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伯來書 12：1-2  我們既有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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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 

 

  

 

 

 



 

 

 

「愛祢依舊」 

—太岩 2018 回顧及 2019 展望 

 

一八歲月非一般， 

主恩日日來冠冕。 

不得時時福音傳， 

愛中協力團隊堅。 

 

信主人數父暗添， 

六五又八浸三番。 

屬靈軍裝迎魔難， 

禁食爭戰馨香冉。 

 

一九賴主加恩典， 

更盼靈雨透澆灌。 

興起門徒從主遣， 

肯背十架無怨言！ 



 

 

編者的話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詩篇 65：11）”，這話是真的。 

     二零一八，神帶領教會走過艱難險阻，將得救的人數加添給教會。有人求職路

上屢遭挫折，得到神化妝的祝福--美麗的愛情和寶貴的救恩：他與女友雙雙受洗，

歸入主名。有人駕車的時候，蒙神的看顧，三番五次化險為夷。有人一路順風順水，

不料人生突然墜入死蔭的幽谷，黑暗中，神親自成了她生命的光。他們都見証了福

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信靠祂的人有福了！有人蒙神保守軟弱的身體，參加了退修會，對神的話語的

渴慕得以飽足。有人在寫論文的掙扎中，學會等候神，明白了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有人恆切禱告三年之久，眼睛雖不能見，卻蒙神的恩典得了份能發揮他專長的工作。

有人帶孩子散步，遇到卡車撞上人行道，神救他們母子脫離了凶惡。 

     服事祂的人有福了！有人帶領小組，神擴展她的境界，使她在服事中看見神奇

妙的作為。有人在教會裡身兼教導與管理兩任，神讓她經歷了能力屬乎耶和華，人

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有人回應神的呼召，暑假去日本宣教，印証了“報福音

傳喜訊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一篇篇見証擺在面前，編輯組同工先睹為快，心中充滿了感恩！將這如雲彩

般的見証呈現給各位，願我們眾人同得激勵，將榮耀讚美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奉

主耶穌基督榮耀的聖名，阿們！                    

                                                    ----- 2019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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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經艱難試煉，還向標杆行！ 

主雖然以艱難給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教師。你

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以賽亞 30：20-21 

 

吳筱益 

一、歸回神的話語 

新年伊始，劉師母請求成立籌備小組，為四月劉少平牧師主領的讀經營

做準備。當時，TCCC 因兩個月前的變故處於低谷，會眾對教會的未來心存彷

徨與困惑。我盼望讀經營能夠成為契機，引領弟兄姐妹歸回神的話語，使教會

走出低谷；雖心有盼望卻又不敢指望很多人參加讀經營，所以只邀了炳庚、懿

穎和幼芬三位做組長。這樣每組如果能有五六個人，那總共就會有十幾個人，

我這麼預測的。 

劉師母做事認真細致，要求籌備小組隔週開一次網絡會議，又邀請近兩

年與劉牧師合作的莉亞姐妹參與籌備，分享之前籌劃和之後跟進的經驗。我們

的禱告是讓參加讀經營的會友成為火種，回到各團契以後，能點燃眾人對主話

語的熱情。經上說，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阿

摩司 8：11）。困境中教會唯一的出路是回歸神的話語，遵行神的話語，因為

只有神的道能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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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零零星星幾人報名。三月中旬，報名的有十餘人。四月上旬舉辦

營會，實際來了三十人。除了兩位來自兄弟教會，其餘均是本教會的，這超過

了我的預期。之後，與會者自願成立小組，還有十幾位沒參加營會的也參入了，

一共八個組先後開始了箴言的學習。除了兩組中途放棄，其餘小組或已經完成，

或仍在學習。我所在的 Vicky組以劉牧師的教材作為平台，每週固定時間通過

網絡學習，選擇一兩個知識點，結合親身經歷深入分享，最後以彼此代禱結束。

幾個月下來，小組成員之間有了更美的連結。十一月底，一位組員因換工作，

雖然離開了 Tucson，但仍然每週參加學習。 

教會低沉時，弟兄姐妹的內心飢渴，神藉著讀經營和箴言小組，來吸引

祂的兒女就近活水的泉源--祂的話語。 

二、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這幾年，我負責成人主日學。前三年，掛名﹔一八年，當真。服侍的這

幾年，我一直留心近些年教會的需要。轉型期的 TCCC 面臨兩大短缺：缺人，

缺規範。缺人要靠門徒訓練來解決，主日學卻做不了什麼。規範教會治理，需

要教導在先，定規隨後﹔教會的治理，主日學可以教，也應該教。一八年暑假

是開課的好時機。但誰來教？有什麼樣的學員？課上會有什麼反應？教了十

來年書，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我心裡是有些數的。 

我選了個簡單易行的替代方案—暑期合班學箴言。劉少平牧師書中有三

十四課，選十節課作為暑期主日學課程。如果有十幾人參加了讀經營，那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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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參加箴言小組的大概只少不多；而且暑假中大家進進出出，箴言小組的人

留在城裡的就會再少點兒，這樣分到主日學小組帶領討論，正好! 讀經營開始

前，報名人數跟我預期的差不多，長執們同意了我的主日學計劃。但是讀經營

結束後，因為參加箴言小組的接近五十位，所以暑期便不能再學箴言。我明白，

神堵住那條易走的路，是要我們改走難行的道。我們於是選用了國會山浸信會

的教材，從講道、公禱、長執與會眾在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等方面，教導如何建

立合一的教會，暑期的主日信息也配合了主日學。 

七月退修會之前，成人講員黃力夫長老要求增加一堂佈道信息。以往，

退修會是為弟兄姐妹預備的，信息是培靈性的，參加的是弟兄姐妹，偶爾會來

一些慕道友，也是弟兄姐妹的家人或好友。這次，講員既然願意不辭勞苦，利

用週六下午他原本休息的時間增加一場佈道，教會沒有理由不配合。長執帶頭

去超市發傳單，弟兄姐妹積極邀請朋友們來參加。週六下午，弟兄姐妹專程接

來的，自己開車來的，加上全程參加退修會的慕道友，約有三十人。在黃力夫

長老的呼召下，有七八位朋友願意接受耶穌做他們的救主或願意更多地認識

耶穌。籍著參與佈道的服事，弟兄姐妹一起操練，建造合一的教會。 

三、祂必指引你的路！ 

一個主日，Ron Hart 牧師在講台上說，“神要為教會預備牧者，也要為

牧者預備羊群。”上半年，面對聘什麼樣的牧師、怎麼聘、甚至要不要聘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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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大家意見不一，眾說紛紜。Hart 牧師的信息給了教會所需的引導：神

要為牧者預備羊群，羊群得順服，願意被神來預備。 

六月，長執開始連鎖禁食禱告，在“要不要聘牧﹔若聘，怎麼聘”這些

事上尋求神的帶領。隨後，會眾加入禁食禱告，眾人一起尋求神的心意。 

七月，英文大學生請求跟長執面談。英文大學生團契成立時間不長，人

也不多，卻在教會事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主要帶領兒童敬拜，教導青

少主日學，更是青少年效仿的榜樣。於是沒有任何耽擱，長執們立即與英文大

學生代表會談。“我們需要屬靈餵養，尤其是釋經式講道”，“我們需要門徒

訓練”，“我們希望與中文部有更多互動，促進教會合一”。長執們聆聽英文

大學生的呼聲，開始聽見神對我們禱告的回應。 

八月，長執們同意聘牧，將釋經式講道、門徒訓練和傳福音作為對候

選人的三大要求，並請英文大學生、中文大學生、跨國婚姻和其他會眾代表

與長執代表組建聘牧小組。各群體的代表們立即接受了長執的邀請，會眾也

很快地批準了長執會的提案。之後，聘牧小組在中文和英文部同時做問卷調

查，中英部都期待牧者將事工的重點放在講道、教導、門訓和傳福音上，與

長執們的看法一致。 

聘牧程序啟動後，我對組員們說：“我們的任務是尋找候選人，然後推

薦給長執，而做決定的是長執和會員；所以找到長執和會員接受的候選人，就

沒我們什麼事了。”大家說好，長執們也說好。因為沒經驗，我們向美南浸信

會取經。則賢弟兄拿來美南厚厚的聘牧指南，我看了，對大家說：“聘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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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解散--我們是這麼說的，社會上招人也是這麼做的，但美南浸信會卻不

這麼做--聘到牧師，他們的聘牧小組仍繼續工作一年，協助牧師與教會磨合。

如果我們堅持我們以前所說的，我們輕鬆﹔如果效法美南，教會得益。這兩個，

我們該選哪個？”大家於是說：“怎麼做對教會好，我們就怎麼做。” 

四、還向標杆行！ 

七月初，英文大學生發出了門訓的呼聲。七月底，黃力夫長老分享了他

在北卡的門訓經驗。退修會回來，弟兄姐妹們說：“我們也要門訓。教會的許

多事工都缺乏人手，訓練好門徒，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呼聲有了，需要也明確了，但還有個小小的問題。 

誰來訓練誰? 

歷年來，都是教會哪有需要，誰有恩賜與熱心，誰就去服侍。因為教會

的規模不大，人群結構也相對簡單，而事工不太複雜，壓力不太大，所以這種

服侍模式也能湊效。但在過去的幾年中，兒童、青少、英文大學生和學者群體

都向教會提出了新的事工需求，迫使服侍模式多樣化，這樣一方面給弟兄姐妹

帶來新的服侍機會，另一方面也在挑戰原有的服侍模式，造成對個人、團隊和

教會的衝擊。服侍本是工人被神塑造與煉淨的一個過程。工人的瑕疵在服侍中

暴露出來、被神修理，被塑造的人不會感到舒服。一群帶著稜角的人進入服侍

的工場，一起同工，彼此磨礪，彼此傷害，衝突不斷。新的，舊的﹔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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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激烈的﹔藏在地毯下的，顯於明處的。這些沒有對付的問題成為教會前行

的攔阻。 

門訓，不是沒人想過，不是沒人提過，也不是沒討論過。因為事工缺少

人手，有人想到門訓，提出門訓。一次，兩次都不了了之。誰來訓練誰，

大家淨想著從還沒參與服侍、很少參與服侍的人中抓些人來做第二個誰，而不

認為服侍的同工更應該是那第二個誰。 

這次不同以往。以往，一兩個人說，我來訓練誰？這次，一群人說，誰

來訓練我們？ 

九月下旬，蕭宏鵬牧師來教會服侍。我問他，什麼是門訓？他說，門

訓不是教人怎麼做門徒，而是帶人一起學做主的門徒。我請他週六開門訓工

作坊。弟兄姐妹可以淺嚐何為門訓，我順便探探水溫：門訓呼聲挺大的，真

有行動麼？事先沒做什麼推動，二十幾人全程參加了工作坊，都是服侍的同

工。 

這些信息，聽起來有點抽象，每個服侍中被主修理過的人都知道它的真

實。教會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裡面耶穌的生命不豐富，在服侍的時候獻上的

不單是耶穌的生命﹔出路在於：我們每個人，不單是還沒開始服侍的人，更有

已經開始服侍的人，一起學做主的門徒，讓裡面耶穌的生命豐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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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中旬，蕭牧師再次來教會服侍，提出開設教導訓練。我安排了兩

場，每場兩次訓練。一場在晚上，一場在早上，都在週間。有二十多位參加，

有長執同工，有教主日學的，有帶查經的，有新人。 

我看見天邊出現了那朵人手大的雲。* 

*注：先知以利亞年間，以色列遭遇了三年半的旱災。神施恩的時候到了，以利亞登加密

山，祈求神降下聖火，帶領以色列歸向神，之後迫切祈禱天降甘霖，七次差僕人向海觀

看。僕人六次回報“沒有什麼”，第七次回報說，“我看見有一片雲從海裡上來，不過如

人手那樣大。”（參考經文：王上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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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 見証 

彭宇航 

 

2016年我畢業後去了芝加哥，由於英語，特別是口語不是太好，我就去

International Office 找了一個 language partner來幫我練口語，她是一個

基督徒。當時是本著想提高英語水平，就去網上買了人生的第一本聖經，純英

文；當時沒想太多，想著聖經就是老少咸宜的神話故事，但是結果証明是我太

天真。當我把那本書放到我那 language partner 面前，說我們來讀聖經吧，

她笑了笑，問我說你相信上帝嗎？我當時被她問的這個問題問住了，為了不

讓自己，也不讓她難堪，就說了是。讀著讀著，我發現聖經其實並不是什麼神

話故事；因為英語太差，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但是我很認真地去學，去聽，試

著去理解裡面的語句，仔細聽我 language partner的解釋；圍繞著聖經我們

一週一次兩小時的討論進行了一個學期。學期結束的時候，也就是 2017年年

初，她對我說“God bless you, have a good life”。這算是第一次知道了

神是存在的，而且我得到了第一份來自一個基督徒的祝福。 

聊完這些，我們來聊聊愛情，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什麼是愛情，更沒經歷

過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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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的四月份我才開始找實習，可以說啥也沒準備，簡歷是把之前申請

學校的簡歷拿來改了改，上面寫的項目也是之前本科的項目，之後回過去看

之前簡歷，包括對比和其他一起實習的小伙伴的簡歷，發現上面寫的東西和

我要申請的職位描述可以說是牛頭不對馬嘴。求職的網站很多，有 LinkedIn，

Glassdoor，Monster，Dice等等，我會在這些網站上進行簡歷投遞。我當時

完全不知道有校園求職網站，直到有一天一個同學跟我說有這麼一個網站，

不過上面的有效職位非常少，基本上投了等於沒投。我上去看了看，的確如

此，但有一點是上面投遞簡歷非常方便，因為是校園求職網站，自己的個人

資料包括簡歷是早已上傳上去的，所以只需點一下鼠標就可以提交申請。於

是投了兩個最近放上去的職位，投完了我以為就這麼過去了。 

沒過多久，一家公司叫我隔天在校園面試，我當時覺得很驚喜，但是又

很緊張；驚喜是因為自己居然收到了面試，周圍很少有人收到面試，緊張是

因為隔天面試，完全沒時間準備。第二天面試官問了我個很簡單的問題，真

的很簡單，很可惜我一緊張沒講出來，英語也不好，面試全程都在不停地僵

硬地點著頭,那個面試官就是後來管我們所有實習生和好幾個組的 Senior 

Manager。後來聊天時，他說我那天的表現已經不能用糟糕這個詞形容，至於

為什麼會招我，他也說不上具體原因；說是因為後面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很

真誠地提問能不能把實習中需要用到的知識技能告訴我，這樣我可以更好地

準備。他覺得我非常看重這份工作，於是就給了我這個機會。因為他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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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後找全職的時候，每次面試也會很真誠地說上這麼一句話來表明自己的

態度，但是就再也沒有奏效過。 

在入職前的一兩個星期，我去辦 SSN，這裡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SSN就

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在美國，只要你工作，基本上都得辦這麼一張

卡：九位數字，前三位是地區編號，是固定不變的，比如你在 Tucson辦和我

在芝加哥辦，那肯定不一樣；中間那兩位是 group number，也是分配下來的，

符合一定的規則；後面四位是 serial number，流水號，可能你在不同的時

間，去社會安全局辦，隔個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這個號就不一樣。很多公

司僅僅需要這四位數字加上你的名字，基本可以獨一無二地定位到你本人，

恰巧的是這四位數字正好是雨晴的生日。我那時什麼都不知道，後來在一起

好久了才知道。 

實習生進到公司裡，需要老員工的帶領，所以 manager會讓實習生幫老

員工的忙，老員工也可以幫助實習生更快適應公司。畢竟實習只有兩三個月，

效率才是最主要的；一個老員工可能會帶一到兩個實習生，但是這裡有好幾

個組，每個組裡面又有好幾個人，每個人可能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樣，平時都

在自己負責的項目和事情上，不太常有來往。恰巧的事情又再次發生，我被

單獨分配幫雨晴幹活，不是我選的，是 manager分配的。 

回頭來看這些事情，你可能會和我一樣驚訝，你不知道為什麼，覺得我

很幸運，運氣很好。我的同學碰巧知道那個網站，告訴了我﹔我碰巧在那個

網站看到那個職位，投了簡歷﹔在許多簡歷中，manager碰巧挑了我，給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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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的機會﹔我面試一塌糊塗，快結束的時候碰巧問了那麼一嘴，碰巧打動了

面試官，得到實習的機會﹔公司分配實習生，我碰巧單獨跟著雨晴幹。兩個

人這麼碰巧地走到一起。再一看，我的社安號最後四位數碰巧是她的生日。

這一切太巧了！ 

是啊！我之前認為這是運氣，現在想想看，如果硬要說是運氣，這到底

是什麼樣的一個運氣？ 

我們可以簡單地用數學中的概率來看看，如果我們把這個過程看作是尋

寶，最後的寶藏是愛情，你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每層關卡全憑運氣，最後的概

率到底是多少。我莫名其妙地投了簡歷，這裡就算 1/10好了﹔manager從 200

份簡歷裡篩選出 10 幾 20 個候選人，包括我那份牛頭不對馬嘴的簡歷，這裡

就算 1/10好了;10幾個候選人裡只挑出幾個人發 offer，面試的表現很糟糕但

是依然被錄取，這裡還是算 1/10﹔入公司辦 SSN，時間剛好，目的剛好，數

字又是如此的蹊蹺，四位數字，1/10000，進入公司又被恰巧分到一起，還是

算 1/10好了，你把這些乘起來會發現兩個人見面的概率是 1億分之一。這是

一個什麼樣的概率，或是說運氣！美國有 3 億多的人口，如果算上沒有身份

的，5億好了，也就是說，按這個機率挑選只能選出 5 人。美國彩票 powerball，

mega million的頭獎有 10億美元的獎金，兩塊錢的一張彩票上有一串數字，

中獎機率是三億分之一，當然大多數人都是一次買十幾二十張。如果你相信

運氣，那麼你就得承認站在你面前的這個人有著成為億萬富翁的運氣，只是

他的這個運氣在不同的地方，換得了不一樣的東西。當然，此時此刻，我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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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並不是運氣，也不是概率，而是一種恩典；它很難用科學解釋，卻意想不

到地發生，而曾經無知的我卻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由於實習的公司沒有 return offer這個政策，所以實習結束後我又踏上

了找工作之旅。也是印証了那句老話，“出來混的，遲早是要還的”。按正常

情況來說，如果有實習經驗的話，找全職工作會容易很多；可這樣的正常的理

論放在我身上又再次失效。和我一起實習的小伙伴基本上在畢業前就拿到了

不錯的 offer，其他沒有實習的同學也在畢業後的兩個月，也就是 OPT開始之

前獲得了不錯的機會，也做出了相應的選擇。而我前前後後投了近 1500份簡

歷，才拿到了十幾個面試機會，而這十幾個面試中又有幾個是我自己能力尚

淺，準備不到位而掛掉，其它的幾個我到現在都不能完全說出原因。我依稀記

得實習後的第一次現場面試是一家 Iowa的公司，我準備的自我感覺還 OK，但

是面試官接連問了幾個和職位描述不太搭邊的問題，我連問題都沒有聽懂，

場面極其尷尬。後來有些面試，有些是面試官當場反饋很好，卻隔天收到拒

信﹔有些面試開始進展得很順利，後來公司卻突然改變政策，導致面試流程

無法繼續﹔還有的面試通過了整個流程，最後面試官反饋都很好，收到了

verbal offer，談好了薪資，通過了身份審查，定好了入職日期，最後卻還是

不了了之。 

到了三月份，我幾乎陷入了絕望，因為能夠想到的方法都嘗試過了，能

準備的都準備了，想到好不容易來到這裡又要回國，當然回國找工作還是避

免不了的。我知道那時再投簡歷已經可以說是沒有希望了，因為一個面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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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測試，到電話面試，再到現場面，然後發 offer，審核材料，這整個過程

起碼兩個月；而我如果不在五月初之前進入一個合法的公司，那麼我在美國

的身份將會是不合法的。在這個時候，Tucson 的一家小公司讓我面試，面我

的是楊碩，之前我們教會的一個弟兄，現在跳槽去灣區了。面試後自我感覺也

不是特別好，但是最後我得到了 offer；接這個 offer 的時候我啥都不敢說，

害怕出意外，不敢提條件，像什麼搬家費呀，簽字費了都不敢要，就說只要雇

我，其它的我都可以自己搞定。我也是後來才發現公司很少招過州外的員工，

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像 UA的畢業生。可能是因為待遇很低，也可能是因為外

面很少人知道 Tucson這個地方。 

我來了，一直也沒後悔。從芝加哥獨自一人開車，拖著這些年跟隨自己

的一些家當，連跨六個州到了 Tucson。這個旅程也非常奇妙！開始一路很順，

芝加哥那邊在下雪但是路卻沒封。平時開 3，4 個小時的車就睏得不行的我，

這次從早上 7點開到晚上 10點，除了中途加油上廁所，餓了就吃自己帶的零

食，好像完全不累! 我越開越精神，心裡想著要去不同的地方見不一樣的人，

以前的經歷告一段落，前面有更加精彩的世界等著我。一切進展順利，我平安

到了 Tucson，4 月底 5 月初的時候入了職；在入職的那個星期五，楊碩帶我

來到了教會，於是見到了你們。 

我很榮幸來到這裡！如果是在 8個月前，我可能會想：上帝為什麼這麼

不公平? 為什麼找工作碰壁的總是我? 但是現在我發現了上帝是這麼地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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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很多同學進了大公司，拿著 10 幾 20 萬的工資卻時常向我說起他們

因為種種原因並不開心。 

  這兩年一路走來，我也很幸運地收穫了愛情。經歷過患難，但是學會了

忍耐，結合自己的經歷閱讀聖經又懂得了感恩。或許你和我一樣，覺得神的恩

典真的很奇妙！有高山就肯定有低谷，有風雨總會有彩虹，有寒冷就會有溫

暖；你時常失望，但神又會讓你重新充滿希望；你時常失敗，但神也會引領你

成功；你感受過痛苦，感受過迷茫，想必你也一定感受過甜美，幸福。你要是

問我這到底是為什麼，我會告訴你：相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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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子釗的見證 

于子釗 

各位弟兄姐妹好： 

  我在 2018年感恩節的時候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到現在（2019年 1月 3

日星期四）才只有一個多月而已。然而我接受主之後並沒有很久，已經時常

感受到聖靈在我的身邊環繞，並大大地賜福我了。我很感謝圖桑華人基督教

會（TCCC），在我來美國唸書的這三年，給予我在各方面的關心和支持。我

也願意在這裡給大家分享，我受洗之後，給主耶穌作的見證。「我們既有這

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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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沒有經歷過那種距離死亡很近的時刻。那種時

刻在英語裡面叫 “close call” ，劍橋詞典裡面的定義是「幾乎差一點就

要發生的壞事情」。我在美國的這三年，總共發生過 5次這樣的事情。本來

我剛剛受洗完之後，在講台上和弟兄姐妹分享了 4件事，但是 1月 2號的新

年 road trip之後，又讓我感受到了聖靈對我們每時每刻的保護。就像耶穌

告訴我們的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馬太福音 6:13）。

順便說下，這五件事都發生在開車的時候，也提醒兄弟姐妹開車時安全第

一。 



【得救見證】 
 

16 

 

  按照時間順序，先說前四件事。第一件事，是我買了另外一輛車之

後，在 2018年 3月 13號發生的。剛來美國的時候，2016年 9月 21號，我

買了一輛 2006年的敞篷福特野馬，是從國際辦公室主任的父母手裡買來

的。車況超級好，車大小毛病都沒有。但是我一直想要買一輛空間大一些，

更省油的車，所以 2018年 3月初的時候就把這輛車賣掉了。 

  賣掉那輛野馬之後，我在 Craigslist試著找有沒有一輛豐田 Prius。

當時的想法是，作為世界上少有的耐用的 Hybrid，花費 6000多美元買下來

開一段時間，應該會很值，畢竟那輛車有 50 MPG那麼省油。找來找去，我

在一個很小的 dealer（後來發現那是家不法黑心商販）那裡找到了一個

2004年的豐田 Prius，里程大概 100K英哩。當時試駕，任何問題都沒有，

我就沒多想，交了現金，拿車走人，準備第二天就註冊上牌。 

  第二天上牌之後，我走高速路準備回家，我去的是北面 Ina的車管

局，所以回家走的是 I-10 Eastbound，在 Speedway的 257號出口下高速。

剛下高速，在出口匝道上，我突然感到車子很劇烈地震動了一下，然後隨著

一聲悶響，就好像地震似地震了一下，又像是誰在車裡放了一聲 DJ的低音

炮。之後車的前蓋就開始冒煙，車的抖動突然變得超級劇烈，就像在開一輛

農用拖拉機，車速也突然從 60英哩慢到 30英哩，任憑怎麼踩油門都走不

動。從後視鏡中看到路上一灘油跡，我在想：“不會是 engine炸了吧。這

可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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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邊緊急停車之後，好心人幫我叫來一輛拖車，還帶我去那家黑心

店投訴。那個好心人這樣威逼那個黑心賣家：“你不給我們退錢，我們可就

叫警察了。如果車在 15天之內出現任何大問題，任何一家 Arizona的

dealer都必須無條件退錢。” 

  最後，錢還是要回來了，我拿著退回來的錢，又去了一個正規 dealer,

買到了現在正在開的豐田 Matrix。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琢磨當天發生的事情。那輛車是 Hybrid，在高速

路上必須電動機和引擎同時驅動整輛車，當時的引擎爆炸在下高速的匝道

上，如果發生的稍微早一點點，在高速路上爆炸，車突然失速，被追尾的概

率就很大，高速路的那個時段很繁忙，車流量很大，都開得很快，後果真的

不堪設想。當時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離自己，有時候只是不到半分鐘

的路程。 

  這件事發生的那個週末之後，我開始盡量每週至少去一次教會。那時

的想法很簡單，上帝保全了我的性命，我要找個地方還願來感謝神，就像是

拜佛求願之後的還願。 

  第二，三，四次的差點死掉，都要歸結于騎摩托車。我從大二開始，

就一直想要買一輛摩托，追求那種貼地飛行的感受。2018年 5月初剛放暑

假，我在 Craigslist找到了一輛 2010年的 250 cc排量的川崎小忍者，里

程大概 6800英哩。5月 19號，我和車主見面並且花了 2300美元買了那輛摩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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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騎摩托，未免上手生疏。那天 19號我在 Speedway和 Campbell

附近騎著剛買來不久的摩托，前面的車緊急剎車，當時我完全不熟悉摩托車

的習性。摩托車前輪剎在右手，後輪剎在右腳。我後剎車踩的力氣過大了，

後輪鎖住，摩托失控了一小段。因為我開的偏向車道左邊，我就衝到前面汽

車的左後門那裡了。如果我在車道的正中間，那就不偏不倚地追尾前面了。 

  第三次差點出事，是在 2018年 9月 3號 Mt.Lemmon上。那個時候我們

一起去參加 Christian Challenge的聚會。上午上山，中午在那裡吃中飯。

下午回家的時候，我騎摩托下山犯睏了。在過一個彎路的時候，突然路面上

一個凸起，把我震了一下震清醒了，摩托失控了半秒鐘。彎路下面就是懸崖

和仙人掌，如果那時候我沒清醒過來，有可能就會翻下山了，真的翻下山的

話，想想都疼。 

  第四次是 10月 20號，那天上課之後心情巨差，課程聽不明白，作業

不會做，考試分數很低，這三件事情竟然還擠在一天發生了。從 UA回公寓

的時候心情很差。回公寓的路上，在 Speedway和 6th那裡差點追尾一輛卡

車。因為是騎摩托，所以我緊急變道，沒有撞上，當時速度很快剎不住車。

變道的時候，距離卡車的尾部，大概只有 1英呎那麼遠。我順著卡車尾部的

防撞樑，擦肩而過。 

  這四件事是在我受洗之前發生的。這些事情發生之後，我開始思考，

如果那時真的死掉的話，真的不僅是對不起自己這短短的 20年，也對不起

自己的爸媽把自己拉扯這麼大。威海算是個比較偏的城市，山東也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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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省份，賺錢不容易，爸媽如果是真的聽到兒子遠在美國傳來這樣的消

息，真的不敢想像。人這一條命，有或者沒有，完全不是自己說的算。在這

四件事發生在我身上之後，我感覺「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這句話竟然是如

此的無力。 

  我們年輕人，總是會把死亡假設成遠在天邊的事情，“什麼叫死亡？

我今年才二三十歲” 。然而真的大難臨頭的時候，才會想起來，“我還有

好多事情沒有做”。神大概是希望利用這四件事來喚起我對神的追求。 

  我選擇在感恩節的時候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之後便每天讀經禱告。這

些對我的幫助很大，讓我可以感恩我所擁有的一切。畢竟中國 13億人，不

是每個人都有來美國唸書的機會的。既然上帝給我這個改變人生的機會，那

就好好把握，既然主讓我大難不死 4次，那就好好地珍惜在美國的分分秒

秒、在大學裡面認真地學習、積極主動地找實習工作。  

  元旦之後發生的第五次 “close call” ，讓我再度感受到了什麼叫 

“時辰未到” 。2019年新年 1月 2號，我和我的四個哥們兒姐們兒，我們

五個人從 Tucson啟程，凌晨 3點半出發，去 Antelope Canyon玩。回程的

路上，方向盤一轉彎，轉向泵的聲音就很刺耳。我們當時並未在意，“就算

動力轉向泵燒壞了，不也照樣可以轉彎麼？”  

  Road Trip過後的第二天，車主告訴我們， “我今天右轉，方向盤完

全卡死了，衝到路中間了，差一點被撞。” 我們當時聽到這消息，完全被

嚇傻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各種各樣的後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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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的時候，正好是晚上，從 Flagstaff到 Phoenix的高速路上，不

僅彎路多，而且時速 80英哩，高速路沒有路燈，伸手不見五指。如果那個

時候，車子沒法右轉，那我們這五個人估計早已葬身懸崖、萬劫不復了。那

輛車的轉向系統，不早壞也不晚壞，在我們 road trip之後第二天壞掉了。

感謝主保全了我們五個年輕人。 

  說了這麼多，以上乃是我為我們的主耶穌作的見證，也希望主時常與

我們同在，不管白天黑夜，何處何方，何時何地。「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篇

23:4） 

  逃脫死亡的這五次，也使我更加珍惜生命，感恩周圍。願主耶穌基督

賜福兄弟姐妹，奉主耶穌得勝之名，阿門！ 

于子釗 

2019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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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風聞有你，如今親眼見你 

陳倩倩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

為，人不能參透。（傳道書 3：11） 

 

來自心靈的呼喚 

     新中國紅旗下長大的孩子都是被塑造過的，無神論是最基本的教育。

牆上反封建迷信的宣傳畫講的都是農村婦女，年邁大娘受騙上當的故事。情

節和人物的設定都在潛移默化地告訴我：世上沒有鬼神，科學是唯一的真

理。小小的我當然不想被貼上愚蠢的標籤，可當我仰望星空，心卻常存敬

畏。敬畏什麼我不知道，那是一種不被自我操控的感受，冥冥中覺得科學之

外應有神靈存在吧。 

 

從前風聞有你 

     2002年我被父母送去紐西蘭上學。寄宿在一家條件良好的當地人家

裡。這對來自英國的 Vernon夫婦是虔誠基督徒。我被安排住在家裡陽光最

好一間房裡，我的午餐盒總能引來同班同學羡慕的眼光，家裡為了我添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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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飯鍋，週末帶我嘗試當地的餐廳，假期和他們一起旅行。他們在我遠離家

鄉，最缺乏安全感的時候，給了我最無私的愛。 

     那時候常聽到班上其他同學抱怨住家家庭的苛刻和無情，我開始並不

以為意。直到有天在午餐時間，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集體吐槽住家的各種不

堪，我突然問了一句“他們信耶穌嗎？”，同學們都回答說不信。我不由自

主地說了句“感謝主!”，也從那一刻開始，我意識到原來心中有神的人是

多麼不同、一個被神祝福的家是多麼的有福。我是幸運的，在神喜悅的家裡

蒙受恩典。 

     我開始習慣週末去教會，與教會的孩子們一起玩。他們送我中文版的

聖經，每天為我和我的家人禱告。Vernon夫婦用活出基督的方式，在一顆

21歲的心裡為神種下了種子。而我也由此接觸信仰，雖未信主，但我卻相信

我是神愛的孩子。 

 

墜入死蔭的幽谷 

     2007年回國， Vernon夫婦送的中文版聖經是我唯一帶回來的一本

書。偶爾也會讀幾段喜歡的經文，並默默禱告希望神能賜我力量，智慧，幸

福，希望，財富，平安...... 擁有不少，想要更多，心無感恩，還是一昧

地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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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的生活很忙碌，周圍的人都在忙著成功，忙著發財，忙著生養孩

子，忙著換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車。浮躁的社會和扭曲的價值觀就像滾滾的

車輪把每一個人碾壓得面目全非。我們每天在周而復始的日子裡忙著生，忙

著死。卻沒有人思考，也沒有人問這一生是為了什麼。一路順風順水的我也

深陷其中而不自知。 

     驕傲的我在 2013年經歷了重大的打擊，我好像無意間揭開了現實世界

的一角，瞥見了其骯髒的一面，難以言喻的苦痛令我幾乎崩潰。我天天站在

家裡巨大的落地窗前發呆，覺得人間不值得， 甚至想當面去問問神：“為

什麼我祈求的袮非但不給，還允許黑暗臨到？為什麼我是袮愛的孩子，袮卻

給我如此多的打擊和痛苦？” 人生好像拐進了一個死胡同，我在那個死蔭

的幽谷裡生不如死。 

 

有光照進心中 

     就在我絕望的時候，一位 10年未見的朋友突然造訪。在聊天中我得知

他信了主，而最初影響和改變他的就是 Vernon夫婦。他說最初去教會的動

力很簡單：“我也想變成像 Vernon 夫婦那麼好的人。”他還說：“你記得

嗎？你對我們說過你堅信你是神愛的孩子？一定要繼續保有這樣的信心。” 

我的心在那一刻突然有光照了進來。從那以後，我不再站在玻璃窗前發呆，

開始好好吃飯睡覺。我突然發現，我其實是幸運的，我有父母做我堅實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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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我有可愛乖巧的孩子，有支持鼓勵我的好友，這些都是生命中最寶貴

的，也是我該珍惜的。 

     不僅如此，兩週後朋友從上海打來電話，並帶來了一份工作邀約。朋

友再三強調說“你真的是神愛的孩子。”在那個朋友本來沒打算參加的飯局

裡，有家新進入中國市場的公司讓他幫忙物色創始團隊成員，對方公司所提

的三點要求與我的學歷和工作背景完美契合。就這樣，我搬去上海，開始了

新的生活。 

     就這樣，主領著迷路很久的孩子出了死胡同。 

 

祂為我打開一扇窗 

     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聚集了來自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頂尖聰明和

努力的人。我不夠聰明只能加倍努力，也由此變得更忙碌了。成長的代價是 

長期的出差，飲食不規律和缺覺。2017年初的公司年度體檢後，我被醫生告

知存在猝死風險。拿到體檢報告的那天，我還嘲笑醫生大驚小怪。結果第二

天莫名其妙地摔斷了腳關節，不得不開刀並卧床休養一個月。 

     遠在美國的老闆為此打趣我和我現在的先生 Bill，連出意外都如此同

步。這才知道，他在不久前，在上班途中發生嚴重車禍，也不得不做短暫休

息並長期理療。本來彼此就有好感兩年的我們也由此開始有更多的問候和聯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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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關上了一扇門，可祂必為你打開一扇窗。 

 

如今親眼見祂 

     考慮到 2018年年底有兩個大型項目開業，我決定在 1月休假，來美旅

遊。Bill不希望我離開，於是在我回國前突然求婚。這一切發生得太快，讓

你不得不相信無形中有一雙手在指引。 

     一個多月後的 4月 1日我在教會受洗，歸於主名下。我感恩神的愛，

即使我迷失方向背離祂，祂也從未停止愛我。迷途的羔羊也終在多年後回到

主的殿前。 

 

神愛我們的方式 

     回想這一路，其實處處皆有神跡，一切早有安排。我曾祈求的，神都

給了，雖然和我想像的不一樣。 

     我祈求智慧，力量，希望，想要成為更好的人。結果他給我問題，挫

折，困難，並允許黑暗臨到。我不得不在黑暗中解決問題，克服困難，走過

挫折，並在這個過程中放下驕傲和自我，學習包容懂得珍惜。於是，我所求

的，就成就了。 

     上帝從來沒有許諾我們會有一個順利的人生。耶穌本身的一生就伴隨

無數的艱辛與苦難。但神愛世人，我們祈求，就給我們，只是不一定按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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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方式。主的恩典很奇妙，身在其中時你或許並不理解，可當你回望你走

過的路，一切主都有預備，一路都有雙釘痕的手在攙扶，感謝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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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 主耶穌 

趙  庚 

 

     今年(2018年)教會退修會的前十天左右我突然病發，無法正常呼吸與

睡眠，兩天兩夜的煎熬仍不見好轉，診所建議立即送往急診，因為醫生看症

狀認為是與心臟有關，而我卻是要求家人們不要驚慌,請求他們陪我一起先

把心安定下來, 我們仍需要禱告祈求 神的帶領，這也是我平日禱告生活中

與 主親近與 主連接，唯一從 主那兒才能支取的力量，因我的生命氣息全

在乎祂，我祈求 神大能的醫治，如期讓我參加退修會。在人看來，妳得治

病啊，我非常感謝許許多多溫馨的關切與大家的代禱，回到 神面前禱告，

向 主傾心吐意：“親愛的主耶穌，退修會的住宿房間，床位都已排定，我

相信袮親手所定不會改變，今天我雖是如此衰弱不堪行路，求 主增加信心

讓我仰望倚靠我 主的憐憫與大能必成全，到那一日(7月 27日）領我上袮的

聖山去敬拜袮。主啊！袮使死人復活，在袮沒有難成的事，唯有袮是配得榮

耀，尊貴，權柄。禱告是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感謝 主耶穌每日供應靈糧使我得飽足，真理的話語藉著聖靈充沛澆

灌，融入於我的反覆默想中，使我的心靈力量恢復壯大，精神也日漸起色。

主的眼目看顧麻雀，我知祂也看顧我，主賜給我屬天的智慧等候祂，因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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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祂的人行事，主與我同在。在祂陪伴我度過的日子中，安慰，力量，盼

望全來自 主耶穌慈愛雙手的保抱與祂憐憫心懷的不離不棄，從未撇下我獨

自一人；主耶穌完全擔負了我的重擔，祂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神；愈是

顯出自己的無力，神的恩典就在我這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我們曉得萬

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

8:28). 主啊，這是袮何等的美意！感謝 主賜我留心傾聽祂的聲音：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書

30:15)。感謝 主讓我經歷祂的應許是信實的：“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祂

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申命

記 31:8). 

     之後我的先生雙英弟兄須返回工作,他一直憂心不能陪伴我 10月份的

心臟檢查，記得我們經常以腓立比書 4:6–7彼此鼓勵,同心禱告：“應當一

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所賜出

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當我們轉眼仰望

主耶穌，父神已將祂的愛澆灌在我們心中了。萬分感謝太岩長老、 繼香姐

妹來到家中迫切為我們禱告，那天正是我們極其軟弱傷痛的時刻，第二天清

晨雙英的航班回台北。 

      世上許多的事雖無法如所願，但我深知 主耶穌與我同在，就是離了

身體，主仍永遠與我同在。在我心中已將一切大大的難處完全交託給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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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堅信就算有山這麼大的困難，祂也能挪去，何況有基督的平安在我心

裡作主，我心中也有了 主所賜的喜樂成為我耐心等候的力量。 

 在約定的日子我進入聖瑪利醫院的心臟中心,作了一系列的精細檢查。

我耐心地等待醫生的出現；他面對面親口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真不知

道發生了什麼事，妳一切都正常。”接著問:”我想知道這段期間妳日常生

活的情形。”聽了我的描述，又回說:”就照妳如此的生活方式，很好。”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搖動。因此，我

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詩篇 16:8--9) 

感謝讚美 主! 願一切的榮耀歸給 

 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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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文寫作中經歷神 

陶  源 

 

     2018年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感恩的大事：博士論文完成可以順利

畢業，孩子也即將出生。但當我回憶過去一年的時候，我發現值得感恩的不

僅是這些結果，更是在平日的生活中有神的帶領和同在，尤其是在論文寫作

陷入低谷的時候，神仍然不離不棄。 

     我寫論文的過程並不輕鬆，也就是在時常遇到困難的研究和寫作過程

中，讓我再一次知道自己能力和才智的有限，並沒有辦法依靠自己，只有信

靠神。 

     剛開始寫論文的時候，我覺得是一個可以上手的題目，只要自己努力

把老師給的幾十篇論文研究透，就可以完成自己要解決的問題。可惜論文不

僅沒有越讀越少，反而越讀越多，弄懂了一點問題，又牽出更多自己不知道

的東西，論文本身似乎並沒有進展。 

     我又動用自己的“智慧”規劃寫論文的時間：既然無法用讀了多少論

文來衡量自己的努力，就用花在論文上的時間來衡量自己的努力。如果我每

天花 XX小時，堅持 XX天，論文就肯定能寫出來。每天寫論文的時間花得越

多，當然越快寫完。按我的“計劃”，花在論文上的時間最好越多越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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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禱告都拋在一邊，去教會的時候也要改兩筆論文或者在腦子裡想。我甚至

用一個記錄時間的手機 app，做任何事都要掐表，深怕別的事情過多占用了

論文寫作的時間。這樣做的結果反而更壞，要麼因為自己在論文上的時間沒

花夠而懊悔，要麼因為花了時間但是在桌前沒有效率的枯坐而焦慮。 

     之後我也嘗試了很多世間的方法：聽心理輔導的書，使用各種各樣的

時間規劃工具，連續通宵，甚至還換了新電腦。而研究和論文的寫作還是常

常陷入瓶頸中，我的情緒也越來越糟，易怒，煩躁，焦慮，自卑，常常在凌

晨驚醒，想到論文還有很多沒解決的問題，眼前的黑暗似乎永無止境，驚醒

時常常一身冷汗，甚至有時候連呼吸都困難了。我向床前的黑夜發問，我該

怎麼辦？畢業提交論文的日子眼看近了，解決的思路在哪裡呢？靠我自己已

經毫無思路，導師給的建議似乎也都窮盡了，而周圍的同學因為研究課題不

同而沒法一起討論，身邊的妻子生活上已經給我提供很多便利，難道我還要

向她抱怨嗎？ 

     也就是在這種絕望的時候，在這樣的黑夜裡，我不自覺地開始呼求，

開始禱告。除神以外我還能呼求誰呢？除神以外我還能依靠誰呢？我呼求神

救我脫離這種處境，神啊，救我！也就是與此同時，我意識到自己遠離神的

罪，意識到在自己內心深處還是有凡事靠自己的驕傲。“若不是耶和華建造

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

醒。”（詩篇 127:1）我最近的光景，不就是“枉然勞力”嗎？沒有神的話

語的帶領，沒靠神來做工，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無的放矢，並把自己引向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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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漩渦。“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唯有耶

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詩篇 127:2）在我深夜的禱告中，神

沒有直接告訴我論文的思路，但是我知道我的禱告不是“枉然”，因為每次

禱告後心裡的平安甚至喜樂是真切的，從睡夢中驚醒後的焦慮和緊張也會在

禱告中慢慢消去，“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

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詩篇 27:1）神的話語總是在我最需要的

時候變得這麼真切，這麼大有安慰。失眠或者驚醒的夜晚，禱告之後總能有

安穩的睡眠。 

     在寫論文最艱難的幾個月，神也用我在學生團契的服事在提醒我，指

引我。學生團契的同工會輪流帶查經，當輪到我的時候，有時候雖然我會因

為要花很多時間準備而覺得兩難，但是每次準備查經之後都會覺得收穫很

多。甚至一邊在準備的時候就一邊不住地感謝神，感謝神讓我帶領這一段，

讓我有機會來仔細學習這麼跟我有關的神的話語，來提醒我，安慰我。 

     記得在我每天都爭分奪秒做事用手機 app隨時掐表計時的時候，我們

查到馬可福音 1:35，“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

在那裡禱告”。耶穌在繁忙的傳道工作中會不時抽出時間和神親近禱告，而

且似乎是越忙碌的時候越會退去獨處禱告。在查經的時候神也藉著弟兄的分

享告訴我安息的重要。安息的觀點，跟我們這個社會隨時要效率要產出是多

麼不同啊！我的經歷也告訴我，沒有安息的生活是多麼痛苦，並且也沒有什

麼效果。一直以來我都忽略的關於“安息”的教導，這個時候變得和我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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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前我來學校開車的時間總是超速妄圖省下幾分鐘，在開車的過程中

還要聽電子書，彷彿要把所有空餘的時間都用工作或者學習來填滿，可惜很

多時候心不在焉，連聽了什麼內容都沒有記住。這次查經之後我想不如開車

的時候當作休息，放空自己，跟神禱告。我還記得第一次這樣做的時候，車

窗外的風景都變得新鮮美妙起來，彷彿第一次感到窗外清晨美好的空氣，雖

然當時論文還沒完成，但是整個人都輕鬆起來，禁不住連連感恩，感恩擁有

的一切，感恩神的創造。甚至那一天寫論文的心情也不一樣了。 

     還有一次輪到我和另外一位弟兄帶關於壓力的主題性查經，在準備的

過程中，我負責找聖經裡關於應對壓力的教導，當我把找到的經文匯總的時

候，我覺得每一句都是那麼跟我有關，每一句都像在對我說，尤其是這一

句：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

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以賽亞書 30:15）看到這一句的時候淚

水差點奪眶而出，我不正是這樣的叛逆嗎？得救與得力居然是靠著安息和平

靜安穩，這是神多麽奇妙的預備啊！神的心意這麼好，“神不是叫人混亂，

乃是叫人安靜。”（哥林多前書 14:33），我為什麼放棄那上好的福份，放

棄在主裡的平靜安穩，而要靠著自己去解決問題？這一節經文也再一次提醒

了我省察自己壓力大的原因，省察我的信心。若不是靠著主，一切都是枉

然，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雖然後期我的論文寫作中還是經常出現難題，但是藉著禱告，也藉著

弟兄姐妹為我的禱告，我面對這些難題的時候沒有那麼焦慮和擔憂。最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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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寫完順利畢業當然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但寫論文的這段低谷的過程，因為

有主的看護保守更記憶猶新。今年要面對找工作和當爸爸這些新的挑戰，也

求主時刻提醒我去信靠主，親近主。有許多未來的事情，我現在不能識透，

但我知誰掌管明天，我也知誰牽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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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求，就必得著 

傅大為 

 

     弟兄姊妹們平安，可能咱們教會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已經找到工作。我

得到這份工作，完完全全是主的恩典，是主所賜的。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 2013年 5月份從 UA畢業，畢業前我就開始找工作。當時美國經濟

不好，失業率高，工作不好找；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視力不太好，或者說根本

不好。找了一年多，也沒找到；不過，美國的福利服務很好。亞利桑那州政

府有個福利部門，專門為像我這樣眼睛不好，或者聽力不好的人服務。這個

部門有一位男士，名叫 Terrell，幫我找工作。一年多的時間，他從菲尼克

斯開車到圖桑，跑了不下十次；而我也由他載著到菲尼克斯參加招聘會，至

少也有十次，都沒結果。 

     我一直跟神禱告，而且我的禱告在不斷改善。每天晚上，我都有半個

多小時禱告的時間，包括為找工作禱告。剛開始，我這樣禱告：慈愛的主

啊！求你保守我，能在圖桑或者菲尼克斯的某某公司找到一個電子工程師的

職位。為什麼選圖桑？因為我喜歡圖桑。雖然圖桑沒什麼好的中餐館，但是

在圖桑生活了很久，我對圖桑有感情；最重要的是 TCCC在圖桑。這樣快兩

年了，還沒找到工作。我就跟神這麼禱告：慈愛的主啊！如果這是您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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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求您保守我在圖桑或菲尼克斯很快找到一份不僅符合您的心意，也能充

分發揮我的專長的工作。 

     我想告訴弟兄姐妹們的是，我們的神真是聽禱告的神！很快，也就是

2015年 10月 15號，在圖桑市中心有個招聘會，Terrell從菲尼克斯下來，

帶我去參加。那天來了很多公司，包括圖桑電力公司。我把個人簡歷和導師

寫的推薦信遞給圖桑電力公司人事部門的一個經理 Marji。她母親認識

Terrell，退休前和 Terrell在市政府同一個部門上班。我覺得這是利好的

消息。我也向其它用人單位遞了簡歷，只要人家願意收，我都遞。我找工作

這事，成不成是主的事，遞簡歷是我要盡的本分。 

     招聘會過了一週，我收到圖桑電力公司人事部門的 email，問我願不願

意在 11月 9號下午 2點去他們總部開會。我說當然願意，問都有誰參加，

他們說不知道，等知道了再告訴我。開會前兩天，他們通知我參加會議的有

Transmission Planning 部門的人。我上公司的網站查了查，發現那個部門

正在招工程師。11月 9號，Terrell陪我去公司總部，開了近三個小時的

會。感謝主，整個過程我發揮得挺好。 

     會議中，有人問我的視力狀況，是能看見一部分，還是全都看不見。

我非常誠實地說，完全看不見。他們問我介不介意告訴他們，為什麼看不

見。我說不介意，就把我因為過馬路被汽車撞了，在醫院裡昏迷了幾個星

期，醒來之後發現自己看不見的事情說了。感謝主，我可能有種恩賜，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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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悲慘的事說出來，讓人聽了覺得悲慘，對我產生同情和感動；最後還得我

安慰他們，告訴他們我還是我，沒受任何影響。 

     臨近尾聲，工程部主任說，“我們招的這個工程師每天要看很多圖

形，大為，你的情況比較特殊，你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心想，又來了。怎麼說呢？在美國，我去面試，面試官不能說，你

看不見，做不了這項工作，我們不能要你。為什麼呢？這麼做，一是不禮

貌，二是違法。可他們又總想知道，就兜著圈子問，最後兜到這來。 

     我說，“我確實直接讀不了圖形。但是，我用盲文印表機把圖形打在

特殊的紙上，形成小點點，再用手去摸，就能讀懂圖形。”他們對我的回答

挺滿意。 

     會議結束，Marji送我們下樓，問 Terrell是回菲尼克斯，還是另有安

排。我替 Terrell回答“去吃飯”。Marji熱情地推薦餐館，不是墨西哥餐

館，就是美國餐館。她看我是個老外，就問我從哪兒來，我說從中國來。她

問我圖桑有什麼好的中餐館，我心想你算問對了人，我不僅知道中餐館的中

文名字，還知道英文名字。 

     我腦海裡第一個出現的是和順園，英文名字叫 Jun Dynasty. 感謝主，

它的英文名字我給記錯了，說成 John Dynasty. 我說了一遍，Marji沒聽

懂；不是完全沒聽懂，是沒聽懂前面的 John。我又說一遍，她還沒聽懂。我

有點生氣，不是生她的氣，是生我自己的氣。我來美國很多年，竟然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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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英文單詞，美國人都聽不懂。當時，我有一個直接的辦法讓她聽懂，

就是拼出那個單詞。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想說出單詞，讓她聽明白。我想

哪兒不對呢，嘴型不對，還是音節長短不對？我想了想，再說一遍，她還沒

聽懂。我想這可怎麼辦？當時，我靈光一現，想起 Terrell去州政府工作之

前，做過十七年牧師，一定熟悉聖經，就面向 Terrell說：“Matthew，

Mark，Luke……”Marji立馬明白，問我：“大為，你想的說是 John 

Dynasty？”我說：“對。”她問：“你怎麼知道四大福音？”我說：“因

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知道四大福音。”她說：“我也是。”我說：“太好

了！我們還是一家人。”她說：“大為，別擔心，我們努力爭取在圖桑電力

公司為你找到一份工作。”上了車，Terrell和我異口同聲地說：“這是神

的手在做工！” 

     當天晚上，我 email了所有參加會議的人，表示感謝。之後很長一段

時間，都沒有圖桑電力公司那邊的消息，我就放下這事。 

     過了快三個月，2016年 2月中旬，Marji來信：“大為，別擔心。我

們沒有忘記你，正在努力在圖桑電力公司為你找一個合適的職位，特別希望

能和你共同在圖桑電力公司工作。” 

     2016年 4月 8號下午將近 5點，Terrell來電話，“大為，想不想聽

一個好的消息？”他一直幫我找工作，又這麼問我，我想好的消息一定跟工

作有關，就說：“我現在特想聽特好的消息。”他立即告訴我：“你已經被

圖桑電力公司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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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能不瞭解當時我的心情，已經苦苦找了三年，等了三年，最後

這事情終於成了。我就說：“太好了！我在圖桑電力公司做什麼工作呀？”

他說:“不知道。”我就不明白了，“他們都要我了，怎麼不知道我做什麼

呢？”他說：“Marji今天給我打電話，只告訴我你被圖桑電力公司雇用

了，沒告訴我你做什麼。但是，她告訴我，大約過兩個星期，我們還要去圖

桑電力公司開個會，那個會可能決定你要做什麼。” 

     2016年 4月 19號上午 10點，Terrell又陪我去了趟圖桑電力公司總

部，參加會議的有 Transmission Planning 部門的工程部主任和他手下的三

位部門經理。他們先介紹他們是誰，各自負責的工作。然後，我介紹我的情

況。交談的過程中，我感覺坐得離我最近的那位部門經理對我挺感興趣的。

事實證明我的感覺是對的，他就是我現在的老闆。 

     我找到這份工作的經歷跟絕大多數人不一樣。大多數人找工作，都是

公司有了一個空缺的職位，在報紙或網路上登廣告，人們去申請，通過應

聘，得到工作。我呢，先被圖桑電力公司雇用，然後公司在內部尋找適合我

的職位，最後找到了還特別適合我的職位。這是 180度的不同，真是神的恩

典！ 

     聖經上說要凡事謝恩，我想說也要凡事禱告。因為雅各書說：“你們

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我們唱的聖詩中有一句，“凡事可以帶到主恩

座前求”。禱告，不能只禱告一次、兩次、一個月、半年，一看沒有結果就

不禱告了；不僅要禱告，而且要恆切禱告。更重要的是在禱告過程中要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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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因為但以理書 12章 12節說：“等候一千三百三十五天的，那人便為

有福。” 

感謝主，主沒讓我等這麼長時間。而且，我想跟大家說，凡是主給的，

都是好得無比，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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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左，或向右   

朱明皓 

 

     一個週六下午，小旺生病幾天稍微好轉，天氣很好，帶他出門走走，

去參加 Pokemon Go(手機遊戲)社團活動。我們停好車，往約好的集合交叉路

口走去。有兩條路可以選擇，是往左好，還是往右好呢?  我看到右邊有一

家人正在過橋，有個小朋友，想想都帶著小朋友可以閒聊，就選了右邊的

路。小男孩 James看到小旺很開心，邀小旺在 Pokemon Go app加為好友，

我們就停下來，互相認識。 大約半分鐘後，好友還沒加好，只聽到轟的一

聲巨響！有台卡車高速衝上人行道，壓倒圍欄，撞進旁邊的民宅外牆! 就在

我們前方大約四,五公尺。司機一陣咒罵之後，急速倒車逃逸了，之後又有

一台車衝來緊追著他，推測他本來是要躲後面這台車，結果一不留神失控衝

上人行道。我們母子和附近的路人都嚇呆了。如果我們那個時候沒有停下

來，繼續往前走的話，後果真是想都不敢想。當場我們趕緊禱告感謝神! 

     當時在加好友的時候，因為我的手機掃描功能有點狀況,  所以又耽誤

了幾秒。去年底本打算修理這個手機問題，一直出狀況，後來我想也沒甚麼

大礙，就不修了。如果修好了，可能三秒鐘加完好友我們又往前走了。還好

沒有修好！但是就算修好了，相信主也會用其他的狀況讓我們停下來不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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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每天都面臨著很多選擇，有時候我會擔心，做了這個選擇，是

不是最好的? 反覆思量。如果那天我選了走左邊的路，就不會有這樣的驚

險，但是也不會有這樣的感恩。走了左邊的路會不會有其他的狀況，只有神

知道。『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

間。』(以賽亞書 30:21) 這次意外發生的時候，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完

全就是主保守。但更多的時候我們有時間，傾聽主的叮嚀，做合祂心意的選

擇。 

     那天小旺打了幾場，沒有抓到他想要的寶，覺得徒勞無功，有點沮

喪。但是這個下午不是沒有收穫的。我們經歷了活在主保守中的穩妥平安。

陽光裡，牽著他暖暖的小手，也有另一隻手牽著我。那是主的恩手。『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羅馬書 8:28) 只有選擇神，能讓兩條

路都很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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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Caleb Chuang   1/27/2019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when I was playing Pokemon Go, making friends with 

James, a gray truck was driving. Just then, it speeded up.  It was about to turn 

right, but it was too fast so it drove on the sidewalk and crashed the fence. Do you 

want to hear something more weird? It actually hit the wall! A few seconds later, it 

backed off (fast) and drove over the bridge. Then a red car chased it. Good thing 

nobody got hurt. If we did not stop to make friends, we’d got hit!  The police 

came right away. God saved us all! =) 

      

     一個星期六下午，當我在玩手機遊戲寶可夢 Pokemon Go，要加 James

為好友的時候，有輛灰色卡車開來。 說時遲，那時快，它加速了。卡車原

本要右轉，但是它速度太快，衝上人行道，撞進了籬笆。想知道還有什麼更

奇怪的嗎？ 它還撞進牆裡了！ 幾秒鐘後，卡車倒車（很快）開過了橋。之

後有輛紅色的車追著它。還好沒人受傷。要是我們沒有停下來加好友的話，

我們就被撞了！警察馬上就來了。上帝救了我們全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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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屬乎神，心願出於人 

詩篇 62:11 - 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就是能力都屬乎神。 

王昱雯 

 

 2018年，我開始了兩項新的事奉——財務和兒童，也開始了經歷神的

新旅程。 

 財務是我的專業，也是我在職場從事了 17年的工作。然而，在教會中

的財務服侍卻與職場有極大的不同，它讓我不斷經歷神的帶領和磨造。 

 首先，我們在職場上做預算都是“量入為出”，有多少錢，辦多少事。

然而神家不是這樣。年初的時候我們教會有好幾個家庭離開，奉獻也受到一

定的影響。但今天夏天的退修會，我們仍憑著信心，堅持自由奉獻的原則。

因為我們相信，神的恩典夠我們用！需要指出的是，今年參加退修會的營員

中，有接近 50%的青少年和兒童。感謝主，退修會開始的第一天，我們收到

的奉獻就達到了預算的 70%。退修會結束時，奉獻已超出預算。我們青少的

同工和財務同工看到這個結果，都止不住地感謝讚美主。祂真是以馬內利的

神！我們知道，合神心意的事工，神必看顧 —— “If it’s God’s 

will, it’s God’s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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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們在職場上做財務，通常不用關心是誰創造了公司收入。公司

收入的提高或下跌數據也不會讓我們用來直接判斷某個員工的貢獻大小。而

在教會做財務，弟兄姐妹的每筆奉獻都陳明在我們的眼前，奉獻的金額參差

不齊。這讓我們財務同工不斷受到“隨己意論斷人”的試探。我們知道，唯

有藉著禱告，才能遠離這樣的試探。因此，我們每次開奉獻箱的時候，都會

向神禱告，求神賜我們感恩的心，讓我們清點神家奉獻的時候，都感謝弟兄

姐妹的擺上，也相信“獻得甘心，是神所喜悅的”。感謝主，沒有讓我落入

論斷人的網羅中。 

 第三，教會的財務工作也讓我經歷了同工的相互扶持與關愛。今年我們

教會第一次引入記賬軟件，讓財務記賬和出納的分工可以更加明確。我們也

首次建立了內部審計制度，讓神家的財務管理更加規範。這個過程中，有同

工從歲首到年終每週及時的現金和記賬處理，有同工的商討和建議，有錯漏

的查找和糾正，更有溫暖的團契和聚餐……當每週收到財務同工的統計信

息；當看到退修會每晚聚會結束之後，財務同工們還會留下來清點奉獻；當

看到聖誕晚會後留到最後的同工的身影；我常常心中湧起股股暖流。感謝

主，讓這些同工像天使一樣圍繞我，扶持我，鞭策我，激勵我，讓我事奉力

上加力！ 

 2018年的兒童事奉，也讓我不斷支取從神而來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完

成整個學年週五的兒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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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我開始投入到週五小學聖經教學的事工中。這是因為我的小

女兒去年曾問我，為什麼他們的老師總是換？是不是沒人想教他們，是不是

大人覺得他們是累贅？我很難過，因為我雖然也不希望看到小學老師的頻繁

更換，但自己卻也沒有想過要參與小學的事奉，我已經習慣享受週五的團契

生活。直到我女兒問我，媽媽你為什麼不來教我們？我才意識到，這是主藉

著我女兒來提醒我。 

 老實說，我加入兒童事奉真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平時工作很忙，

到週五晚上已經是精疲力盡；以前也沒有教小學的經驗，一切從頭學起。但

雅各書 1：5-6提醒我，“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

人、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藉著禱告和祈求，神常常給我許多

讓人興奮的亮光，讓我常常想到一些新的“玩法”，寓教於樂。我能感受到

孩子們來到我的課堂會很期待，因為他們常常問我，“老師，今天我們做什

麼？”因為我的課，常常帶給孩子們意想不到的驚喜。 

 主又賜我智慧，巧妙地記憶英文聖經經節。我每週要花 3-4個晚上備

課，其中最難的是背誦經節，因為我要自己先背下來，才能讓孩子們背。對

於我這個一開始是用中文閱讀和背誦經文的人來說，可謂是很大的挑戰。感

謝主，我發現有很多英文的兒童詩歌就是聖經經文詩歌。這大大幫助了我的

背誦記憶。 

 兒童事工是不能偷懶的，但更是 rewarding。經過一年的事奉，我和孩

子們也建立了感情。我知道他們相信我，這種信任難能可貴。我也很享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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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們的支持，除了上課的助教，還有 Monica姊妹每週都會幫我採購手工遊

戲材料，更是常常幫我改良手工計劃，實在是幫助良多。 

 感謝主，讓我在事奉中，我不斷經歷主的恩典和能力，讓我感慨“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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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 

朱明皓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

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 1:9) 

     參加 BSF(Bible Study Fellowship 國際研經團契) 小組已有數年，

很喜歡和組裡的姊妹們一起學習。去年小組長 Cindy 生產後需要休息一

陣，希望我能夠接下小組長職責，雖然一直以來都很願意分擔各樣服事，然

而領導不是我的強項，也不喜歡當領導，對於必須分別出許多時間來給這項

服事也感到困難。此外還有一點使我擔憂的，是要即席翻譯 — 課堂講道

是英文，常年以來 Cindy給姊妹們盡責翻譯，我偶而幫忙過一兩回，覺得很

不容易，臨場反應沒那麼快，邊聽邊翻 (講員中間沒有任何停頓)，很擔心

接下組長職責，在現場口譯上不能完整的傳遞講員信息給組員們，縱然小組

裡的姊妹大多是熟悉的，包容的，不會苛責，但我很怕耽誤了大家。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 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與我同在、保佑

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歷代志上 4:10)  

雖內心種種障礙，禱告尋求神心意時，主提醒我要不斷擴張自己的境

界，為了主的緣故。內心有感動，主把組長責任交在我手中，於是也就跨出

信心的一步，勇敢地接了下來。神對約書亞都說了那麼多次你當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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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知道約書亞的內心。約書亞都膽怯，那我對自己的軟弱也就不以為恥。總

有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接下職責，不是知道我能，而是知道祂能!  

 

       跨出那信心的一步之後，約旦河分開了(參考約書亞記三章)。開課前

與講員面談的時候，她告訴我今年開始，有中文講道的錄音! 中文小組可

以直接聽中文的講道，組長不用翻譯! 那一刻我真是如釋重負，感嘆主的

大能與慈愛，神是顧念憐憫我們的。 

   隨著開課日期的接近，實際上還是有困難，中文講道錄音檔案一直沒

有辦法取得。怎麼會這樣呢? 我心中開始著急。也許因為組織方針的突然

改變，網站設計結構還沒有同步，只有英文錄音，我一直沒有辦法取得中文

講道錄音。透過了許多管道還是沒能找出解決方案；終於，第一堂課開始

了，我還是要翻譯。然而那天，雖然自己認為翻譯得不盡理想，我驚喜地發

現內心很平安! 這真是神奇妙的作為，神已把我內心的不安和懼怕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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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還是要我面對而不是規避，就能更深一層看見祂的作為!  這樣的

經歷也使我充滿感恩與喜樂。之後中文講道錄音檔案也終於取得，小組姊妹

們都從中文講道中領受豐富的信息，感謝讚美主!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

差遣我。”(以賽亞書 6:8) 

 我想起年少的時候，在中華歸主教會(當時牧會的牧師就是現在常在我

們中間的陳道明牧師)，有一年差傳的主題，教會貼了很大的字，一邊貼著:

“我可以差遣誰呢?”另一邊貼著:“我在這裡、請差遣我。”那時我默默地

念著，請差遣我，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做甚麼。經過這麼多年日，我還是不

知道我能做甚麼。我只知道我願意。主也一直沒有忘記我。當我們願意擺

上，願意順服，對神說請差遣我，神呼召我們服事, 差派我們出去的時

候，不是丟下我們自己赤手空拳上戰場，而是一步步地裝備, 一路陪伴，

讓我們在服事中得造就。 

 去年接下小組長職責時也因將搬離 Tucson內心不捨以及憂傷，BSF這

學年學習“應許之地的子民”是我特別需要的信息。神要我多花時間來閱讀

思考祂的話語，從中得力。這些日子以來，參與小組長裝備的課程，多了許

多禱告的夥伴，也從講員與小組長聚會，外州搬來的姐妹經歷分享裡，得著

鼓勵與安慰。感謝神給我溫柔包容我的小組姊妹們，讓我服事充滿喜樂，一

起成長；感謝神放在我肩上的責任，總是比我自己以為可以承受的多一點

點，給我足夠的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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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以勒，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耶和華不只與我們同在，祂

在我們前面行。服事主的這條路，繼續從主支取勇氣，智慧與能力，一步一

步跟著主向前行。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

不要驚惶。”(申命記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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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Trip to Kyoto, Japan 
 

 

Daniel Zheng 
 

Below are excerpts from my update letters along with some of my reflections 

after coming back from missions. Looking over my previous letters and 

experiences ha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and I hope that this can function 

as an encouragement to you as well! 

 

Evangelism 

Evangelizing here in Kyoto has been an amazing 

experience so far. We have evangelized on 2 of 

the 3 universities we will be going to each week. 

The first was Ritsumeikan University and the 

other was at Doshisha University. At 

Ritsumeikan, I was able to add two Japanese 

students on Line, which is the main mode of communication here in Japan. I was 

going around with one of the Stinters there, a stinter is someone who is there for a 

whole year, Minbum. Being able to talk to him, receive some of his wisdom, and 

encourage one another was awesome. A big part of why we are here is so to 

support the long-term missionaries and stinters. One of the students at 

Ritsumeikan named Toru has really opened up to me over line just over these past 

two days. He is confused about his life's direction and what to do, please pray that 

he will get to know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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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Doshisha, Derek, one of my team members, and I were able to talk to two 

students, both 2 hours each and really hit it off and have plans to meet again. In the 

picture, you are seeing the first student, Ryuta. We were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him using my broken Japanese along with a Japanese KGP. Although he didn't 

receive God right there, he is definitely thinking more, is taking some Christian 

classes right now, and said he will definitely pay more attention in them.  

 

Doshisha was founded as a Christian University so there are courses on Christianity 

but not many believers. Please pray for Ryuta, that he will come to know God 

personally and accept him. Also pray for Doshisha, that one day the Chapel there be 

overflowing with students worshipping God.  

 

At Kyoto University, the second most prestigious college in Japan, I was able to 

share the Gospel alongside Samantha Kang. We presented it to a guy named Ryota, 

very similar name to Ryuta. He said he doesn't believe in God but many have not 

believed before and we know God has done bigger things. Please pray for him and 

the others we talked to at Kyoto University. 

 

Day with the Lord 

During our day with the Lord this week, I 

went to the top of Kyoto station after 

some quiet time. Looking at the view I 

couldn't help but think it looked so dull. 

Although it is so vast, the people are so 

broken. Then suddenly the Holy Spirit 

brought Jesus's temptation on the mountain to mind. Jesus also must have 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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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splendor and vastness to the brokenness of the people. However, he 

wasn't tempted and I am sure he saw beyond the brokenness to the hope. I 

imagined that the view at night, for in the darkness the lights shine the brightest. 

Jesus has sent us and many others to be lights here in Japan. Please pray for Japan, 

that there may be a day when the whole country is covered with lights and that 

day will be soon.  

This is Kaneko, a student at Doushisha, whom 

Derek and I have been able to talk to. He loves to 

play the piano and is amazing that he goes to 

competitions and such. Meeting him and talking 

to him I truly believe is God's plan. He says that 

he is half protestant, he thinks God exists and he 

is moving in the world. He also really likes 

Christianity, went to a protestant high school, and 

even has a friend who was baptized recently. However, he says he is a realist and 

has trouble believing in God. Things like why bad things happen in the world to 

seemingly good people. Talking to him about things I have come to realize and just 

love him through more casual conversation was awesome. He originally was going 

to go to school in Vienna but he told his piano teacher he wants to do jazz and was 

kicked out. He never thought that he would go to a normal college and when he got 

kicked out, he felt like it was the end of the world. We sat down in 7-11 eating ice 

cream and talking about Disney and life, honestly it felt like we had been friends 

for years. Please pray for him. God is realistic, because he is real. All who seek 

will find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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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ity Night 

I brought Yas and another student named Momiji to hospitality night. It was really a 

blessing being able to talk to them both more and they opened more. Yas has 

known Epic missionaries for 3 years but has been reluctant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Last time we met he told me that he has never told anyone before but he 

fears religion a bit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with cults in Japan. This time he 

talked about how his father is his role model. Momiji’s grandfather was also his role 

model. They are both men who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but have endured through it 

all. They have a lot of mental strength, love their families a lot, and have shouldered 

so many burdens. Although they may be strong, I shared how I also feel like it 

seems so sad that they carry so many burdens and weight on their shoulders that it 

makes it hard for them to really breathe. They can't cast their worries upon God and 

live a free life. Momiji was kind of apprehensive of us before but now he is much 

more open to meeting again and asked for the picture we took! Below is the group 

picture for hospitality night.  

Momiji is in blue plad on the left and Yas is wearing black with the white accent in the middle 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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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Mission 

The picture on the right is of the last meet 

up Derek and I had with Ryuta before we 

left Japan and returned to America. I have 

been able to stay in contact with a couple 

of the people I met in Japan since I came 

back which has been really cool but I 

haven’t been able to have any really good conversations because of the time 

difference. Thinking back too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during my time in Japan, I 

think the most amazing thing had to be my time with the Lord. Going in to the trip I 

prayed that I would be able to rely on God more in my life. God really answered my 

prayers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things I really needed to lift up to him during the 

mission. One of the major takeaways I got from the trip were to believe the best, 

expect nothing, and love with everything. That is to believe the best of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tentions, expect nothing from them, instead choosing to love them with 

everything in self-sacrifice. Some 

other things that I took back with 

me were journaling and improving 

in empathy. International missions 

is something that I highly 

recommend to everyone. You don’t 

need this huge permanent calling to 

go to these countries. All that is 

needed is a little faith.    

                      Karaage man! A local restaurant owner that fed us quite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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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arnestly believe that this experience will benefit anyone and everyone regardless 

of what their occupational calling is. Please pray for the nations, pray for God’s 

people. If you want Jesus to return then even all the more reason to make sure every 

nation hears his name! I would love to share this experience more with anyone who 

reads this! You can reach out to me or learn more from my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daniel90110/.  God Bless! 

 

 

 

https://www.instagram.com/daniel90110/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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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祂升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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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 

我信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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