽  

女兒的出生也是神的恩典 

詩篇 128:3 

「你 妻 子 在 你 的 內 室 ， 好 像 多 結 果 子 的 葡 萄 樹 ； 你 兒 

女 圍 繞 你 的 桌 子 ， 好 像 橄 欖 栽 子 。」 

        2008年 7月我們全家參加了教會在美國 Cedar Spring舉辦的中

文家庭夏令營 講員講到詩篇這段經文 當時我非常感動 心想兒女們

圍繞在身旁是多麼幸福美好的畫面啊！這樣想著 回來後就發現自己

懷孕了 一時不敢相信 覺得真是神跡！感謝主從懷孕到生產一切順

利！小女兒真是耶和華神賜給我們的又一個產業！ 

        在家當全職媽媽近九年 女兒上小學逐漸長大 這時心裡有點感

動覺得應該重返職場 于是借著禱告試著投遞簡歷 因為脫離職場這

麼多年 想著沒那麼容易 結果神的預備超過所求所想 記得在周五晚

上看到一個招聘信息遞交簡歷後 周一就收到郵件通知我面試 之後

在一周之類拿到 Job offer 還是在溫哥華 Downtown 因為我開車不利

索 神特別顧念 安排了可以乘 Skytrain 到達 就這樣還沒完全准備好

就急匆匆上班去了 至今已 4 年過去 感謝主的保守帶領！新的工作 

新的同事 大家相處融洽 我也利用各種機會給他們傳講福音 好些同

事說我看上去就是 love and peace 那種 感謝主 沒有辱沒祂的名！ 

        感謝主過往這些年對我和家人的保守帶領！非常感恩 蒙神憐憫 

沒有為主做什麼 主卻如此恩待我！主恩的滋味真是甘甜！做為基督

徒 在現今世界 唯有力求手潔心清  爭做世上的光和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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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见证 ~ 朱建平弟兄 
 

        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 1999

年初移民到这里，2007 年 11 月 17 日

晚上，冯秉诚牧师的布道会上第一次

到教会就决志信主，第二年受洗，一

直在爱家团契参加聚会和事奉。现在

在一家 IT公司担任软件开发的管理工

作。 

我想在 3个方面分享我的见证。 

1. 工作态度 

我是一个个性很认真的人，在信主前对待工作就很努力，但是信主

后，对待工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以弗所書  6:6-7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

仆人，从心里遵行 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

人。” 

        存着要使基督得荣耀的目的来服事人；使原本只是普通的职业，

也变成具有意义的事奉。原来在职场也可以事奉神的！ 

所以同样是努力工作，心态完全不同。 

-  以前是为公司做，为老板做，为自己做，现在是为主做。在每个

工作岗位上都可以借着“服事人”来“服事主”; 

- 以前工作压力引起负面情绪，有时还带回家里；现在藉着祷告

卸下负担，每天工作虽然很忙碌，但心中却是轻松的，因为主已经

为我背负了所有的重担。 

2. 为人处世 

1)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邻舍 – 邻舍也包括同事，爱我的同   

事也是我努力去做的。我原来的一位上司，是公司的 

 VP，为人对我不太友善，工作中经常给我一些“关照”，我就把他

视为神给我的操练，爱心的操练，饶恕的操练；他的身体经常有状

况，我也常常为他的身体向神祷告 – 有的时候说心里话，按照我的

人性我是不愿意为他祷告的，但圣灵却提醒我经常为他祷告，我们

的神是奇妙的神，虽然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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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祷告结束后，所有的负面情绪都烟消云散了，剩下的是来自

神的爱和宽恕。 

2) 接受不同意见：个性认真，思路缓慢，但一旦自己有了主意后

容易坚持己见，不肯让步–但圣经教导我：“只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

别人比自己强” – 这是自己还在继续学习的功课 

3) 诚实做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知错认错，因为基督徒应该

是愿意向神认罪，向人认错的人。 

3. 面临的挑战 

公司里的同事是从全世界各地来的，有俄罗斯的大叔，波斯的大妈，

非洲的大哥，印度的小弟，自己的老板是巴西人，公司的管理层是

澳洲人，大家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如何与同事相处也是一项

功课。 

为了避免文化、宗教上的冲突，一般公司不能讨论宗教，不能直截

了当地向同事传福音，但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合表明我们基督徒的

身份，来荣誉神， 吸引人来认识神。 

我们不能直接传福音，但我们可以藉着为他人祷告来帮助人认识我

们这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 

- 秘鲁同事的女儿自闭症很严重，我告诉她我会为她和她的女儿祷

告； 

- 印度同事的父亲进 ICU，他请假的时候我告诉他求我们的神帮

助他回国的行程顺利； 

非常认同何晧光医生有一次在我们团契的分享：我们自己就是福音

单张，我们基督徒在职场、学校和生活中都可以成为福音单张，荣

耀主的名！ 

 

 

尊主为大，让神居首位  ~  

江泊弟兄 
 

        首先感谢宋传道和弟兄姐妹给我

这个机会，让我分享个人信主后的一

些经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在

天上做宝座的阿爸父神和爱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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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作一下自我介绍。我名叫江泊，1995 年移民加拿大，2002 

年决志信主，2003 年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近20 年来圣道堂是我唯

一属灵的家。多年来，我参加过但以理、爱家和迦南等团契的聚会

并有同工的事奉。2004 年底开始了我教会灯光音响的事奉，至今已

进入了第17 个年头。感谢主，衪让我在这岗位上继续地事奉衪，同

时也能服事主内的弟兄姐妹。我的职业是一名地产经纪，这是一个

在信仰生活中充满挑战的职业。 

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或提到 “尊主为大”、 

“让神居首位” 这样的属灵教训。然而在生活中，在职场上要行出这

一教训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切尊贵、荣耀、权能、智慧都是从神而出。神说 “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撒上2：30) 从《但以理书》

的学习中了解到，但以理及他的三友在外邦中恪守神的道，时刻尊

主为大，在遇到挑战或是生命受到威协的时候，他们仍然坚信神，

让神居首位，为我们树立了尊主为大的典范。他们的经历同时也提

醒我们这些在恩典时代的基督徒，要把尊主为大、让神居首位牢记

在心里并落实在行动上。无论每天我们怎么的忙碌，都要回到神的

里面亲近祂，切不可忘记祂的恩典，因为一切能力都是从衪而来，

唯有住在祂里面的才会做工有力，生活有方向。下面我想用我自已

的几个生活经历与大家分享。 

1、 不可占用被分别为圣的时间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

大事上也不义。”（路16：10）2004 年底，在我信主后不久，应着

当时但以理团契事工的需要，我被推荐做教会的灯光音响事工。感

谢神一路地带领，让我在这个小事上事奉了十几年而从未间断过，

也让我学到了“在最小事上的忠心”对我属灵生命成长的意义，更让

我见证了在最小事上的尊主为大对未信主朋友的影响。 

        因为地产经纪这个职业最繁忙的工作时间是周末，而周末也是

我们信主的人属灵生活最丰富的日子。 时间上的冲突使我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和艰难的抉择：是为了属世的生活和对生意的追求而放弃

属灵生命成长的机会，还是为了灵里的富有和对神的想往而舎弃对

金钱的迷恋？我选择了后者。为此我为自已立下了规矩：一是周日

的主日敬拜及事奉完成之前的这段时间是我敬拜主亲近主的时间，

绝不可被其他事情所影响，更不可处理任何与生意有关的事情；二

是周六的各种团契的聚会时间是我们主内肢体相互交流、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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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同建造的宝贵时光，必须参加不可缺席。感谢主，因着祂的大

能让我做到了这一点。 

        多年来，不但是在主日崇拜中的事奉，而且还承担了大多数教

会特会聚会中的灯光音响事奉。同样地，对于团契的各种聚会以及

查经班等也都是积极参与，从不无故缺席。这个“故” 当然不包括生

意或应酬等。也许有朋友要问这样做对生意没有影响吗？短时间或

在个别生意上是有影响的，但是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来看，非但没

有影响，反而收获的更多，因为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

和华。” (約伯記 1：21) 当然这样做也会引起一些客人的不高兴、

不理解，甚至有反感而离开的，但是更多的客人因着这种虔诚、敬

畏和忠心的态度，不但不会占用我的那段圣神的时间，反而主动配

合我的时间，支持我的事奉。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非常地羡慕我的

事奉，因着好奇心，他们来到教会，参加或观摩各种特会，团契聚

会，戓是主日崇拜。感谢神让我的事奉能成为一块小小的磁铁，吸

引他们来到教会，听到福音，了解我们基督徒的教会生活。 

2、 享受爱心服事中的真正自由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

纵情欲的机会，总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事。” (加拉太書 5：13) 感谢主

让我的生日与我们教会的堂庆日非常相近，基本上是在同一星期。

也感谢主让我因着灯光音响的事工能在我生日之际事奉主。每年三

月初的那个周末都是我们教会堂庆纪念的日子，而多数的纪念方式

是举行布道会，以此吸引更多的人得着福音，扩展神的国度。而我

的生日总是会与三天布道会的某一天重合。真的是非常感恩，神让

我用爱心服事的自由来庆祝我的生日，而不是追求放纵情欲的机会。

更加感恩的是，每当看到因着布道会有那么多失丧的灵魂得到拯救，

心中总是情不自禁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至

高无上的神！每当我回味用这样的方式来度过生日的时候，我的内

心就充满了无比快乐和感恩。同样地，因着我的事奉，也吸引了我

的客人们来参加布道会，使得福音的种子植入在他们的心中，相信

有朝一日这个种子能发芽结果。 

3、 好行为可以赢得真正的信任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

他的善行来。” （雅各書 3：13）在我们的行业中有一个潜规则，

就是尽量介绍房子好的一面，尽可能回避不好的一面，或是将负面

的形容成是有利的。更有从业人员将其视为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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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技巧、专业技能。这个潜规则的用意和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

更容易更快地完成交易。然而这样做却会给客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作为信主的经纪人，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符合神的教导、才能与我们

的身份相称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才能都是神所赐，

都是神的恩典。既然如此，按照神的教导，我们理应“显出他的善

行来”。因此我为自已确立了职业信条：坚持说真话，杜绝说假话，

客观作评价。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客人的利益。每当看完一个

房子，除了介绍房子的优点之外，我总会着重地强调此房的最大问

题是什么，对房子的本身及日后的再出售有何影响，等等。并且帮

客人做出正确的决定。甚 

至有时还劝说客人放弃购买 “缺陷房”的想法。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弟

兄姐妹是我的“客人”，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服务于主内的弟

兄姐妹，他们或许也能为我做一些见证。正是因为这样的工作态度，

使我能够获得更多非基督徒客人的信任，因为每一个房子交易的成

功都是建立在经纪人和客人充分互信的基础上的。而我大多数的客

人对我的信任是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每当我听到我的客人向他们

的家人或朋友介绍我是基督徒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充满了感恩。如

果我所做的这么一点点能荣耀神的名、能配得上基督徒的称号，那

都是神的恩典！ 

        保罗在《罗马书》中告诉我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罗馬書 12：1） 我们将自已献上并

不意味着要做全职的传道人，我们也可象但以理和他的三友那样，

在我们的职场上全然地奉献，时刻尊主为大，凡事让神居首位，用

我们的好行为去见证主。当我们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的话，我们

就一定能活出一个光照引领、和谐共赢的人生。谢谢大家！   2021 

年5 月9 日母亲节 

 

 

個人見證 ~ 楊明朝弟兄 
 

聖經馬太福音十一章 2-5節， 

2 約 翰 在 監 裡 聽 見 基 督 所 作 的 事 

， 就 打 發   兩 個 門 徒 去 ， 

3 問 他 說 ： 那 將 要 來 的 是 你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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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是 我 們 

等 候 別 人 呢 ？ 

4 耶 穌 回 答 說 ： 你 們 去 ， 把 所 聽 見 ， 所 看 

見 的 事 告 訴 約 翰 。 

5 就 是 瞎 子 看 見 ， 瘸 子 行 走 ， 長 大 痲 瘋 的 

潔 淨 ， 聾 子 聽 見 ， 死 人 復 活 ， 窮 人 有 福 音 

傳 給 他 們 。 

        耶穌所說的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我家得到的福音就是如此。 

        我出生在台灣中部的一個小農村𥚃，雖然是農村，但我家卻沒

有農田可以耕種，所以父母為人打零工維生，是一個極貧窮的家庭。

我上有一大姊及兩位哥哥，兩位哥哥大我六歳及三歲，我父親三十

四歳生重病去世，出殯當天晚上我才出生，我的出生沒有帶來任何

的喜悅，我袓母因我父親去世傷心，認為賺錢養家的兒子去世，而

這需要餵養的孫子卻來到世界而生氣，因此一出生即帶到野外要丟

棄，因我大姊苦苦哀求而作罷，也因家庭經濟困難，曾幾次送人扶

養，也因我大姊哀求而留下。 

孤兒寡婦居住在農村，在那年代非常困苦，我母親為了維持家計，

一人兼打三個工，為了賺取更多錢更是從事男人才能擔當的工作。

先天有氣喘毛病也因為過度勞碌經常復發，醫藥費用更造成生活更

加拮据。 

        感謝主恩典，隔壁村莊有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一位長老，他

是一位醫師，他以耶穌基督的愛免費診治我的母親，並在經濟上接

濟我們家庭，當時教會牧師及弟兄姊妹開始介入及傳福音給我母親，

我母親是文盲不識字，但她的福音的取得只用聼的去領受，她純正

的信卻是堅定的。自從她信主後就堅持必參加主日崇拜。不管到那

裡打工，在星期日必停下工作，前往當地教會主日崇拜，從不間斷，

除非生病入院治療，她也勉勵我們尊主為大，不可離開神、當敬畏

神，每天跪在床前為教會及兒孫禱告，鼓勵兒孫參加主日學及主日

崇拜，為了鼓勵孫兒女參加主日學，每人給二元，一元奉獻，一元

鼓勵他們，現在所有孫兒孫女都常懷念奶奶當時對他們信仰的鼓勵，

雖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也給後代子孫奠定信仰基礎。 

        我母親的信仰非常單純，她只相信耶穌基督是她一生唯一的救

主，台灣農村充滿傳統宗教及宗族的逼迫及異様眼光，在農村𥚃，

我們是唯一信基督的家庭，在當時保守的環境，可以想像處境是多

麼艱難，其堅毅不拔的精神，靠主站立，也因主的保守，她三位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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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都是未信主家庭長大，現在都是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並在教會服事，

她的後代子孫也都是得救的門徒，並在服事的工場為主耶穌基督作

見證。 

        母親信仰的影響，我從小就參加主日學，在基督信仰的薰陶，

參加教會各種活動及福音營，在初中時參加福音營時，看到箴言九

章 10 節：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這段經文讓我真正和主耶穌連結，讓我更認識神、敬畏神，希望成

為榮神益人的聰明人。 

        母親勉勵我們，無論到那裡，必要找教會參加主日崇拜，也就

是找屬靈的家，因此我只要搬遷到那裡，第一尋找的就是教會；90

年代，我有機會和主內弟兄到大陸開設工廠，我們也有共同的目標，

就是找教會及傳福音，我們先找當地的教會參加崇拜。我們在生疏

的地方，有很多的挑戰，主內弟兄姊妹從不認識，但因耶穌基督的

愛，他們不遺餘力的幫助我們，讓工廠運作非常順利。當地的教堂

因老舊，被判為危樓而不能使用，我們就開放工廠作主日崇拜場所，

我們工廠也因此成為唱詩歌崇拜禱告的聖所，讓工廠員工也因此接

觸基督信仰，這不是我預料的。管理上，也以基督信仰為基礎，讓

全體員工感受基督的愛的管理方式。大陸老舊的教堂也因台灣教會

團契募資，得能重建完成，這是神的恩典和計劃，完全出乎意料之

外。神賜福他自己的家真是奇蹟，讓我們從不認識的主內弟兄姊妹，

因耶穌基督的愛讓我們聚在一起，成就我們工廠順利運作，也成就

老舊危險教堂順利重建完成。詩篇 34 章 9 節：耶和華的聖民哪，

你們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此詩篇的經節何等奇妙，印

證敬畏神超出所求所想及一無所缺。 

 

 

 

個人見證 ~ 張明倫弟兄  
        

         2021 年對我來說是個不平凡的一

年，是我生命中遇上兩次經歴，靠著

神的恩典，憐憫，看顧，保守，平安

的度過。 

        首先看到神的奇蹟，5/28 日-永遠

不會忘記那日子，那是溫哥華最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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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氣溫已達到 35度 c，當天上午 9:10，我有一個醫生門診，

在 Broadway 和西 10 衔，我將車停在一座辦公樓的底層，停車場之

後，出停車場的樓梯，進了樓梯，走上 3 樓出街道的大門,結果發現

大門鎖著推不開，再回到原先出來的門，回停車場，也反鎖了，情

急之下，用手機打 911 求救，電話上講了 5 分鐘，接線生還在問我

什麼地方?但是我已經感覺很悶，心也跳動得很快，因為那樓梯沒

有通風，我放下電話，努力敲打那門，一邊喊：「神啊！救我！救

我！」，敲了 2 分鐘，突然有位男士把門開了，這太奇妙了，神差

遣天使即時來救我，不然的話，我可能就暈過去都沒有人知道. 

詩篇：46:1-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

時的幫助！ 

 

 

 

個人見證 ~ 宇承志弟兄 
         

        小時候，喜歡看漫畫的我，總認

為自己是四郎或真平，騎著神駒，手

握寶劍，把魔鬼黨徒打得落花流水，

從小就有著充滿著自我為是的英雄主

義。 

        求學階段，縱然崎嶇坎坷，我卻能抓住渺茫的機會，在留職留

薪公費的條件下，先拿到了建築學士學位後，又再完成了美國

Computer Science 的碩士學位，當通過論文口試拿到文憑的那時刻，

我躊躇滿志意氣恆發的對我自己說：天底下沒有可以難倒我的事情

了。 

        創業時期，與妻子兩人可說是在毫無任何關係背景之下，赤手

空拳地闖出了一片天地，在 50 歲生日那天，我志得意滿的跟姊妹

甥姪說： 

”老舅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靠自己的努力與奮鬥”。 

那時，我以驕傲的口吻勉勵他們，物競天擇，沒有人能幫你，

一切都要靠自己，否則就像非洲草原中的弱者，很快的就會被淘汰。 

在人生的過程中，經由種種挑戰與困難的克服，對自己的能力

充滿了信心與豪氣，「keep an open mind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life」

成了我的座右銘，尤記得大女兒出生滿周歲時，醫生宣布她因出生



大溫哥華聖道堂~雲彩見證  第一集 

 

24 

過程中缺氧，造成腦性麻痺，妻子當時就昏倒在地上，爺爺奶奶姑

姑們哭成了一團，面對這種殘酷的事實，我依然深深吸一口氣，抱

起大女兒舉在半空中，跟她說： 

「沒關係！爸爸照顧你一輩子」。 

感覺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充滿了幾近狂妄的自信，然而就在

這人生事業與成就的巔峰時，身體卻發出了警訊，左手三個指頭麻

痺，自我調理不但沒有效果，且慢慢日趨嚴重，在看了兩大醫院神

經、復健與骨科共六位醫生都說要開刀後，2007 年 3 月 28 日，住

進醫院頸椎開了刀，我想：沒關係，開完刀之後一切就好了。 

哪知這一刀下去，身體變得亂七八糟，除了頸部掛著護圈外，

心臟開始亂跳了，就在這種情況下，2007 年 9 月 01 日，剛拿掉護

頸的我，拖著僵硬的身體，拄著拐杖，一家四口移民來到了溫哥華，

在機場出口望著出境的人潮時，我慌了，以往的自信，多年來自我

的狂妄，全部有若雲煙般的消失不見了，我在想： 

「我能夠順利的安家定居嗎？」 

落地兩週後，在機場送妻子回去，當她的背影慢慢消失在登機

入口時，那一霎那，一股子莫名的惶恐與無助，湧進我全身，對即

將面臨的種種挑戰，我變得一點把握都沒有了 

每一個新移民，剛到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再加上語言的障礙，

要安家定居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事，而自己身體健康情況幾乎只剩下

半條命，再加上帶著一位腦性麻痺的大女兒與十六歲的小女兒，其

艱難度又比一般新移民家庭辛苦了許多。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當一家三口開始

面對嶄然全新的生活時，無論大事小事，無論各種挑戰狀況，竟然

都很平順的過去了。 

剛開始，我尚不覺得甚麼，當事情過去之後，我鬆口氣說道：

「總算又解決了一件事！」但到了後來，我感覺事情發展並不是因

為我的能力或我很幸運，我在想，為甚麼我所擔憂的事、我所困擾

的事、總會毫無困難的解決了？而我所期待的事，也皆如我所願的

得到了？ 

55 歲的我，已不再年輕，肩背的疼痛、手掌的麻痺，更使我無

法集中注意力去了解事情、判斷事情，換句話說，我已不再有能力、

不再有體力去面對幾乎天天發生的新挑戰與各種突發的狀況，然而，

這一切的一切，就彷彿有人一直看著我，呵護這我，知道我所需要

的，了解我所期望的，然後毫不猶疑的，把我所想要的給了我，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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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煩惱、不再憂心？ 

難道是祂？ 

不！那是不可能的！ 

我一向不信主，我從未以信主之名去過教堂，即使在路上碰到

傳福音的人，宣告著永生之路，懇切著說明最後審判的來臨，我都

繞道躲得遠遠的，甚至，當我住院準備開刀的前一天中午，有信徒

來到我床邊問我狀況，要為我祈禱，我都不友善淡淡的說「好意心

領，但我要休息了！」 

對於主的信仰，我不但不接受，而且簡直是抗拒的態度，以我

這樣一個對主信仰放蕩的人，祂怎會依然眷顧於我？知道我的身體

狀況經不起任何挫折？瞭解我帶著兩個女兒孤獨的在溫哥華若風中

之弱枝，祂像父母般溫慈的抹去我所遭遇一切阻礙？ 

霎時間，我變得迷惘，這所發生的一切事實，使我沒有辦法在

邏輯上得到合理的答案，就在此時，我遇到一位心理諮詢師，在兩

個鐘頭的談話之中，我娓娓詳細敘述我的遭遇，說完之後，我惘然

地問她： 

「脆弱如風中殘枝，我怎可能平順地渡過這風浪？是誰在幫

我？。」 

她淡淡的微笑告訴我：「是神在幫助你，只有全能的祂能幫你

撫平一切的風浪。」 

聽了她的話，我立刻淚盈滿眶，那是充滿慚愧的淚水，那是充

滿感恩的淚水。問道： 

「我要怎麼做去回報祂？」 

她依然面帶微笑，拿起一隻鉛筆放在我手邊，跟我說： 

「這是神給妳的恩典，不用回報，就是接受祂所給予的罷！」 

臨走時，我問她： 

「接下來我要怎麼辦？」我期待著她能告訴我去哪一個教會去

尋找主。 

「走吧！不要擔心，神自有祂的計畫！」 

終於，我醒悟了，對往日種種言行，我慚愧得無地自容，55 年

了，我在主的門外放蕩了 55 年了，祂竟然依然愛我如初生之稚子；

自此，我不再抗拒神的概念，而開始去設法追求神的話語。 

之後，一個大雪紛飛的早晨，沒人陪同，我帶著大女兒，怯生

生的走向了教堂，當我略帶顫抖的手推開那扇厚重的大門時，一陣

暖意打心底湧起，四五位接待人員，有人遞聖經給我，有人握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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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又有人把英文聖經從我手中換成一本中文聖經，一股濃濃的

回家的感覺，讓我把悶著許久所有的慚愧，隨著淚水流了出來。 

那天，猶記憶清晰的是牧師講聖經中亞伯拉罕獻子為燔祭的故

事，牧師說，這段聖經上的故事告訴我們：因為在一切事上，主耶

穌基督自有安排，為我們帶來救恩的效果。 

噢！上帝！「主耶穌基督自有安排」？這不是我這段時間心中

一直的困惑，我所遭遇的一切一切，竟然就是祂的安排！ 

有了這樣的認知，我開始一件一件的檢視我這一生所遭遇的事，

我發現，所有一切我所引以為傲的成就，所有一切我所沾沾自喜的

歷程，都不是我的能力、都不是我的智慧，而是主早已巧妙的安排

好我的一切了。 

自此，我開始變得謙卑，開始打開心胸，準備好全心誠意的接

受主；每個星期我都是一種期盼的心情，渴望參加主日聽牧師講道

的聚會。 

事情發展更令我驚訝的是，接下來的幾個主日，牧師所講道的

主題，都是我心中一直困惑不解的問題，這些問題甚至深深影響到

我的生活。 

移民過來之後，心中一直氣憤著一些人際關係的事情，氣到晚

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但在一個主日，牧師描述著主耶穌基督受難過

程之屈辱與痛苦，但在那種情況下，耶穌為那些將祂釘十字架的人

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得到這個故事的啟示，我體驗到了「饒恕」的道理，主耶穌被

釘在十字架上，受盡了肉體上的痛苦與心靈上的屈辱，但祂依然禱

告天父寬恕那些人。對照自己的小小不如意，又有甚麼好痛苦與憤

恨的呢？ 

信主的過程真的是很奇妙，沒有人邀請我，也沒有人牽著我的

手拉著我去信主，但自我的醒悟，卻讓我終於走進主的庭園，55 年

了，祂默默的看著我，護著我，愛著我，原諒我的狂傲，最終，我

若疲憊的遊子，回到了家中，我真想，五體投地的跟祂說： 

「我錯的太久了，感謝祢的恩典，我將必打開全然的胸懷來做

祢的信徒！」 

反省一生，將一切榮耀歸諸於主的恩賜，反省自我，是否心存

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謙卑的做一個神的選民，一

個聖潔蒙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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