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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长长的暑期终于过去，弟兄姊妹或从国外旅行、短宣归来，或在营会里充电更新，或一如既往努力工
作、找工„„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透过林世健弟兄的眼睛，我们看到神兴起祂的福音勇士，在中亚地区的禾场辛勤耕耘，但那仅仅是起
步，广阔的工场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更多的工人。Jamie 弟兄携儿子去玻利维亚的暑期短宣，与当地教会、
同工配搭，挨家挨户传讲福音，解决当地居民的切实需要，收获不菲。Eve 姊妹的青少年夏令营回顾，见
证了神的带领和圣灵的感动，让困扰良久的心结消解，卸下了妨碍自己事奉神的包袱。
本期继续分享教会弟兄们在失业困境中的感悟，感谢他们愿意敞开自己，为主作见证。刘洋弟兄半年多
的“人生独特经历”，有当初的震惊，其后的无聊、疑惑、波折，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挣扎，以及神给的
“圆满结局”。张世晓弟兄讲述三个月的失业期间，自己如何从工作第一、事业至上，到重视与神、与人
和家庭的关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神允许的苦难，焉知不是祝福。符基昕弟兄分享自己在失业期间
做专车司机的经历，打开了让我们认识在医学中心求医的病人及家属这个人群的一扇窗户，他们需要各方
面的服务，但更需要福音和神的爱；神也通过符弟兄的服事赐给了他一份新的工作。
何长老从马可福音第五章耶稣基督驱鬼的故事中，分析“被鬼附的人”和“城中的人”两种不同的人生
态度和选择。陈文士弟兄在儿子结婚典礼上的致辞，见证、分享了儿子成长的点点滴滴，每一步都有神的
恩典和祝福。魏京皓姊妹的徐妈妈采访记，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了徐妈妈，和她靠主蒙福的秘密。杨谢宜叡
姊妹描述与夫君退休后的生活，多姿多彩、繁忙而又充实，实在是神满满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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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世健
料，始知吉国位于天山脚下，不但有优美的
景观、肥沃的土地，它蕴藏着丰富的天然资
源。还有着一片世界仅存的波斯胡桃木原始
林，它是所有阔叶树中最珍贵的树种。让我
无条件地对吉尔吉斯起了好感，于是在妻子
的全力支持下，踏上了旅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
其美。”这些詩篇第八篇开头和结尾的诗
句，在 Tokmok 当地的俄罗斯教堂赞美敬拜的
优美歌声中，很自然地从我的心里涌流出
来，像当地的大小河川，由天山的溶雪所造
成奔腾的急流一样，激盪在我的心中。这是
人生第一次的经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
中，与会衆一同站在祭坛前，向神献上感恩
与敬拜。忙碌的六天短宣行程即将结束，在
这时才深深感受到创造我们的主，乃是要祂
所造的人，各种不同文化的群体，用世界各
种的语文去敬拜祂。神的心意让我不仅在读
经、主日学甚至在“把握时机”的课程上明
白，六天后更接近了约伯的“从前我风闻有
祢，今天我亲眼看见祢”的境界。

开拓穆斯林的禾場，有異於校园的事工。
因为除了他们对伊斯兰深根蒂固的宗教信仰
外，行为上也受到严谨的律例限制，造成他
们对外来人的戒心。唯用循序渐进的方式，
先用关怀的心去帮助他们，建立友情，取得
对方的信任，才有机会打通福音的管道。因
此在时间上必须依赖恒久忍耐的功夫。在吉
尔吉斯的宣教方面，目前以教育和医疗为切
入点，从幼童的学前教育，到大学的高等教
育，都有宣教机构所支助的学校。其中以华
人 所 办 的 Rainbow Child Montessori
School, AK Bata School of Blessing 和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IUCA）为代表。它们以现代化的教学
方式，加上诚信与爱心得到社会上的赞许与
好评。医疗的设施，也正好适应当地在这方
面的需求，为贫穷的百姓提供服务。 Hope
Center/Clinic 每天平均接受 100 个病人，
以基督的爱心，接近穆斯林群体。

神的作为，人无法测度。一个月前，我正
要开始享受退休的生活，一辈子忙碌的工
作，几乎没有好好地歇息过。一天主日崇拜
后的报告说，在休士顿西区教会，开了一门
有关普世宣教的“把握时机”课程。由于自
己过去多年来，在校园事工上的负担，所以
有关宣教方面的培训，都会尽力参加。“把
握时机”确实扩展了我宣教的眼界，让我更
加体会了神的心意，乃是要万国、万民、万
族、万邦都归向祂。也要祂的门徒们，跨出
自己的文化，到异地他乡去传扬福音。在课
程中认识了在宣道事工上主所重用的仆人，
普世丰盛生命中心的洪牧师。谈起 5 月 21 日
启程的吉尔吉斯之旅，原先真不确定它是哪
国，只知中亚几个“斯坦”国之一，都不是
什么重要的国家。又听说目前的伊斯兰极端
恐怖组织，所招募的兵丁，多数来自这些穆
斯林国家，所以心中带有惧怕。由于自己对
自然生态的钟爱，所以上网搜寻当地的资

在六天的行程中，大致了解了这块宣教禾
場的环境。深觉目前是我们华人的时机，是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宣敎工厂。吉国与中国毗
鄰，以天山与新疆为界，是古代丝路必经之
地。在当前中国实行一带一路的政策下，它
具备了亚洲与欧洲贸易的重要地理位置。目
前，吉国经济低迷，百姓生活穷苦，低收入
家庭佔 55%，国民每年平均所得仅 1017 美
元。国家的建设，也因普遍贪污和贿赂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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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裹足不前。为着将来美好的前景，普
世丰盛生命中心所承担的任务，正是要藉着
兴亚大学（IUCA)的平台，一方面宣扬福音，
一方面培育出群拔类、品德兼优的人才。

收他的庄稼。”（太 9:37-38）期望更多的
人，能回应主的呼召，无论是在人力、物力
或财力上，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吉尔吉斯禾場的事工，需要大量团队的搭
配，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各方面的支援外，
更需要恒切的祷告。我诚心地感激，过去十
多年来，宣教士们在开拓的道路上所付出的
辛劳，才有今日如此规模的学校 展现在眼
前。但他们所做的却是起步的工作，学校要
继续扩张，要为主大大的使用，成为衪宣教
的器皿。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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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ie Ricks
The last time I had been on a short-term
missions trip was 12 years ago with my wife,
Debbie, when we spent a week serving in
Santa Cruz, Bolivia. Whenever we
reminisced about the trip we said that if we
go back we would think about going with our
kids. Earlier this year, we were approached
by a friend of ours who was leading a
mission trip to Sucre, Bolivia, to consider
going with his team. Debbie and I prayed
and talked about whether this was God’s
leading and whether we should have our
kids join us. In the end, we concluded that
our oldest son, Daniel, would benefit the
most in experiencing a new culture and
serving God on the field. Daniel and I
committed ourselves to partnering with
Austin Chinese Church and E3 to go on a
week-long short-term mission trip to Sucre,
Bolivia in early July of this year.

to know our sub-team and translators: 4 U.S
team members and 4 translators. Our team
would have been useless from the
beginning if not for our faithful, fearless, and
patient translators. Tamara and Leticia were
not only our voice to the Bolivian people, but
in many instances, because of their own
faith, they were better equipped to interpret
and explain topics of a spiritual nature.

After arriving in Sucre, our team of 16
had a brief time to recover from travel
weariness before breaking up into our subteams, meeting our translators, and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church that we would be
working with throughout the week. One of
the best experiences of the trip was getting

Northern Sucre Team, Translators, Pastor and His Wife

Our job on this trip was to promote a
new neighborhood house church to the local
community that was beginning services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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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presence and healing will touch this
man that is hurting.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tools that we utilized on the
mission field was prayer. Whether the
prayer was in celebration and thanksgiving
for a heart won for Christ or for people who
were struggling with infirmity or poverty, no
one turned down an opportunity to be
prayed for.

week, train the lay leaders of the church
how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disciple new
believers, and serve the physical needs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 an eye glass clinic
and distributing vitamins. We began our
days at 7:30am, returned from the mission
field around 7:00pm, and went to bed
around midnight.

Door-to-door Evangelism Team

On Sunday, we worshipped with the
congregation at the mother church before
going over to the house church to plan out
the week. Training was done with the local
leaders and volunteers were raised to work
alongside us for each of the three days we
would be doing door-to-door evangelism.
Monday and Tuesday were full days of
going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handing out
vitamins to children and adults, sharing the
gospel, and letting everyone know about the
new church in the area. I was very proud
that Daniel overcame his anxieties and had
a couple of opportunities to share his
testimony and the Evangecube to attentive
young Bolivians.

Sharing the Evangecub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eek we had
our eye glass clinic to provide reading
glasses to the neighborhood. It was such a
joy to meet a need for the people who came.
It wa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see fruit from
our door-to-door ministry because many of
the people we visited showed up for the
clinic. They had their physical needs met
through reading glasses (or sunglasses for
those whose vision was good) and their
spiritual needs met with counseling and
discipleship. That day was also the
inaugural opening of the new house church.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worship
songs and Bible passages read in Spanish
and Quechua (language of Native
Americans in South America). It was a
wonderful time of witnessing new and old
believers come together in a new church
giving all the glory to God.

Not every meeting with people ended up
in a decision for Christ. Some people said
that they had things going on in their lives
that prevented them from giving their lives
to Jesus. One man told us that he left the
church years ago because he did not get
the support that he needed after his child
and wife died. I greatly appreciated his
honesty and openness with us and his
willingness to let us lay hands on him and
pray for him. Through prayer we reminded
him of God’s loving character and that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turn back to Him and have
a restored relationship. My prayer is that

This trip not only allowed us to witness
Bolivian lives changed in Sucre, but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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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d personal growth as well. We
faced challenges that required us to lean
more on God, and we celebrated over
changed and renewed hearts for Christ.
Daniel and I had a motto for this trip that we
had to repeat to ourselves many times

through many circumstances: Be flexible. All
the glory goes to God.
August 2017

Eve Wang
This year was my fifth time going to
Discovery Camp and Camp Impact. All the
years I’ve gone were great and I met new
friends and got closer to comprehending
God’s glory, but this year was particularly
profound. I am not usually one that’s
inclined to spend time and write a story for
the church magazine, but I would like to
testify to the love of our redeeming and
personal God and how He worked in me at
camp this year.

people. I had no one to talk to because
frankly, no one could understand. My best
friend tried his best and tried to be there for
me and I was so thankful, but no one could
feel the deep hurt I felt. In my isolation, I
grew to hate the people that hurt me. I
wanted them to hurt like I hurt. I brewed on
this for months and months and I grew
wearier and wearier.
This year’s camp theme was “Unfiltered”.
I was challenged to acknowledge my pain
and my bitterness- to be unfiltered with God
about my hurt. I told my camp counselor my
story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 heard that it
was okay that I felt the way I did. It was
okay to be not okay. Throughout the week I
read Bible passages calling directly to me to
forgive and extend grace just because they
ar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Romans
12 told me that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I
needed to live in peace with everyone. I
talked to pastors and counselors and friends
who all told me deeper obedience to God
required me to forgive my enemies. I have
never felt more challenged in my life. I told
God I wasn’t ready to forgive. I just needed
a break from the drama and just needed to
rest. But I did not know I was about to feel
the greatest and most overwhelming peace
I have felt since the incident.

There was an incident at a church
retreat March of this year where I felt
betrayed and attacked by some members of
the youth group. They sat me down in a
meeting where they went around the circle
and unleashed their frustrations onto me
and told me things they didn’t like about me.
“You make everyone feel uncomfortable”,
“You’re fake”, “Should you really be a
leader?”. I couldn’t believe what was being
said- it seemed surreal, something out of a
movie. I took what they said about me and
thought about it for months after. I cried
almost every day. I thought throug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imelines of my actions,
dialogues. Maybe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Something had to be wrong
with me for so many people to rally a
common opinion against me. This was my
lowest point.

One night at camp, someone in the
group that hurt me came up to me and
apologized. I felt liberated. The bitterness

I had so much resentment and
bitterness stored up in me for this grou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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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we can know you are good.”

that weighed me down for so long was
levitated and carried away. God was
personally tugging on my heart to forgive
them. When I thought I would have to
extrapolate every fiber of my being to
extend grace to them, God went out and
started the work for me.

There i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God
put that time in my life for a reason. I was
broken like I have never been before only to
be refined like I have never been before.
Camp Impact taught me some of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s I have ever learned and
challenged me and gave me incredible new
relationships and one of my friends even got
a sign from God in the form of lightning!
God does miracles- there is no doubt. I was
rescued from the deepest depths and
poured into with the abounding love and
peace of Christ. I can now tell you this story
not as a heavy burden I am shackled to, but
as a shining trophy of God’s revitalizing
grace.

“Promise maker, Promise keeper
You finish what you begin.
Our provision, through the desert
You see it through to the end.
“In the silence, in the waiting,
Still we can know you are good.
All your plans are for you glor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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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
2017 年一月底，我失业了。我的人生道
路从此有了一段独特的经历。

设备销售，一会儿想去开公司，一会儿又要
开发产品。但又觉得都是不靠谱的事。我也
常常告诫自己要调整心态，不能在家人朋友
面前表现出来。但还是时不时地发作，无缘
无故地发脾气。给父母打电话的时间也少
了，微信群里也不太发信息了。教会里弟兄
姐妹常来电话问情况，台妹姐和李大哥也专
程来家里探望祷告。组长景科弟兄每隔一周
就约我吃饭。我心里很感激，但更多的是内
疚，自己不应该这么弱的。几个月前还加班
加点、攻城掠地般地工作，现在怎么连份工
作都找不到？回想起太太去年在找工作的时
候，我曾不屑地对她说，“休斯敦几千家公
司，找工作有这么难吗？”这句话此刻活生
生应验在我头上了。好在妻子是“过来
人”，知道我的心情，我也努力调节自己，
向神祷告的时间也多了。这样在四月份突然
来了“转机”。

一月中旬经理要和我谈话时，我还想着是
不是又要开始一个新项目了，完全没有感觉
到要被解聘。因为我心里一直以为，像我这
样优秀的人才公司肯定会想尽办法留住的。
自从工作以来我一直很顺，十几年来每一个
经手的项目都能成功完成。自己也很自信，
甚至越棘手的项目就越要去做。从经理那里
听到解雇的消息，心里着实震惊了一下，但
很快就平静下来，还和经理说能够理解公司
的处境。毕竟公司从 2015 年就没上新项目，
裁人也有一半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按照我
以前找工作的经历，我想肯定会很快找到下
家的。于是二月初我定了一个计划，在一两
个月内锻炼身体、减肥、收拾车库、修理院
子、学习圣经，等等。心想一定要把这段时
间过充实了，毕竟从毕业上班以来还没这么
休闲过，以前休假都像打仗一样忙。这个时
候，失业了一段时间的太太刚好找到一份工
作，所以经济压力还不算太大，回想起来这
也是神的恩典。

这天我忽然接到一家石油钻井公司的电
邮，说我需要填一份详细表格等待面试。我
兴奋不已，这正好是我第一个网上申请的工
作。第二天果然有人打电话，简单问了我一
些经验之后就说录用了，不用面试，让我查
信。我真是不敢想象。一查电邮果然有聘
书，工资待遇也非常好，还要去伦敦总部培
训半年。我欣喜若狂，赶紧告诉家人、爸妈
和几个好朋友。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还
在前几天，我是如此迷茫，如此失望，如此
不自信，感觉每条路都走不通，每天自问我
将来要怎样。感谢主怜悯我，这一切问题都
解答了。而且给了我第一个申请的工作，也
是最好的，这远超过我想要的。感谢感谢再
感谢，不住地感谢主！”

刚开始在家待业，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安静
了。送完孩子上学后，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我
一个人。改改简历，网上找找工作，偶尔打
打电话；街上空无一人。几个星期发了上百
份简历，竟然没有什么回应。我不禁回想起
这一年来重复做着的几个梦。一个是我站在
高楼的阳台上，看到楼下很繁华，自己非要
下去看看。一下去就发现楼下却是凄凉昏暗
的泥泞小镇，而滑梯是用绸布做的，根本回
不去，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还有一个就是
梦见自己和民工们一起找工作，可是隐隐约
约地记得自己在美国留过学，还有博士学
位，纳闷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接着我又收到公司邮件，让我尽快联系公
司律师办英国签证。还让我先支付旅行保
险。对比我以前出差的经历，好像有些不太
对劲。半夜我禁不住起来，查了一下人事部
经理的 LINKEDIN 信息，发现此人已经不在公

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自己变得焦躁，想
法特别多，却不知干什么好。一会儿要去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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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了。脑子一下子嗡嗡响，很显然这是一个
骗子。回想起来这几天如此高兴，现在又跌
到谷底。以前舍不得扔的东西，已经狠狠地
扔了一大堆，还准备再扔一些，计划买最好
的电脑、车子、全家买手机、去欧洲旅游等
等，真是欲望大爆发。可笑的是，我还打算
多给教会捐款，多去教会帮忙报答主。经过
一个星期的大起大落，我身心俱疲，周一太
太说要做晚饭，可是让我又切葱蒜，又准备
菜肉，连肉都要我放到油锅里。“你是大爷
啊！”我爆发了，大吵一顿。回想这些天各
方面都没有进展，心情也不好，连祷告都是
埋怨神，毫无喜乐和信心。基督徒做到这个
份上，我真是惭愧，不禁祷告求神怜悯我的
软弱。我鼓励自己要打起精神，规划未来，
不能再这样无助。

办？”回到家，聘书也来了，孩子们不睡觉
等我，看到我都幸福地抱着我，可眼里流露
出天真的忧愁。我难过得不行。这真是人生
艰难的决定。接受工作意味着没法管这个
家，不去的话很可能要等一两年时间才能有
工作。我这 47 岁的人何时才能再有前途呢？
我心一狠，接受了聘书签了字，心里念叨着
“老婆孩子，对不起了，将来我会加倍偿还
我欠你们的。”可是我并没有解脱，反而是
难过得没法做任何事。眼前全是我离家后孩
子们的凄凉和妻子艰难持家的景象。从来没
有这么想念这个家。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听
妻子气愤地质疑我：“你来美国就是要这样
一个妻离子散的结果吗？你失去的以后能补
回来吗？”我一句话也回答不了，终于我鼓
起勇气，拿起手机打给经理，放弃了工作。
我只能不停地说对不起。晚上我在日记里写
道：“昨天也许是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真
是无依无靠、无人能解，一块进了嗓子里的
肉，被生生地挖出来了。重新开始吧！”

五月份行情好像好起来，有好几个面试。
可是我就是抓不住机会，有的说我分析太
强、设计太弱，有的说我做设备太多、分析
太少。还有一个公司要我回国半年，被我太
太当即否决。我气得大叫：“难道让我憋死
在家里吗？”这时一个猎头打电话说，有一
个压缩机公司要我做设计。我一看要求果然
很对口，于是不顾老婆孩子的反对，接受了
电话面试。结果发现这个经理和我一样喜欢
做木工活，二话不说就要我飞到伊利诺伊面
试。晚上送老二练琴的时候，他在车里突然
哭了，说我不要妈妈和他们俩了。我一边无
奈地安慰他，一边心想的确我在一点点远离
这个家了。不由得迷茫起来，自问我这辈子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可这种东山再起的强烈
欲望，驱使我毅然踏上了面试的路程。面试
出奇地顺利，公司的许多产品需要改进，新
产品急需开发。我仿佛看到了我过五关、斩
六将的英姿，绝对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整旗
鼓的。临走相送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奇
怪的事，招聘经理突然在路中小水洼上重重
地摔在水泥地上。我们都大惊去扶他起来，
觉得他肯定骨折了。没想到他居然站起来一
点事都没有。我心里寻思这是什么兆头呢？
回家的路是我今生最难走的路。一方面我终
于得到了理想的工作，我的能力经验将得到
最大的施展；另一方面我的家至少暂时几年
会动荡分裂，孩子在最重要的阶段会很少陪
伴。我一路祷告，“神啊，告诉我应该怎么

六月份非常心灰意冷，没怎么找工作。还
发脾气，在家看电视剧，一看就是几十集，
好像要麻醉自己。我也常看圣经里的约伯
记，想明白苦难的遭遇是神怎样的安排和目
的。“祷告”时却说：“神啊，你折磨我完
没完了！一切不都是你掌控吗？怎么就连份
打下手的工作都找不到？”我也意识到这样
不对，求神饶恕。月底教会活动，为失业的
弟兄姊妹准备了丰盛的爱心晚宴，还让我和
太太分享自己的经历。丰盛的晚餐、赞美诗
和感人的见证让我热泪盈眶。我相信这次失
业的经历不是随机的安排，而是神要我真正
地谦卑下来。把我自以为傲的工作拿走，经
历剥夺、拆毁，为的是从这欲望的世界中得
着自我，重新造就。但我领受到了吗？
七月份开始了。我不知这样的日子还要持
续多久，每天都要多次祷告，心里才能稍微
有点平安。我忽然想起以前的一个好朋友同
事在 San Antonio 一家公司做经理。何不问
问他有没有机会？他公司也不景气，但给我
推荐了一个在亚特兰大的公司，因为最近航
空军工项目而大量招燃气轮机设计工程师。
我立刻又来了精神。亚特兰大也算是大城
市，孩子上学、妻子找工作都应该没有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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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一边准备电话面试，一边想说服太太
孩子同意我的想法。也许是他们见我这段时
间消极的样子，于是就说：“先走一步算一
步吧”。前两轮面试还不错。自从来休斯敦
之后也有五年没有接触这个领域了，但我相
信自己会迅速熟悉的。最后一次面试是和公
司 VP 电话面试。HR 的女士也说这基本上录
用没有问题了。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又要经历
和家人离别的纠结了，心里十分迷茫。求问
主我该怎么办？面试很不顺，电话信号时有
时无。我赶紧换了电话打回去，好几个问题
也没回答好。很自然我没有通过最后这个最
容易的面试。我的心情矛盾之极。一方面我
如释重负，又能和家人在一起了；另一方面
我又失去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我自问这辈
子还有机会吗？

的荣誉、称赞和肯定，得不到就受伤、痛
苦、愤怒。只有完全倒空自己，以一无所有
为满足和喜乐，才能真正地谦卑下来，有来
自属天的权能更新、充满自己。我这半年来
深有体会，谦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必须经
历破碎。我也感谢我的妻子，她总是主动原
谅我，体谅我的处境。虽然受洗归主的时间
不到一年，她却比我更能饶恕他人。这段时
间我忽然发现我真的不那么容易生气了。一
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我的任务就是安静等
待。
七月底，邻居 Steven 突然打来电话，说
有一个朋友在锻炼的时候说在找 pump 背景的
工程师。我听了很感动，因为他也失业很长
时间了，还惦记着我。我连忙把简历递上
去，经历了太多，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不料
周三面试就录用，八月初就上班了。公司离
家只有二十多分钟。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顺
利，真像是做了个梦。

我又开始看连续剧了，从早看到晚。心里
过意不去就和两个儿子说：“这些天爸爸很
Sloppy ，你 们 不要 学 爸爸 。 ” 他们 就 点点
头，也许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半年来整个家
庭都在其中煎熬。孩子们也懂事了不少。我
却成了家里最不可理喻的人了。妻子看不下
去，强压怒气和我谈谈。我却爆发了，怒吼
道：“都是因为这个家，让我瞻前顾后不能
成就大事，否则我早就东山再起了！！！”
可想而知，妻子气得到楼上睡去了。我半夜
睡不着，就翻看慕安德烈的文章“谦卑”，
深有感触。自己找工作就是渴望得到从人来

写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感谢主，在我写这
篇见证时，赐给我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我知
道还有许多失业的弟兄姐妹在煎熬中等待。
我会切切为你们祷告，因为我经历过，痛苦
过，也深深地体会到神的恩典，祂会把最好
的赐给你。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于我们
天上的父神。阿门！
2017 年八月十日

張世曉
本文分享我在美國工作二十五年後，失業
三個月的心路歷程。

我在台灣從大學畢業後，服完兵役就來美
國念研究所。一九九二年在德州大學拿到學
位後，我就從奧斯汀搬到休斯敦開始了在美
國的工作生涯。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之間我
已經連續工作了二十五年。其中換了幾家公
司，但我一般都是星期五離開舊公司，星期
一接著到新公司報到，從未休息過。感謝
主，那段時間也剛好碰上石油業很景氣，深
海採油欣欣向榮之際，雖然工作很繁重，但

我經歷了神的管教，學習到做為一個基督
徒在生活中應有的優先順序。整整三個月後
也靠著上帝的恩典，我又再度回到職場。雖
然我的經歷並不足道，但希望給正在找工作
的弟兄姐妹們一點鼓勵;對於那些有工作的弟
兄姐妹們也是一些提醒。但願你們別犯我一
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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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熱愛我的工作。我對工作的付出與貢獻，
很受公司肯定，待遇因而也不錯。我那時沒
認真想過人生規劃，打算繼續在這一行做下
去，直到退休為止。我覺得我的人生由我自
己掌握，且掌握得還不錯。

備好了，可是事情真的臨到我頭上時，我發
現我心裏根本沒有一點準備。
剛離開工作時，我的心情很茫然，不知所
措。我沒察覺到過去二十多年我的生活就是
以“工作”為中心，現在工作沒了，我的生
活頓時失去了重心。我心情開始變得很沮喪
消極，覺得前面的道路看不到希望。我開始
失眠，吃飯沒胃口，連二十多年來固定的運
動習慣也沒心情繼續了。我從來每天幾乎都
是一躺到床上就睡著的人，從未經歷過失
眠，也從來不理解人為什麼會失眠。可就在
失業期間我嚐到了失眠的痛苦。每每到了夜
晚就開始莫名地恐慌，一到睡覺時間，就開
始恐懼怕睡不著覺。我還去藥房買了一般人
治療時差的藥來吃，可是效果不好。我甚至
嘗試喝醉酒，讓酒精暫時麻醉自己可以睡個
覺，可是還是無法入睡。晚上沒得到好的睡
眠，很自然地白天就很累，可是縱使身體疲
倦不堪，卻怎麼也無法好好地睡一覺。我從
來不知道我內心那麼脆弱，那麼地不堪一
擊，我變成了一個連自己都不喜歡的人。

可是好景不長，從 2015 年初開始，石油
業開始走下坡路，且每況愈下，看不到什麼
時候會起死回生。我們的客戶削減預算，重
新談合約。我周遭的同事開始一個個被公司
遣散，我帶領一個大的團隊慢慢縮減到個位
數。這個過程真是很殘酷無情，但卻也無可
奈何。看到周圍優秀的工程師因為整個行業
的不景氣陸陸續續被資遣，甚至有些剛買房
子、剛生小孩的年輕工程師也無法躲過這一
波波被解僱的命運。我那時心裡真的覺得人
為刀殂，我為魚肉，任人宰割，由不得自
己。
在過去兩年裡，我在公司待得真是心驚膽
戰。幾個公司向外招標預期可以得到的項目
都沒有拿到。公司要員工減工時、減工資，
甚至在家無薪休息一段時間。到今年年初我
自己心裡有數，可能很快就會輪到我被資遣
了。

今年三月回台省親，因為不想讓高齡的母
親擔憂，所以我盡量表現出平常心。但是媽
媽還是看出我的悶悶不樂、鬱鬱寡歡的心
情。我要回美國的前夕，媽媽對我說：“不
要擔心，一切都會好的。”為此我更加難過
與自責。我問自己為什麼要譲自己的不快
樂，使自己最親愛的人擔心。我不知道，自
己為什麼變成了一個無法自拔的人？難道這
就是保羅在羅馬書 7 章 18 節所說“立志為善
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嗎?

這波的不景氣持續兩年多，還看不到盡
頭。因為工作多年的積蓄，家裡的日常生活
應該不成問題。況且我的孩子都大了，我太
太也在工作，所以我可以立刻加入她的保
險。我心想工作多年，如果被資遣的話，正
好趁此機會休息一下。另外我自認心裡很強
大，平常也很樂觀，我想縱使我被資遣，我
也能適應得很好，等待機會一定能再回職
場。今年二月十七號星期五早上，我真的被
叫到會議室，HR 的人要我簽一些文件，然後
盯著我收拾東西，整個過程不到二十分鐘就
搞定了。雖然心裡已有準備，但是在一個工
作將近二十年的地方，不到二十分鐘就搞定
了，實在讓人心寒，但我也無可奈何。

在這面臨痛苦之時，我深深地自省。做了
多年的基督徒，我的靈命並沒有隨著歲月的
流逝而成長。神的話語沒有在我的心中紮
根，所以在面臨人生的十字路口時，才變得
如此無助而無法自拔、狠狽不堪。過去二十
多年來，我不自覺地把我的工作擺在生命的
首位，而忽略了自己與神、與教會、與周遭
人的闗係。我覺得很多事情靠自己的努力都
能處理好，人定勝天嘛。正因為如此，我自
以為是，而忘記了謙卑，惜福及感恩。全然
沒想到自己擁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神
讓我有健康的身體可以去工作，是神給了我
一個好的家庭，讓我無後顧之憂。一切都是

碰到被資遣，每個人的反應都不一樣。有
同事被資遣後，拿資遣費先到歐洲玩一玩；
有人在家休息做一些平常想做可是沒時間做
的事；還有另一類人 ，心情很沮喪。很不
幸，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的反應竞會是屬於最
後一類。雖然之前我一直認為我已經完全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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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我生命中無時不在的恩典，而我卻認為
這一切都理所當然。

這家公司就安排我去面試。五月十五號我終
於重回職場，距離我被資遣的日期整整三個
月。

俗話說：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神的管教
來得正是時候。在我失業的這段時間，有幾
個很久都沒往來的基督徒朋友來我們家看
我、鼓勵我。我兩個在外地的兒子常常打電
話來跟我聊天打氣，我和太太的互動也越來
越親密。另外，我也靜下心來思考我與神的
關係、與家人的關係、與教會及朋友的關
係。更重要的是，認清我自己到底是一個怎
麼樣的人，我未來的生活要怎麼過。我開始
讀經禱告，神的話語，真是越讀越甘甜，這
是以前從沒經歷過的。我跟神懺悔，求神寬
恕自己一直沒有察覺到的驕傲與自滿，懇求
神的憐憫。我白天也去參加一個為失業者辦
的團契，從中看到那些基督徒們對神話語的
追求，讓我非常感動。也看到那些失業正在
謀職的基督徒，心存平安喜樂與信心盼望，
讓我非常受激勵。我覺得他們真是我應該學
習的好榜樣。

三個月沒工作的日子大大地顛覆了我以前
所思、所想、所行的一切。我覺得過去的我
只想到工作，而沒有看重與神、與家人、與
朋友的關係，所以一旦失去了工作，我整個
人就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一樣，狼狽不堪。
過去的日子就像不結果子的葡萄樹，本該砍
掉當材燒的，感謝神給了我第二次機會，讓
我能調整人生的優先次序，尊主為大。以後
一定要多結果子，做討神喜悅的事。
說來奇怪，我沒工作的三個月時間，我和
太太的關係也好轉起來。由於待在家中，我
能更體諒太太為這個家所做的一切。我們結
婚將近三十年，可是我太太說我沒工作的那
三個月對她的關懷和體貼正是她理想中的丈
夫模式。我要感謝主給了我三個月的時間，
讓我經歷到人生的死蔭幽谷，讓我明白我以
後當走的路。我也要感謝愛妻不離不棄的鼓
勵，陪伴我渡過這小段雖是人生低谷、卻刻
骨銘心的經歷。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頭。當我真正謙卑
下來，讓神掌權，奇妙的事就發生了。我的
睡眠品質逐漸恢復過來。一天早上我以前公
司有個久未聯繫的同事，竟然主動從網路平
台找到我。他提到他的一位曾在一家很大油
氣設備製造公司工作的鄰居說，他的老公司
正在找一位也許和我經歷專長相似的工程
師，問我有沒有興趣。他可以幫忙把我的履
歷表送給他的鄰居，請後者轉給僱人單位。
雖說我跟這位同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但並
不熟，更不認識他那位鄰居是誰，可是他們
毫無條件地要幫我找工作。現在回想起來，
我只能說他們是上帝差遣來的天使。很快的

聖經裡有很多鼓勵我們的話語，結束之前
我想以我最喜歡的聖經金句，與正在找工作
的弟兄姐妹共勉：“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
讓的心。主已經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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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
書 4:4-6）加油！

符基昕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得救之
前，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不是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
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 8:58）我们每
一个蒙恩得救的灵魂，自从信主美妙无比的

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生活在神所赐的永恒
里。我们虽然寄居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但是
我们属于神的国度。公义、怜悯和赐恩典的
神在眷顾着我们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我们
在永存的主恩里蒙福！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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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我失业那段“困难”时期在主里的经历和
主的带领，求主怜悯和洁净我思绪中、文字
中一切自我骄傲得意、令主不喜悦的成分，
愿字里行间所表达的都是为了荣耀主祂自己
的圣名，阿门！

失业后手里最富有的当然是时间，每天有
一大把一大把的时间。但是，难道失业后一
切和唯一的重点除了简历和面试不能有别
的？我想应该不是，比如可以有更多读经时
间、可以有预留去周三祷告会时间，等等。
在分别为圣时间的分配上，我们常常用有限
的 parttime 时间来回应神 fulltime 全然的
掌管、看顾和保守，求神怜悯。失业后不
久，滕牧师带领我阅读圣经。感谢滕牧师这
么一位属灵的长者在我属灵生命中的引领！
感恩神在我失业期间灵命成长中被这样祝福
和满满地供应！尽管我对神所启示的话语中
总有许多似懂非懂之处，但在滕牧师的导读
带领下，对神启示的圣经的中心思想有了总
体理解——因信称义，罪要靠血洗净，主耶
稣基督宝血和生命的一次献祭，洗去和洁净
了包括你和我在内的世人一切的罪，“不信
的必被定罪。”（可 16:16）

主里灵修
2016 年 2 月失业，在油田服务公司工作
了 15 年之久后失去了工作。当时女儿大学还
没毕业，家中只有我一个人工作，无疑面临
着经济压力。感谢神！——先在 2015 年信
主，后在 2016 年失业——次序很重要，我当
时常常这么想的，靠主的带领，能在祂里面
有所赐的平安和安慰。再次感谢台妹姐代表
教会的慰问探访，感谢杨牧师用神的话语写
在问候卡上的暖心激励，感谢滕牧师带领的
祷告会及小组弟兄姐妹的代祷鼓励！感谢我
妻子和孩子们的宽容和支持！当然在美国职
场失业人群中也有许多不是基督徒的，他们
不一样也要应对失去工作后的状况吗？是
的，失业在一个人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在所难
免，但是我想分享的是，有没有主的带领、
在不在主祂里面，失业以后的心路历程可能
会大不一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
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约 14:27）

信靠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进入神荣耀国度
的唯一 途径！曾听有人说：魔鬼也“信”
神。果真如此吗？撒旦是能和神近距离接
近，“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
前，撒但也来在其中。”（伯 1:6）但是撒
旦从来没有信靠神，从来都在抵挡、挑战
神，于是，“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
的火湖里。”（启 20:10）世人被救赎的唯
一途径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别无它路。若有
人觉得这条途径不是唯一的，认为在这唯一
途径上需要添加点什么，那无疑是对主耶稣
基督属天至高权柄的藐视和挑战。求神赦免
罪人无知的藐视和挑战，阿门！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有神的保守，那么为
什么还会失业？许多时候，我们往往向神迫
不及待地祷告祈求直接的结果，想要胜过，
想要象包裹隔夜快递后次日就能得到，甚至
求的就是立竿见影的见证。感谢神，祂的怜
悯和恩典是能够这般如愿赐予我们，然而神
所赐的不仅仅是这些，有结果，更有过程，
甚至还有泪水和忧伤。在等候、盼望的过程
里，当我们低头失落过后，拭去泪水抬头全
然仰望耶和华时，也许我们更能认识祂，更
能籍此使我们个人的灵命得以更好的成长。

失业者应该有这样的同感，就是简历总要
不停的修改，用更新的版本去适应不同需
要。我就此联想，我们的内心也需要日益更
新，籍着圣经中神话语的权柄和力量，常常
思想神诸多美好——恩惠、怜悯、平安、公
义，那么一颗日益更新的心应该是总在发出
或总在预备发出果效，那就是朝着满有主耶
稣基督长成身量的标杆直行！

神高深莫测的旨意在成就祂每个儿女生命
中的甘醇！“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
转向北去。”（申 2:3）神用时间、忍耐陪
伴带领我们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历练，在泪
水、忧伤、失落过后那生命中美好的发现和
回眸难道不是让人更能得着益处吗？

同学聚会
2016 年 10 月金秋之际，我和我妻子回国
专程参加了大学同学毕业 30 周年聚会。国内
的同学们早在几年前就筹划 30 周年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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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同学都是毕业 30 年首次见面，感谢主奇
妙的安排！这次回国，当我们还没回到山东
故地、仍在外旅游时，我妻子毕业 28 年没有
联系的同学想方设法主动联系了她，邀请加
入同学微信群，给了我妻子意外的惊喜！回
国一路走过、一路祷告、一路分享，就是要
向思念的至亲好友、向毕业 30 年后仍然心底
深爱的同学们分享心路历程，亲自面对面地
送去神的话语和祝福！

经的辉煌、生命的叹息等，病人的放松、安
慰和盼望完全依靠和寄托于化疗放疗等实施
的效果。求神怜悯，我的劝慰、有限的分享
对他们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常对他们
说 ， 我 把 他 们 视 为 我 国 内 的 至 亲 来 MD
Anderson 治疗，心里有着对他们的爱、理解
和宽容，说不上无微不至，但试着在服务的
细节上让他们感受到一个普通司机对他们的
爱！我能做到是，常常为他们向神祷告。自
从那时以来，这也成了我日常独自祷告内容
之一。作为司机的工作有时在礼拜天也延续
着，只要微信群里有患者或家属愿意报名，
我就负责把他们接送来我们教会，他们中有
些是第一次走进神的殿堂。感谢主，那一次
次礼拜天的陪伴中，这些特殊的来宾与我们
一起感受爱国主义——爱神的国、爱主的
义！感谢神，在我每天高强度驾驶的疲惫中
的保守、怜悯和所赐的平安！每个工作日早
上开车去医学中心、晚上返回 Katy 的途中，
聆听着圣经中神启示的话语，圣经中有些章
节不是看完的，而是这个阶段在车里聆听完
的，感谢神的带领！

我们同学聚会地点选择在“上有天堂、下
有苏杭”的杭州西湖之畔，头天聚会近 50 个
同学每人预备 5 分钟左右发言。为了这 5 分
钟，有必要飞十几个小时从西半球到东半球
吗？当然有！我为的是用这 5 分钟来分享我
生命的故事、见证神的荣耀！发言时间显得
十分短暂，又那么珍贵（有几个同学几年前
已经去世，没能等到这次毕业 30 年大聚
会）。我愿同学们能从我的发言里听到了些
什么、感悟了些什么，思索后也许能得到些
什么，最后在泪水、停顿和为同学们祷告祝
福中结束了我个人发言。内心的热情在驱动
着我必须要为同学们说点什么，为我这些在
国内什么都不“缺”的同学们谈点什么、分
享些我生命里被恩赐的最珍贵的拥有„„

2017 年 2 月，看似一个偶然机会，我为
一个医疗服务机构服务，当了一名专职司机
并兼顾公寓的其它服务。在失业前我曾作为
志愿者开过公司的 vanpool 班车，不然这次
可能还无法应聘成当专职司机呢，一切都有
神 的 预 备 ！ 每 天 的 工 作 主 要 围 绕 MD
Anderson 医学中心，在医院、公寓、机场、
商城等地接送服务癌症患者。

有一位患者先生曾对我说：Jeff，只有象
你这样有很深宗教信仰的人才能给我们这样
的（爱心）服务。我眼睛湿润了，我说，我
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我心里，一切的赞美
都要归于我们的主！）。也许，象他这样走
南闯北、见多识广才更能体会人真诚的细
节。有一天他身体略微好转后，要求我接送
来教会感受一番。求神安慰，那天这位先生
的身体状况不算好，但他和他夫人以及同来
的另一位病友患者也许就在那个礼拜天，在
我们教会感受到了特别的引领，也许
吧„„。令人痛惜的是，这位年轻的患者先
生不幸在今年 6 月份去世了。只有主知道，
这位曾经带着虚弱的身体到过神的殿堂、尝
试着体会或寻求生命中的某种带领，最终是
不是走进了神荣耀的国度里。愿神施恩柔化
世人刚硬的心，怜悯所有仍然在等候救恩的
灵魂，为的是荣耀主的圣名！

感谢主，籍着这样的机会，让我认识了这
些来自中国国内的特殊群体，使我能够与他
们有机会分享神的话语和我生命的故事。车
上每天的话题中有时离不开治疗的纠结、曾

在一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送患者和家属
乘国航回国。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是一个虚
弱的危重患者，放弃在 MD Anderson 治疗而
回国。由于患者要求前排不开空调，所以驾

聚会结束后，东道主同学为每人友情赠送
了一把杭州当地的驰名产品“天堂伞”，而
我想送出的是真正的天堂伞到每个同学的心
里。愿同学们被神祝福，愿每个同学的心底
都能撑起神所赐的一把属天的天堂伞，在祂
里面有今生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
专职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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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室这边一路风声呼呼，至今仍清晰地记
得。那个风声呼呼的夜晚，那个虚弱的患者
就坐在我身旁，我必须要对他讲些什么，因
为，没机会再耽误了。感谢神，在机场帮他
下车时，与他分享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的话
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约 3:16）

新的征程
感谢主！是神的怜悯，引领我在我当专职
司机数个月后，再次把我带到我熟悉的医学
中心，赐予了一份有关 IT 的新工作。在年
龄、英文甚至精力都不占优势的职场竞争中
胜出，没什么可自夸的，完全靠的是神的保
守和带领！新的工作主要负责管理医疗数据
库、配合研究。每天接触到的是整个德州、
全美国的海量医学数据库，使我常常联想
到：神的恩典，即使用超级庞大的数据库也
无法来储存建立，因为神的恩典是何等的荣
耀、浩瀚和满溢！在我上班的楼上，抬头就
能清晰地看到 Texas Children's Hospital
和 MD Anderson 主楼，使我常常思想和感谢
主的救恩，感谢主曾经的引领，现在的带领
和将来的指引！无论是失业、还是工作，无
论是疲惫、忧伤，还是振奋、欢乐——感谢
主所恩赐的一切。在祂里面的每一天都是一
个新的征程、新的属灵征程！我们得救是本
乎恩，得救后在主里的成长更是本乎恩。

在患者家属专门购物途中，他们话题中时
不时地流露出生命的感慨、无奈、无望。在
属世的生命中，可悲的是生命没到终点、心
却绝望提前抵达终点——
是的，因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传 1:2）；
是的，因为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伯
26:7）；
是的，“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
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罗
8:20）。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
（门 1:25）；

所以，一切仅限于日光之下时、一切讨论
人性的话题如果离开神性时，都是虚空。唯
有仰望日光之上那赐天地万物的造物主，靠
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方能得到神所赐的丰盛
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
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西 3:4）

愿“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
望的义”（加 5:5）；
愿我们靠着神的恩赐，在主里面，平安有
余、喜乐有余、得胜有余！
阿门！

何壽仁
人生有多久呢？大不過活到七十歲或八十
歲（詩 90:10）。我們要好好珍惜，如何在
人生中作出好的選擇。我已踏入人生的下半
場，想到人生的選擇，更加要多多慎重。選
擇人生是最重要，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事

物。今日讓我們一起從馬可福音 5:1-20 的故
事來看一看兩種人生的選擇，讓神藉著衪的
話語來教導我們作一個最好的選擇。
兩種人生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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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經文，我們暂且不讨论主耶稣基督
和那群鬼的故事，先來看看兩種人生的情
況。（1）被鬼附的人——從世人的眼光來
看，這個被鬼附的人，真是多麼不幸，受苦
云云。內裹的他，不只是被一隻惡毒的鬼所
附，而是被一群鬼所附（ 9 節），飽受痛
苦，經文描述“他晝夜常在墳墓裡和山中喊
叫，又用石頭砍自已”（ 5 節）。外面的
他，被周圍的人所棄，經文述說“那人常住
在墳墓裡，沒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鐵鏈也
不能，因為人屢次用鐵鐐和鐵鏈捆鎖他，鐵
鏈竟被他掙斷了，腳鐐也被他弄碎了，總沒
有人能制伏他”（3-4 節）。（2）城中的人
——從世人的眼光來看，他們是多麼幸福，
生活安定，家財富有。家財富有因為擁有二
千隻豬在附近（13 節）。生活安定因為他們
曾想把這個被鬼附的人用鐵鐐和鐵鏈捆鎖
他，以免給他們帶來麻煩。鐵鏈不能把這人
捆住，他們便把這人棄在墳墓裡和山中，遠
離眾人。照平常人而論，你我當然想有城中
的人的生活。但世事永遠不會長久不變，
“各人最穩妥的時候，真是全然虛幻”（詩
39:5）。當主耶穌來的時候，一切都有了改
變。

他們痛心失去了二千隻豬，害怕耶穌又再會
使他們損失其他財物。但主看那被鬼附的人
比二千隻豬更寶貴。那被鬼附的人好了之
後，他寧願放棄一切，去跟隨耶穌，選擇最
有價值的事。
主來指出真正的滿足——生命的滿足比生
活的滿足更重要。人人都希望活長久些，能
多享受生活帶來的安定財富，等等。但主來
不但給人生命，且是豐盛的生命（約
10:10）。這個豐盛滿足的生命不在乎生命長
短，乃在乎活得有意義，為主而活、為主而
榮，得著主的稱讚。被鬼附的人好了，傳揚
耶穌為他作了何等大的事（20 節），是一個
最滿足的人生。
主來給人一個選擇——每個人面對主耶穌
的時候，都要作出選擇。看看這故事中兩種
人的選擇帶給我們的教訓。
兩種人生的選擇
（1）城中的人——他們看見被鬼附的人
好了，也聽到主耶穌有大能行這神蹟，但當
他們獲知失去了二千隻豬時，他們便作出一
個選擇，不想再有所失，要耶穌離開他們。
他們的選擇是為自已的利益著想，知道主的
大能（否則不會害怕），但卻不肯接納神，
追求現時而不是永恆的利益，更沒有對被鬼
附的人有任何憐憫之心。

主來改變人生
主來給人真自由——把群鬼趕走，使這個
被鬼附的人不受任何苦楚，任何捆鎖，得到
真自由。主來給人真安定——被鬼附的人從
此不受鬼的苦害，能安安靜靜地坐著，穿上
衣服（15 節），他從此不但不會與鬼作伴，
且可以與神同工同行。從被人所棄，站坐不
安的光景到有事業、有家、有價值、有目
的、有愛（“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
將主為你所作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
你，都告訴他們”【19 節】）。對城中的
人，主耶穌的來臨作為，也是帶來一個挑戰
和選擇，要他們選擇真正安定的生活（從神
的眼光來看），還是維持現今的安定，只要
一切不關我的事，我一切平安無損就是安
定。

（2）被鬼附的人 ——他卻選擇耶穌基
督，要跟隨衪，得真生命、真自由、真安
定、真滿足、真價值（18 節）。主卻要他回
家去作見證（19 節）。他再次選擇順服主的
命 令 ， 為 主 作 工 ， 以 致 眾 人 都 希 奇 （ 20
節）。他的選擇是最好的，因為他以主的話
及事為念，以順服神及為他人的永生為重，
而不從自已的利益著手。主耶穌在世上也是
如此，以父神的事為念（約 17:4），以愛他
人為重（約 13:1）。使徒保羅也是如此，他
曾經說過，“我心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羅 10:1）“我傳福
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
傳 福 音 ， 我 便 有 禍 了 。 ” （ 林 前 9:16 ）
“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
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
是要緊的。”（腓 1:23-24）

主來指出真正的價值——城中的人看二千
隻豬比被鬼附的人更有價值，故當被鬼附的
人好了，他們不但沒有高興，反而害怕（15
節），進而央求主耶穌離開（17 節），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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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位我剛剛在中國短
宣時認識的弟兄，他的人生遭遇、他的選擇
和他的見證，同被鬼附的人很相似。這位弟
兄姓李，住在廣西省 X 縣鄉下。他天生身體
弱而多病，口吃難言，被家鄉的人取笑，心
中憂悶自卑。父母把他送離家鄉，在海南島
農作，有如放棄了他。1992 年他在農場遇見
四位年老的農婦，她們不但不看低他，且向
他傳揚神的福音，讓他認識到雖然自已是一
個罪人，得罪神也得罪人，且一身病痛無人
關心，但神卻真愛每一個人，包括他在內。
神把衪的獨生子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
而死，赦免我們的罪，且三天復活給我們有
永生的希望，只要我們信得過主耶穌所做
的，就可以得著這個恩典福分（約 3:16）。
當時這位李弟兄大受感動，看見這四位慈愛
的婦人，便領會到神愛的浩大。故此他憑信
心接受神對他所施的恩典，而且很興奮地想
把神這個福音傳給把他放棄的家鄉親人。
1993 年他回到家鄉向家人傳福音，從此更嘗
到神的大能大愛，不但一個一個家人受感接
受了主耶穌作他們的救主（從母親到近
鄰），且他的身體也日漸強壯起來。神更賜
他一位好姊妹為妻。1995 年他成立了 X 縣教
會。有許多弟兄姊妹一起 同心出來與他同

工，至 2017 年教會已有過千信徒。李弟兄沒
有受過神學訓練，也未曾初中畢業。起初信
主時，那四位老農婦只給他一本聖經，和一
本基本真理問題解答。當他在鄉下帶人信主
之後，甚麼也沒有，只借著他的兩本聖經和
基本真理問題解答，讓信徒們轉抄、使用。
到教會建立之後，他只有靠讀經后才可以講
道。但最奇妙的是，平時口吃的他到傳講神
的道時便無口吃，這真是神的大能見證。當
我面對這位李弟兄時，我不能不把他同那被
鬼附的人相比。同樣兩個不幸的人，但他們
都遇見了耶穌，作出了同一個人生的重大選
擇，選擇與耶穌同在同行，選擇順服耶穌命
令為神作見證，生命、生活從此有大的改
變，有豐盛滿足的人生，活得有意義、有價
值。
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今日我將兩種人生
的選擇擺在你們面前，城中的人的選擇，或
是被鬼附的人，亦即廣西 X 縣的那位李弟
兄，又或使徒保羅和主耶穌的選擇，你們要
效仿哪一個人的選擇呢？如果你現今仍未相
信主耶穌的話，你願不願意選擇耶穌呢？如
果你已經信了主耶穌為你的救主，你願不願
意選擇從今以後跟隨信靠祂呢？

Boon Tan
I stand here with a grateful heart as I
pondered God's goodness toward me. He
had blessed me with a career that brought
us to the US, a good marriage, two
wonderful children, and my family’s precious
salvation in Christ. I felt especially blessed
today on Daniel’s wedding day.

Dear family and friends,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to celebrate this joyous occasion
with us tonight.

As I look back to Daniel's growing up,
there are several special moments that are
etched in my memory. I recalled the
response from the gynecologist when Dian
asked why the baby is so small and he
answered, "You don't expect jackfruit to
grow from a mango tree, do you?" ! I
remembered the joy of Daniel’s birth as well
as the anguish of seeing my tiny baby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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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e bruise on his face because of difficult
child birth.

family, He called Dian often while in college
and when he was back, he would cook
dinners for us to enjoy. He is also a good
brother to Isabel, giving her lessons in guitar
or school works or spiritual counsel.

Two weeks later, we were told that he
had severe jaundice that might affect his
brain and needed to be hospitalized! We
were frantic as first-time parents! Dian was
distraught to be separated from her dear
baby but still insisted in breast feeding him,
hence begun the hard work of pumping and
storing of breast milk for the daily hospital
visit! Praise the Lord, he recovered fully!

I believed we had also given him the
wings of faith. Seeing him grown in faith and
maturity had given me great joy. As a teen
he faithfully served the Lord in youth
ministry and in Sunday worship. I saw how
his faith took flight in college and how his
love for mission took him to the remote
parts of China, Turkey and Malaysia. He
had surpassed Dian and me in faith, in
courage and now in getting married earlier
than us! But I am so grateful that he found
Esther. She is all that we had prayed for.
When we were choosing name for our
daughter, Esther and Isabel were the two
finalists, we picked Isabel and today -- God
gave us Esther! I am so thankful for her
family too. Daniel is very blessed to have
such godly and loving in-laws.

When he was two, a cute little boy with
curly hairs, Daniel was very active. His
favorite word was “No Way!” ! We sent him
to a child care center at Dian's work place.
He seemed fine to be dropped off. But when
Dian went to peek on him at lunch time, she
saw her sad little boy sitting on a tiny stool
outside the door. Apparently the teacher
told him that mommy will come to pick him
up soon when he asked for her. Not wanting
to miss his mommy, he sat and waited there
for several hours. That was unthinkable for
a boy who can't sit still for 5 minutes! Dian
felt so bad and had him removed that very
day!
Daniel was an avid reader while in
elementary school. He devoured books! He
was so thrilled to win the Top Accelerated
Reader award. He received this huge trophy
an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chauffeured to the
radio station and lunch with the principal, in
a limousine! That wa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as he was branded a slow
reader by his teachers in Singapore!
I cherished the many road trips we took
as a family, drove thousands of miles in our
SUV, hiking up Rockies Mountain,
Yellowstone, Grand Teton, Big Bend and
Whistler Mountain. Daniel always picked the
most challenging trail to hike! And even if
we can’t join him, he had his faithful sidekick,
Isabel to follow him all the way!

Daniel, I have three words to impart to
you as you enter the most significant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he three words our
pastor gave us 27 years ago on our
wedding day. It's “Work, Will and Worship",
the three W’s. “Work” to fulfill God’s vision

It is said "There are only two lasting
bequests we can give our children. One is
roots, the other, wings."(Goethe) I hope we
had given him the roots of family and the
wings of faith. Daniel always appreciates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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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rriage, it is the best gift He is giving
you but it requires hard work too. "Will" to
keep your promises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o give of yourself and to forgive. And
“Worship”, let Christ be the center of your
life.

came from afar to celebrate with us and we
thank all our friends from Houston and
every one of you that came to share our joy
tonight.
Daniel and Esther, may the Lord bless
you with many years of wonderful marriage
to come!

I thank God who in His divine
providence has brought forth this beautiful
union. We thank our family members who

on Daniel’s Wedding Day June 17, 2017

魏京皓
初识徐妈妈

徐妈妈跳舞的时候很喜乐，体力一点也不
输给年轻人。参加的人每次都是在欢笑声
中、汗流满面地结束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
散去之前，所有人会牵手一起祷告。很喜欢
徐妈妈祷告，让我真实地感受到被带到神的
面前，神的爱藉她的祷告流溢、浸润着我的
心。

多年前的有一天，我走进主日学的教室。
时间尚早，里面人数不多。我刚坐下，旁边
一位衣着优雅的年长妈妈就微笑着跟我打招
呼，并自我介绍道：“别人都叫我徐妈
妈。”
“啊，您就是徐妈妈！”我曾经听闻，但
没机会跟她交谈过。教会的弟兄姐妹提起
她，都带着一份特别的敬重。没想到她能主
动跟我一个不认识的小姐妹打招呼、彼此认
识。

跳舞间隙也会跟她聊聊天，渐渐熟稔起
来，有时我 会开车送她回家，顺便也认了
门。说也凑巧，不久以后，我和先生就有机
会去徐家，因为我们参加了恩爱夫妇营，而
她儿子翔宇弟兄、儿媳若芹姊妹是带领夫
妇，跟进聚会就在她家举办。头一次走进徐
家，见门廊、室内，满是葱翠的盆栽，有花
卉、有蔬菜，听说后院还有菜地，都是徐妈
妈在照顾。

她自在又开朗，神情慧黠灵动，真不像年
逾七旬的样子，倒像个可以说说笑笑的同龄
人。我立时感到亲切、自然。
简单聊了几句之后，她笑着说要去买午餐
卷了。她从包里拿出一卷零钱，解释道：
“我尽可能会准备好零钱，免得麻烦卖餐卷
的同工找钱。”

聚会时随口问起，才知道徐妈妈身体不舒
服，提早睡了。隔两天早上、锻炼后送徐妈
妈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问她，那天有没有
被吵到。她歪着头想了想，才笑道；“我吃
了药就睡了，什么都没听到。”

正当我被触动、想着自己下次也该这么做
的时候，她已经起身出门去了，步态充满了
活力。后来我才知道，徐妈妈已经坚持跳土
风舞健身三十几年了，怪不得走路像踩着舞
步。不久之后，徐妈妈搬到我附近的社区，
开始每周二、四早上在社区公园领大家做健
身操、跳土风舞。我便欣然加入了学跳舞的
行列。

真像个小孩子！我不禁也笑了，又问她：
“您常常一个人在家，不会闷吗？”
“才不会呢！”她笑道，“我要照顾菜
地、花草，写查经班的作业，还有好多别的
事情可以做。”
这时到了徐家门口，她邀我进门，给我看
她在纸伞上画的荷塘花鸟图，颇有意趣。

一起跳舞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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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学过画画，就是自己琢磨的。我还喜
欢手织毛线帽子，将来等我走不动了，就坐
着织帽子，捐到癌症中心去，给脱发的病人
用。”她边说边招呼我坐在桌边，在我面前
摆上各种饮料点心。

“您是经历了火窑，却没有火燎的气味，
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而且全家三代同
堂、和睦同住，多美好的见证。”
“我非常感恩，全家都信耶稣，”她微
笑，“儿子媳妇都很孝顺，媳妇性情好，为
人安静，我们相处很好。我尊重他们是一家
之主，不多问也不干涉他们的决定。我心情
常有起伏，但能藉着祷告，靠主得胜，凡事
从好的方面想，心情不好的时候，马上能意
识到是魔鬼的攻击和挑拨，就到主面前默默
化解。”

辛酸往事
“儿子媳妇工作忙，我喜欢煮饭给他们
吃。看着他们吃得饱足，我也开心。自从我
结婚生子，做职业妇女又要照顾家庭，真是
辛苦，很想等先生退休以后，去上海居住，
专门雇人来做饭，以享受不做饭的喜乐。但
神的计划不是这样的。感谢主，我愿意顺
服，如今做饭就成了件喜乐轻省的事了。”

“苦难中能信靠，日常生活里愿意顺服，
您真是蒙福的„„”

从没听徐妈妈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不禁
问：“您的先生„„”

“我没想这么多，”她有点不好意思，
“凡事主知道！我是祂所爱的小孩，祂看我
这样做也喜欢，那样做也喜欢。”她的眼神
明亮起来，露出小女孩在慈父面前的自信和
娇憨。

“他五十九岁那年过世了。”她的声音里
夹着叹息：“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因为战乱
跟父母分别到了台湾，后来从护士学校毕业
就嫁给了他，我们感情一直很好。小女儿上
小学的时候，被邻居好朋友带去教会，信了
主也受了洗，引起我和先生对信仰的好奇。
我们到台北怀恩堂，我先生很喜欢那里安静
的氛围，后来我们也决志信主。那时大陆刚
刚开放，先生想受洗前先回大陆去上坟祭拜
父母。三月的宁波，天气寒冷，他上坟时悲
伤过度受了寒，回台后感冒一直不愈，结果
多年的慢性肝炎恶化，进了医院就没有再出
来„„”说到此，徐妈妈停下擦擦泪花，轻
声道；“他去世后，我三个月没有进厨房，
每天下班以后就坐在沙发上发呆。后来教会
有一次退修会，姐妹们为让我重新振作精
神，把鸡、鸭、牛、猪、蛋、海带、豆干等
等所有的卤菜都交给我做。那时我真想哭，
但既然责任在身，只有振作精神，边做边祷
告。做了一整夜都做好了，人也从痛苦中苏
醒过来，渐渐恢复了往常的生活。”

这不就是眼前人蒙福的秘密吗？与神之间
亲密的爱的关系„„

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我退休后，
就到美国和儿子全家住在一起，好多年了。
常有人对我说：你的日子什么都好，就是先
生过世太早了。但我知道，这是神的安排，
我虽不能明白，相信是神拉着我的手。”

作者与徐妈妈合影

从徐妈妈家出来，我依然沉浸于这单纯又
深邃的秘密中。主啊，在这爱你且蒙你所爱
的人身上，反映出你何等的荣美！愿你自己
得着所有的荣耀！

现代版三代同堂

（本文亦将在《号角》今年十月号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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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謝宜叡
神創造宇宙萬物，“祂使草生長，給六畜
吃；使菜蔬發長，供給人用，使人從地裡能
得食物”（詩 104:14）。神更將祂的主權計
劃，擺在每個人的生命中。當神的主權計劃
逐一成就應驗時，我們不得不向祂歡呼，稱
頌祂的全能和智慧！

土，再加上一層普通土，然後將樹種上，以
後它們的根就會深入地下，穩扎穩打，開花
結果。
蔬菜也是分五個區種植。有的用 4x4 大木
頭圍起來，種些葉菜、茄子、辣椒、韭菜、
番茄、芋頭等等。其餘三個區都沿著籬笆，
種些瓜類、豆類和秋葵。秋葵又叫羊角豆，
營養成分高。秋葵的花非常漂亮，通常花開
了就會結豆子。秋葵長得比我高，它的葉
子、梗子和豆夾都是綠色。秋葵長得很快，
摘的時候得前後左右及上下都看仔細，否則
漏網之魚很快就長老，不能吃了。很有意
思！

35 年前，神將舉賢和我分別從不同的城
市，在同一時間帶到路易斯安那州 Monroe 市
的東北大學進修。我們在那兒相知相識，信
主受洗，戀愛結婚，一路走來，經歷了許多
神的恩典和祝福。舉賢於 1987 年畢業，隨即
進入美孚在紐奧良的公司上班，1996 年調來
休士頓。在這期間，我們經歷了兩次的經濟
大風暴，幸蒙主的保守，公司無恙，他的工
作也未受到影響。多年前，公司傳出搬遷的
消息，我們開始禱告尋求神的旨意。是要搬
去 Woodlands，靠近公司，參與北區教會的
植堂，還是留在 Katy，每天通勤？經過一段
時日後，神讓我們知道要繼續留在 Katy。

城市裏罕見的昆蟲、鳥及獸，農場常可看
到。蜜蜂除了採花粉，還到處做窩。小鳥每
天早晨唧唧喳喳唱歌，吃蟲子和成熟的果
子，更在軟趴趴的葡萄枝上築巢。成群的老
鷹更是整天飛來飛去，尋找可吞吃的動物，
我們家的雞和鄰居的貓，都成了牠們口中的
美食。

然而公司搬遷後，通勤時間勢必拉長，開
車壓力亦會增大。舉賢考慮他上班年數在公
司搬遷時將屆滿 30 年，且也近耳順之年，頓
時萌生退意。但退休之後要何去何從？我們
二人都喜歡庭園生活，所以我們開始每個周
末 出 去 找 地 （ 房 子 ） 。 從 Conroe 到
Richmond 尋尋覓覓超過了三年時間，感謝神
的供應，我們在 Katy 城市的邊緣，找到了現
在的小農場。這個小社區現有 14 戶住家，每
家的地都不小，但因彼此相隔不遠，晚上雖
然黑漆一片，卻不叫人害怕，反而顯得十分
的寧靜安詳。

2016 年初，舉賢在 Woodlands 公司新址
上班兩個月後正式退休，結束了一天 13 小時
的職場生涯，全心投入農活。農場的事情永
遠做不完，前院的草剛剛割完，後院的又長
長了；菜園的雜草長得比菜快；小雞一天餵
食三餐，還要外加青菜和果皮，生的蛋都是
橘色蛋黃；前後院的大樹，修剪之後燒成
灰，和雞糞混和，拿來當肥料；果樹的土
堆，一年要補充兩次的馬糞和土，季節性的
修剪、施肥更得配合時令拖延不得。每天稍
微做點工，幾個小時就過去了。雖然比上班
時更忙，但卻忙得充實，忙得沒有壓力。神
叫人白天出去作工，勞碌直到晚上（詩
104:23）。退休並非停止工作，而是有更多
的時間去做想做的事。西區教會劉照伯伯寫
過打油詩，“朝朝勤運動，緊張變輕鬆。日
日恆心做，延年少病痛。„„”說得真是貼
切。人生凡事都有定時，每一階段也各有不

2014 年初搬進來後，我們開始整地、蓋
雞窩、做狗房，以及養雞、養狗，並將 50 多
棵果樹，分門別類，種在五個區。由於 Katy
北面以前是水稻田，土質黏且硬，挖了坑後
水會聚在裏頭流不出去（之前已上過當，學
了功課），樹容易淹死。所以我們就採取表
面種植方式，一層樹葉，一層馬糞，一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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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使命。無論是教會的事奉，職 場的事
奉，家庭的事奉，萬事都當竭盡心力，凡事
都如同作在主的身上。無論是教會的主日
學，價值百萬的深水油井，家裡的衛生打
掃，或是今日的灑水施肥，均盡一己之力，
凡事認真，凡事盡心。

肥了，就將農場開放，邀請弟兄姊妹來此遊
玩，享受親手摘蔬果和釣魚的樂趣。
退休後，起居樸實簡化，飲食節制規律。
神也呼召我們奉獻更多的時間出來服事，且
擴大服事的範圍。人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
何，神的恩典乃一生之久。農場是神的賞
賜，願將從神而來的祝福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新近完成一個兩人座的搖搖椅，早晚
可以坐著乘涼，欣賞風景。也盼望日後能挖
個池塘養魚，期望五年後，果實熟了，魚也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
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
你堅立。”（詩 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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