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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爱⼼⼩组⼗周年快乐！

耶稣教导我们律法和诫命的总纲是『爱神爱⼈』，

并不是空喊⼝号，⽽是要我们在爱⼈中体现爱神的

实质，在爱神中⾃然流露出爱⼈的⽣命。

戴德⽣牧师说：『神是⼀个⾏动的爱。 』

保罗说：『各⼈不要单顾⾃⼰的事，也要顾别⼈的

                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为⼼。 』
                                                  （腓2:4-5）

『爱⼼⼩组』⼗年默默的付出，是为着主的缘故、

为着福⾳的传扬，尽了她们当尽的⼒量；是因她们

深刻经历了主的爱，并真诚地效法主，⽽有份于神

的事⼯和神的国度。

     

曾⽶玛传道

              编辑的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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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组』以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服事和帮

助别⼈克服困难不是关怀的最终⽬的，⽽是指向

⼀个更远、更深的⽬标，就是呼召众⼈彼此相

爱，彼此承担，彼此帮助，引⼈归主共同⻅证，

归荣耀给神！

愿神祝福『爱⼼⼩组』将主爱进⾏到底！

 

                                               曾⽶玛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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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问候⼤家， 

我想要赞美耶和华 ,同时祝贺曼哈顿 ,纽约“基督闽
恩教会”愛⼼⼩組过去⼗年的服事，你们服事了许
多⼈。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餐厅开了个简单的

会，讨论组建这个⼩组。

靠着祷告、恒⼼、对神和彼此的⼤爱，这个⼩组

已经忠⼼的顺服神的呼召爱别⼈10年了。 这不是
⼀个容易的事⼯，但你们已经在你们的事奉上“信
靠”主了。

 我⿎励你们务要直往前⾏，在主⾥有忠⼼。 

耶稣告诉他的⻔徒，包括我们所有⼈，要 “尽⼼ ,
尽性 、 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 诫命中的第
⼀，且是最⼤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如⼰

。”
                                        ⻢太福⾳22:37-39

史恩惠牧师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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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这⾥使⽤的“爱” ⼀ 词是“Agape Love” ⼀
意为神的爱。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的爱。

 “神的爱” 的意思是
这爱是圣灵所赐的(罗⻢书5:5)，
这种爱是圣灵的果⼦(加5:22)，
这爱已显明给世⼈(约翰福⾳13:34)
⽽且爱与我们同在(约翰⼀书4:7)

愿爱⼼⼩组的爱是 ‘Agape love’神的爱。 

再次因你们的信⼼赞美主，并祝贺你们的愛⼼⼩

組10周年纪念⽇。

 神爱你们!

                                                        史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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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

约翰⼀书4:19



庆爱⼼⼩组⼗周年：

⼗年岁⽉爱满满

竭尽⼼⼒扶弱⼩

⼼路步步主恩典

⼀杯凉⽔天上赏

林增明牧师、

⻩发⽟师⺟贺

10.30.2020

林增明牧师与师⺟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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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组⼗年庆》

（雅2:15-17）
「15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露体，⼜缺了⽇⽤的
饮⻝，16 你们中间有⼈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
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体所
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17 这样，信⼼若没有
⾏为就是死的。」

「曼哈顿的爱⼼⼩组」很多⼈並不知道，但她们

却默默地为主发光10年了！她们做着爱⼼的⼯作
帮助那些⽆依⽆靠⽣病的⼈，曾经帮助过三位年

轻姐妹度过最⽆助的⽇⼦并带领她们与她们在中

国的家⼈都接受主耶稣当他们的救主。现在正在

帮助⼀位因⾞禍⽽瘫痪的弟兄，爱⼼的探望，主

话的⿎励，恒切的祷告，他现在可以⾃⼰起来坐

轮椅，并且接受了主耶稣！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

⽣命的主，也是他的⼤医⽣！神就是爱！

                                                        

陈宗荣⻓⽼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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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主的话（雅各书2:8）
「不过，你们如果照着经上那条⾄尊的律法 “要爱
邻如⼰” 完全实⾏，你们就做得很好了。」
愿这句话⼀直回荡在爱⼼⼩组每位姐妹的的⽿

边，继续谦卑不求回报的在主⾥⾯做爱⼼的⼯

作！

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主基督！祈愿「爱⼼⼩组」

耶和华祝福满满万万年！

阿们！

陈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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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组成
员

林建秀 邵雅忠 林冬英 林艳⽟

陈⾦釵 彭敏莺 连莲⾦ 陈宝榕

王秀清 林恩 陈娟 林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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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组故事
作者: 林建秀           编辑: 曾⽶玛 传道 

     爱是⽂学和艺术永恒的主题，爱是千
古不变的经典，⽆论在哪⼀时空⾥，只

要有情感在流动，灵魂在游⼷，⽣命在

繁衍，如果有美的存在，就会有爱的相

伴；如果有善的光泽，就会有爱的溥

湲……然⽽世间的爱却越来越浅薄，保质
期越来越短暂。永恒不变的真爱何处

寻？答案在圣经⾥⾯。整本圣经讲述的

正是神爱世⼈的故事，神就是爱，祂的

独⽣爱⼦耶稣基督以⼗字架的救赎来诠

释最⽆畏、最深厚、最超越的爱，神爱

我们，赐给我们爱的⼒量，吩咐我们去

活出爱：『你要尽⼼尽意尽⼒爱主你的

神，也要爱⼈如⼰。』愛神、愛⼈就是

最⼤的誡命。

让爱⾛动，

               从⼼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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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从神⽽来的爱要吸引万⼈来归
向基  督，跟随基督的⼈要在这个『各⼈
⾃扫⻔前雪，莫管他⼈⽡上霜』的世代

去实践爱。神要我们的敬拜不再是表

演，祷告不再是责任，读经不再是习

惯，团契不再是形式……⽽是把从神所领
受的恩典和真理在⼈群中以爱的⾏动来

⻅证，来传递，拥抱绝望的⽣命，扶持

软弱的同胞，抚慰破碎的⼼灵，接济窘

迫的乡亲……将基督⽣命的盼望带给他
们，让他们可以领受救恩，成为新造的

⼈再次站起来！

     『爱⼼⼩组』于2010年12⽉在主的
带领下成⽴。当时我参加闽恩教会星期

⼀的崇拜聚会，也在当中服事。有⼀

天，有个⼥孩⼤约18岁左右，聚会的时
候，坐在我附近⼀直抹眼泪。聚会结束

后我就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

她偷渡来美国，在餐馆打⼯被⽼板炒鱿

⻥，如今⾝⽆分⽂，想投奔亲戚家，可

亲戚是夫妇⼆⼈租住⼀个房间，没有她

的容⾝之处，现在是举⽬⽆亲，⽆处可

去。我问她：『你相信主耶稣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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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说相信，但她中国的⽗⺟不相信。

于是我带她找史牧师，史牧师就帮她祷

告，之后在史牧师建议下就先借宿我家

住下。

     我带她回家的时候，她告诉我说：
『阿姨，每天晚上我⽿朵⾥有声⾳要叫

我出去街上。』听了这话我吓了⼀跳，

我就和她⼀起跪下祷告，那晚上她睡的

好⾹。接着她每天都去教会，在教会⾥

胡乱跑上跑下，说的话没⼈听的懂，教

会的⼈发现她精神有问题，史牧师带她

去医院看医⽣，医⽣说这⼥孩是⾼度精

神分裂症，有杀⼈倾向，要⻢上住院。

在⼥孩住院期间，我们⼏位姐妹常常去

看望她，送给她吃的⽤的，⿎励她，安

慰她，为她祷告，教她祷告唱诗歌，讲

故事给她听，让她⼼情舒畅。⼏个⽉后

她情况好转出院，医⽣对我们说：『她

这种病不会好的，要⻓期吃药，⽽且吃

这个药全⾝就会没⼒⽓，就好像⼈没有

⻣头⼀样，她想去做⼯是完全不可能

的。』医⽣说的话完全正确，我带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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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我发现她拧⽑⼱，拿筷⼦都没有⼒

⽓，整天就躺在床上，我拉她起来去介

绍所找⼯，全唐⼈街的介绍所都不要

她，我们⼏位姐妹都帮她找⼯，但是每

家餐馆只⽤了她⼀天两天，就炒她鱿

⻥，这样的情况持续很⻓时间，前途茫

茫，似乎毫⽆出路。所有认识她的⼈都

建议她回中国，但是她妈妈极⼒拦阻

说：『千万不要回来，因为还⽋别⼈偷

渡的钱，如果这时候回来全家都没

命。』

     其实我们⼼⾥也不想她回去，我们相
信神⼀定会救她，因为神应许『压伤的

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祂不熄

灭』。我们⼏个姐妹决定靠着信⼼扶持

她⾛下去，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路

加福⾳8:43记载⼀位患了⼗⼆年⾎漏⽆
法得医治的⼥⼈，来到耶稣背后，摸祂

⾐裳的繸⼦，⾎漏⽴刻就⽌住了，耶稣

对这⼥⼈说：『⼥⼉，你的信救了

你。』只要我们有信⼼就是⼤⼭也会挪

移。

     感谢主，当我们祷告不灰⼼，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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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主的时候，奇迹出现了，有⼀家餐馆

的⽼板娘愿意收留她，答应只要她不乱

跑，每⽉⼯资$1,300，这⼀次她留下来
了，⼀年后每⽉⼯资升到$1,700。正如
哥林多后书5:17所说的：『若有⼈在基
督⾥，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

变成新的了！』如今这位姐妹⽣活⼯作

⼀切都正常，也不需要吃药了，更感恩

的是，这位姐妹全家都信主了，她的家

⼈以前都是拜魔⻤的，还会招⻤交⻤，

落在极深的⿊暗中，如今看到神⼤能的

医治和拯救在姐妹⾝上，毅然离弃偶像

归向基督，领受在基督⾥丰盛的⽣命。

在路加福⾳15:7，耶稣说：『我告诉你
们，⼀个罪⼈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

他欢喜，较⽐为九⼗九个不⽤悔改的义

⼈欢喜更⼤。 』
    从那以后，我们看到藉着爱⼼⾏动，
可以领⼈归主，重建⽣命，这是⼀个意

义⾮凡的使命呼召。『我们爱，因为神

先爱我们。』（约翰⼀书4:19），⼏位
经历过神恩典的姐妹，凭着从神⽽来的

感动成⽴了『爱⼼⼩组』，接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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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位得了⼋年精神分裂症的年轻姐

妹和⼀位红疮狼斑的病患。现在这三位

姐妹都好了，其中两位已经结婚了，有

的还做妈妈了， 她们的家⼈也全信主
了。这⼀切都是神的⼯作，藉着我们这

软弱的器⽫来成就祂⾃⼰美好的旨意，

⻅证祂荣耀的作为！

    有⼀⾸赞美之泉的圣诗这样唱道：
『⾛过伤⼼，⾛过泪⽔，让每⼀颗⼼再

次⻜起来。⽤你的⼼，伸出你⼿，让每

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让爱⾛动，让你的
爱化成希望的种⼦，随⻛扬起，编制美

丽的梦。让爱⾛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

的拥抱，绽放阳光，编制神所造的

梦！』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声！诚邀

您和我们⼀起⾛出教会，⾛进社区，⾛

近⼈群，将基督的爱与⼈分享！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

所受的命令。』（约翰⼀书4:21）让爱
⾛动，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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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切

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

⾄⾼者啊，

我要歌颂你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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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证

林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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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林建秀，因为曾经经历如约伯⼀样的⼈
⽣⻛暴，蒙神引导保守安然渡过，如今我希望透

过⻅证主在我⽣命中的恩典，来激励那些在患难

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起来信靠这位永活的真

神。

     我是开⽇餐批发公司的⽼板，前⼏年美国经
济不好，我公司的⽣意也⼀直下滑，我就寻思着

找⼀些其它的⽣意机会。突然有⼀天有位朋友打

电话说，印尼有⼀个投资机会，那⼉有⼀个岛叫

东帝汶，经过合计，⼜找来⼀个朋友，三个⼈⼀

起合股做⽊材⽣意，⼀个负责⽊材批⽂，我先⽣

负责找中国收货批发商，另⼀个负责技术⽅⾯，

他是⽊材专家有⼏⼗年的经验。

     于是我先⽣就前往印尼的东帝汶去了解具体
情况。这个岛的议员会⻅了我们三个合伙⼈，表

⽰同意我们开发⽊材⽣意，⽀持我们承包⼏座

⼭，把⼭上的⽊材砍下来后，再种上⼩树这样循

环使⽤，他们的国家也增加收⼊，我们也可以赚

钱，⼀举两得。 然后我先⽣就⽴刻回中国到上
海找了⼀家  特⼤的⽊材供应商，他们也表⽰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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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合作。⼀切看起来很顺利，万事俱备，
于是双⽅签下了买卖合同，东帝汶的政府批⽂也

下来了，我们可以动⼯了，于是我们就将中国的

机器装上⼏艘船，运到印尼的东帝汶去，⼯⼈们

也同时前往开始建⼯⼚。

     当⼯⼚正紧锣密⿎地建造的时候，美国这⾥
的公司有急事，因此我先⽣就回到了美国来处

理，刚回来⼏天，突然我们的伙伴打电话来说，

昨天晚上发电机的变压器全部被⼈偷⾛，报警后

却暗中被打，被打的⼈还是我的亲戚，差⼀点被

打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个事实，这⼀夜之

间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是空的机器和⼀⼤笔

债，前期已经投⼊的做公路的费⽤、建⼯⼚的费

⽤，加上⼯⼈们的⼯资全部亏掉了，不仅⾃⼰投

资的钱全部打了个⽔漂不⻅了，还⽋了别⼈⼏⼗

万美元。

      接着整整六年都是⼀波未平⼀波⼜起，⼏乎
每⼀次⽣意都是失败，也被别有⼼机的⼈骗了⼀

笔钱。我先⽣回⼤陆追踪骗我们钱的⼈，也找不

到他。在这痛苦绝望中，我先⽣⼏次突然⼤病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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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医院，从死亡边缘被救了回来。我当时⽋了
很多钱，⼜处处都需要花钱，我每天听到电话都

很害怕，因为不是公司没钱进货，就是追债的⼈

叫我还钱，有时候⽴刻要还五千，有时候要还⼀

万，或三万等等，常常感觉⽇⼦过得如履薄冰，

举步维艰，甚⾄连正常的⽣活开⽀都成问题，我

所有的信⽤卡都⽤光，家⾥值钱的东西也都卖光

了，连我结婚的戒指也卖掉，亲戚朋友也都怕了

我，不敢接我的电话，怕我找他们借钱。那时，

我的公司每个⽉⼏乎都是亏损，因为没有流动资

⾦⾯临关⻔，屋漏偏逢连夜⾬，就在我撑得精疲

⼒尽快要倒下去的时候，我的脚摔断了，筋都裂

开了，开⼑的医⽣说可能要截肢，装⼀个假的脚

上去，因为永远不会好的。我当时的感觉是已经

⽆路可⾛了，就好像摩西带以⾊列百姓出埃及

时，前⾯是红海，后⾯是追兵。我伤⼼流泪对神

说：『我该怎么办？！』这时神藉着雅各书书

1:12节：『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因为他经历
试验以后必得⽣命的冠冕』安慰了我，让我知道

临到我的艰难都是神所许可的磨练，是为了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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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增强，属灵⽣命更加成熟⻓⼤。
     曾经的我受⼈的尊重，当我潦倒落魄的时候
被⼈嫌弃，被⼈嘲笑，甚⾄被朋友辱骂，这时我

才知道穷⼈更需要爱，如今我深深地体会到穷⼈

也是有价值和尊严的，耶稣基督道成⾁⾝在世上

的時候，祂从成⻓于贫穷的⽊匠家庭，在世上的

时候连⼀个放枕头的地⽅都没有，祂对贫穷的瞎

⼦，寡妇充满怜悯，对⻓⼤⿇⻛被众⼈遗弃的⼈

伸出援⼿，所以主耶稣会说，只要为主的缘故把

⼀杯凉⽔给⼀个最⼩的⼩⼦喝，在天国⾥都要得

到奖赏（⾺太福⾳10:42）。因此我成⽴了爱⼼
⼩组，联⼿有爱⼼的姐妹们，尽⼒去帮助那些孤

苦伶仃，重病缠⾝和⽆依⽆靠的⼈的⼈，学习以

基督的爱去爱⾝边的每⼀个⼈。

     前段⽇⼦，我看了德兰修⼥的⻅证很受感
动。德兰修⼥⽣于南斯拉夫境内的⼀个阿尔巴尼

亚族家庭。18岁加⼊劳莱德修⼥会，随后到印
度⼤吉岭受训，27岁时成为修⼥。在加尔各答
修会办的圣⻢利亚⼥校教授地理和历史。1948
年⾛出教会⾼墙深⼊印度加尔各答贫⺠区，将其

⼀⽣奉献给这⾥的穷⼈。德兰修⼥⼀⽣在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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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到了印度帮助饥饿的⼈，⽆家可归的⿇
⻛病⼈，街上乞讨的⼈，病倒在⼭沟垃圾堆⾥的

⼈，有的浑⾝溃烂，有的⾝上⻓满恶疮或肿瘤，

还有的⼈伤⼝⽣满了蛀⾍，⾝上爬满了蚂蚁，德

兰修⼥帮助他们把伤⼝的⾍⼀只⼀只拿出来，细

⼼地为他们清洗，温柔地替他们包扎，她说这些

受苦的穷⼈，其实就是在⼗字架上为⼈类受苦的

耶稣，做在这些⼈⾝上，就是做在主的⾝上。德

兰修⼥伟⼤的⼀⽣，拯救了千千万万⼈的灵魂，

当她去世时，她全部的个⼈财产就是⼀张耶稣受

难象图，⼀双凉鞋和三件旧的⾐服。德兰修⼥的

⻅证让我看到，按着神的旨意⾏善是⼀件多么蒙

福的美事！神要我在最缺乏的时候去分享基督的

爱，让我亲⾝经历主的⼤能与丰盛，我不能，主

能！感谢主，这六年来，⽣活虽然很艰难，但我

的⼼中充满了⼀种从神⽽来的⽆法形容的平安，

在这些⽇⼦⾥，我亲⾝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带

领和神的安慰，也清清楚楚明⽩神的⼼意，也看

到了⾃⼰的软弱，我学到了信⼼，耐⼼和爱⼼的

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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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学完神给我们功
课后，神的祝福就接踵⽽来。我的脚疼痛了整整

三年，蒙主的医治，渐渐痊愈，现在已经可以正

常⾛路了。我所有的债务也差不多都还清了，我

现在⼜有了新的公司。最值得感恩的是，神赐给

我⼀个好⼥⼉，她什么事都帮我，很勤劳很会吃

苦，更是⾮常的甜⼼和贴⼼。她在学校是⼀名优

秀的学⽣团⻓，她的相⽚都贴在学校的墙上，她

每科成绩都是100分，⼤学还没毕业就被全球四
⼤会计公司选上，全学校只收三⼈，已经签了合

同，毕业后就上班。感谢神的爱，在这次疫情当

中，许多公司都裁员，我⼥⼉的公司不但不裁

员，还按时收新职员。

     今天的我，要⻅证的是我⽣命中所有的伤痕
都是神恩典的记号。经历了六年的苦难才学到爱

⼼。⼀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阿爸⽗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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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前⻛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你。

約伯記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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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证

邵雅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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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在福建福州⻢尾。80-90年之间，我们村
庄⼤多数⼈都是信道教的，信基督教的家庭不

多，我们家原来也是信道教的。我12岁的时
候，有两个同学在讨论相信耶稣基督的好处，我

就很好奇，很想能够了解更多。

     在14岁的时候⼜有⼈给我⽗亲⼀本圣经，并
且告诉我⽗亲要去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愿意相信

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就能得永⽣。我⽗亲回

答说，“我的家族祖祖辈辈都是相信道教，我突
然间去信耶稣，家⼈⼀定会反对的”。
     上帝很奇妙，他是⽆所不知、⽆所不能的，
他知道我们众⼈的⼼思意念……因此就在我15岁
⽣病的时候，上帝再次藉着我的亲戚向我们传福

⾳，我和我的家⼈都相信了耶稣基督。在我信靠

耶稣基督的同时，我的病就不治⽽愈。原来，上

帝是要藉着我的⽣病，让我们⼀家⼈毫⽆拦阻地

来到祂的⾯前。

⼆

我记得在我还未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前，村庄⾥有

意外发⽣时，⽐如有⼈上吊⾃杀、⻋祸死亡等，

村庄⾥就要做驱⻤的迷信活动。我和姐姐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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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惧怕躲在被窝⾥，整晚都睡不着，甚⾄还吓出
⼀⾝的冷汗。

     信靠主耶稣之后，即使村庄中再出现意外的
事情时，我和姐姐都能安睡到天亮。没有信主之

前，我的个性很内向、也没有什么朋友，⽣活很

单调，⼼⾥总觉得没有平安和喜乐。当我信靠耶

稣基督之后，我变得开朗了，认识了很多的弟兄

姐妹。每次团契聚会的时候，总感觉⼼⾥很⽕

热，⼼中充满着从耶稣基督⽽来的平安和喜乐。

      正如圣经耶利⽶书29：11-13所说的那样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
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

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

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寻求我，就必寻⻅。我

⾮常享受在教会的团契⽣活和服事中，⼼中充满

着感恩和喜乐……
三

在我16岁那⼀年，聚会点的负责⼈曾经推荐我
去读神学院，那时的我不明⽩、也不明确其中的

意思……我仍然在聚会点及教会崇拜、聚会和服
事……
     来到美国之后，我依然在教会崇拜、团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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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事……在2012年的7⽉之前，在那段时期
⾥，不论是在美国的弟兄姐妹、牧者……还是在
中国的弟兄姐妹都同时对我说，“雅忠姐妹，你
祷告寻求，是否可以去神学院进修装备……？”
     我藉着祷告寻求主的印证……当我读到⻢太福
⾳9：35-38耶稣⾛遍各城各乡，在会堂⾥教训
⼈，宣讲天国的福⾳，⼜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

⻅许多的⼈，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没有牧⼈⼀般。于是对⻔徒说：要收的庄

稼多，做⼯的⼈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

发⼯⼈出去收他的庄稼。     ⼜读到以赛亚书6：
8节我⼜听⻅主的声⾳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
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请差遣
我！”再次印证了神对我的呼召。
四

2012年9⽉我⽴定⼼志⾛上神学装备和忠⼼服事
主的道路。虽然，学费在哪⾥还是未知数，但是

我凭着信⼼迈出步伐，经历了过信⼼⽣活的操

练；体会到神信实的供应；回⾸这⼀切⼼⾥存着

满满的感恩和喜乐……正如诗篇34：8节所说“你
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

的⼈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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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背后，
努⼒⾯前的，

向着标竿直跑，

要得神在

基督耶稣⾥

从上⾯召我来

得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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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证

林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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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七⽉⼗六⽇这天是我⼀⽣中最难忘的

⼀天。我有⼀位慈祥的⽗亲忽然离开世界。他是

我们全家的樑柱，⼀个活⽣⽣的⽣命中午就离开

了⼈世，⼀场⻋祸夺去他宝贵的⽣命。我的⽗亲

曾经是个佛教徒，⾮常虔诚拜他所信的神，当他

临终后⾝上还放了⼏张符，但是它救不了他的性

命。

那時全家⼈听到这噩耗悲痛万千。⼈的⽣命是何

等脆弱说没就没。在我最痛苦悲伤中，我同学的

邻居有个相信耶稣的⽼弟兄，经常都到福州花巷

堂聚会他知道我⽗亲⻋祸之事也很难过。他告诉

我说；＂你⽗亲太可惜了。⼈这么好没有认识耶

稣作救主，灵魂没有得救不能得永⽣。那時他说

的话我也不明⽩说什么？后来他也安慰我，让我

认识耶稣基督并让我知道：只要你⼝⾥认识耶稣

为主，⼼⾥信神叫祂从死⾥复活就必得救。当你

信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

过了⼏天⽼弟兄就带我到福州花巷堂聚会。当我

听到牧师讲道好象对我说：＂牧师的话语触动了

我的⼼，还有诗班唱⼀⾸歌。每当⼀个⼈软弱，

疲惫，⾝压，罪担，⽆依⽆靠才投到主前，谦

卑，降服，流泪吁叹低头捶求主怜悯，哦主恩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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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罪⼈；宝⾎洗净我罪愆。忧伤的灵你不轻

看，赐我赦免和恩典。当我听完这⾸歌⼜伤⼼，

⼜热泪满⾯，不知为什么?当牧师呼召今天有新
朋友来接受耶稣作救主吗？我情不⾃尽来到牧师

⾯前，接受耶稣作救主。我的⼼好象释放了，得

到安慰，也充满了喜乐。后来⽼弟兄带我去教会

聚会，⼀路上为我祷告，我⾃⼰也学着祷告，使

我⽣命更新⽽改变。

我记得曾经很胆 ⼩ 、怕⿊也怕魔⻤，19岁那年
被魔⻤缠上⾝，病了很久，我妈妈到处为我烧⾹

拜佛也花了很多钱，请法师赶⻤。魔⻤得到好处

才退去。⾃从我信主之后，胆⼦也⼤了，⿊夜⾛

路也不害怕，⽼弟兄教我唱⼀⾸敢⻤诗歌：

我奉耶稣全能名，

跪在施恩宝座前；

打败许多⿊暗军兵，

灭熄⼀切的⽕箭，

全能名，全能名，撒但罪死都⽆能。

当我唱这⾸诗歌⼼中就不在害怕 也 不 胆 怯 。
神 的 恩 典 够 我 ⽤ 。 耶和华是我⼒量，是我⾼
台 ，也是我的盾牌和依靠 ，是我随时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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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年四⽉份我⼜⼀次病倒住院了 。 医⽣
告诉我 ：你头部出⾎需要动⼿术。这次的⽣命
在死亡边缘，有许多的爱⼼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祷

告，那時我迷迷糊糊，但是⼼中仰望主耶稣，我

告诉神，拯救我，医治我，我还有许多未做的

事。孩⼦还很⼩，还需要妈妈照顾，这么早就接

我回天家，我还没有礼物⻅主⾯，很惭愧，⼼中

默默祈祷主，求主再给我⼀次⽣命，让我有机会

来事奉主.作神的好器⽫。我们的上帝是好悯
恤，施恩惠，听我的祷告并医治了我，赦免我的

罪，免去我死亡。

我是⼀个何等的败坏，软弱，神从不轻看我，还

赦免我的⼀切过犯。还赐给我许多恩典，真得每

天要怀着感恩的⼼。

还有前⼏年我先⽣得了前列癌症.。我迫切救告
神医治他让他化疗能成功。经过三个⽉的化疗和

治疗很快恢复正常，我的神是⼤医⽣，只要向祂

叩⻔神就为你开⻔，向祂寻求，祂就给你寻⻅。

现在我们全家都相信耶稣作救主，真得很感谢这

⼜真⼜活的真神，我也愿意每⼀天过着荣神益⼈

的⽣活，也让我把握时机找到⼈⽣服事主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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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哪！

耶和华已指⽰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

与你的神同⾏。

彌迦書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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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六晚上9:00线上聚集祷告会

探望时间按实际安排

       电话号码：515-606-5163
       密码： 233027

时间表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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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善，不要觉得厌烦；

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

所以，我们⼀有机会，

就应该对众⼈⾏善，对信徒更要这样。

加拉太书 6:9-10

爱⼼⼩组

2020年1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