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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會 通 訊教 會 通 訊教 會 通 訊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零一三年四月二零一三年四月二零一三年四月 

捍衛婚姻捍衛婚姻捍衛婚姻捍衛婚姻      本教會於三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前，舉行了一個簡短的禱告會，特別為捍衛由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組成的傳統婚姻來禱告，因為兩天後，美國最高法院就要開始聽審兩條只承認異性婚姻的法案是否違反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雙方辯論。第一條是 2008 年在加州由民眾投票通過的第八號提案，第二條則是 1996 年由參眾兩議院高票通過並經柯林頓總統簽署的「捍衛婚姻法」。    兩天之後，三月二十六日寒冷的早晨，教會許多弟兄姊妹也參與了由各界之捍衛婚姻人士所組織在華盛頓DC 最高法院前的婚姻遊行，在眾多同性戀者聚集示威之同時，高舉標語，捍衛傳統婚姻。在耀眼的陽光下，教會弟兄姊妹身穿「婚姻＝一男＋一女」的紅色 T恤，站出來宣告他們的信仰。由大會準備的紅色與藍色的標語則分別用英語及西班牙語寫著「每個孩子都應該有一個媽媽與一個爸爸」、「有一個媽媽與一個爸爸的孩子會最好」，在估計約一萬的人潮中，份外顯眼。另外還有標語寫著，「你是不想要爸爸，還是不想要媽媽？」引人深思爸爸媽媽兩者都需要的天性。    但是，這場屬靈爭戰尚未結束。美國最高法院將約在六月底公佈判決。在那之前，我們還需要做什麼？在那之後，我們還應該做什麼？這次，捍衛婚姻人士在DC遊行了一天，支持同性戀者則遊行了至少兩天。捍衛婚姻人士只在有法案威脅到傳統婚姻時才採取一下行動，支持同性戀者則日以繼月不斷在遊說政客，爭取他們認為應得的法律權益，使得如今總統也得為他們說話。他們一次又一次竭力挑戰這些法案的最主要原因，不外乎個人因這些法案而損失的大筆金錢上的利益，例如遺產稅及醫療保險等。但若我們掉以輕心，以致同性戀普遍合法化，那麼對這個社會未來的各個層面，尤其對我們的後代，將會產生非常深遠且難以想像的不良現象及影響。不過，「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1:9)，聖經已告訴我們那最終的結局。真是求神憐憫美國這國家，讓我們不要步上所多瑪、蛾摩拉的後塵。更是求神復興我們，教導我們如何在這昏謬的世代，有智慧，有能力，將祂真理之光照在人前，使萬民的心都歸向祂，遠離悖逆之道，且設立正確的法律，讓我們轉離道德淪喪之途。 
Picture from https://www.marriagemarch.org/resources/  

(更多照片請見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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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福 独幕剧 
一餐厅，一餐桌，椅。一招待站在前台。一客人坐桌边用餐。 

 招待： （左右张望）唉，金融风暴吹走了我的客人，也卷走了我的小费，再这样下去，客人越来越少，连我也要卷铺盖了，这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回头，指客人）大厅就剩这一个客人，吃得这么悠闲自在。我要好好伺候这位，也许他会多给我点儿小费。 （走到客人边 ）先生，吃得怎么样啊？还有什么需要吗？  客人： （微笑）蛮好，蛮好，没有什么需要了。（关心地）哎，兄弟啊，看你在那儿愁眉苦脸地望着窗外发呆，有什么心思吗？碰到困难了吗？  招待： （叹气）咳，那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现在经济这么糟，餐馆也受影响，客人这么少，生意这么差，这样下去日子怎么过啊？  客人： 是啊，我也是做餐馆的，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招待： （奇怪地）那你怎么还这么悠哉悠哉地出来吃饭？  客人： （自豪地）我有神保守看顾，不害怕，不忧愁，该做什么做什么。  招待： 我也烧香拜佛，敬财神，可是不管用。（乞求地）哎，请问老哥，你拜的是什么佛，哪一路神，这么管用，能告诉我吗？让我也试着去拜一拜，看看管不管用，是不是也能像你这样开心自在？  客人： （坚定地）我一不烧香，二不拜佛，三不敬财神。我就一个字：信。  招待： （疑惑地）信！信什么？？？  客人： （严肃地）信神，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了，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看顾我们这群认罪悔改信祂的人，所以我就平安自在。  招待： （惊奇地）有这么神啊？  客人： 是啊，你心神不定，所以就六神无主，因为你没有信到真神，没有拜到真神，无济于事啊。  招待： （点头）有点道理！要真像你说得那样，我也该去信信。        （疑惑地）可我拜祂，一不烧香，二不上供，祂接受我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客人： （认真地）我们的神不需要烧香敬供，我们只要认罪悔改，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救主，祂就接受我们，保守看顾我们。  招待： （好强地）我没犯过什么罪啊。叫我先认罪，那不是大个子钻猫洞——强人所难吗？  客人： 是吗？你刚才说你也烧香拜佛、敬财神，那就是罪啊！  招待： （为难地）啊，对不起。啊，那你的神标准也太高了！  客人： （耐心地）是啊，我们的神是圣洁无瑕的神。这罪不光指那些明摆着的盗窃抢劫，即使心思意念 （接下頁） 

浩流 



Page 3 里的歪念头都是罪，连贪婪、妒嫉、赌博、醉酒都是罪。你这些都没有吗？  招待： 啊，不好意思，我常去赌几把，想碰碰运气。  客人： 你看，这在上帝面前，你不就是犯罪了吗？所以要认罪悔改，让神进入你的心间，有神、有主基督耶稣来掌管你，你就会得平安，得永生！  招待： （高兴地）啊，这么好！那我认罪悔改，信耶稣，得平安，得永生！真想不到天底下还真有这样免费的好事！  招待： 那我信神信耶稣，要不要像和尚那样去念经呢？  客人： （坚决地摆摆手）不，不，不，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基督徒不需要那样做。我们只需要知道神的话语，这得通过读《圣经》才能知道，并按着祂教导我们的去做就行了。  招待： （若有思索）哦。  客人： （趁热打铁地）那我们来做一个决志祷告，怎么样？我说阿门，你也跟着说一声阿门。  招待： 好！这真是秃子当和尚——不费手续！  客人： （做决志祷告—承认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耶稣作我个人的救主）阿门。  招待： 阿门。[编者按：「阿门」源自希伯来语，表示「赞同、确实」之意]  客人： （握手）现在我们在主里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可以以弟兄相称。信主后，你还要去教会，参加教会活动。  招待： 教会？那是什么组织部门？要办理证件吗？要身份吗？  客人： 不要办证件。教会是个和你一样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聚会敬拜神的地方。在教会，你可以感受到主内弟兄姐妹们的关爱。  招待：（为难地）可我上班很忙，没有时间啦！  客人： 不着急。我们有特别聚会，是专门为从事餐馆工作的弟兄姐妹们准备的。  招待： 哦，那太好了，想得这么周到！  客人： 那是因为神爱我们，耶稣爱我们。  招待： 我去，我去，我一定去！        （激动地自言自语）我们餐馆工人真是：客人多，生意好，就辛苦；客人少，生意差，就心慌。现在有耶稣基督作主，我就不用瞎操心啦！        （门铃声）哎，对不起，来了几位客人，我得去迎接。（喜乐地）信耶稣真好，一下子就来生意啦！  对不起兄弟，不能陪你啦。下班后，我们教会再见。  客人： 好，我也该走了。 再见。神祝福你！ 
 

两人一起下场。  
剧终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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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書介紹 

  教會圖書館內，一進門轉向身後左後方的窗戶左邊，有一個書架，最上面三層架子上陳列著各種傳福音的資源，歡迎弟兄姊妹多加利用，購贈未信主或初信主的朋友、鄰居或同事。其中有新國際版 NIV英語聖經（單價$2），ESV 版英語新約聖經（單價$1），The Message 版英語約翰福音（單價$0.50），由李.史特博所著的金牌暢銷書「重審耶穌」英語版（單價$3.50），由華理克節錄自「標竿人生」的精簡小冊子「我究竟為何而活？」英語版（單價$1.50）。另有英文版、中文簡體版、中文繁體版、西班牙語版的約翰福音小冊子（單價$0.50），以及可免費索取的英文及中文的福音單張與光碟。我們採取榮譽制，請弟兄姊妹自行前往購取需要的數量，將正確金額放進架子上的白盒子內即可。盼望大家都能利用這些價廉的資源，散發福音的種子。 

福音資源福音資源福音資源福音資源    

堅持一生的道路堅持一生的道路堅持一生的道路堅持一生的道路 作者：傑瑞.席哲傑瑞.席哲傑瑞.席哲傑瑞.席哲       以神的旨意為你一生的道路! 我們都聽說神對我們的一生有個計劃，可是，在實行上，這究竟是甚麼意思？有時候，神完美的心意似乎很難找到、或很模糊，令人無所適從，容易錯失。我們甚至可能懷疑，過去所做的選擇，是否曾經偏離了神為我們一生所定的計劃？假設神對我們的一生有個完美的計劃，那麼我們有多少自由？遇見苦難和麻煩，表示我們偏離了祂的計劃嗎？神究竟是怎麼說的？在此書中，作者討論了諸如此類的問題，提出一個符合聖經的看法，讀者會覺得能真正得到自由。不論你已經做了甚麼決定，他指出，你仍舊可以活出神對你生命的完美計劃──即使你覺得自己和不合適的人結了婚、選錯了行業，或者面對某種嚴重的麻煩。 保羅的禱告保羅的禱告保羅的禱告保羅的禱告  作者：卡森卡森卡森卡森  禱告是基督徒不可或缺的屬靈操練。在當今以操練禱告為主題的書籍中，本書是最有幫助、最以聖經為基礎的。溫和而令人信服地引導我們，朝著靈命更新之路邁進。  全書對保羅書信中的幾個重要的禱告進行深入的探討，包括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以弗所書、羅馬書中的禱告，也穿插幾個重要的相關論題，如不禱告的藉口、神至高無上的主權與人的責任等。每章結束附有複習與思考問題，非常適合作為教會禱告聚會前的研讀材料。 爱之语爱之语爱之语爱之语（新版 2004） 作者：诺曼诺曼诺曼诺曼....莱特莱特莱特莱特  父母满心是爱，为什么说出来却是伤害。没有不可爱的孩子，只有不会爱的父母。无论你是初为父母，还是久为子女教育问题困扰，此书都可以为你指点迷津。它从爱的源泉汲取为人父母的智慧和力量，用慈爱和有效的沟通建立孩子的心灵乐园。 序言 做一个好家长第一部分:栽培型父母;第一章 你的家庭健康吗;第二章 你为什么要孩子;第三章 父母的角色决定孩子的性格;第四章 不要迷失了养育子女的方向;第五章 养育子女的误区第二部分:无污染交流;第六章 严禁使用恶毒的语言武器;第七章 消除交流中的失落感;第八章 拆毁，还是建造第三部分:尊重孩子的独特性;第九章 每个孩子都是无价之宝;第十章 学会与老大相处;第十一章 学会与其他孩子交流;第十二章 有个性的孩子(上);第十三章 有个性的孩子(下);结语 简短回顾 

抓神者抓神者抓神者抓神者--讓我們經驗神強烈的同在 作者：湯米.田尼湯米.田尼湯米.田尼湯米.田尼  本書鼓勵我們不顧一切地「抓住神」，而所謂不顧一切，就不單理性疑惑要拋棄，宗派/教會裡上千年甚至幾星期的程序和習慣都要讓路，因為神不是透過任何人為的東西來給人抓住，唯有純然的饑渴和熱心才能感動我們的天父。你和你教會有這決心嗎? 啟示錄第三章的結尾提到「不冷不熱」的老底嘉教會，神說「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15節)。今天，很多信徒的屬靈生命好像老底嘉教會，認為星期天上教會已經給足神面子。作者提醒信徒，這會失去很多神的恩典，也期望信徒有更活潑的信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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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書介紹(續) 

我們的孩子都受了傷我們的孩子都受了傷我們的孩子都受了傷我們的孩子都受了傷 作者：查普曼.克拉克查普曼.克拉克查普曼.克拉克查普曼.克拉克   青少年需要的，是一個真心關懷他們的大人! 成年人拒絕承認現代青少年的世界已經不同以往，反倒利用社會體制所賦予的優勢，用自以為是的態度理解青少年，以自私自利的方式扼殺他們的發展，致使我們的孩子都受了傷! 本書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青少年發展的理論、解釋與背景，並道出本書前提：「社會體制遺棄青少年」。意即成年人有能力護送青少年融入社會，但卻對他們不相聞問。第二部分探討社會體制遺棄青少年的後果：青少年打造出自己的地下世界，以避開成人社群的破壞。本部分探討青少年中期族群生活中的八大重要議題。第三部分探討青少年中期族群的需要，以及扭轉「體制遺棄」的五個策略。青少年渴望你伸出援手、給予關懷。作者根據第一手實務經驗寫成，幫助你進入青少年族群的內心世界。  

愛的啟示愛的啟示愛的啟示愛的啟示 作者：朱利安娜朱利安娜朱利安娜朱利安娜 本書原由美國《靈修日程》出版，選錄教會歷代偉人的名著精華，展現屬靈生命之奧祕與深度，為現代信徒靈修必讀之作。  

寬恕與自由寬恕與自由寬恕與自由寬恕與自由 作者：大衛.歐思伯大衛.歐思伯大衛.歐思伯大衛.歐思伯 原諒別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我們心中就常積存憤怒、苦毒與報復等。如何改變這種情況，脫離這個困境？本書就為您解答這道難題。作者針對憤怒、敵意等情緒對基督徒的影響，提出改善的途徑，是您生活在這個人事紛紜的世界裡應讀的一本書。  

教會禱告的職事教會禱告的職事教會禱告的職事教會禱告的職事  作者：倪柝聲倪柝聲倪柝聲倪柝聲  神工作的原則，乃是地上教會的意志，與天上神的旨意和諧一致。所以，祂需要教會在地上禱告，叫天上有所舉動；這是教會在神面前應負的責任，也是教會最大的工作。這種禱告，是作職事的禱告，工作的禱告，為著捆綁和釋放。這種禱告，需要我們儆醒，站在基督升天的地位，運用祂賜的權柄，為祂爭戰。本書的中心負擔是帶領神的兒女們學習以神永遠的旨意為中心的禱告，實行神在禱告上所給教會的職責和權柄，反對撒但對於禱告的攻擊。全書共五篇信息，論到教會禱告的職事，主在馬太六章關於禱告之教訓的內在意義，如何奉主的名禱告，權柄的禱告，以及在禱告上該有的儆醒。願神藉此書在教會中興起許多禱告的戰士來與祂同工。  認識聖靈認識聖靈認識聖靈認識聖靈 作者：蘇穎智蘇穎智蘇穎智蘇穎智  何謂「聖靈的洗」？何謂「聖靈的充滿」？何謂「聖靈的恩賜」？基督徒需要「超自然的恩賜」嗎？本書由聖經出發，以堅實資料與嚴謹研究，探討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課題，幫助你分辨真理，免受迷惑。蘇穎智牧師解釋有關聖靈的教訓時，儘量以聖經作根據，立論中肯；其中多處地方都有適當的指引，讓讀者自己根據聖經的記載去思考、評判與決定。 

健心靈食集健心靈食集健心靈食集健心靈食集 作者：梅仇笑紅梅仇笑紅梅仇笑紅梅仇笑紅 詩篇概論詩篇概論詩篇概論詩篇概論 作者：卜洛克卜洛克卜洛克卜洛克  本書的目的不在於向讀者證明每一節詩篇經文的釋經分析，而在於概覽整卷詩篇，強調如何擷取其中之神學信息，並指出其對莘莘學子之實用意義。本書包括了恰如其分的導論和概覽，佐以必要的批判、歷史、文學、釋經和背景考量，緊密交織於聖經文本的解說之中。卜洛克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廣泛閱讀，在本書中經常引用或提及不同作者的見解；書中有許多輔助性的專欄，作者也引述了許多古老作家的作品，如馬丁路德、摩根、本仁約翰等。 

納尼亞神學:路易斯的心靈與悸動納尼亞神學:路易斯的心靈與悸動納尼亞神學:路易斯的心靈與悸動納尼亞神學:路易斯的心靈與悸動 作者：林鴻信林鴻信林鴻信林鴻信  你知道電影納尼亞三部曲，不僅是一個奇幻故事，本身也是一套獨特的神學著作嗎？為了拯救愛德蒙的背叛，亞斯蘭甘願捨去生命。這是罪的工價、十架十架十架十架的神學。為了幫助開斯平王子完成復國使命，彼得、蘇珊、愛德蒙、露西被呼召進入納尼亞，歷經冒險、面對誘惑、勝過試探，學習長大成熟，這是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心意更新的神學。小老鼠老脾氣積極展現勇敢的品格，得以進入亞斯蘭的國度，這是品格品格品格品格的神學。尤斯提因為貪婪由男孩變成龍，再藉由亞斯蘭的能力，由龍變回人，其中的痛苦掙扎，就像生命必須拔除污穢，才能脫去舊我，穿上新人，這是復活復活復活復活的神學。華人神學家林鴻信秉持著他對路易斯的熱情，以其多年出入古今神學思想的功力，踏進路易斯多姿多彩的世界，嘗試將路易斯的思想，以「渴悅」、「真實」、「轉位」、「榮耀」等幾個重要觀念來作整理，寫成《納尼亞神學》一書，條理清晰，易讀易懂。  

2011 年第 83屆港九培靈研經會—權柄與權力 DVD  蔡麗貞 2011 年第 83屆港九培靈研經會—我在這裡，講差遣我 DVD 鮑維均 2011年第83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天國子民的生命表現DVD 陳耀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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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 6月，我們結婚還不到一年，我先生第一次失業。神讓我在 9月畢業後便找到工作，幫忙家計。後來因失業率仍居高不下，總統便延長失業救濟期限，從半年改為一年。在收到最後一張失業救濟金支票時，神奇妙地在六百多位應徵者中，為先生預備了一份工作。    1994年，兒子出生前半個月，我先生第二次失業。感謝神，如此一來他可以在家陪伴我坐月子，因我分娩時需要施行手術，神使我先生正好沒上班，可以在家中幫忙。我想兒子真有福氣，因為很多初生嬰孩不會有父母同時一起在家坐月子達二個月之久!    1998 年 3月，我先生第三次失業。那時我姐姐在香港互愛圑契事奉，而且我先生自 1976 年離開香港後便一直沒有機會回去，所以我們一家三口便趁此機會回港一個月。神恩待我們，因為若向公司請假回港，最多只能有兩個星期，非常短促，如今卻足達一個月!    回來之後，先生便積極尋找工作。他在報章上看到AOL的招聘廣告，聲明將在下週三某地方招聘，並當場會通知是否錄取，且立即有招聘紅利。雖然我先生在多天前已獲得另外一間公司的聘錄，但因 AOL是大公司，很希望在那兒工作，所以一直推遲未答覆。後來因為那公司不斷催促，便回覆他們這星期三便會決定去向。到了星期三，我先生前往 AOL面試。後來他打電話給我，說沒有被録用，我們便想這不是神的旨意。先生也已打了電話通知那間小公司，表示接受他們的聘請，約好等他回家後再打電話，將文件電郵給他。    回家後先生卻錯打了電話給 AOL。先生急忙道歉，但接聽的人卻問他是誰。先生道明之後，還告訴那人他並未被 AOL錄用，現正要打電話給另外一間公司接受聘請。但那人卻說，「先別作什麼，他們都喜歡你。他們現正在外面吃中飯，等他們回來就立刻通知你。」神的預備是何等奇妙! 試問有誰接到打錯的電話會去詢問對方是誰呢？    2003年，先生第四度失業。因為他在 AOL工作多年，並不熟悉外面市場上的電腦語言。感謝神，在教會一位弟兄的幫忙下，先生在那弟兄公司裡學習。半年之後的一天，我正在駕駛途中，神對我說，「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來 10:37）不久，果然如神所說的，為先生在那弟兄公司裡預備了一份工作。    今年 2月 12 日早上，一首詩歌出現在腦海裏：「我知

誰掌管明天，我知祂握著我手。在神凡事非偶然，都是祂計劃萬有。故我面臨的遭遇，不論大小的難處，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交托主。」下午跟先生電話短訊時，得知他將失去工作。原以為公司跟政府續約，可以繼續至少五年，但因政府縮減開支，於是先生又第五度失業。我心想，1、2、3、4、5，五次失業似乎多了一點。但我卻想到這首詩歌：「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常晴無雨，花香満漫。神卻曾應許生活有力，生命有亮光，作工得息。試煉有恩助，危難有頼，無限的恩典，不息的愛。」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    一天當我獨自在家時，心中憂慮，但神卻對我說，「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嗎？」（民 11:23）我便立時笑了起來! 於是，我拭目以待，看神這次怎樣預備!    3月 7日，先生告訴我，某間公司想聘請他。我們感激之餘，我更讚嘆神的奇妙，因為我想起我曾經祈求神，請祂在我們兒子放春假回家（3月 8日）前，預備一份工作，由於我們一直沒有讓兒子知道失業的事，以免影響他的學業。雖然我已經忘記了自己的禱告，但神卻沒有!    我們確是比別人多了一些被解雇的經歷，但回想這些但回想這些但回想這些但回想這些年來年來年來年來，，，，我們一無所缺我們一無所缺我們一無所缺我們一無所缺，，，，每一次神都奇妙地帶領我們經過每一次神都奇妙地帶領我們經過每一次神都奇妙地帶領我們經過每一次神都奇妙地帶領我們經過。。。。神或許不立刻答允禱告神或許不立刻答允禱告神或許不立刻答允禱告神或許不立刻答允禱告，，，，但我們的需要但我們的需要但我們的需要但我們的需要，，，，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 ! ! ! 我我我我非常願意在此與弟兄姊妹分享非常願意在此與弟兄姊妹分享非常願意在此與弟兄姊妹分享非常願意在此與弟兄姊妹分享，，，，來見證我們所信的神是何來見證我們所信的神是何來見證我們所信的神是何來見證我們所信的神是何等信實等信實等信實等信實! ! ! ! 要知道神並�是有求必應，亦不是聽憑我們指使的。若是的話，我們便可以作神，並不需要祂!    神亦有祂的時間。在這期間，先生面試了二份工作，可是神並沒有答允禱告。後來知道其中一間公司已被別間公司收購，很多員工因此而離開。至於另外一間公司，先生回想，他們的科技比較落後，若再轉換工作可能會比較困難。所以我們也感謝神，因我們的禱告未蒙垂聽!    故此，每當我們面臨重重困難時，讓我們記得，抓住 神的應許。記得林道亮牧師常教導我們以神的話作短詩，常常歌唱，堅固信心。例如馬太福音 7:11，「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嗎？」  
  未曾信主的朋友，我邀請你來嘗嘗主恩的

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詩 34:8） 

1、2、3、4、5 Fi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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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聽到耶穌的名字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從兩位外籍宣教士來傳福音時聽到的。他們每星期都會上樓傳福音，他們亦很愛小孩子，會說有關耶穌的故事給我們聽。雖然後來他們離開往別處去傳福音，沒有再回來，當然我也再沒有耶穌的故事可聽，但是耶穌的名字我已經知道了。    初出來工作時，曾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女學生，邀請我去她的教會，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教會。去了一個月後，我發覺教會的人似乎有些問題，便沒有繼續去那間教會了。   過了兩年，我的一位同事開始邀請我去教會，我都拒絕了，因為第一次去教會的經驗使我覺得信與不信，根本沒有大分別，甚至有些不信的人比教會裡的人行為還要好、還要正直。    但是這位同事凡在她教會有活動時都會邀請我，加上她行事為人都很好，所以我終於答應了她的邀請。雖然後來我也有做禮拜、祈禱和讀聖經，可是並沒有真心去認識耶穌，只是把它當作社交活動而已。我亦沒有向耶穌認罪、悔改和做決志。所以在信仰上，我根本沒有紮根，很容易便離開教會了。   這次的離開，一走便是 13年，我如同迷路的羊一樣，過著在世俗裡的生活。    記得是在 2010 年 5月的時候，醫生發現我的左腳骨內有一個腫瘤，需做抽組織化驗才能確定是惡性還是良性。當時我沒有任何的恐懼，只是一想到兩個年幼的兒子，以及丈夫要如何一人照顧和承擔這個家庭的需要時，我的眼淚就如下雨似的不斷流出來。    這時我想起耶穌，我認為祂可以幫助我，於是我上教會求平安和祈禱，且在書房買了很多有關耶穌和福音的見證光碟，因為我想知道自己是在信什麼。    我一邊看福音光碟，一邊哭泣，很受感動，亦知道自己有很多罪，需要被耶穌救贖。當電腦上的福音光碟播放到牧師呼召的時候，我就在那時閉目舉手作了決志禱告。我向耶穌真心的認罪悔改，承認自己的罪（自我中心、執著、驕傲和曾拜偶像），並相信耶穌基督為我釘十架、流

寶血以及擔當我的罪，死了且在第三天復活；我接受了主耶穌作我個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    在來美國前三個月，我帶家人一起去教會。在那期間，我腦海中常浮現出自己以前的不好，一幅一幅的畫面好像就在眼前。每出現一個以前不好的行為，我就祈禱，求神憐憫我這個罪人，且答應主耶穌我以後不會再犯這個罪。就如聖經上（林後 5:17）記著說，「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直至移民的限期到了，我們一家人來了美國。一個月後，我又帶著小兒子回港，預備自己入院做手術的事情。    做手術時雖有害怕，但我不住的禱告，內心有平安，手術算是順利，腫瘤亦是良性。感謝神!    手術後的半年裡，因為腳患不可以隨意外出，亦要很小心的處理患處，身心都承受很大壓力，受到嚴重虧損，差不多每晚失眠，亦出現抑鬱的症狀，情緒反覆無常，就像天氣一樣，陰晴不定。待在家裡的生活是沉悶又漫長的，不是看電視，就是閱讀聖經，有時感覺是好的，但有時覺得很孤單。但我知道耶穌就在我身邊，我不是孤單獨行，亦真真正正的經歷神與我同在的感覺，非常真實。    這個腳患對我來說是一個苦難，天父允許這個苦難發生在我身上，是祂的美意，因為祂要我經歷祂。信實的耶穌真是很實在，耶穌沒有遺棄我，祂從羊圈外找回了我。我沒有埋怨，而是感恩，因為藉著這個苦難，我接受了祂的管教，現在我回到天父的家中了。    回美後，我遇到很多的困難和挫折。在困難的日子裡，上帝不斷開路，供應我們所需，亦派了很多有愛心的天使來幫助我們。就是正正在我們有缺乏時，更顯得神給我們的豐足和寶貴。    聖經上（詩 103:2）記著說，「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所以我現在學會不住禱告，凡事謝恩，亦學會忍耐和等候。    我曾向主耶穌承諾以後都不會離家出走，要抓緊祂不放，要做祂喜悅的事情。等有一天我被接到天家時，可以坦然無懼地見主面。 

張綺雲張綺雲張綺雲張綺雲    

復活節洗禮－得救見證 

............所以我現在學會不住禱告不住禱告不住禱告不住禱告，，，，凡事謝恩凡事謝恩凡事謝恩凡事謝恩，亦學會忍耐和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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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感谢神，让我成为祂的儿女。  从小，我就在「无神论」的环境和教育下成长，对神和上帝并不知道多少。一九九二年来美攻读博士学位，也是整天忙于学习和家庭，没有机会去认识神。直到一九九九年在新泽西，我才开始对教会有所了解。我太太很快就决志和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教会就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我也开始去参加一些大型布道会和重要聚会，开始对神的话语有所了解。但是这个过程很漫长，直到最近，我看到了神所做的许多神奇的事，也亲身经历了神在我家及我自己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情。这些事情使我坚信神的存在及祂所做的许多神奇的事情。这些使我认识到我本是罪人，因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的一切罪，使我能成为神的儿女。  
黄泽奇黄泽奇黄泽奇黄泽奇    

復活節洗禮－得救見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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