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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寶珍姊妹見證 
       

        這次聽宋傳導講的生命影響生

命的道，我們教會有弟兄也作自己

生命見證。還叫大家多想想自己的

生命，現在我也來談談我信主前後

的思想變化，就算是我的生命見證。 

       從前不知道天上有神，平常叫

他老天爺，只知道把廟裡的木頭人當作神，中國共產黨講的是無神

論，那時上海解放的時候，我只有 12 歲，所以從小受共產黨教育，

那時青年人要聽黨的話，跟著共產黨走，我也跟得很緊，跟著共產

黨做壞事，在農村斗地主，在工廠斗資本家，在各種運動中都走在

前頭，很積極不落後，做事很賣力，不久就入團入黨了，共產黨告

訴我們說，人定勝天，從來沒有救世主等等，直到女兒全家到美國

後，我也隨後去了美國，由他們帶我去教會，教會的人都很熱情，

還送一本聖經給我，是我第一次聽見天上有一位神，回到上海我和

我朋友也去過幾次教會，就想信創造天地的神，就想他比其他神都

大，那時候的想法。要麼不信，要信信最大的神，但是我的心還是

剛硬，在外漂流七八年，到 2007 年來到加拿大後，女兒一家都是

信耶穌的，看到我女婿信了主，想到他看書多，是智慧又聰明的人，

他信主，我就跟著不會錯的，信了主，他們為我安排全家一起讀聖

經，兩個小的讀英文。我們讀中文，還教我識字，後來我就開始抄

寫聖經，把不認識的字寫下來，有他們二人教我識字，這樣教我識

字弄懂，我讀聖經，他們花了五六年的時間後，我才能自己讀聖經，

我女婿經常給我講說神的道，如在吃飯的時候，晚上禱告後都要講

神的事，我只要問，他們都能回答，所以我開始天天抄寫，連抄 7

遍，我每天晚上要背讀 51 節經文，還有十字架上七言，背 51 節經

文，是在信主前。教會辦的真理班里學的，那時我天天讀，晚上背，

為了我要把字都認識，現在我也經常讀。現在我還在抄，因為眼睛

不大好，不能多看，只能少些的時間。但是我每天早上起來，一定

要抄一點，第一是要上帝見面，說幾句話，抄寫幾節聖經，我想要

與上帝說，求神保佑我，讓我天天能看一點經文，能抄一點，能做

好自己一點事，不要讓我女兒太吃力。雖然我身體有些病，腳不能

走路，感謝神保佑我，在後院地上能種些菜，還能織著衣，做點手

工的物，我要感謝神，我已經看到第四代，小孩會叫我太太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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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開心，就像歌里唱的，雖然我得身體漸漸衰退，但是神是我的力

量，我的福份直到永遠。現在我女兒，他們有幾家有一個查經小組，

我們有好幾個老人也參加學習，所以他們要帶領我們老年人查經，

在查創世紀，第一章，就談神怎樣創造天地萬物，最後創造我們人。

現在看到的草木花草，山水的美麗，就不會講是自認有的了，就會

想到神創造的真偉大及奇妙。信主以後想的神的作為是真好，也想

把神的福音傳出去，所以我經常給上海朋友同事打電話時，給他們

講神的真理，比如說你是哪年生的，這年份是從哪裡來的，我要說，

是從耶穌出生算起的，全世界是統一的年份，為什麼要從耶穌出生

的時候算起呢，這就是神。還有我們上海的醫院，都有一個紅十字

呢，還有叫紅十字醫院的，這紅十字從哪裡來的，是有很多宣教士

的人來到中國給我們辦的醫院，那時中國落後貧窮，這些信上帝的

宣教士自己拿錢來給中國人開辦醫院，開辦學校的這些做好事的人，

都是信基督的人，他們是為主做傳福音。所以我也經常打電話，談

談信主的事，我也想傳福音，撒些種，讓他們知道世界有一位神，

天地是上帝創造的，不要像我從前的無知說世界是自然有的，我要

勸他們到教會去聽聽看看，我心裡也很著急，最好他們快點去信主，

我在想他們還在共產黨統治下，他們自己找不到教會的，想我自己

也在教會外漂流七八年，最後我們秋玲，給我們查經小組的人和我

們幾個老年人讀書，大家聽了都說好。我不能多看書，也看不懂，

所以聽女兒讀給我聽真好。第一本書是  奧古斯丁，這人在一千五

百年前，他寫出了許多的書，對主有多麼信任和正確的解經，對神

的衷心，最牢固確立的信仰。第二本書是加爾文，他在生病的時候

寫出基督教要義這麼好的書，做了很多事，他還說黑暗之後是光明

等等，第三本書是天路歷程，聽了天路歷程，我信主了，要向自己

身上一切的壞習慣做鬥爭，對世界上的生活，錢財、享受、富裕還

有肉體上的一切等等，也不要做小信的人，要完全信主，要像使徒

信經中說的，我信上帝權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

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

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

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

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

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特別喜歡使徒信經。 

這是我的生活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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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中的榜樣 ─ 游天雄長老 ~  

韓淡民姊妹 
         

       我是 1989 年在台北靈糧堂受洗，

1993 年移民溫哥華。聖道堂是我進入加

拿大的第一個教會也成為我屬靈的家，已

經將近 30年了。 

在我屬靈成長的過程中，承蒙多位牧者長

老的愛護和引導，使我從懵懂無知的屬靈

嬰孩漸漸長大成熟，以至於能事奉神。 

談到榜樣，我要見證的屬靈榜樣是游天雄

長老。可能很多人不認識他，他已安息主

懷 10 多年了。 

       游長老是一位旅居日本東京成功的旅遊業者。他 1994 年移民

溫哥華，1995 年負責本堂中文成人主日學任校長，他多年來在宗

教教育上，建造了許多會友的屬靈生命。 

1996 年游長老按立為聖道堂的長老，參與教會的組織事工。 

       1997 年到 1999 年，我擔任姐妹團契的主席，為了安排團契的

節目，我邀請游長老多次來帶領我們姐妹查經，進而與他相熟。他

對我屬靈生命的成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讓我從記憶中的片段來見證我的榜樣~游長老。 

1. 在品格方面 

游長老常向我提起丁媽媽的美好見證。丁媽媽是日本東京國際基督

教會的丁惟柔長老，她也是華福會的領袖之一，人稱為【日本華人

留學生之母】。 

        因丁媽媽的善行和慷慨的付出，她的家和她的冰箱一直是為留

學生打開的。在她一生 93歲，她照顧過超過 10萬個日本留學生。 

游長老在東京與丁媽媽同工。他也與丁媽媽一樣，是一位待人溫柔，

謙卑，慷慨的人。 

       我常感謝他對我的指導和幫助。他卻說: 不要誇我，那麼我就

得不到天父的賞賜了。他又說: 人都說你好的時候，你就有禍了！ 

2. 在恩賜方面 

       他教導主日學，查經班，帶領媽媽小組查經。那時候他已經 70

多歲了，他常常鼓勵我們要多讀聖經，尤其要背誦經文在心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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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我比你們大三四十歲，現在還在背聖經。你們從現在開始背，

等你們到我這個年紀就背的比我更多經文了。 

        現在我也常鼓勵弟兄姐妹要把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

讓神的話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因為信仰就是生活啊。 

3. 在事奉方面 

       在主日崇拜或禱告會中，我最喜歡他的公禱。一般傳道人的禱

詞都引用聖經，有時候有點文縐縐的。而他的禱告都是白話文，淺

顯容易聽得懂，非常貼切，正如其人一樣，有親和力。 

4. 在禱告方面 

        他是一位敬虔的代禱勇士。每天早上 5 點他就開始為教會及禱

告單個人的需要代禱。有一次他興奮的告訴我，某個主日，他在體

育館問候了一位弟兄，並問他的名字。原來那位弟兄是游長老為他

提名禱告多年，最後他信主了。這更激勵他持續不斷禱告的心志。 

5. 在信心方面 

       他對主大有信心，有永生的確據。他常說，我不怕死，死亡只

不過是過一扇門，跨過門檻就通往到耶穌那裡去，永遠與他同在。 

到他 80 多歲晚年的時候，他有嚴重的痛風和糖尿病。因而每天需

要在家裡自己洗腎好幾次，無法去教會崇拜。但他說:  雖然身體衰

敗，但在主寶座前禱告的事奉是沒有年齡，時間，空間阻隔的。 

       感謝主，在我屬靈成長的過程中，藉著這位屬靈前輩的帶領和

造就，讓我學習到如何在真道上長進和用敬拜的心來事奉神。 

在宋傳道的主日學~帖撒羅尼迦書的課程中曾提出問題。 

誰是我的榜樣？ 

我是誰的榜樣？ 

       保羅說: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1)。 

在神的家，我們各人可以遇到或尋找到不同學習的榜樣。願我們自

己也可以成為別人的榜樣。讓教會成為一個

效法基督，互相學習的榮耀教會，如同新婦

裝扮整齊，預備迎接主的再來。 而當主點

名的時候，我們都在其中。阿們。 

 
 

懐念棣慕華牧師 ─ 愛主愛人的典範 ~  

周克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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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小在教會裡長大，後來到溫哥華加入聖道堂, 在教會裡遇

到許多屬靈長輩，他們一生敬虔愛主事奉主，都是我信仰生活中的

榜樣。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

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

程。」(希伯來書 12:1)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 

(林前 13:13)  

       我今天要分享一個愛的榜樣 - 棣慕華牧師，他一生全然奉獻，

愛神愛人，他是一位美國宣教士，台大植物系教授(Dr. Charles 

DeVol)，非常令我們尊敬與懷念。他是台灣基督教貴格會的推動創

立者及會督，如今在全臺由一無所有到現今有五六十個教會。 

他也是我們結婚時婚前輔導和證婚的牧師。他和師母都非常和謁可

親，也非常的關愛我們。婚後第二年他們還特別來溫哥華看望我們，

心中深深的感受到他們的愛。 

       棣牧師出生在中國江蘇六合，父母奉獻一生在中國從事宣教和

醫療的工作，並設立醫院。 後來父親因工作操勞過度，於 47歲時

病逝六合。不久之後 母親也安息主懷，她臨終前，問當時只有 16

歲的棣牧師及兩個幼小的弟妹：「誰…誰……有誰 願意回到中國

去？」。 棣牧師及妹妹回答：「我們會去」及至後來三兄弟妹都成

為宣教士到中國、印度宣敎。 

       他承接了父母宣教異象的使命， 先在江蘇六合宣教，在抗戰期

間還曾被日本人關入集中營。後來於 1957年到台灣直到 1980年。

他在各處建立教會,  廣傳福音，並隨時隨地與人分享他信仰的經歷，

也以一個專業科學家的身分見證上帝創造的奇妙。 家父母也是在棣

牧師的邀請下，加入到這個貴格會的大家庭，並擔任大直貴格會的

牧師，而在他們的辛勞奔波下，父母先後在台北地區也設立了多個

教會及佈道所。 

       棣牧師一生愛主愛人，愛中國。 他的願望是「死在中國、用盡

一生為中國。 」就如英國宣教士戴德生牧師所言： 「假如我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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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

給中國。」 

行事為人方面：棣牧師是一位心胸寬廣、為人忠厚、充滿愛心的宣

教士。面對宣教士開荒工作的艱難與人的抵擋總總難處，他都多方

寬容忍耐、柔和謙卑在生命中流露基督馨香之氣。 

愛主愛人方面：他平時生活極其簡樸， 但每當別人遭遇困難時，他

一定傾囊相助，毫不吝嗇。 另外他也用自己的薪水在大學裡設立多

種獎學金，鼓勵學生努力向上，並幫助家境清寒的學生, 他的愛心

不但是在言語上更是以行動表現出來。 

忠心捨已方面：在他年老時罹患癌症需要看醫生付醫藥費時，也將

信徒指定奉獻給他的金錢全數轉給其他有需要的教會，做為建堂奉

獻。 他曾説：「自己年紀大了，多活幾年與少活幾年都沒有什麼關

係，但現在正逢教會需要建堂，我很難有這麼多錢可以奉獻，因此

就把這筆錢奉獻給教會了。」 

       棣牧師的一生服事上帝，獻給中國。凡事順服主，經歷苦難，

最後得享榮耀。 雖然死了，却因信仍舊説話。「一粒麥子不落在地

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 

12:24)  

       他的一生正如經上所說的：「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

從今以後在主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

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啟示錄 14章 13節) 

又如使徒保羅的勉勵: 「感謝神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

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林前15:57-58) 

       讓人非常懐念的棣牧師及師母，一生敬畏主 ，順服主，服事主 ， 

為主全然擺上。想到棣牧師一生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許多感人的

的見證深觸我心，也激勵我要愛主更深，願意獻上自己一生，追隨

主的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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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感怀 ─ 受洗十周年的回顾

和感恩 ~ 徐彬弟兄 

       

         2022年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

一是按照中国人虚岁的算法，今年我

已进入“古稀”之年；其二、也是更重

要的，今年又恰恰是我受洗归入主名

下的十周年！ 

       圣经说：“「除非人是受了圣灵的感动，（也）绝不会真心的说

“耶稣是主。”」（当代译本林前 12:3）回首往事，我的信主经历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就是在“抗拒”他人传福音的过程中而一夜

真心信主的。 

       事情还是要从 2011年的 11月 25日我母亲去世四十年的祭日说

起。她的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非凡和坎坷，可是因着那个特

殊年代，她只活了 49岁就不幸因病去世。那日我平生第一次为纪

念母亲写下了长篇回忆文章；写到悲痛处我不禁嚎啕大哭，... 。文

章发表在报刊上，感动了许多的读者。 

       第二天我接到了我的知青好友 Jim胡的电话。电话中他先赞扬

了我的文章，接着就邀请我当晚和他一起去查经，并说他会顺便给

我带去曾是当年《河殇》撰稿人远志明牧师的讲道录像光盘。因为

当时我根本不想去教会，所以就应付他说：“谢谢！不过晚上有事

去不了，但我会通过在网上阅读去看远的录像。为了避免他下次再

以同样的理由来烦我，当晚我“被迫”打开了电脑，找到远志明讲道

录像看了起来。没想到一看就停不下来，从开始看视频到等不及看

完而找到讲道的文字版去加快速度看，直到将长长的十二讲内容全

部看完。我被里面许多的内容深深地触动了，其中感触最深的是他

对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分析。 

       原来导致人类原罪，亚当夏娃偷吃的“禁果”居然是伊甸园里那

棵能够“分辨善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而他俩这个在世人眼里似乎

是十分“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其实质和要害却是：被造的人却无

视恩主的明确的命令和警告，反而去接受了魔鬼的代表- 蛇的诱惑，

企图通过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来获得和神同等的能够“分别善恶”的

能力；其后果是被逐出伊甸园，失去了原本得享永恒的生命之源。

从此罪入人间,成了人类骄傲、无知、悖逆等罪性的源头；国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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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民也从此陷入到自以为“善”、对方皆恶无休止的纠缠和冲突之

中。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于是整本圣经就是从这一情节开始展开

了波澜壮阔的神实施救赎计划的全过程。 

       这一貌似神话的故事背后竟有着如此宏大深刻的含义，顿时让

我这个曾在高校教过历史和政治学的教师醍醐灌顶，大受震撼...。

我不得不承认，除了圣经，这世上没有任何其它的书籍、理论和宗

教能够地把这涉及到人类历史数千年的经验教训说得如此清楚和可

信！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我这个经常好为人师，在众人面前有着

许多光环和外表的“大好人”其实也和亚当夏娃一样，是一个十足得

罪神的罪人，为此我需要救赎。 

       于是那天我一个人在房间内跪下来虔诚地向神祷告，愿意从此

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接着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到了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我站在一条河的堤坝

旁，围着我身前身后的地上布满了一条条活蹦活跳的鱼，数量多得

几乎让我无法立脚...。 

       这个梦景实在是太鲜活和真实了，完全不像平时的那些梦。第

二天我凭直觉预感到这绝非偶然，一定与我昨日的决志有关，但是

它究竟是代表着什么我却一无所知。于是我就打电话请教那位知青

朋友。他听了我的描述后说，你的梦可能与《圣经》中耶稣呼召彼

得时所说的“得人如得鱼”的典故有关；可我那时我根本无法接受他

的解释，毕竟我还只是一个初信之人啊。 

       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我居然“破译”了那晚的梦境。

原来“鱼”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其原因是希腊

文的“鱼”是由“ΙΧΘΥ∑”五个字母组成的；而这五个字母正好对应了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这五个希腊字的首字母！

合在一起就是“耶稣就是基督，祂是神的独生子，是人类的救主！”

而这些信息恰恰就是基督教基要真理中最核心的内容！同时鱼的图

形还是早期受迫害的罗马基督徒彼此识别身份的记号！原来我初信

之日的那个梦包含了如此重要的宣示！神通过这些震撼的异象宣布

祂的救恩已经降临到我的身上！顿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那一刻我又赫然想起，1992年我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

学者时所获得的赞助恰恰就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高等教育基金会！

原来这又并非是偶然！是神在那时就预备了种子，如今经过近 20

年的孕育终于破土发芽！从那时起我便下决心要将自己的余生完全

奉献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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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之后我先后在海外中国人查经班、UBC华人校园浸信会和

温哥华圣道堂参与了许多方面的事奉。神让我这个还带着许多属世

骄傲的新人通过圣灵的带领和肢体之间彼此的影响，不断地克服老

我，成为一个比较谦卑的人。原来我以为自己在信主前就已经具备

的许多“才华”都是神的预备和“恩赐”，但后来才逐渐明白神的恩赐

只能是“圣灵凭己意分给人”（林前 12:11），而不是人自己的选择。

随着灵命的增长，我越来越认识到我自以为已经具备的“恩赐”事实

上许多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欠缺，有些甚至还是出于不切实际的

空想和肉体的骄傲，但是唯有一项服事是我过去压根未曾想过的、

但却又伴随着我整个信主的岁月，那就是福音文字的事奉。 

       十年前的 2012年 5月，我写了一篇名为“六十感怀”的见证文章

投稿到福音杂志《追求》上。因此机缘该杂志的总编便邀请我来参

与杂志的编辑事工。我一时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就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答应了，可没想到这一做就是继续了十年。迄今为止，经我参与

编辑校对的文字加起来超过百万余字之多；我也因此成了杂志的主

要同工。 

       到了 2014年夏天，有一次我负责“海外中国人查经班”聚会的领

诗；出于爱好写作者的习惯，我事先查考了诗歌作者的创作背景，

并在诗歌敬拜环节对会众做了介绍。会后有好几个受到感动的弟兄

姐妹对我说，“你应该将其写下来放在《追求》杂志上给更多的人

看！”于是我就开始尝试撰写圣诗介绍的文章。而这一发又不可收，

八年下来我已完成了四十余篇、总共二十多万字的创作。我的文章

起初只是发在每一期的《追求》上，后来又发表在《海外华人福音

网》的专栏和我的个人自媒体上；从 2014年起《良友广播电台》

的零点繁星-诗歌在我心节目也开始播出我新写的每一篇文章。在我

的已发文章中还有许多被其它福音网站转载引用，有的甚至成为

“爆款”，在网络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多年以后，当我回首我信主后所走过的路时突然感悟到：原来

神在拣选我的时候已经赋予了我今后在文字上事奉的使命和恩赐！

是祂首先通过我写的那篇纪念母亲的回忆文章作为契机，在那天呼

召我成为基督徒；又因为我将我的信主见证投稿到《追求》杂志，

让我成为福音文字编辑；再因为我的这份编辑事工，感动我开始撰

写介绍经典赞美诗歌文章，并在我的服事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让我

的读者和受众人数不断得到增长,..。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决志那晚我

做的梦。原来那位胡弟兄当年的解释也并非偶然，神拣选我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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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作为祂的器皿去履行广传福音的大使命，让更多的人归入主

的名下！而那就是“得人如得鱼”！哈利如亚，一切荣耀归于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千百年

来通过无数人鲜活的见证所能够证明的，而我的经历只是神的恩典

浩大海洋中一粟小小的浪花。尽管我已经到达所谓的“古稀”之年，

但我的身心灵还充满了继续服事神的强大活力和愿望。我还要继续

用我的笔写下去，直到再见主面的那一天！ 

       亲爱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您愿意也成为天国子民中的一员

吗？你听过圣经“神爱世人，甚至把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

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宣告吗？只要你“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这是多么美好的福音！

愿您早日接受神的大爱和祝福，成为祂的子民，从此得享属天永恒

的平安！ 

 

超越死亡的盼望 ~ 唐凱莉姊妹 
        

        我的父親 2020年九月九日於 101歲

被主接回天家。他在九十九歲半以前，

都是行動自如，但人的身體都必會朽壞

衰亡，2019 年九十九歲半的八月十五日，

他因膀胱退化無法排尿，裝了導尿管與

尿袋，開啟了急速退化的第一槍。這對

素常自由行動的他而言，是不可承受的

痛苦，因此常發脾氣，動輒就說：「我

這樣不如死了倒好。」 

       有一天上午他起床後，對我說：「昨晚睡覺時，我眼睛一閉上，

就看到主耶穌的頭像出現，並向我說話。」這太奇特了，我問詳情。

他說十八歲時從軍抗戰，二十五歲抗戰勝利，從雲南回到首都南京，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他得到一張耶穌織錦緞繡的頭像。他十七歲

時在上海慕爾堂受洗，他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就把這張頭像收藏起

來。爾後國民政府內戰，接著隨政府撤退到台灣，先在南台灣左營，

後來遷至台北，之後又移民到溫哥華，四處遷徙下，這張耶穌的頭

像也不知所終了。但那是他的東西，所以一見頭像，他就立刻知道

那是他的。我問他：「主耶穌對你說了什麼？」他說：「耶穌頭像

開口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嗨，我們好久不見了』，接著說『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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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久不見，但我一直與你們家同在，和你們在一起。你放心，

等你時候到了，我自然會接你走，但你現在時候還沒到，你就不要

一天到晚尋死覓活的』」。我聽後一陣悚然，我爸雖是受了洗的基

督徒，但他對屬靈生活並不怎麼追求，一生去教會禮拜的次數有限。

雖然他在生活中不太記得耶穌，但耶穌卻沒忘記他。我爸素常見到

朋友時的問候，都是「嗨，好久不見了。」那時他九十九歲半，距

他得到頭像的 25歲，的確是很久以前了，所以主用他最熟悉的語

詞向他說「好久不見」，之後說到常與你們同在，是主對信徒最大

的祝福，最令我震撼的，是主告訴他等他時間到了，必會接他走，

是多麼確據的盼望。但其中也有教訓，告訴他現在時候未到，不要

成天尋死覓活。他的異象，我將之默默藏在心中，仔細思量。 

       父親退化最快的表現，是他的聽力，又不肯戴助聽器，所以和

他說話要很費勁的大聲說話，他才勉強聽清。他最後在安寧病房住

了十二天，在他離世之前四天，聖靈感動我，要對他說些話，他那

時眼睛多半閉著，也不說話了，我便坐在他病床前，握著他的手，

以我平時禱告的輕聲對他說：「老爸，我想要對你說些話，在安寧

病房我是不能大聲說話，我現在是用我平時向聖靈禱告的輕聲向你

說話，我不知道你可會聽見，如果你能聽見，你用你的方式讓我知

道。我要說的是，上帝大概不久就會接你走了，你還記得一年前你

做的夢嗎？主耶穌親自告訴你，當你時候到了，祂自會接你走。如

果那天到了，你不要害怕，就跟著主耶穌的大光走，祂已在天家為

你安排了住所，那時你會和老媽再相逢了。我已把你的後事都安排

妥當，所以你安心的去。我要告訴你的是，我很愛你，我這一生最

榮幸的是成為你的女兒，你和媽媽的正直、善良，是你們留給我最

美好的遺產，我會帶著你們的善良正直走完人生的路，到時候與你

們在天家相聚」，我接著向他回憶從我小時候到如今，與他一起做

過的許多事，我們一起到哪裡去旅行、見了哪些朋友、去哪裡吃飯、

我們曾有的共同話題、以及我媽媽在世時，我們一家三口過著幸福

和樂的生活、、、點點滴滴，我都流著眼淚陪他一起回憶，我每講

一件事，他握著我的手就緊緊一握，那意思是「我記得」。原本是

重聽的他，竟然能聽清楚我輕言細語聲中的每一句話，太奇妙了，

這若不是聖靈的工作，什麼才是聖靈的工作？聖靈的感動，我就是

要在他離開人世前，讓他知道他的女兒有多麼愛他，並感念他的養

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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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醫生來看他，並對我說：「你爸爸時間不多了，如果你

們有宗教信仰，是時候請牧師來為他祝禱了。」於是我請了徐久明

牧師和師母次日前來。那一天有許多奇特的事發生。我上午到了病

房，護士對我說：「你爸爸今天一大早便雙手合什，向我們謝謝。」

他看到我，便展開雙臂，要抱抱我，父親是個感情內斂的人，我雖

是他的獨生女，但這還是第一次他做出要抱抱我的舉動以示愛意，

又對我豎起大拇指，表示對我的肯定，我也流著淚抱住他的頸項說：

「老爸，你也是好樣的。」接著，徐牧師和師母就到了，牧師以詩

篇二十三章開始為他禱告，當說到「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

缺乏」時，他的手開始晃動的厲害，我需要上前按住他的手，我和

他一起住了六十年，他的一舉一動我都清楚其含意，每當家中有人

來時，個性比較急的他，會趕忙起身招呼、迎賓，而牧師禱告時他

的手如此劇烈的晃動，就給我「有人來了，快去迎接」的直覺。牧

師禱告到一半，父親突然睜開了雙眼，說話了，他說了六個字：

「光太亮，光太亮」。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去把窗簾拉上。」他

住的病房有一大片落地窗，外面就是蒼天大樹，怎麼會光太亮？徐

牧師對我說：「凱莉，那是上帝的光，主來接他了。」我恍然大悟，

是了，聖經說上帝就是光，一點不假！事後徐牧師對我說，他的父

親和岳父在被主接去之前，也是說怎麼滿屋子的光，太亮了。主的

光不同於世界的光，知道父親看到主的大光，我心中又激動又安慰，

主真的是按照祂的應許，祂必會再來接父親走的。 

       徐牧師禱告完畢離開之後，我看到父親又有一個動作，是臨空

不斷的在翻書頁，翻了許久，我看了，了然於心。我曾經向主禱告

說：「主啊，我知道祢一定會來接我爸走，可是他最後這一段路要

怎麼走法？求祢用祢的方式讓我知道。」如今主用最直接的方式讓

我看到，祂將父親的一生像一本書一般，呈現在他眼前，他在世

100年，要翻的頁數肯定是多的，而且是從最後一頁翻起，一直到

他的生命初始，為什麼會這麼說？因為我看到父親翻書的動作翻完

之後，他開始說話了，而且還是在唸一首詩：「騎馬渡平川，」他

唸了兩次，問我：「下一句是什麼？」我說：「不知道呀。」之後

他想起來，繼續唸下去：「騎馬渡平川，河水深又寬、、、」，我

只記得這兩句，因句子很長，我記不起來，但父親就一直唸下去直

到句終，每個句之間都極為押韻，我明白了，那是回到他從小上家

中私塾的情景，師傅在教他們童謠，那個時代的啟蒙都是以童謠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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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孩子容易背誦，朗朗上口。上帝讓我看到這一幕，就是回應了

我的禱告。 

        在牧師為父親祝禱後的隔兩天清晨，父親在睡夢中安詳被主接

走。我那一天辦了許多事，晚上在家中，突然接到宋慶文傳道的電

話，他說：「唐姊妹，我是聖道堂的宋慶文傳道，我是根據教會的

教友名冊，分批打電話向弟兄姊妹們問安，你還好嗎？有什麼事為

你禱告的？」那時我和宋傳道並不熟悉，若是徐牧師打電話來，我

可以理解，但宋傳道此時打電話來，神啊，你要讓我知道什麼？我

向宋傳道說：「我父親今天清晨剛過世。」他聽了也大吃一驚，怎

麼他的慰問那麼即時？隨即在電話中為我禱告，求主安慰。我此時

心中大感平安，平日我出遠門，每到一個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打電

話回家向老爸報平安，宋傳道的電話，讓我意識到主差派祂的牧者，

向我報平安，祂已把我父親接回天家，要我放心了。 

        十月中旬，我辦完了父親所有的後事。有一天在早上睡醒後，

我在床上反覆思量父親最後日子的光景，其中最濃墨重彩的，是主

耶穌向父親的顯現、他在徐牧師禱告中看到主的大光、我在他病床

邊向他輕聲細語的回憶和他生活六十多年的點點滴滴、以及他那神

來之筆的翻書動作、宋傳道即時的問安、、，突然心中有個激動，

要我去看一下日曆，看看主耶穌在夢中向他顯現的日子，當我翻找

到十二個月前主向他顯現的日子時，我驚訝的說不出話來，那是九

月九日，他在異象中見主對他說話，而他被主接走那一天正是十二

個月之後的九月九日凌晨！我當下跪在床前向主禱告：「主啊，今

天祢要我去翻月曆，此刻我十分震驚，世上再沒有人計算時間像祢

這般精準，雖然祢告訴我父親日子到了，祢自會接他走，但祢沒有

告訴我是哪一天，可是祢自己成就了祢的時間，祢是要告訴我，這

不是偶然的，一切都在祢的計畫中，主啊，祢是神，真真切切的活

在現實中，這個日子是無可推諉的精確，世人再也無法說只是碰巧，

能行此事的，只有祢，因為祢掌管所有的一切。祢也藉此告訴我，

與父親同在的靈，也與我同在，祢讓我體會到什麼是超越死亡的大

盼望！如今祢讓我帶著這些祢所行的奇事，將此寫下來，隨時向世

人見證祢的真實，祢是大能行奇事的主，從亙古到如今到永遠，祢

是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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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也可以有奇跡？ ~  

顧智凱弟兄 
        我和太太邵嫣在 2021的八月份去

多倫多看我小兒子 Jerry。既然去了，

當然要去最著名的尼加拉瓜大瀑布觀光。

一路上都是我兒子推的輪椅。將要回來

的時候，兒子建議我買一個電動輪椅，

這樣我以後出行會方便許多， 

        所以回來以後，就訂了一台電動輪

椅。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推遲到

2022 年初才到貨。有了 2 個兒子出資的電動輪椅當然要準備出行了。 

2022年我們就和另一個家庭，躍強和津梅夫婦一起去洛杉磯搭去墨

西哥的七天郵輪旅行。 

        根據航空公司的規定，輪椅是必須放在行李艙。所以情況是這

樣的，我坐輪椅到達機艙入口，然後我下來，把輪椅折疊起來，行

李人員，送到行李艙。等到達了目的地，會有人把輪椅從行李艙拿

過來。當我再次看到我的電動輪椅的時候，我發現控制盤有撞擊的

痕跡，但是我試了一下，還可以用，就沒有放在心上。天天在郵輪

上面開來開去，多開心啊。然後還下船去某小鎮逛了一大圈。假期

總是要結束的，又搭飛機，下飛機。回到溫哥華，發現控制盤又有

被刮的痕跡，真是無奈啊。 

        回來以後，在 10/29星期六需要去教會。到了教會，把輪椅卸

下來以後，居然不能用了，以為是忘了充電，就在教會充了一個半

小時，還是不能用。把電池拆下來，再放回去，來來回回，還是不

能用，只好送修了。 

修理的公司發來照片，原來控制盤遭到撞擊，裡面早已損壞，完全

不是電池的問題。我心裡可捏了一把冷汗，幸好是回來以後才壞，

要是在旅行的時候壞，那可怎麼辦啊。可是這個好像是在進出行李

艙的時候撞壞的啊，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重點來了。早在出發以前，我就請求禱告小組為我們的出行禱

告，特別是為這架電動輪椅禱告，因為知道航空公司的行李員放行

李是非常粗魯的。都是扔來扔去。尤其是電動輪椅是比較精細的物

件，求主特別保護這架輪椅，不要被摔壞。電動輪椅確定是被摔壞

的，但是是在去的時候，還是在回來的時候，這個我不知道。我只

知道在當我需要用架輪椅的時候，它是好的，沒有問題的。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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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以後，沒有必要的時候，才壞的，所以只要禱告，輪椅也會有

奇跡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 感恩-神同在  

任金云姊妹 
 

        诗篇 23篇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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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见证我想

讲讲神怎么做我事业上的牧者，保守我工

作的顺利和平安。 

        我曾经做过见证，说我目前的这个工

作是神给我预备的，因为在这个公司我可

以发挥我的专业所长，而且工作不太忙，

公司离家又近，所以我可以很好地兼顾工

作，家庭和侍奉。到如今，我在这个公司工作已经有十年了。最近

几年，我开始觉得工作没有挑战，工资也不见涨，所以对工作开始

有了很多的埋怨。去年夏天的时候，正好有一位认识我的专业大拿

联系我，说他刚刚成立了一个公司，开发了一个世界领先的产品，

希望我去和他一起创业，帮他做一些算法设计的工作。他说如果公

司变大，那我有升职到技术管理层的机会。如果几年之内公司上市，

像我这种一开始就进入公司的人绝对可以有很多股份，说不准我就

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听着他对前景的描述，我不由心动了。这样

的工作机会，不仅在专业上可以提升自己，又有赚大钱的机会，我

觉得这肯定是神听到了我对目前工作的抱怨，特意给我的事业准备

的一个新方向。我想立刻答应，但还是有所顾虑，因为如果换到新

的工作，肯定会很忙，加上新公司离家很远，所以一定会影响到我

的侍奉和家庭生活。 

         这时，正好我们团契的祷告小组成立，我就把这件事分享出来

让大家给我祷告。开始祷告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究竟哪个选择更适

合我，只是希望神能带路，帮我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口里说 “我会

顺服神的带领”，但实际上心里已经有个声音说 “换工作吧，这是人

生中难得的一次机会”，因为当主内一位弟兄给我祷告说“求神带领

她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我觉得新工作就是我职业生涯的

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一直和那位专业大拿接触，了解新公司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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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谈工作的待遇。由于赶上了夏天，大家都出去度假，再加上我

是这个新公司招的第一个资深员工，所以正式录用过程特别慢。我

们祷告小组每周都为我是否要换到新工作迫切祷告。在这段时间，

我没有去催促新公司给我发工作合同，因为对于目前的公司总有一

种舍不得的感觉。虽然大家说一个公司离开任何人都可以照常运转，

但我在这里工作了十年，很多技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也不知道该

如何交接，我觉得一走了之好像很不专业。 

        去年 8月底的时候，得知老公突然被裁员了。很多人都劝我，

你就先别换工作了，一个家里两人一起换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太大。

其实，现在想，这都是神在给我一些预兆，让我不要被新工作的美

好前景所诱惑。可是，新工作的美好前景还是一直占据着我的心。

到了 9月初，新公司把录用合同（offer）写完了，新工作的开始时

间也说好了，就是在去年感恩节后的第一天。我记得那天周三和那

位专业大拿在电话里聊完了录用合同的细节，他说放下电话就给我

发最后的合同，我也决定收到后就立即签合同，然后接下来的周一

就去现在的公司辞职。谁知道那天他给我发了邮件，却竟然忘了把

最后的合同文件放在邮件的附件里发给我。 

        那天晚上，恰好老公的姐姐打电话来询问老公找工作的事情，

顺便也和我聊起了我的新工作。我和她讲，和目前的工作比，我的

新工作职位没变，工资几乎没变，福利差了一大截，而且公司离家

远，还会很忙碌。她问那你为什么要换工作？我说，第一，我的职

业生涯可以提升，第二，如果公司将来上市，我有原始股啊。她问

合同里写给你多少股票了吗？我仔细一看，合同里说原始股票政策

还在策划中，目前没有股票。老公的姐姐说，那你至少提点要求吧，

比如把工作的职称提高一下？我想也是，要不要个虚名吧！于是我

写信给那位技术大拿说要不把资深（senior）员工改成主要

（Principal）员工吧，反正职称名字不要钱，更何况将来我就是最

重要的员工之一嘛！谁知道，那位技术大拿突然支支吾吾，说不能

给我改职称，后来一聊，才发现他又招了一个和我有类似技术背景，

并且经验更丰富的员工，我在他眼里其实只是一个一般的员工而已。

突然间，我才发现换个新工作会让我事业上升，名利双收，原来都

是我的想象！感谢主，让我在签合同前的最后一刻发现了真相，不

至于让我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 

        接下来我很有礼貌地拒绝了新工作的合同，又回到了我工作十

年的公司，继续我熟悉的工作。过了不久，公司进行业绩评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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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对公司的贡献，公司同意给我涨工资，提职称，不用换工作，

我的职称也变成了主要（Principal）工程师。虽然职称并不代表一

切，但也是对我这么多年来工作的认可。目前工作有时会很忙，但

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可以有精力去兼顾家庭和侍奉。 

        仔细想想，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是不是就像一只羊呢？我们会

常常迷路、丢失，被诱惑，同时我们又很固执（至少我就是这样），

认准了一个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但作为基督徒，我很感恩，因

为我们有神同在，做我们人生的大牧人。他会借着我们的祷告，通

过各种方式看顾、引领、保护我们，而且他比一般的牧羊人更有智

慧，他了解我们，可以在最合适的机会用最合适的方式把我们从从

错误的方向拉回来。就像这一次换工作，祂知道我最看重的就是新

工作可能带给我的名和利，经过半年的祷告，借着弟兄姊妹一直为

我的代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在最合适的时间，用最合适的方式

让我知道了我所向往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想象，所以最后我心甘

情愿地拒绝了新的工作的诱惑。就像诗篇 23篇说的：“祂使我的灵

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

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

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希望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也可以像我和其他的基督徒一样，借着信靠

和顺服神这位牧羊人的带领，可以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相随”。 

 

 

榜樣 ~ 李柯南弟兄 
 

奶奶  

        奶奶在我的記憶裡是一位和藹

可親的老人。我從父親的口裡得知

奶奶持家有方，既使在那 個物質非

常貧乏的歲月裡，她依然讓子女們

感受到家的溫馨和快樂。她是教會的司琴，音 樂和詩歌使她的人生

充滿喜樂，也感染了周圍的人，我父親就是最好的明證，從小就學

會 了很多經典的詩歌。奶奶待人寬厚，儘管我媽媽非常強勢，對自

己的婆婆卻讚不絕口，充 滿了敬佩。奶奶去世後被安葬在教會的公

墓，正如刻在墓碑上她的名字——“洪恩”，她 在地上走過了充滿喜

樂和感恩的一生，也為她的子孫樹立了美好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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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敏  

        阿敏是一位小餐館的老闆，迫于生計，她初中還沒讀完就出來

工作了，後來又因為失業， 不得已就自己開了一家餐館。她對客人

隨和，飯菜的價格公道、量又充足，所以街坊鄰居 都願意光顧她的

小店。我當時大學畢業後，一個人住，也經常懶得做飯，所以也常

去她那 裡，慢慢地就和她熟絡起來。有一次她看見我戴了一條木制

十字架的項鍊，就問我信不信 耶穌。我當時還沒信主，回答說這只

是裝飾而已，然而她卻鄭重地邀請我去教會。周日那 天，她特意叫

了計程車來接我。到了教會，她在教會的書店裡買了聖經和詩歌本

給我。當 我要把錢給她的時候，她說她的聖經和詩歌本也是別人送

的，如果我要償還，那就還給我 將來的福音對象。我當時真是無法

理解她的邏輯，這完全超出了我所受的高等教育。 於是我在教會學

了一年的初信栽培的課程，瞭解了很多關於上帝和聖經的知識，然

而真正 讓我決定信主受洗的還是阿敏自己的故事。後來我瞭解到，

阿敏是一位單親媽媽，兒子上 了初中，自己還有一位年邁的母親，

所以整個家庭的經濟、以及對家人的照顧都落在她一 人身上。她告

訴我，是主耶穌幫她挺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如今她能請得起雇工，

並為周圍 的一些小公司提供午餐配送，完全是主的恩典。她兒子也

隨她去教會，對孩子的教育，她 完全交托給主，一點也不擔心。阿

敏靠主得勝的生命見證完全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如 今我已經信

主二十幾年了，每當想起她向我傳福音的情景，心裡依然火熱，也

滿是感恩主 奇妙的安排。  

魏姐妹  

        魏姐妹是我移民加拿大後認識的一位靈命成熟的基督徒。我和

我家姐妹經常去參加她帶領 的聚會。每次聚會開始的時候，都有弟

兄姐妹們的交通分享，同時也穿插著詩歌和禱告。 記得有一次，也

許是因為謙讓的緣故，沒有人分享見證，魏姐妹就說，“基督徒隨

時隨地 都可以為主做美好的見證，如果兩個基督徒聚在一起不談論

主的事情，一定出了問題”。 我當時雖然感到很有壓力，但她的話

倒也提醒了自己，我們不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生活 中的每一天、

甚至是點點滴滴都要榮神益人。從此，我每次去她那裡聚會都會準

備一點見 證，長此以往就意外地發現，原來神在我身上滿有恩典，

過去卻常常忘了數算和感謝。 還有一次，魏姐妹邀請我和我家姐妹

去參加團契的退修會。為了這個退修會，她已經禱告 了好幾天，並

與其他弟兄姐妹互相印證，在同感一靈的情況下，才確定了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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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當 時非常享受從早到晚的敬拜，也深深地被魏姐妹的講道所

吸引，仿佛神借著她的口親自地 對我說話，話語充滿了能力，更有

恩典和公義流入我的心底。我相信魏姐妹以及每一個被 主重用的僕

人，一定與主有很親密的關係，並對神的話語有很認真地查考。 魏

姐妹所帶領的團契有些特殊，其中有很多單親媽媽，有些敏感的問

題是不容易碰觸的。 然而，魏姐妹深愛她的團契，並深信神的大能

一定可以保護並治癒每一個受傷的心靈。面 對多年的挑戰，她對團

契始終不離不棄，直到她安息主懷的日子。正如她所願，現今的這 

些姐妹們不再心存苦毒和抱怨，反而學會了感恩和釋放，並在各自

的教會中擔當起許多傳 福音的工作。 聖經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

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 替眾人

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

活。”從魏姐妹身 上，我看到了一個為主而活的基督徒的榜樣。  

我的收穫  

        我在這信仰的道路上遇到過許多美好的榜樣，他們毫無例外都

最終指向了耶穌基督——因 主喜樂、靠主得勝，為主而活。我想，

這就是基督徒得救和得榮耀的公開的秘密。 

 

林 清姊妹見證 
     

     當我決定為主做見證時，有聲音告訴我，我會死。邪靈讓我睡

覺的時候無法呼吸，並攻擊我的腰，讓我無法走路，在夢裡噁心我，

還攻擊我的孩子。後來主告訴我不要懼怕！主通過聖經裡面的話語

堅固我，讓我敢於為主做見證！這是我唯一能為主做的，因我知道

我活著就是為了主！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林後四 9） 

        回憶起一年前發生的事情，如果不是主拯救我，後果是去地獄！

那段時間“它們”突然攻擊我的大腦，想睡覺時，在大腦裡把我嚇醒

或者製造噪音，讓我早上都無法入眠。3天一直沒睡，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我得了神經病。因為我從小就能感知邪靈存在，所以知道是

邪靈幹的，以前邪靈不能傷到我，但是就從兩年多前，他們就可以

攻擊到我的大腦，那段時間感覺很多邪靈在我家裡，其中有一個能

量非常強，一直在我的臥室裡頭徘徊，如果我去臥室，哪怕是白天，

哪怕一秒，就會感覺頭疼的非常厲害，周圍很陰森，很恐懼，只能

睡在客廳，但是客廳也是免不了被攻擊的，邪靈想霸佔我家，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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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讓我瘋崩潰、自殺。因為無法睡覺，我們還搬家到 Alberta 省住，

離溫哥華大概開車 10幾小時的路程。沒想到的是，當天晚上邪靈

就找到我。 

        在徐牧師和宋傳道的帶領下作了決志禱告，邪靈被趕走了！主

救了我的靈魂！ 然而，因為我的信心不足、破口很多，邪靈又回來

攪擾。我在家還是很怕，幸虧徐師母陪我讀聖經的同時，還教導我

依靠主的愛來對抗恐懼和害怕，堅固了我的信心！主在我猜疑和猶

豫的時候幫助我，讓我體會到了這輩子都沒有體會到的平安和喜樂。

接著，神教導我向祂禱告，鍛煉我的信心！一次在我心中非常害怕

的時候，藉著禱告，主讓我安靜等候祂，成為神所使用的器皿！ 

        在信主之後的日子，我因為自己不夠順服和敬畏神，所以神藉

著一些試煉讓我不斷成長，讓我操練完全地信靠和傾聽神的話語、

遵行神的旨意。在每一次試探和攪擾中，神讓我學習倚靠主基督耶

穌的愛和聖靈的大能，堅固自己的信心，學會忍耐和等候! 

以前覺得自己從小到大總是被邪靈攻擊，感覺很倒楣，也對生活失

去了希望！現在每天都能感覺到主的同在和祂的愛，心裡好喜樂！

每天充滿了美好的希望！離開主我就活不了！活在聖靈的恩膏裡，

人生才有意義！ 

 

我的信主之路 ~ 杨宇奇弟兄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

认识我。” （约 10：14） “我另外有羊，不是

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

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约 10：16） 

很清楚的记得这是我在受洗前一夜翻读

圣经时读到的，回想自己的信主之路，真的

深深感受到“在人看来不能的，在神都能。” 

其实在信主之前，我是一个自认为很虔诚的佛教徒，那时自己

公司里摆着佛堂，每年除夕都是在寺庙里诵经烧香，还拜了上海最

大的寺院方丈做师傅。记得 2010年世博会期间，地铁上介绍上海

风光的视频里，那个寺院撞钟的香客就是我。 

我的母亲 2002年在温哥华受洗信主，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于是我们家里就有了两个信仰的争战，我们经常会为了信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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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有时我来温哥华，我母亲带我去教会，希望我能决志信主，

但我根本不为所动。当时我母亲教会里的很多弟兄姊妹也来给我传

福音，但当时愚顽的我根本听不进去，借着自认为好的口才和大家

辩论，自我感觉能辩得过大家而沾沾自喜，有一次我决绝的对我的

母亲说：“其他事上我可以听你的，但信仰这件事上我们各走各的

路。”自此以后，我母亲不再主动与我提起信主的事，只是每次来

电话时会说：“主祝福你。”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以后我母亲每天

都切切地向神祷告，求神能让我弃绝偶像，早日信主。 

2015年 5月，我母亲因为生病要回国内动手术，按常理碰到这

些大事，我又要去寺院拜偶像。但这次正好在手术前一天，一位姊

妹从温哥华回上海来看我母亲，他对我说你要信主。不知为何，我

第一次没有抗拒。第二天在手术室外，当我母亲的手术开始时，我

突然真真切切的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要信我，你要祷

告。”这个声音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使我没

有任何的力量去抗拒。我低下头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向神祷告，我真

的记不太清楚那次祷告的内容了，但时间一定很长，因为直到医生

通知我我母亲的手术顺利结束了，我才停下来。 

当我母亲手术醒来时，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妈我信主

了。”我母亲当时就留下了热泪。 

第二天我一进公司就把公司佛堂里所有的东西都砸了扔了，我

第一次捧起圣经开始读经，（有意思的是在我信主之前，我竟然没

有翻开过圣经）。2015年 7月我陪母亲回到温哥华，7月 11日正式

受洗。 

回想我信主之前，我的心是如何的刚毅，如何的顽冥不化。真

的感谢我母亲为我能不断的向神祷告，感谢当时弟兄姊妹耐心不断

地向我传福音。虽然我还不住的抗拒和抵挡，但正是我母亲之后对

我说的一句话，“人找神很难，神找人一定很容易。”我真正的感受

到无论你有多刚硬的心，只要神一动工，你自会来到他的面前，低

头成为他的羔羊。正如主对我们的说的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

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一切荣耀归于主，阿门。 

这次来温哥华，感谢神的带领，能找到圣道堂成为我们家的遮

盖，连续两周听宋传道和孙约翰牧师讲道时要我们讲出自己的见证，

特写此文。如有可能，今后还想和大家分享我 12岁儿子的信主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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