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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丁果长老

中国福音教会走过二十年了。
二十年可以让一个婴孩走向成年，让一个年轻人迈入中年人的行列，让一个中年人走
向老年，让一对未婚的人成为甜蜜的夫妻，让一个调皮的青少年团契成员摇身变成慈爱的
父亲和母亲。同样，二十年也可以让一个貌美的姑娘染上岁月无情磨砺的风霜，让一个英
俊的小伙子有了“壮观”的肚腩，让一个健康活泼的人或许患上疾病乃至不治之症，让一
个在地上劳苦一辈子的人安息主怀……
所有这些人生的经历，同样发生在中国福音教会每一个成员的身上。但奇妙的是，仍
然在福音天路上行走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发现一个美丽的景象：那就是二十年来，耶稣基
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爱，在中国福音教会中从来没有变化过，她依然温暖如春，长阔高深，
浩瀚如海。因着基督的爱，无论我们从二十年中的哪一天走进中国福音教会，我们就跟这
爱紧密连接在一起。保罗在患难中这样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
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
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
在我们的主基督里的。（罗马书：8:37-39）
保罗所体会的耶稣的不变之爱，两千多年后中国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感同身受。
于是，中国福音教会的二十年，成了主爱中国人的美好见证。这本见证集，就如同云彩围
绕着我们，它跨越时间和空间，重现了中国福音教会走过的二十年恩典之路。耶稣是教会
的元首，教会在传扬福音中见证神，见证神的爱，见证神的拯救，见证圣经是无误的真理，
见证参与神事工的福分，见证福音的大能。
通过这本见证集，我们仿佛再次听到耶稣在两千多年前的宣告：“日期满了，神的国
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 1:15）
二十年只是瞬间，而我们正在走向永恒，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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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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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恩典之路
一一一中国福音教会成长大事记
张少峰执笔
1995 年，大陆新移民刚刚开始登陆北美大地。几位在温哥华蒙恩得救的大陆新移民基督
徒：丁果、孙晓涛、卢洁香、皮友来、谢玉敏等弟兄姐妹们，圣灵感动他们“要把福音带
给周围的同胞，带给祖国的亲人，为神作美好的见证”，为此，他们相聚迫切祷告，建立
教会祷告会。神将在大温地区开展大陆同胞福音事工的异象启示给他们: 建立中国福音之
家，培训中国福音工人，让福音进入中国国土。
1997 年，中国福音教会成立。在王文铨老弟兄、谢国庆、谢林美伶夫妇等帮助下，教会
开始在本那比聚会。
1998 年，潘克勤、王文铨及刘平三位老弟兄成为教会长老，为教会守望祷告，传讲真道，
牧养群羊。是神亲手建立了中国福音教会！
教会初期，庄健牧师、Chris Sale、郑志强及高志强弟兄等在教会短期牧会。
2002 年 7 月至 9 月，孙波涛、伟川在本那比堂实习牧会。
200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8 月，罗华庆主任牧师、洪佩蓉师母牧养四堂。
二十年里，中国福音教会由本那比堂先后分植出列治文堂、素里堂及温哥华堂，六百多位
慕道友受洗归入主名，会员遍布北美及中国大陆。期间，卢洁香、胡玉姊妹、杨爱东、袁
阳夫妇经神学院学习装备，都已在福音禾场上，全职事奉。是神亲自带领保守中国福音教
会！
中国福音教会风雨中走过了二十个春夏秋冬。神，“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
滴下脂油"(诗 65:11)。是神怜悯恩待中国福音教会！
2005 年 7 月，列治文分堂成立。
2008 年 2 月，素里分堂成立。
2012 年 6 月，温哥华分堂成立。
2015 年，丁果弟兄按立为教会长老；聘请韩锐思为代理牧师。
2016 年 7 月至今，岳升昌传道及王心毅传道牧养本那比及温哥华堂。

3

Praise the LORD
Pastor Scott Harris （韩锐思牧师）

Praise the LORD.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he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Psalm 106:1 (NIV)
As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we have so much to be thankful for.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 Gospel
Church (CCGC), I want to give thanks. First and foremost, I want to thank God
for his indescribable gift, the Lord Jesus Christ. I thank God that when I
was a young boy, He opened my eyes to see the truth so that I might respond to
His love, mercy, and grace and by faith be saved. I thank God that He forgave
all my sins, put me into His family, and gave me a reason to live. Like the
“
Psalmist, I want to say I love the LORD, for he heard my voice; he heard my

cry for mercy. Because he turned his ear to me, I will call on him as long as
I live” (Psalm 116:1-2).
From the time I became a follower of Jesus until now, the Lord has been my
constant companion. He has always been with me to help me meet every
challenge. And He will be with me after my life on this earth is over and I
go to be with Him forever and ever.
I also give thanks to God for preparing the most wonderful person in the world,
JiYoon, to be my wife, best friend, and loving companion in ministry. The
Bible says, “A wife of noble character who can find? She is worth far more
than rubies” (Proverbs 31:10). Eighteen of our thirty years of marriage were
spent in China where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Lord together and see
the Lord do great things.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a rare form of leukemia in 2008, I was told we
would need to move from China for medical reasons. The Lord opened the door
for us to serve Him in Vancouver. Soon after arriving in the summer of 2009,
we met the wonderful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CCGC. It has been a joy to serve
the Lord together. What started as one church with three locations when we
arrived, is now three churches with four locations. And we pray there will be
many more new churches started soon!

4

As we seek the Lord together for His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I pray that we
will renew our focus on God and His holy, living, and abiding Word. May God
and His unchanging Word always be the center of everything we do. May we have
a new and Holy Spirit-filled desire to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by making
disciples of all peoples both in Vancouver and around the world. We must keep
on going and evangelizing the lost everywhere. We must keep on baptizing all
new believers, and we must continue to faithfully teach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Jesus has commanded us!
May we never stop sharing the gospel until everyone has heard the truth about
Jesus, especially those who live in Metro Vancouver, including the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China. And may the Lord open the door
for effective new ministry to our second generation young people. Also, may
we intentionally focus more attention on sending out and supporting
missionaries who go share the gospel and start churches among unreached
peoples throughout the world. May God give us strength so that we never stop
teaching the Word of God and training every believer to obey Jesus until we
all become mature and complete in Christ. And may we never stop loving and
caring for one another and serving each another until Jesus comes back!
JiYoon and I love all of you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Chinese Christian
Gospel Church and thank God for every person He has transformed by His love
and grace during our time here and throughout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We
pray that God may bless each of you and that the church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together we press on while we keep our eyes on Jesus Christ and obey Him
completely.

Being confident of this, that he who bega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carry it
on to completion until the day of Christ Jesus….Brothers,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Philippians
Jesus.Philippians
1:6; 3:133:13-14(NIV)
To God be th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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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与展望
岳升昌传道
感谢神的恩典！是他呼召并保守带领我和师母的事奉。从 2008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大温哥华圣道堂服事；经过 1 年多的休整，神带领我和师母从 2016 年 7 月开始在中
国福音教会事奉主，也服事弟兄姐妹。
为中国福音教会的同工团队，感谢神！在接近 1 年半的时间，教会没有专职牧者，
教会由长执会牵头带领的同工团队，克服许多困难维持教会的正常运转；期间，两堂联合
成功举办两次大型的布道会、夏季退休会、完成聘牧工作等，求神纪念他们的忠心与辛劳！
为参与教会事工的弟兄姐妹们，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的服事是在后面，是大多数
会友看不见的，包括儿童主日学、主日后准备点心、关顾同工的服事、团契小组的关心关
顾等，正是各个部门的同工同心合一的服事，才保证中国福音教会能继续发展，继续传福
音，正是在服事中弟兄姐妹灵命逐渐成熟长大。在 2016 年圣诞节，写给同工们的贺卡时，
才发现，教会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超过 80%，感谢赞美主！
中国福音教会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注重传福音和植堂，已经在列治文、素里、温
哥华成功植堂，计划在未来 1-2 年内在高贵林完成植堂，植堂不是目的，能传扬福音，领
人归主，并在教会里灵命成长才是目的。为此，教会将这个目标放在弟兄姐妹面前，鼓励
大家持续为此祷告，让教会在高贵林植堂事工上，经历神的恩典和祝福！
门徒训练也是教会事工重点，盼望在这方面有大的突破。目前，长执会开会前有 30
分钟的灵修培训；期待对各个部门的同工团队有更多的培训，一方面是服事的方式方法，
更重要的是对圣经的学习及灵命成长的栽培。
期望教会能在宣教上有所突破，鼓励弟兄姐妹们参与宣教，无论是短宣或中宣，借
助宣教，让弟兄姐妹服事更火热，也激发全教会传福音的热诚。
中国福音教会是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愿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让神的名得着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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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启程的日子
王心毅传道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
路……。作为全职传道，今天是我自 2016 年 7 月 1 日来到中国福音教会的第 258 天。时
间也许不是很长，但所经历的每一天都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让我在经历神恩
典的路上再一次看到了那厚厚的脂油和神丰富的预备。
在来中国福音教会之前，其实我对中国福音教会不是很了解，甚至可以说是空白一片，
但在神对我的托付中，我是清清楚楚地明白神将要让我服事的是一个纯大陆文化背景的教
会，是一群来自中国大江南北的同胞手足。感谢神，神就真的在我完成了神学院的学习及
实习事奉之后，把中国福音教会活生生地摆在了我的面前，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服事大
家，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属灵大家庭里成长。
提起文化，以前有个说法叫福音本土化，或说福音中国化，就是说让福音打扮成中国
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融入到中国文化中，让人可以自然地领受福音。但今天我要对这种方式
说 NO.，不是福音要适应我们，而是我们要炼净自己里面的渣滓，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预备去领受那全备，对各种族都永不改变的福音；不是求神要站在我们这一边，与我们同
在，而是我们要站在神的那一边，与神同在，因为只有神才是那永不改变的磐石，才是那
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中国福音教会历经 20 年， 有无数大陆同胞在此接受洗礼，归于耶稣，领受了新生命，
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都有着真实发生过的生命如何得改
变的荣耀见证。中国福音教会就像一个大海中的灯台，让指引人得着生命，内心平安的光
照射出来，让航行中的人，特别是遭遇风浪，失去方向的人藉着这光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
方向，重新沿着这光所指引的方向，到达人生的彼岸，最终拥有那充满平安，神所赐的永
恒生命。20 年的时光中，中国福音教会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酷暑寒冬，但弟兄姐妹
始终没有忘记植堂的初衷，“信靠基督，心系中华，立足本地，胸怀普世”。虽然有的弟
兄姐妹在温哥华受洗后，选择了回流中国，或完成了学业，或结束了短访回到了国内，但
温哥华的中国福音教会始终都是他们的家，彼此关怀，彼此思念，彼此灵里相通，共浴在
神的恩典慈爱之中。
20 年不是中国福音教会发展中的逗号，也不是句号，更不是我们赖得夸耀的年头，
而是我们又一次扬帆启程的日子，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仍然会坚持“信靠基督，心系中华，
立足本地，胸怀普世”这样的使命，在温哥华作为一个灯塔，让主耶稣这盏灯，光芒四射，
照亮四方，不光是我们海外的中华同胞，也包括我们大陆的中华同胞，我们会勇于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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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拓展，让更多的华人能够听到福音，领受福音，归于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耶稣基督，
让千万人都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歌颂，赞美，感谢祂！ 这是本人的使命，也是全体中
国福音教会弟兄姊妹的使命，也是未来要加入中国福音教会的你和他的使命。愿神彰显祂
的能力，亲自带领祝福中国福音教会，行在祂喜悦的路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
的父，归给坐宝座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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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执事会感恩见证
新一届执事会感恩见证
执事会主席 陈涛

感谢神，中国福音教会本拿比堂新一届执事会于 2016 年 11 月 13 日主日在全体会众
的见证下顺利产生。新一届的执事会由上界留任的陈涛执事，姜宇执事，张少峰执事，褚
云慧执事，及新当选的蒋韬执事，邓红萍执事，周小铃执事共同组成。在这感人的时刻，
我们要特别感谢三位退任的前执事：华建伟执事，付向阳执事，刘刚执事，他们在敬拜神，
服侍教会上默默地辛劳付出自己的时间及精力长达十多年之久，也为我们这一届新的执事
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求神纪念他们的忠心事奉。同时新一届的执事会也得到了长老，
牧师，两位传道人整个教牧团队的大力支持及鼓励，为此我们也献上特别的感恩。
新一届的执事会在产生的当晚，就马不停蹄地在应许美地中心召开了第一次执事会议。
会议一开始，就由韩牧师亲自带领灵修培训，韩牧师给我们分享了初期教会的成立及执事
的产生，特别是借用圣经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位执事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作执事的也是
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提前：3：8)，“女执事也
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是忠心。”(提前：3：11)。 会议也特别邀请
前执事会主席华健伟弟兄与我们分享回顾十年来，他如何在执事岗位上事奉，以及对新团
队的劝勉与工作经验传承。众执事也共同推选陈涛执事作为新一届执事会主席，以及对每
一位执事所负责的各部门事奉进行了具体的分工。
针对教会目前的现状及展望教会将来的发展，新一届执事会的每位执事深感肩上责任
的重大。如何留住及扩大我们的青少年会众？如何更广地传播主的福音？如何吸引更多的
慕道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并留住他们？如何勇敢地走出去开展对外的宣教工作？很多类似的
机会与挑战放在我们每一位的执事面前。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一位执事一颗乐意主动出来事
奉的心，美好的灵性，及每个人特殊的恩赐与能力，关键是要看我们每一位执事如何能同
心合意，彼此和睦地共同来发展教会的事工，兴旺主的福音！
在教会庆祝 20 周年的感恩时刻，让我们每一位执事用神的话语来共同彼此勉励，
“愿弟兄们都喜乐。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
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林后：13：11）“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
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提前：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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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潘克勤
说起我个人信主的经历，那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那是我在天津念中学的时候，每天
上学走路去，路过一个地方叫救世军，我每次经过，就听见它里面吹鼓扬号，挺热闹。我
就去看一看，那门口就有招待，给我一个本，我一看是《约翰福音》单行本。我拿回家，
也没看，在后来好长时间里，我家里有好几本《约翰福音》，从来没看过。
到 1948 年初，我 19 岁，那时天津的时局不好，非常乱，所以有几个同学说，我们离
开天津吧。我们那个时候都是高三的学生，就商量说道到远一点的地方，一定能有工作。
有一个同学说，他有个老师在台湾的基隆当教育局长，我们到台湾去，那教育局长给我们
安排个小学教员就行了。我们几个人买了船票就去了。后来我到高雄去找我叔叔，就在那
儿继续读书了。读书时住在一个同学家，在他家就参加了一个叫“时兆圣经”的函授学校，
我这个同学信主，所以礼拜天我们就一起聚会，接触福音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当时
的高雄，听福音的机会很多，因为当时许多内地会的老牧师都在高雄。有一个教会，我记
得那个牧师叫孔彼得，我在他那里听福音，很长的时间，有一年多，我非常地得益。后来
我又到台北去上学，一去就去教会听福音。
我真正接受主是在 1950 年 2 月。 那时我 21 岁，就受浸归主了。可是我是一个很不
追求的基督徒，那时我上学，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后来就不去了。后来因为工作的关
系，还有些政治上的原因，所以我远离教会，远离神好多年。从我自身的经历，我感觉我
们中国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当的好，大部分人都很追求，在真道上都很努力，这是非常
感谢神的事。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太热心聚会，也没有每次都来，我们在心里上要包容他
们，要理解他们，他们不能来教会有着各种工作上的原因，家庭的原因等不同的状况，
我们不要看不起他们， 不要觉得这个人不追求， 说真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无论如何，
时至今日，我是非常非常感谢神，神抓着我， 他不离开我，他也不放弃我，他一定在我
身上有计划。
41 年前，我从台湾来到温哥华，才又重新回到教会。先是在国语礼拜堂聚会，后来
到圣道堂，圣道堂当时才只有六、七十人，刚成立没多久。后来这个教会渐渐壮大，我跟
几个弟兄成立了另外一个教会叫怀恩堂。在怀恩堂事奉了几年后到了列治文的宣道会，在
那里很久， 从 1981 年一直到 1997 年。中国福音教会成立，我离开了那里。感谢神，从
在怀恩堂开始，我事奉和读经才很认真。因为我要教主日学，所以我就认真读圣经，买书，
查书，可以说开始在真道上好好服侍神， 好好学习。我这个人真是不行，起步很晚，全
靠神的恩典。他不离弃我，我跑不掉， 我像一个叛逆的孩子，他一直抓着我。有一点我
要特别感恩，我这个人本来真不是材料，可奇怪神让我记住圣经和跟圣经有关的事情，让
我记得很多。我现在虽然八十多岁了，我以前所学的，所记的，我现在都还记得。现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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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圣经里的话语，大概在哪个章节，我几乎都知道。我读圣经不是跳着读的，是前后按
顺序整本读的。 另外有一点，我太太是我的好帮手，她对圣经其实比我熟。我们买了很
多工具书，有时我想起来，这句话在哪儿？两个人就翻来覆去地查，找到了，就忘不了了。
1988 年，我和王文铨弟兄成立一个查经班，我们几个家庭一起事奉，来聚会的人，
没有我们服侍的人多，我们好多家庭参与服侍，这也是操练，你要不参与很多的事奉，对
事奉工作就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全面的练习，这很要紧。 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我们遇到过
很多难处，做海员工作，在教会的服侍都遇到些难处，但是总的来讲，神的恩典真是够我
们用的。
中国福音教会要成立之前，有一个祷告聚会，祷告了两年， 要成立了。中国福音教
会这十五年，我感觉我们也不是没有难处，但有神的恩典， 我们没有哪一次是用人的方
法来解决问题的，我们就是祷告神，求神就行了，我们只有神，没别的，这就是我们的依
靠。 我们每次都有新朋友来，新朋友一来我们就要照顾他们，这叫牧养。神把这只羊带
到羊群里来，在属灵的生活上我们要照顾她。你要让他认识耶稣，这是我们的大任务。在
这期间他生活上有困难，我们能帮的要尽量帮助他，这是牧养。
我们中国福音教会已经开设了 Richmond 和 Surrey 两个分堂，到今天这个光景，你可
以看出那都是神的恩典。由于新移民来温哥华，中国人很多，很多人有这个共识，希望能
在温哥华成立一个教会。我们在两年多以前，也认为应该成立，就开始找地方。但我们花
了很多时间，却找不到地方。这一次神就很奇妙地透过主内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现在这
个教会。我们发现，它的场地下午无人租用，我们很快就把它租下来了。我个人的意见就
是我们把它都租下来，将来我们人多了可以用。Seth 牧师来了以后，将来他一定会成立
英语聚会，这个英语聚会将会发展成一个新的堂——英文堂。在这个教堂附近一定会有说
英文的青年人，一定会吸引人来参加聚会。在这个新租的地方，将来会有这个可能。神的
恩典如此奇妙。神既然给我们这个新场所，他可能会对我们有所期待吧， 我们要更加小
心谨慎，让我们的事奉工作得到神的悦纳， 不浪费神的恩典。
我在年轻的时候，虽说信主了，但没有得到什么人给我很好的帮助，我不能怪别人，
因为我没有去教会。所以我退休后，生活上也没什么问题，从我在怀恩堂担任执事会主席
以来，一直就是早去晚归，从未休过假。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教会，才有机会带着孩子去
迪斯尼什么的，所以他们来了这么多年，人家孩子都去的地方，我们没机会去。我觉得神
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把生命交给神。特别是现在，我们两个都生过癌症，开过刀，
现在这个生命是神多余给我们的。在教会的事奉，我总觉得自己不行，不够。
从头到尾，我只有感恩，我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此尊重我和我的妻子，让我们感觉
不配，我们只不过比大家早几年事奉主。我相信未来这些年轻人都会走上同样事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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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期望大家在真道上多多扎根。教会需要年轻人担任事奉的工作，团契需要领袖宣讲
主的话语。最重要的是， 教会里不能刚考牧师，大家要一起来参加事奉。
回想我这一生，这么不成器的人靠神的恩典，到最后让我有这样的光景，娶一个妻子
我真的不配，可是她嫁给我了，照顾我一生，她对我好过我对她好几倍，因此我天天感恩。
我的三个孩子都受浸了，老大以前在教会做翻译，在讲台上把英文与中文对翻，老大有这
个恩赐。神的恩典让我这个一无是处的人，只是因为走过漫长的岁月，当我有机会服侍神
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 神给我很大的尊荣，所以我不能践踏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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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潘伯母
我信主的起源是在我母亲那儿。小时候常听我母亲讲，她小时候上过教会学校，就有
这么个印象，但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神。后来我在学校住宿期间，有一个同学他的家庭
是个基督教家庭，那时学校里没有对宗教的限制，所以他们有时就利用晚自修的时间，请
传道人到学校来传福音，所以我就很早听到福音，就知道了。我当时虽然记不得多少，但
每次听每次都蛮感动的，很愿意去亲近神。抗战胜利后，我们家从重庆回到我的老家南京，
我读的是教会学校，那时接触福音的机会就多了。学校早自修的期间，有早祷，全体都要
参加。通常放学以后，也常常会有布道会，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有宗教课，每个礼拜上两堂。
接触福音的机会很多，常常我都在想，我很有事奉神的心和愿望，但没有行动，所以也很
亏欠神，自己无论在哪些方面都没有很好的表现，现在想起来还常常觉得亏欠，这是早期
阶段。
后来到了台湾，那时我在上中学，我也去找教会，自打我在重庆时我心中已经接受主
了，但还没有受浸，还没有很追求，但愿意接受和寻找。圣经也读，但并没有那么深入地
去明白和了解。只是每周日去聚会而已。直到 1951 年我在台湾浸信会仁爱堂受浸。后来
有一段时间我也很退后，退后得很厉害，但神的爱抓住我，他通过一件事情让我经历神。
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老大十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因为学校工作的原因，我早上
就出门了。到我回来的时候台风来了。我们那时军区的宿舍里，要经过军区的大门，过一
个操场，然后爬一个小山，还要再走一段路才到家。那天那段路可以说是我在灵程上恢复
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我先从别的城市坐火车到台北下车，火车站挤满了人。人在困难的时
候，我在心中就祷告了，就跟神说，我一定要回家，求神带领我。从车站出来，让我体会
到了风是可以使人窒息的。从火车站要经过蛮长一段路才可以到达汽车站，结果还不错，
我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到了军区门口，下来的时候还好，风平浪静，可一进大门风就来了。
我心中跟主说，我一定要回去，求主带领我。面前的下沉式操场已是一片汪洋，我不敢游
泳。正发愁时，忽然有一个小皮卡在门口停了下来，那时我一反常态，反应很快地跑过去
说，请你带我到后山口。司机起初不肯，跟他讲了两三遍，他就说好吧，我就爬上去了。
到了后山口，风又来了，我几乎要倒，于是顺手就抓，万幸抓住了一个小树根，人就稳住
了。但还没到家，我就继续祷告，仰望神。就在这时有一个穿橡皮雨衣的人经过，我抓住
那人的雨衣带子跟着他走，一边走一边心里嘀咕这人是谁，他站定了问我住哪儿，这时一
个闪电照亮了他的脸，发现是一个认识的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我说我可以自己走了，他
教我万一遇到风赶紧蹲下，教我怎样避风，就这样很顺利地到了家。经过这一次以后，我
特别领会神的恩典，神的看顾，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离弃神。这次经历对我灵命成长非常
重要，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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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对弟兄姐妹们说，当你们遇到难处时，不要光盯着难处，要看神在后面给你带领
的道路和祝福。经过这次经历，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大学的同学，问我现在还去聚会吗，我
说我不敢不去聚会，她说你这话不对，不能说不敢不去，而是不愿意不去，不舍得不去聚
会。我特别记住她这两句话。你越领会神的恩典，越享受到神的爱，这两句话在你的生活
中越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会遇到很多难处，很多试探，你抵挡这些试探和困难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当我遇到特别的困难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啊，虽然这件
事情临到我，必有你的美意，我相信这事必定对我有好处。所以你存着这样的心，任何的
难处来你都不怕，因为有神与你同在。不要去看这件事当时给你的打击是什么，当时给你
的刺激是什么，你只要专心仰望神，你要做基督的精兵。只可以向前冲，不可以往后退。
魔鬼不管怎样来试探你，我们不要去看他有多么可怕，只有神才是永远的常胜将军。当然
你会有一时的软弱，但你一想到神的话，你的力量就来了，你的依靠就来了，我们所依靠
的是神。你一但软弱的话，你的喜乐就没有了。出埃及记里神不喜欢人抱怨，所以我就记
住这句话。圣经上一再强调，遵循神命令的人才是有福的。
我们不但是读圣经，我们是要吃、消化圣经并行出来，把主耶稣的样子活出来。如以
弗所书上所说的，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现在得了这个新生命，是主给我们的这个
新生命，是要我们活出他在地上的榜样，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在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
虽读了神的话，到做的时候发现这个好难啊。所以每当有人跟我讲难的时候，我就说你们
不要把难放在前面成为一个拦阻，不要去想到难，而是去想这是神的命令。你若真是把你
的心交在神的手里的话，你不会觉得难，这个中间当然要有很多的忍耐。你要有个信念，
我们只见耶稣不见其他。你不要拿人做榜样，要拿主耶稣作榜样。所以要读圣经，圣经读
得多，神的话在你心里面随时会有感动。
从前一个老姐妹就讲，圣灵的感动你越接受，你就越灵敏。你的心要安静，歌罗西书
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要从心里面做。许多时候你们在外面服侍得很多，而里面却是空虚
的，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样样事情要从心里发出，你就不会有抱怨。我与弟兄姐妹分享时
常说，每当有事的时候，先祷告，心里默默地祷告，你一祷告，你心马上就会安静下来。
你说话就不会那么激动。
我常常引用诗篇第四十六篇所讲的：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
患难时随时的帮助。我很深刻地体会到这些话在我生活中给我的深刻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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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罗
从保罗的感言谈
的感言谈起
孙晓涛
孙晓涛
思绪
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写了最后一封信给腓立比教会。那是腓立比教会建立十年后，保罗
看到主让他在地上的工作即将完成，教会真是他的喜乐，他为之而自豪。今天，福音教会
在温哥华二十周年庆典，许多正在或曾在教会里服侍的同工，我们有否像保罗一样的思绪，
感言道：“你们是我的冠冕，是我的骄傲”？
我想我们应该就这句话去产生些感触，拿这句话成为一种督促。第一它可以是主对门
徒的工作的一种检验。看见教会合一在主里，追求真道，彼此服侍，成为教会内，教会外
的见证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就会由衷的开心和自豪。否则教会就会出现不停的内耗，只
有让魔鬼喜乐。
在初创福音教会时，参与的每一位同工，因着起草教会章程而套用各自先前所在教会
的传统。在两位老弟兄的看守指导下，知道第一要紧的就是要以神的话语为教会的基石。
记得在祷告会期间，王文铨老弟兄在话语分享中一再提醒，不可偏离神自己的话语。另外
还有一位香港来的老弟兄，司徒弟兄，讲话很少，但常准备许多属灵护道的文章和信息，
让同工团队流传交通，以防止当时在温哥华开始流行的各种异端和不符合起初教会定向的
方式，起到了同工们在话语上的合一。当老弟兄们看到年轻的教会带领者为福音教会在真
道上顺服和摆上，他们就越发喜乐，越发知道这是主托付在他们身上的工作。
第二它是主事工的一种承传的动力。从第一届服事的同工团队开始，到十年二十年，
甚至将来，教会就是由团契，主日学不停地带出活力来。做教师的，做带领的肢体，能够
看到新的人起来，并承接各样的事工，那喜乐和自豪感就不言而喻。我相信当今教会的潘
老弟兄夫妇最能感受和见证保罗的这一心情，因为他们的忠心在带领和守望工作上带出了
一批紧接着一批的新人，可说是硕果累累。
异象
要知道，二十年前中国福音教会正式成立，对大温哥华地区华人福音事工是一种震撼。
教会内，她点燃了大陆同胞福音事工要走出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更客观的面对当时的新兴
群体，海外华人福音事工要有承接，要接受方法上的转型。教会外，干熟了的福音禾场需
要收割，上帝要拣选一批更了解这一禾场特色的工人出去，认识、影响、吸引同胞，带进
主基督的国度里。外面在说，这是我们大陆人自己的教会，我们要进去；其他姊妹教会却
在疑问中问，为什么还要有大陆特定群体的教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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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二十年前，当时的温哥华已经是主赐福给海外华人的迦南美地，是中华福音事
工的“安提亚”。但主却同时感动几个弟兄姐妹要看到大陆同胞的大需要。作为新兴的福
音工场一定要有自己的福音事工和异象，那就是，福音建立中国福音之家，福音培训中国
福音工人，福音进入中国国土。中国福音教会就是一个福音中国的教会。事实如此，今天
看到我们自己的同胞大批进入加拿大这个国家，他们对福音的需求正是要有更多大陆福音
事工的教会去满足他们。
向前
从祷告会开始，二十二年过去了，我不敢说这个教会在落实她起初的异象上已经取得
多大的成绩，然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 因为“若非耶和华建造城池，
建造的人就必惘然，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者也必徒然。”一个建，一个守，原来全
都是出于那一位，就是主基督自己。而我们却永远就是祂的见证人。我愿福音教会更合一，
带着异象奔跑那前面的路，因为有天上的冠冕正等着祂的每一位工人去佩戴。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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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耶和华为圣
胡玉

信主时间越久，越能体会到“归耶和华为圣”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样的
奥秘，完全超越了人的理性，看起来不可理喻，却又是无比的真实。与神同行越就久，越
能感受主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这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在人看是愚拙，却是神的大能；主的再来，在人看是虚无
缥缈的神话，确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盼望。
神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世人既凭自己的智慧，故意不认识神，神就用
看起来愚拙的道路，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
力。
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为要显明，人的得救，不
是靠自己的智慧聪明能力，乃是靠神的恩典，让我们一个也不能自誇。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信主之初，还是“拿来”主义，以自己为中心，总想着神能为我做这做那。神确实也供应
了我所有的需要，并且远超过所求所想。
现在，越来越多想神的国，神的义，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如何行在神的道中，不偏左右，
神成为生命的中心。
每日吃神的话，享受神的供应，与神同行的好处就是，渐渐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圣
灵的内住，使我们的灵眼打开，看到真实的是什么，虚谎的是什么。人生应该劳力的是什
么，世人忙忙碌碌却为自己积累罪孽，真是虚空的虚空。一个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
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感谢神，我们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已经覆庇我们；我们坐下起来神都知道，行路躺卧神都
细察。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们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你都数算过了，
叫我们没有忧虑，没有惧怕，单单靠着神在世界走天路。
17

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可 8：34）凡
为主舍命的，必得着属天的生命。主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跟随主要付代价，不跟随主要付更大的代价。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
道不是难守的。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行为，乃是靠神的恩典，顺服圣灵的就结出圣灵的果子。
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
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 16 篇节选）
以神为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主啊，保守我们直到永远。我们是属于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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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音教会二十周年志喜
罗华庆夫妇敬贺

广传福音到万邦，
荣神益人蒙恩福。

“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以弗
所书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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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恩典
周振存

欣逢中国福音教会廿周年感恩庆典，本人带着感恩，欢喜的心谨此摯诚祝贺!
谢谢編委会邀请我在此撰写一篇文稿，一同回顧与数算神永无止境的恩典和祝福。当
我们回顧过去，为主所赐的鴻恩献上感恩之祭，願榮耀归于祂。願祂的名在全地上被传掦，
願列邦称颂祂，讚美祂的名。
回顧历史，首先，本人非常欣慰与感恩的是中国福音教会早年在庆祝十周年庆典时即
以行动回应福音的使命，扩张神的国度，进入烈治文城市扩展福音工作，开拓敎会。我们
为当年敎会（母堂）的牧者，长老，執事与同工们感謝上帝；因为从頭一天直到如今，您
们都与列治文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烈治文敎会弟兄姊妹们确实体验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
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诗篇 127:1）教会的建造与守望能否成功，
並非取决任何人的努力，乃是在于有否倚靠耶和华的建造及守望.由衷的感谢曾经帮助过
本堂的牧者，长老，宣教士，執事，同工们。您们的祷告守望，在真道上的教导及劝勉，
在经济上的支持，都为本堂在自立的过程中立下了很好的基础，使敎会得以迈步成长,再
攀高山峰。
烈治文是个充满活力，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新老移民都喜欢聚居在此地。它也是通
往亜太地区的大门口。这里有一个强烈的褔音呼声，是一片福音大禾塲。2005 年七月份
在罗华庆牧师夫妇带领下，母堂来到这里开荒植堂。我和家人在罗牧师多番的邀请下，截
然回应神的呼召，共同參与开荒及开拓敎会。感謝神揀选我们一同參於这宣教的使命，在
这里親眼看見主拯救及改变了不少人的生命。
烈治文中国教会从无到有，这全是神的作为。感谢神使用許多弟兄姊妹们无私的擺上，
默默的奉献时间，才干与金钱。过去的年日，教会換过三个堂址。每一次神都为我们预备
更理想的环境以开拓事工。我们特别感谢真光中文学校，恩典宣道会，New Wine Skin
Society (烈治文浸信会，Tower Baptist Church )能慷慨的借出堂址，一同与我们在福
音的事上有份。我们也非常感谢加拿大全国浸信会联会( West Coast Baptist
Convention ) 和西岸浸信会恊会(West Coast Baptist Association ) 接納我们为会员。
本堂从开荒植堂到如今，曾经得到他们很大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为这些福音伙伴感谢神！
我们也很感恩在母堂的祝福下，本堂於 2015 年底向省政府及联邦当局申请独立注册，
正式命名为”烈冶文中国福音敎会”（ Richmond Chinese Christian Gospel Church )。
2016 年初通過批凖。教会也正式聘請罗华庆牧師为本堂全聀的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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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会过去虽然面臨众多挑战，但同工们齊心努力，相亲相爱彼此和諧地同工，一起建
立一个溫馨的大家庭。这是极美的祝福。过去本堂约有百人受诜，成为主的门徒。毎主日
我们是在下午三点半崇拜。同时設有儿童，青少主日学。毎个月第三周崇拜后挙行爱宴，
享受大家庭的丰盛晚歺与团契。春夏季主曰崇拜后有成人主日学课程。2015 年十月份也
成立了‘应許之声‘的儿童詩班。敎会也在不同的区域设立两周一次的周末家庭小组聚会。
周间也有兩个姊妹小组。我们也为一些在职青年开辨約书亞的团契。每逢节日或假期，我
们会挙辦一些儿童或成人的福音外展活动与聚会。
感谢神，从 2005 至今，教会事工能逐漸成形並迈向成长。目前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如
何䢖立及牧养第二代的信徒。教会現正有很多愛主的孩子逐漸進入青少年。我们祷告主預
备，差遣祂的僕人来牧养他們。願神繼續与我们同工，在福音果效中活出福音的目的与大
能，愿祂的名被高挙，吸引万人归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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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堂成长见证
林梅
2012 年 6 月，中国福音教会在西三一大学举行的夏令营会上，罗华庆牧师正式宣布
植堂温哥华，并呼召有意愿在新堂事奉的弟兄姐妹上台，心中早已立志在温哥华堂事奉的
我，兴奋地走上台去与其他的弟兄姐妹手牵手，在潘克勤长老的带领下向天父献上祷告。
大家群情激昂，爱主的热情如被挑旺的火焰，在弟兄姐妹的心中燃起。当时的激动场面仍
历历在目。
时至今日，温哥华堂蒙神带领已经走过了四个多年头。期间的发展充满着神的祝福和
恩典。我们先后有 21 人，受洗归主，得到神的救恩。他们中有的已经成为教会中的重要
同工，有的带着福音的使命回到国内。
在过去的两年中，与母堂共同在温哥华堂成功地举行过两场大型布道会。施玮姐妹布
道会及远志明牧师布道会，有数十人在布道会上决志信主。此外，我们也举办过小型布道
会若干，始终以传播福音为首要使命，秉持圣经为最高原则，让温哥华教会成为周边地区
的灯台，亮光。
但温哥华堂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许多意想与意想不到的挑战与困难。这个新生的教会
虽然地处温哥华东西区交汇的中心，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但聚会人数却从最初的 50 多
人逐渐减少，会众流动性大，有大约两年的时间，坚持每主日来敬拜听道的人数只有 20
人左右。由于很多信徒乃至同工灵命初浅，也曾出现过大的争执、分岐，导致人员上的流
失。2015 年八月，我们经历了教会创立以来最大的考验，牧师的辞职。对于温哥华这样
一个年轻、稚嫩的教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感谢神借着这些问题和困境，击打、锻炼我们。让我们更加依靠、仰望祂。正如神所
应许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后 12:9）
感谢神差祂忠实的仆人-潘克勤长老夫妇在我们中间。从建堂伊始，无论何种困境，
他们都带领我们以祷告来到神跟前，凡事寻求神的心意，而非人的聪明才智。感谢神给我
们谦卑、爱人如己的韩牧师夫妇，及在神里有着很多看见的丁果长老---有这样一个教牧
团队的守望、牧养，带领我们走过低谷。感谢母堂弟兄姐妹的爱与扶持，特别是付向阳弟
兄和陈涛弟兄全家四年多来，在温哥华堂始终如一的勤勉事奉，激励着弟兄姐妹们。
2016 年 9 月，在神的祝福看顾下，弟兄姐妹齐心努力，顺利地完成了教会迁址工作。
伴随着我们这个年轻教会的成长，按照圣经中的教导：“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虛
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別人的

22

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 2:2-5），温哥华堂的同工们灵命日益成熟，凝聚
力逐渐形成，彼此相爱、关怀，在基督里互为肢体。
2016 年 7 月，我们终于有了新的牧者，王心毅传道。自王传道开始事奉以来，温哥
华堂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每主日聚会人数稳定在 40 人以上；成立了三
个查经小组；青少年团契；按地域划分的关怀小组 5 个；及每周三晚上的微信群祷告会。
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强大的牧养团队，带领着我们温哥华堂走在蒙恩的道路上。神必
使我们扩展国度，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复兴壮大我们的教会，使之成为温哥华的一盏
灯台照亮周边地区。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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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颂赞团契
高兰智
随着中国福音教会的建立，蒙恩颂赞团契就同时组建起来了。蒙恩颂赞团契的前身是
松柏团契，当时主要考虑贾宴卿老弟兄行走不便，在王长老，潘长老及刘长老的动议下，
建立了以年长弟兄姊妹为主的松柏团契。聚会地点是贾老弟兄家，时间是每周日下午，教
会主日敬拜以后，主要参加的人员有王长老，潘长老夫妇，刘长老夫妇，颜滨姊妹，胡玉
姊妹以及贾弟兄夫妇。聚会以唱诗查经为主，分别由三位长老带查经。
二十年之间，聚会的人员和地点都有过变化，王长老，刘长老，贾老弟兄相继安息主
怀。带领人相继从三位长老，到颜滨姊妹，董淑洁姊妹，及现在的带领人张少峰弟兄，许
硕信弟兄。感谢神，虽然聚会因各种原因停止过，但最终因着神的恩典继续下去。老弟兄
姊妹们被神的爱激励，在神的话语里成长。
蒙恩颂赞团契为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们提供了灵修操练的机会，多年以来，我们在团
契里歌颂赞美神，学习神的话语，在查考圣经的过程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靠神就有平安和喜乐。
每年中秋节，教会同工组织我们长者有特别感恩聚会，大家在一起吃月饼的时候，一
起数算主的恩典，使我们更加感恩。我们虽然不能为教会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传福音，
把神的恩典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每逢过年时候，教会的庆祝活动中也少不了我们
长者的节目，90 多岁的徐姊妹每次演出都参加，她从内心发出的喜乐和歌声特别打动会
众。靠神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关心，彼此帮助。有人生病了，我们去送饭看望，
唱诗鼓励，祷告安慰。董淑洁姊妹曾经带领过我们，她因此和我们这些长者们结下不解之
缘，她经常代表教会来探访我们，每次回国，都带回来小吃和我们分享，另外她是我们的
专职司琴。
正如这首诗歌所唱的：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
是另一个天地。求神祝福我们蒙恩颂赞团契，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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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仰望耶和华，专心倚靠耶和华
单单仰望耶和华，专心倚靠耶和华
教会早期家庭团契见证

陈正德
陈正德

中国福音教会成立二十周年，我们家的“主爱家庭"团契也十八周岁了。神建立并带
领的属灵之家，在耶和华神荣耀的光中，将一如既往地从得胜走向得胜。因为我们单单仰
望耶和华，专心倚靠耶和华！
2000 年，我们全家在中国福音教会举办的布道会上决志，在教会举办的浸礼上受洗
成为神的儿女。当年，我就被呼召开始参与教会的事奉。先是主日聚会时，带领祷告；
担任同工负责关怀招待；同年，我们打开家门，在我们第一个家(本那比市，700 多平方
呎高层公寓)建立“主爱家庭"团契。
经上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腓 1:6） 感谢神！教会罗牧师夫妇，潘长老夫妇，王长老及刘长老夫妇轮流来团契指
导查经学习。小组成员先是邀请大楼里的大陆新移民：龚弟兄夫妇，梅弟兄夫妇等，还有
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小小的厅，坐得满满的，沙发上、椅子上、地毯上、走道里，何等温
馨甘甜喜乐，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每次聚会前，我太太彭姊妹都会准备许多饭菜、点心、
水果等，让上班族可以直接来用餐，大家安心在主的脚前，灵修学习。“神的道，神的爱”
藉着“主爱家庭”传播着、流动着，参加聚会的慕道友们纷纷决志归向主。2004 年，我
们搬到列治文新居，团契依旧活动，潘长老夫妇坚持来带领查经学习。
十八年里，“主爱家庭”蒙神怜悯保守得以坚固与发展，团契的组员换了一茬又一茬，
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合一敬拜、彼此关爱、灵命成长，共同经历着神同在的美好，见证着神
的恩典与慈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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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事奉感言
姚刚王晓红夫妇
蒙主拣选，我们分别于 2009 年 4 月及 8 月在中国福音教会受浸归主，成为主爱大家
庭的一员！同年 9 月我们开放家庭，接手组织新西敏的查经小组活动。起初，我们真是诚
惶诚恐，战战兢兢，因为我们的灵命非常稚嫩，又全职工作，幼子尚小，内心焦急，灵里
负担很重。感谢小组弟兄姊妹鼓励支持，并同心祷告，求神带领，赐智慧。我们夫妻特别
为姚钢弟兄祷告，求神赐灵粮给他开小灶。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听祷告的神，神所赐的超
过我们所思所想！姚钢不久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读圣经就犯困到废寝忘食，饥渴慕义。
夜半醒来他常常仍挑灯夜读。
在神的亲自带领看顾下，小组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成长，在主内成为一家人。我们彼此
鼓励，同敬拜，同欢乐，同事奉。教会的执事，诗班，主日学老师，总务，投影的事工团
队中，都有我们小组弟兄姊妹的身影。
2011 年，我们夫妻听到神的呼召，让我们去新的地区开辟新小组，传福音。我们齐
心合一祷告，盼望购买的独立屋有大客厅，最好两个厅，一个为成人，一个为孩子。6 月
份，我们顺利买到了一套在南素里靠近白石镇的房子，条件与我们祈求的完全相符，门前
有多个停车位，室内有两个大厅，一个供成年人查经，一个供孩子们玩耍。厨房也很大，
聚会非常方便。神的供应真是奇妙无比！8 月 26 日，白石查经小组正式成立，感谢神的
恩典！在牧师、长老和众弟兄姊妹们全力支持下，小组一开始就很兴旺。有 4-5 个家庭，
加上 2-3 个慕道友。但随后我们的试炼也很大，先是晓红不幸摔了一跤，腰部受伤，不能
长时间坐着，聚会时只好趴在地板上，即便这样，我们也坚持每周五聚会，从未间断。最
难的是小组成员来自不同教会，灵命参差不齐，有些是空中飞人，所以聚会人数多寡不一，
多时 20 多人，最少时只有 3 位，可我们照样唱赞美诗，查经，祷告。因为主说：＂若是
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
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 18：19-20）罗牧师师母、
韩牧师师母、潘长老伯母、胡玉姐妹、以及其它小组的弟兄姐妹等多次来我们小组，带给
我们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2015 年，我们转到素里堂聚会和侍奉，神的看顾带领及弟兄姐妹们的爱一如既往日
日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查经小组成立 8 年来共有 23 位弟兄姐妹相继受洗归主！我们同时
坚持向国内的家人传福音，至今共有 8 位已受洗归主，包括晓红的父母，姚钢的父亲及其
他家人，感谢神的恩典和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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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中国福音教会 20 周年生日，感谢主赐给我们属灵的家！祝愿教会屹立在基督的
磐石上，愿神的儿女们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把主的爱传播到中华大地，使万民蒙福，回
转归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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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我们关怀事奉中的恩典
董淑洁
1998 年 12 月 27 日，我在中国福音教会受洗，成为神的儿女。十几年中，我参加过
教会的诗班，做过儿童主日学老师，蒙恩团契中对教会长者的服事，招待部的事奉。记得
刚刚受洗不久，在教会敬拜时，听到查经班的 Paul 讲道时说:“你如果看到教会哪里有
需要，那就是你事奉的岗位。因为神只让你看见，没有让别人看见。”
大约在两年前，褚云慧姊妹打电话给我，鼓励我担任关怀部同工。和建伟商量并一起
祷告后，我同意了，我们相信这是主的恩典。在这之前教会没有关怀部，我也没有经验。
我爱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爱这家里的每一位，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做好关怀的事工。只
有祷告求主，也上网查资料，回忆以前罗牧师和师母是怎么样做的。
感谢主！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我们有二十几位弟兄姊妹组成的关怀团队，他们给予
我很多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记得关怀部第一次聚会培训的时候。我把消息发到关怀微信
群里，过了好久都没有人理睬我，心情很低落；我向主祷告祈求，将关怀的事工完全恭敬
的交托恩主手中，求主亲自引领。到了聚会培训的那天晚上，在褚云慧姊妹家中，有二十
多位弟兄姊妹参加。韩牧师和韩师母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培训，弟兄姊妹们也有非常好的
分享。那次，主让我清楚的知道，不是我在做，是主亲自在带领。我只要有愿意为主摆上
的心就可以了。非才能，非势力，乃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那天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商讨
怎样做好教会的关怀事工，罗列需要重点关怀的人员，安排如何探访等等。到第二次在姜
宇叶苗夫妇家聚会培训时，就不再担心了，感谢主！我的信心也在增长。
关怀部开始运作后，每个月都有关怀部的同工分头出去做探访工作。我们关怀重点是：
软弱、生病的和年长弟兄姊妹们。探访时所带去的爱心礼物，水果，点心等都是探访的弟
兄姊妹们奉献。他们付上时间，金钱，精力，体力，带去的却是全教会的关怀。2015 年
的中秋节、端午节、2016 年的中秋节，关怀部为教会长者举办茶话会，一起数算神的恩
典，龚永良刘德美夫妇奉献精美的礼品，送给长者每人一份。感谢主的恩典，求主记念！
韩牧师韩师母在我们教会做了非常多的关怀事工，让我很受感动。2016 年 7 月到我
们教会的岳传道岳师母也做了很多探访关怀的事工。从教会牧者们的事奉中我能看到主，
牧者们是我的榜样。关怀部的弟兄姊妹们是我的好同工，我们一起在服事中看到和体会到
主的恩典。所以，鼓励大家更多的读圣经，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更多的
在工作、生活中行出主的话语。我们彼此相爱，相互服事，一定会更多的经历主。我为我
有这些这么好的同工，对主献上深深的感恩。主的恩典丰富。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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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同工 荣耀主恩
周报组见证 苏红
每个主日，当会众和慕道朋友来到教会，首先见到的就是招待同工递上的一份周报，
这份小小的周报承载的内容可是不少，从主日敬拜流程到教会信息，从代祷事项到教会各
项活动时间表，可以说，一张周报在手，教会的基本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
从教会第一张周报诞生到今天，已经有 1026 期，这一千多张周报，凝聚了教会无数
弟兄姐妹的辛苦工作。记得我们现在的周报组刚接手这项工作时，大家都没什么头绪。我
们从统一各组员电脑中的字体开始，再统一版面，研究 PDF 版本的转换，为此当时的执事
会主席华建伟弟兄和董淑洁姐妹特别把所有组员都邀请到家里，准备了丰富的美食招待我
们，让我们吃饱喝足，为主做工。张少峰执事自始至终关注并指导着周报的运行，为组员
加油打气。吕仲志、龚永良弟兄和陶捷、耿嘉箴姐妹每月轮班担负起了周报的正常运作，
苏红姐妹则负责每季度的轮值表信息汇总和周报组的总体协调。通常值班的弟兄或姐妹从
周一就开始搜集下主日的各种信息，到周五将成稿发给长老、传道、主席审核，待审核同
意后再发同工群，以便当值的同工提早知道自己在主日的职责，早作准备，投影的同工也
能及早将信息做成 PPT，最后再将周报送交打印社，这样，周日的早上这份小小的周报就
能安全抵达教会每位朋友的手上了。周而复始，周报组的同工们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时间，
相互扶持，在事奉中共同见证主的荣耀。值得一提的是，温哥华堂的周报一直是由沈黎姐
妹负责，她独自一人承担了周报的工作，她的摆上相信主定会亲自纪念。
通过做周报，组里的弟兄姐妹们深切地体会到教会中团队事奉彼此搭配的深意。信徒
当在基督里按信心的程度以恩赐彼此服侍，“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
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罗 12：4-5）肢体间的同心服侍是爱神、爱人的最基本的表现，因此团队事奉的搭配定
然是讨神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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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引领我们服事祂
孙波涛牧师 高伟川师母
2002 年我们夫妇终于在苦读了三年的神学院毕业了，实在是很难忘的日子，但也是
我们经历了在神学院最后的艰难时光，流产对我们夫妇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神送给我
们的这个毕业礼物也是我们走上服事岗位的必需也是最好的预备，艰难中明白神叫万事互
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当时美国几个教会开出丰厚的条件，同时希望我们留在美国事奉，但我们心中神给我
们的负担是服事国内的新移民群体，因为神呼召我们读神学，就是看见新移民的需要，看
见这个世界不缺少我们这样的工程师和艺术家，而是缺少好的牧羊人。因此，我们毅然决
定顺服神给我们的心中负担，在流产的身体还没有恢复的状态下，我们夫妇接受神的呼召，
来到了温哥华中国福音教会事奉。
不料，雪上加霜，我们来到温哥华的见面礼就是一场车毁身没亡的严重车祸。当时看
见救护车救火车都到现场的壮观景象，我们居然坚决地拒绝去医院检查，因为那时觉得我
们是来事奉的，怎么可以去医院？于是被陌生的路人送往潘伯伯潘伯母家，好在神让潘伯
伯潘伯母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度过了艰难的日子，我们就如此这般开始了在中国福音教
会实习事奉的三个月。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们非常感恩，跟我们的同胞在一起服事主，
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我们开始了神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个事奉工场：中国福音教会。
感谢主的爱，我们虽然跟弟兄姐妹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跟大家的感情在这 15 年中
没有停止过，很多弟兄姐妹都成为我们生命中真诚的知心朋友，当我们离开中国福音教会，
去到现在的本立比华人宣道会建立国语堂服事的时候，看见大家的不舍和感人的爱，我们
至今不能忘记。神给我们后来的带领也看见神的祝福一直伴随，祂的爱激励我们到如今。
我很感谢同工们的同心摆上，你们的爱激励我到如今，你们的真诚，热诚至今都在我
眼前历历在目，神带领你们走过 20 年的路程，我相信神的祝福将继续，直到见主面的日
子。在这纪念神恩典的日子里，我要对你们每一位说声谢谢，谢谢你们给我的爱心鼓励和
事奉的机会，愿主继续带领你们前面每一个脚步，深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教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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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见证
杨爱东牧师 袁洋师母
作为自中国福音教会建立以来第一个蒙召奉献全时间事奉的家庭，值教会成立 20 周
年欢庆之际，许多往事在在涌上心头，不禁再一次在主前感恩又感恩，因为看到许多当年
以为寻常的点滴，后来才明白其中都充满神奇妙的作为和美善的带领。
中国福音教会是我们第一个属灵的家，也是我们蒙召前唯一的教会。1999 年女儿出
生时，就有严重的疾病，在医生束手无策时，已经在教会信主的岳父母鼓励还没有进教会
的我们祷告求主耶稣医治，当我们在绝望当中仰望主的时候，祂真的就怜悯医治，女儿奇
迹般地恢复健康，使我们因此勇敢地踏入教会，认识、接受了主耶稣。我们在教会不但蒙
恩得救，而且得到及时的关怀、喂养，我们先后参加了刘平老弟兄在家里带领的查经班，
在张少峰弟兄家里由潘克勤老弟兄带领的小组查经，还有高志强传道带领的一年半的门徒
训练，正是这些属灵前辈们的爱心付出、带领，让我们开始认真深入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
价值，开始思考许多圣经及神学的议题，同时也寻求神对我们人生下半场的带领。
在多次不同的聚会当中我们回应讲员的呼召，要全时间服事，但是一想到我们不具备
各样条件去装备的时候，就后退、放弃了。最后神使用约书亚记 3:14-17 以色列人过约但
河的神迹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明白这是神的呼召，祂让我们凭信心脚先踏入水中，
祂再分开河水。当 2003 年我们愿意順服的时候，神又一次藉着福音教会回应我们的信心。
我们启程前的主日，教会特别为我们收了一次爱心奉献，就在我们起行的头一晚，长老会
主席潘克勤老弟兄和执事会主席孙晓涛弟兄到接待我们最后一晚住宿的张少峰弟兄家为我
们祷告送行，临走的时候，他们交给我们一个信封，里面就是教会为我们的奉献，奇妙的
是，那次奉献的数额刚好是我们进入神学院的第一学期学费和生活费的数额，我们明白那
是神为我们开的门。在神学院装备的三年中，神又透过潘伯伯潘妈妈还有他们在美国的儿
子 Allan 弟兄在财务上供应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一直到毕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云彩般
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为我们奉献、为我们祷告，甚至还帮助我们照顾老人，这些都让我
们真实地经历了神的慈爱和信实，也深深经历了中国福音教会这个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
2015 年 8 月在我们服事了整整十年后，神带领我们回到温哥华与教会当年的属灵长
辈及一同追求的弟兄姐妹们重逢，我们不仅受到热情的款待，也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分享
交通，这一切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份美好的回忆和永远的主内亲情。抚今思昔，我们只
能赞美我们的救主：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信实何等广大。在我们的心中，中国福音教会
过去是神所重用的教会，也深信将来神必继续大大赐福并使用我们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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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给了我们第
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闫虹姐妹
闫虹姐妹
1991 年我从北京来到 UBC 生理系读研究生，当时兜里仅有 400 美元，英语又差，可
以说经济上和学习上都是寸步难行。当时在生理系读博士的贾肖燕姊妹常常来到我的实验
室，替我向主祷告。周日她还开车带我去教会，告诉我可以卸下肩上的一切困难交给主。
我当时觉得考试，写论文，找工作，忙儿子的学习和课外活动，没有时间去教会。毕业后
我和肖燕又前后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她仍旧不间断的传福音给我。10 年后的某一天，
我对她说：“真不好意思，我还未信主。” 但她说：“主说了，这就好比撒种子。你好
比一块贫瘠的土地，我们要不停的撒种子。”
2010 年我先生徐健弟兄被诊断出肠癌，我俩心里充满着恐惧，不安，悲痛，担忧和
焦虑。但我仍旧想靠自己的力量撑着这个家。那段日子，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听张韶涵的歌
《隐形的翅膀》“我知道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但这个翅膀却没能
带我飞过绝望。2011 年我自己又被诊断出乳腺癌，这时自己完全垮了下来。又是贾肖燕
姊妹带我来到中国福音教会，同年圣诞节我决志信主。感谢主通过贾肖燕姊妹将我带到神
的面前。那段时间教会的罗华庆牧师，潘克勤长老，以及众弟兄姊妹们和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赐怜悯，赐医治，赐信心与平安于我和徐健弟兄。祷告消除了我们的恐惧，担忧和焦
虑，还有来自亲朋好友们的帮助和爱心，我俩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化疗全过程。7 年过去了，
我们俩都健康。感谢主！
徐健弟兄
从 2010 年开始我们经历了极大的苦难，2010 年初我查出结肠癌，做了手术和半年的
化疗。2011 年初闫虹诊断出乳腺癌，也经历了手术和化疗。2011 年 7 月我又癌症复发，
又做第二次手术和化疗。在当时我一直困惑，上帝为什么对我俩这么不公平，使我们两个
人都患上大病。2011 年圣诞节闫虹受洗。但我仍然没有意愿信主。心中一直存有两个疑
惑，认为上帝不公平而且不认为自己有罪。
2013 年初又发现大便有血，那时我精神上完全崩溃了。在做结肠镜检查前的那个周
日我们来到教会。韩锐思牧师为我祷告，并送给我一个小册子《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原则
吗？》。我反复读了很多遍，终于我明白了，人个性顽固，偏行己路，背向神，以致与神
隔绝，就是圣经所说的罪。我认识到，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无法体验到神的爱。
2013 年复活节，我也决志信主。
信主后我们把自己摆上事奉神，参加小组查经团契，从圣经中读神的话语。这使我们
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平安，喜乐，信心与盼望。读圣经使我们学会谦卑，柔和。正如以佛
所书 4:2 所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各自谦卑下来，发现
了对方更多的优点，家里比以前更温馨了。我们真正体会到圣经诗篇 1：3 所言， “他要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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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癌症奋战的岁月
与癌症奋战的岁月
骆焕尔
2010 年 4 月是我与癌症奋战的开始，持续至今已有两年半时间，可是奋战尚未结束，
仍在继续中，而我也不担心，因为我们有上帝。上帝告诉我：“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
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
持你。”
4 月 18 日，我发现内衣胸左侧有小点状的血迹，有的像针尖样大小，当时我就怀疑
是否乳房癌，接着就到家庭医生处诊治，拍胸片，超声波检查，由于肿瘤仅 0.3 厘米大小，
如果不仔细检查，就会被忽略，因为淋巴结不大，肿瘤也没触及，可是医生不放心，还是
转到 VGH 肿瘤科。6 月 23 日做肿瘤切除术，7 月 14 日做第二次扩大手术。9 月 28 日开始
做放射治疗 16 次，每天一次，每周五次，到 10 月 20 日结束，一切过程很顺利，无任何
副作用，感谢主！
在这同时， 我发现大便有血，是鲜血附在大便表面，当时我考虑可能是痔疮，为了
仔细点排除癌肿，还是到医生看一下，医生给我做了肛指检查，发现有一小硬块，说不能
排除直肠癌，立即给我转往肛肠科专科医生，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检查，结肠镜、活检、
肠超声波、CT……等，最后确诊直肠癌，需手术切除。手术前需做放疗、化疗同时进行，
一直到 2011 年 6 月结束。
2011 年 2 月 7 日在本那比医院手术，手术共进行了 6 小时，是个大手术，麻醉到晚
上 9 点清醒过来才入病房，当时身上除了补液外，还有腹部引流管，导尿管，背部有细纤
维的硬膜外点滴管，腹腔左侧还做了人工肛门。女儿女婿一直陪护在旁，当我知已是晚上
11 时，就要他们回去休息，我不会有什么事的，因为我知道“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主耶稣与我同在”。次日下午，潘长老，师母，少峰弟兄来病房探望我，
他们见我动了这么大的手术，精神这么好，我们一起祷告，唱诗，圣经告诉我们：“应当
一无挂念，只要凡事籍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料
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接下来的几天，开始进食流质，身上的管子也一根根的被拔去，有物理治疗师每天早
上帮助我在病房周围行走，医生告诉我一切都很顺利，很快即可出院。谁知在出院前一天，
医生早上查房检查伤口，发现肛门伤口有点发炎，他就拆去三针缝线，让里面炎症液体可
自行流出，可是伤口感染并未好转，出院后 ，每天有护士来家，替我换洗伤口，护士每
周会拍下照片，伤口一个月后并无好转，护士让我再去医院检查，3 月 28 日在本那比医
院做扩创手术，伤口扩大后，里面的感染液可自行流出，经过一个月的换药护理，伤口终
于渐渐愈合。每一个来家的护士都说你的伤口很大，一定很痛，要让我每几小时服一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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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片，可事实上我每天只服 1 到 2 片就可以了，我深知这不是我坚强，是主耶稣引领我
走出困境，是他担当了我的痛苦，使我得平安。
2011 年 8 月 17 日，肠癌手术后半年复查，发现肝脏上有转移病变，真是晴天霹雳，
当时我就想：“上帝啊！你是无所不能的大医师，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为什么癌细胞一而
再，再而三地袭击我？我已经是够可怜的了，我丈夫有病躺在床上，需要我的照顾，主啊！
求你怜悯，求你医治，求你赐恩惠。”我不住地祈祷，求主增加我的信心。我忽然想到，
在我们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上帝其实已经派遣两个使者，帮助照顾病人，帮助料理家务，
这就是我们两个亲家，从上海来到温哥华，毫无怨言，无微不至地照顾病人，担当了一切
家务，我应该感恩！
当我被转到 VGH 肝科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是否能手术，化疗是关键，如果化疗效果
好的话，手术切除肿瘤，预后是好的，手术前共做了 6 次化疗，一次就是 3 天，没有什么
副作用，效果是好的，12 月 28 日化疗结束。
2012 年 1 月 26 日，在 VGH 准备做肝癌切除手术，医生告诉我们，这是个大手术，有
一定危险性，要有思想准备。当时我想，我的准备就是不住地祷告，感恩，增加信心！
手术共 3 小时半，切除 50%肝脏，一切顺利，于 2 月 8 日出院，出院后继续做 6 次化
疗。6 月 11 日最后一次化疗结束。术后化疗比术前化疗反应大，表现为全身无力，脚都
不能行走，食欲差，下肢浮肿，血尿等，经过反复各种检查治疗，目前情况良好，食欲，
精神，睡眠都很好，唯有血尿还未彻底治愈，还在继续观察治疗中。我会时时祷告，万事
祷告，凡事感恩。
7 月 16 日，我生命的伴侣，亲爱的丈夫，突然离我而去，疾病的折磨和失去亲人的
悲痛，二者双重地袭击着我，让我无法面对现实，面对生活。这时教会的牧师，长老和兄
弟姐妹都鼓励我，安慰我，我的家人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要我面对现实，勇敢地站起来。
我们有天父，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让他替我们担当，因为他顾念我们。“喜乐的心乃是
良药”，我要快乐过好每一天，使身体早日康复，痊愈，让我的亲人在天上看到我愉快的
生活，他也会感到高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既然我们有永恒的把握，还有什么可忧
伤的呢？即使几年后我回天家，也可与家人同在。当然家人过世我们会伤心，但不是绝望，
而是暂别，他日可再相聚。
感谢我们的天父，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家
的主宰。你掌握我们家的生活，工作，学习和健康，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主啊！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无法数算的， 我愿做你使用的器皿，来见证天父的恩典，
能使大家感受到在主爱的大家庭里是何等蒙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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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 2012 年，骆姐妹已被主接回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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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赞美见证神
阿岚 (郭明兰)
郭明兰)

神的爱长阔高深！我的家庭没有音乐与演艺的背景，我却天生音域宽广，音色深沉独
特，曾被音乐前辈称为“一嗓多音色”。经历了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个人不懈的努力，我
成功了！曾夺得全国歌唱比赛二项大奖；参加全国第一届和第二届百名歌星“让世界充满
爱”和“世界属于你”演唱会，以及亚运会义演的独唱；也曾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华侨歌星
演唱会等许多大型演唱会；录制多盘演唱磁带；获邀担任歌唱比赛评委。还参与电影《女
囚大队》、《大墙内外》等影视片的拍摄，并担任主要角色。我下海创建公司，在一群追
求者中挑选自已欣赏的丈夫，结婚生子……那时候，我努力建构的自我世界是如此五彩缤
纷，我自信自己是无往而不胜的。
然而，2000 年从北京移民加拿大后，生活的孤寂，前途的迷茫，加上我好胜的性格，
让原本美满的家纷争不断，直至婚姻破裂。此时，我那高昂的头却看不见前方的出路，黑
夜里，泪水冲不走内心的伤痛与绝望……
当我带着不满 4 岁的孩子茫然漂泊之际，神安排一位爱主的加拿大兄弟相识，我们在
主爱里组成了新的家庭。如今，我们的家充满着感恩，见证着神的恩典。
2004 年圣诞节，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生命重新找回了自信，充满欢喜快乐。2006 年，
蒙神呼召，开始圣乐赞美事工。2008 年，在美国旧金山“一代人的见证“生命复兴晚会
上，我怀着无限感恩之情献唱《宣教的中国>>，激励着与会的北美和国内 300 位传道人和
在场的几千位兄弟姐妹及慕道友。2008 年，打开家门成立了“爱中成长团契”，向许多
大陆新移民传福音，9 年里，有 48 位慕道友认识神，接受主，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近几年,神带领我到其他教会、团契、社区、养老院、幼儿园等举办个人分享会,主题
有：“幸福家庭的关键”，“丰盛的人生”，“二代人同行”，“如何作一名智慧的妻
子”，“为何要信耶稣”，“领袖培训---如何开展团契”，“更美的赞美事奉”等；还
为福音布道会及培灵会献唱圣诗。
2012 年，我的首张专辑《彼岸》录制并出版；目前，正筹备录制《主，你是我生命
中的惟一》专辑。
我，一个蒙了神的大恩的女子，愿意降服在主的脚前，用生命赞美神见证神。哈利路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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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浪迹天涯的清华学子
成为热心的基督徒
刘 刚
朦胧的童年
我诞生于西南边陲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在家排行老二，父亲是个火车司机，母亲是个
车工。
学海无涯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参加各种省里的竞赛，1984 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方圆几
里的人都羡慕我， 莫不赞赏。
我在“天之骄子，工程师的摇篮”下， 开始了清华的学习生活，我们享受着中国最好的
学习环境和幽静的校园生活，大三时， 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大连上学的女朋友，我们
匆匆在北京相见一次，随后，我去了大连和她度过了美好的几天时光，之后就是书信往来，
对未来没有更多的憧憬。
我们的首都不是敬畏神的地方吗？ 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1989 年的毕业班是凄惨的，
我们含着泪水离开了学校， 回到了家乡工作。
成家立业
可喜的是，女朋友也通过她的关系分到云南。后来我们一起工作，结婚。婚后由于双方的
性格，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很多观念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了很多争吵。1995 年， 我从瑞
士回国，住在香港五星级 New World 酒店，第一次接触到《圣经》，一本精致的黑色《圣
经》，放在我的枕边，上面写着 Take Me Home,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将圣经放入皮箱，
真担心会被查到。我开始阅读这本宝贵的英文《圣经》。
移民艰辛
1998 年， 五月天， 我独自踏上美丽的温哥华，满街的樱花绽放，我开始爱上这片土地
和天空。我和几个白人合住了一个月， 就搬出去了。接下来就是找工作， 8 月份， 太
太带着儿子来温哥华短暂旅游一下回国去了。
阴雨绵绵的秋天，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一晃就到了春节， 老婆和六岁的儿子，没有多
带一件衣服， 看来只是短暂停留。 想到可能这一别，不知何时可以再见到儿子，只好将
儿子的护照藏在朋友家中，太太无奈，一个人回国去了，之后成为“绑架”儿子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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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我和儿子开始了温哥华的单亲生活，因为我得上班，又付不起高昂的托儿费，只
好来回搬家，两年内搬过八次，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没有心思去享受温哥华的天空和
美景，开始自学考试获得第一本 IT 证书 A+，之后进入 IT 领域。
认识耶稣
2000 年后，两年的两地分居抗战终于结束了，太太终于放弃了国内的花天酒地生活来到
了温哥华。之后，我们先后去过温东教会和国语团契，在那里开始了解耶稣和天国的道理。
感动的是一对近 80 岁的西人老夫妇，无论刮风下雨总是从温哥华来本那比接送我们儿子
去温东做礼拜。
2005 年太太决定受洗，我并没有反对，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全身过敏，长满红豆，在
白石镇的营会上，贾肖燕医生给了些止痒药物，等她受洗后，我全身的红豆渐渐消失，
那一刻，我真的相信有一位大能者在天上看顾。之后，我断断续续参加教会的聚会和小组
的活动，但由于新的工作环境和压力，难免得罪过弟兄姊妹。
2007 年 3 月，远志明的福音首映布道会在圣道堂举行，我在观看影片时，流下热泪，当
他呼召决志信主时，我情不自禁的举起了手，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一首《生命的河》，
生命的河， 喜乐的河， 缓缓流进我心窝。2007 年 4 月的复活节，我在中国福音教会受
洗，开始了全新的生命，同样的天空，同样的花草，我看到了造物主的奇妙。
2007 年 5 月母亲中风病危，我感谢罗牧师及全体弟兄姊妹的祷告，我回到家乡时， 母亲
已经昏迷了多日，我趴在母亲的床前，切切的向神祷告，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她慢慢睁开
双眼，我大声的呼唤妈妈，不多久，她可以慢慢认出我，也可以说出熟悉的家人名字，她
的健康逐渐好起来，感谢神，袮用大能的手，将我母亲从鬼门关夺了回来。
喜乐颂赞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
有盼望。“(罗 15:13)
神改变了我的性格，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换，祂让我学会了感恩和包容，一个工科男开始
变成一个文艺男， 在过去的两年内写下近百首散文诗，颂赞造物主的奇妙大工。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 14:17) 我看到了
中国福音教会的十多年的成长， 看到了弟兄姊妹之间的真情关怀，无论是病房，团契和
交流。感谢牧师及长老的关爱， 受洗后没有多久我积极参与了教会网站开发和教会的其
他（执事 6 年）侍奉。
2012 年 5 月， 我们全家回去看望，母亲身体和气色都很好。 附照片一张
38

全家福
（母亲：第一排左二， 作者：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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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estimony
Jeff Wang June 2012
I am 23 years old, and I have been a member of Chinese Christian Gospel Church
(CCGC) for almost half my life. I am constantly awed by the way God has used
this church to minister to its members, missionaries, children, and now
college-aged adults. There is no title for what I do here, but I have been the
unofficial Sunday school teacher and youth leader for the past 5 years;
however, CCGC has been more than a place of work for me. It is like a second
home, where I can find comfort and rest, where I can fellowship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m I have grown up with, and where blessings are
abundant.
How did I end up having such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youth ministry you made
wonder? The opportunity, or misfortune at the time, was given to me by my
pastor, King Lo. I was no more worthy to be called a respectable high school
student much less a youth leader. The inadequacy I felt was substantial, but
for some reason I did not turn down the appointment, neither did I openly
accept it. In retrospect, God's hands must have been eagerly guiding me
because I did not end up leaving this responsibility like so many others
around me. In the kingdom of God, everyone is equal and all members has a role
to play in forming His body, His church. I couldn't even begin to imagine what
grace meant at that time, but today, I know that His grace is what turned an
untrained and unrighteous child into a fruit bearing branch for His kingdom.
Miracles are God's specialty!
To those who are new in their faith, I can testify that I completely missed
out on Jesus for most of the time I claimed to be a Christian.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my belief in my life except at church. This is a stagnant faith,
meaning faith without action. This is the dangerous trap many Christians both
new and old fall into, thinking they believe in Jesus and being entitled to
eternal life. But what about the people around them? We cannot just be
Christians that disregard the need to make Christ known because that is not
what God recognizes as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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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so indebted to God for giv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find my way back to
Him, and this happened when I was at my weakest. At the beginning of my second
year university, I felt the emptiness of all that I was doing and trying to
achieve. It was the insidious desire for material success that led me to lose
trust, faith, and purpose in everything that I was doing. I was a believer by
mouth,
but not by heart. I decided join a Christian club and met a senior
student named Dan. If I was to describe him, I would say he's like a King
David to me: a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 Although, I did see his
imperfections, he showed me the nature of sin and just how much Jesus loves us.
He portrayed that love with enthusiasm along with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lub, and the hunger live out God's truths; They are not just the simple
fables I made myself memorize. Through that year, my faith grew and matured. I
understood suffering and carrying my cross for Jesus, and I experienced love
like never before.
Inspiration from love is what drove me to repent of my sins and come back to
our church to reform the way Sunday schools were run. I wanted the youths to
come to church not because of their parents, but because of their own
decisions. I wanted to show them the vibrant display of love Jesus so
desperately tried to give us. I wanted every person walking through the doors
of CCGC Sunday schools to feel welcomed and want to come back. It was
difficult especially when it was just Lisa (another student) and I that was
available to help. Resources were limited and the labourers were few; however,
the harvest was plenty. We were simply driven by our passion for Christ, and
the support we had for each other when we were weary from such a monumental
task.
It was easy to just give up, and the temptation was always a lingering problem.
I wondered many times when would my work be over? It is through this, the
blessings of God was able to come to fruition. I learned to have discipline
and to have focus in my tasks. I am not saying I was able to study
relentlessly like how a parent would like their child to do, but it gave me
the heart to accomplish my best for Jesus. If you are a parent reading this,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my only inspiration to study hard is because I
recognize the urgency of Jesus's commands and desires for us to grow to be
Christ-like. In the same way, that is how all of us should be striv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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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It is not because we will be able to have the stable job in the future,
the higher standards of living, or be able to own a house; It is because Jesus
would rather die than to watch us suffer for eternity. Jesus said that he did
not come to the world to condemn us but to save us, thus God alone withholds
the right to judge us at the end of our time. It is our job to encourage the
youths, who are our children, to want to change for Christ in order to love
our neighbours better.
In order to pursue Christ further, I also must challenge myself. It is not to
simply achieve more for Jesus but to see how much I can give for Jesus. This
summer I am pursuing a medical mission trip to serve the poor and needy. This
trip has so far revealed to me Jesus's true desires for us to help the needy.
Even though the poor will always be among us (Deuteronomy 15:11) we cannot
just give up like how it would have been so easy to give up earlier in my life.
The harvest is plenty but the need is great, thus what more can we offer to
Jesus than what we have been trying to achieve all the years of our lives? All
this is God's endowment for us, and we should not take it as if it is our own,
nor should we be consumed by it. I believe God will bless us with things we
cannot attain ourselves, thus
blessed is he who obeys the commands of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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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爱我家
Tina Jiang (蒋晨阳)
蒋晨阳)
当我和我妈妈刚刚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 11 岁，还不太懂事，所以作为我的监护人，
我妈妈不仅要为我找到学校，住所，还要尽作为一位母亲的责任将我培养好。 我们在温
哥华所踏上的第一步，还有以后的几乎每一个脚步都是由牧师和其他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
们一起牵扶着我们完成的。无论是对于我妈妈工作上的大事，还是家里的零碎小事，教会
里的人们都非常乐意地帮助我们。我的爸爸当时正在中国为了我们努力地工作着，父母亲
分居在两地，作为他们的孩子，我也体会到了他们的辛苦。妻子缺少了丈夫，做任何决定
都需要很大的勇气，而缺少了妻子，丈夫们也要学会去面对怎样一个人生活。上帝在此时
也非常地祝福了我们家，赐给我们牧师师母，张文新叔叔小魏阿姨，和袁霞阿姨作我们的
邻居，我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帮助我们：缺少车子的时候，需要组装家具的
时候，妈妈要出差的时候等。教会里的人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对待我们，让我们感到平安，
也不断地为我们的整个家庭祷告，让上帝来安排我们来加拿大的意义。
在来加拿大的这几年里，我体验过自卑而带来的痛苦和悲伤，总是沉浸在网络里，用
它来与现实隔绝。过度的自卑让我变得非常的敏感，当任何让我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总
是会立刻将我的愤怒爆发出来，通过喊叫来表达我内心的不满。但是慢慢地，在教会里的
主日学课上，上帝透过圣经的话语教会我如何去更加平静地面对事物，上帝让我理解到心
平气和地去面对问题总是会有更大的收获，这时候我与我周围的人们的关系也变得好了起
来，特别是和我的妈妈。以前我们总是会在一件小事上吵得不可开交，但是现在我知道吵
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会尽量保持沉默，等大家气都消了之后再谈。
三年后，在上帝的指引下，我的爸爸也终于来到了加拿大与我们团聚。起初他是在多
伦多的一个度假村工作，但是由于我不是很想离开温哥华这个熟悉的社区和朋友，所以他
只好迁就我，再次搬家，终于来到了温哥华。虽然现在我们的家庭团聚了，又搬入了一个
全家都满意的住所，这个家有时也会忘却上帝所说的话语，没有完全的跟随上帝所想要我
们成为的那种“要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一样”的人， 所以我们常常求靠上帝来帮助
我们的家庭。上帝在我们这个家庭分隔两地的时候祝福并保守了我们全家，我们母女俩最
困难的时候赐给了我们最好的邻居和朋友，在我爸爸一个人的时候也与他同在，他安排了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并教会了我们要忍耐，忍耐完的奖赏总是甜蜜的，等待着我们
大笑着与别人一同分享。
写于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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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刘建春
移民的 10 年来，也是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陪伴走过的 10 年，从茫然无信，到信主有望；
从夫妻分居两地，到一家人的团聚生活；从独生子女教育的诸多烦恼，到享受三个儿子带
来的家庭欢乐；无不经历了神的恩典和带领！经历了教会牧者和弟兄姊妹们在身边的鼓励
和帮助！
2002 年 2 月，终止了工作 10 年的青岛药检所化学药品进出口检验工作，移民温哥华，
20 天后先生只身回国，继续他在远洋运输公司的工程师科员的职务。举目无亲，面对着
语言的难关，一方面要有重新学习的劳累，回家又有管教儿子的 挫败感，信主前有太多
新移民生涯的辛酸痛苦，只能独自无奈地流泪 。
2002 年教会 5 周年庆的日子，在学医药助理的同学宋忆莲姊妹的引荐下，我和儿子
第一次走进中国福音教会。在敬拜后欢迎新朋友时，新移民的异地孤独感瞬间消失，感受
到了大家庭的温暖；7 岁的儿子也在主日学里开心地学习接触圣经的 教导。
起初的那段日子，神使用教会里认识的大学校友，经常带我去小组查经，还有一些布
道会。在一次的小组祷告时，当我一张口，唤出神的名时，就有种离家的孩子找回了家，
找见了爸爸见到了最亲的人的感觉，什么委屈都可以向他述说，什么需求 都可以从最亲
的人那里得到满足一样。悔改的泪与感恩的泪一起止不住地流。以前 内心有过的挣扎和
不安， 都可以拿来求神的赦免。那真是难以形容的一种释放啊！我直哭得哽咽不止，那
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回到了神慈爱的怀抱。
2002 年底，听儿童主日学老师分享说，7 岁儿子在新年愿望里提到：“求神给我一
个玩具；爸爸能信神；妈妈能找到工作！” 感谢神，到了 2003 年末，我有了一份稳定的
药厂工作；而先生虽与我们分隔两地，但借着网络聊天室，经常与其分享信主后的喜乐，
分享儿子成长中感恩的点点滴滴，也将福音传给在中国的父母亲。全家人一同祷告，感谢
神，各样事情交托给神，先生的价值观也有了极大的改变，越来越看重家庭的重要，我也
意识到自己做妻子所应拥有的品格，需要神时时地磨练和提醒！
2005 年，先生回温哥华探亲，入关时，移民官员提醒他再回去就会失去移民身份！
种种设想都在小组里有类似个案的朋友说服不可能的情况下放弃了，也考虑到我和儿子喜
欢这边的生活，先生毅然决定留下与家人在一起，从零做起。
先生在 VCC 学习柴油机证书的同时，晚上在快餐店送餐。奇妙的是，在他学习很繁忙
的时候，快餐店的生意却不忙，可以在送餐空隙有更多时间看书；更奇妙的是，就在他快
毕业的前夕，也给他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直到现在。当时他投过很多简历后，只有一份面试
机会，而面试后感觉不可能得到这份工作，直到面试后的第四天，提醒他写感谢信，并在
信中解释了面试时的几个问题，随后就接到电话约他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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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深知道这份工作完全是神的恩典！靠着神，先生在工作中解决了很多别人不能
解决的维修难题，今年先生还被评为明星员工！所有这些都是因着有神的同在和保守！
儿子也不再有过去一想到爸爸时的难过心情了！在教会里儿子非常喜欢看管比他小的
小朋友 ，还不时地在祷告中提到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弟弟妹妹。虽然当时先生还在学习中，
我的收入也不算高，家庭的经济状况还不算稳定，但当我知道怀孕的那一刻，感恩的泪夺
眶而出！儿子高兴得连生日礼物都不准备要了，因为他得到了神给的更好的礼物！
2007 年，在生完老二后，先生有了现在的机械师的工作，我也决定不上班做全职妈
妈。虽然经济上不宽裕，但知道投资时间在孩子和家庭中是非常值得的。在带孩子参加社
区的各种活动中，也接触了很多同龄孩子的家长，彼此交流沟通教育孩子的心得，慢慢地
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有更多的沟通，并把圣经的理念应用到教养孩童的方法传达给他们，
真的看到孩子的成长有很多的不同，能承担责任，自信，愿意分享。后来因为生老三终止
了教育局办的早期儿童教育证书班的学习，但以圣经的理念教养儿女和家庭关系为主题的
小组聚会一直没有中断，直到现在。
现在看到 10 年前令人头痛的顽皮孩童，因着神的引领看顾，因着有在教会中牧者的
关爱带领和家庭的支持，与同学一起创办了蓝丝带基金会，课余时间帮助残障儿童，并在
今年获得社区青少年特殊贡献奖；今年夏天他参加了文更中心举办的中国偏远地区的青少
年英语教学活动，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获益匪浅！相信并愿意他和他的弟弟们的未
来都可以被神使用，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祝福！
写于 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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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让我们遇见神
张少峰 王峥珉
《圣经》中记载耶稣在海上行走以及耶稣平静风和海浪的神迹，神迹告诉我们：主耶
稣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家客厅的墙上有一幅画：一只小
舢板船停靠在岸边，背景是广阔又宁静的水面；画的下方写着“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
就不怕风浪。”
1997 年 10 月，我们夫妻俩从中国移民加拿大。与众多的移民朋友一样，昨日是同龄
人中的“天之骄子”“社会精英”，转眼间如“虎落平原”，因欠缺英文或无本地工作经
历，我们无法找回本专业的工作。我的第一份工是在果菜店理货，挨老板骂：“连活都不
会干！”三个月后因手腕严重扭伤而辞工。含辛茹苦经营的电脑店，惨遭支票恶意跳票的
大损失---多少个不眠之夜，只在问自己：“为什么要选择移民之路？？？”
1999 年 10 月，大女儿 Cindy 出生刚七天就因病入院，走投无路之际我们向中国福音
教会寻求帮助。潘长老夫妇、胡玉姐妹等天天探望我们，用《圣经》的话语鼓励我们，带
领我们祷告。医院内设有小教堂，每当我跪在十字架前向神呼求时，我真实地感受到：神
在侧耳倾听，神在擦去我们的泪水。住院一个月，Cindy 被奇妙医治的疗程，正是我们遇
见神，认识神的过程。2000 年，我们夫妻俩决志受洗成为神的儿女。2004 年 7 月，小女
儿 Mandy 平安健康地诞生。2010 年 12 月，Cindy 决志受洗。
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告：我们无悔于当初的移民选择！因为当我们遭
遇风暴时，我们遇见了平息风浪的救主；奇异恩典下，我们的心欢喜快乐，我们的灵放声
歌唱：哈利路亚！
2005 年 6 月，我们开始从事快餐生意。神让我们在职场中学习敬畏神仰望神的功课。
感谢神！时隔六年，我又可以参加主日敬拜，参加团契小组的活动。在团契里，我积极参
与读经分享；峥珉长期参与教会儿童主日学的事奉；Cindy 也在团契中参与照顾小朋友的
事奉。
前方仍会遇上风浪，由主耶稣掌舵，我们的小舢板船将乘风破浪不断前行！
写于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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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张文新
我们一家三口于 2004 年初第一次来到中国福音教会，感谢神，我们很快就蒙恩得救。
同年 4 月复活节，我和妻子小魏受洗归主，成为教会大家庭的一员。回顾过去八年来，我
们看到神的恩典如同馨香的膏油不断地浇灌下来，真是“主恩丰盈，福杯满溢”。感谢神，
他赐给了我们一个充满爱的家，在主里渐渐长大，到今年年底将变成六口之家。
四岁的小女儿 盈盈刚刚学会骑自行车，每天都吵着要我带她去骑车，她摇摇晃晃地
在小学的操场上转圈；一转头突然发现七岁的申申踢足球踢得有模有样；抬头望见十二岁
的乐乐在篮球场奔跑上篮。看着孩子们每天取得点滴的进步，我们心中欢喜快乐，也充满
了感恩。假如我们当年没有来到教会认识主，我们很可能没有机会享受这样的快乐。有人
说，温哥华生活费用高，养不起孩子；还有人说养儿育女投入大，回报低，不划算。我们
说，生儿育女不是我们父母的作为。我们最多是作牧人、当管家；同时又作观众，见证神
的作为。我们的神看顾天上的飞鸟，装扮野地的百合花，岂不更宝贝他的儿女吗？我们认
为，父母对儿女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儿女交托仰望给神，也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教
养儿女。父母的失败，往往是因为违背神的旨意，按照自己的心意和世俗的风气教养子女。
在我们这个没有绝对是非标准的后现代社会里，世俗的道德伦理日渐堕落，赌博、卖
淫、吸毒、同性婚姻等等神所憎恶的罪，不但渐渐合法化，甚至成为时尚；政商学界的领
导人贪污腐败欺诈已经不是新闻。在民主国家里，民众道德的堕落使加拿大社会有话语权
的重要岗位逐渐被非基督徒占据，基督徒被边缘化，影响力逐渐丧失，这又进一步导致道
德堕落，形成恶性循环。社会环境给父母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只有依靠神的话，也要靠
教会的弟兄姊妹互相扶持。英语里有一句名言“It takes a community to raise a
child”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社群）。 感谢神，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社群。
中国福音教会在努力传福音的同时，特别注重对下一代的培养。牧师、师母和同工们
对少年儿童事工上付出的心血，已经结出累累硕果。最近，我们高兴地看到年轻的 Jeff
弟兄要去印尼宣教，Jerry 弟兄等去中国贵州宣教。教会又聘请了专职的青年牧师。孩子
们代表我们的未来，我们对未来抱有希望。所以，愿神的儿女“生养众多，遍满全地”，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写于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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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朱绍芬
我出身于高干家庭，父亲是 1954 年的海军少将，在他退休之前，已是兵团级领导干
部。母亲是国家 17 级干部，我从小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学习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无神论的教育，这些在我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2007 年我来到
温哥华，在一位好邻居的带领下，走进了中国福音教会，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教会，不
认识，不理解，不敢接受。因为对教会没有真正的实质性的接触，对教会的任务、宗旨、
作用都不甚了解。但是到了西方国家，出于一定的好奇心，很想去探索，因为宗教在世界
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很了不起的作用，至今人们还在接受它。
我在思想上不认识， 是因为它和我所受的教育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所以我的
第一个问题是，基督教所说的“神”在哪里？看不见，摸不着，是虚无缥缈的，这怎能让
人接受呢？这是地道的唯心主义。在第一次参加圣经初级班学习时，我提出很多问题，甚
至是为难、责问，我讲述上帝不存在，是人们创造的，总之是非常反感。第二，上帝认为
人生下来就有罪，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自认为受过良好的教育，一生中做好事，没有做
过坏事，怎么会有罪？错误会有，但没有罪。我对基督教的“罪”没有认识，于是在查经
班上每每和人辩论。我想我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接受基督教，接受洗礼的，仅仅是参加一些
活动而已。
但我是社会中的人，思想不能空虚，不能孤独地在国外生活，尤其我是一个性格外向，
开朗活泼的人，不甘愿寂寞的人，应该走进社会，在社会活动中重新认识新的问题，所以
在新朋友的指引下，开始参加中国福音教会的活动。我在参加活动中交新朋友，虽然思想
认识不同，但我还是继续参加查经班，与基督徒们交谈，一起学习，慢慢地也觉得有了兴
趣，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思想上还是格格不入。
但圣经中的光还是照亮了我， 这就是耶稣说的爱。神要我们去爱，去爱世人，这个
“爱”字照亮了我的灵魂，让我对教会有了认识，有了一定的情感，而且与我一直以来的
家庭教育是吻合的。我的父亲在上小学、中学时，在冯玉祥办的学校读书，就接受了基督
教，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当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黑暗，和水深火热的苦难
生活，让他在耶稣基督的“爱世人”的教导下，走上了革命之路。正是因为本着“爱世人”
的思想，他勇敢机智地从事长达十年的地下工作，并参加了抗日战争，第三次革命斗争，
做出重大贡献。在解放后，为建立新的人民海军，他始终努力奋斗。他的爱国家，爱人民，
努力忘我工作的精神深深影响和教育了我，我从事三十三年的教师工作，爱我的学生，刻
苦努力，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获得一定的荣誉。我从不考虑工作性质的高低，努力圆
满完成教学任务，多次受到表扬。神对我讲“要爱世人”，这正是我多年的追求，正是我
的信仰所在。人是不能没有信仰的，因为人的身、心、灵是存在的，没有信仰，灵魂是空
虚的、没有方向的。从那一刻开始，我对神有了好感。再学习圣经，开始慢慢清醒，领略
到神的伟大，让我折服，他的力量让我信服， 他的奇妙作为让我佩服。在教会活动中，
看到兄弟姐妹那样友爱，那样和睦相处，也感动我，我原本那颗顽固的心动摇了！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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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师母及时拉了我一把，她问我为什么不跨进这道门槛，感受会完全地不一样！我才有决
心，接受洗礼，做主的门徒！
在接受洗礼后，第一次参加 Edmonds 小组的迎新会，在互动中，我深深体会到教会中
弟兄姐妹们的深厚情感，很多姐妹对我说，朱老师，你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找我们。
这么多人的关心和呵护，让我体验到主爱大家庭的温暖、热情和善意。我洗礼后，再回到
教会主日敬拜，我感到特别轻松，完全丢掉了以往的约束感，我想我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
再也不是一个客人了，心情之愉快真是难以言表！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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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赵健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实的，是活着的，是永生的神。我们所传讲的那借着主耶稣基督
赐下的福音是慈爱的，是大能的，是美善的。
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过是自欺，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过是自我安慰，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过
是空虚时候虚妄的慰藉，那么，朋友，在我们胸中那时时涌动的平安，就是我们在这世界
为主所做的活的见证。
如果你未亲自体会这平安的滋味，也许你永远不会明白。但借着其他人生命的巨变，
你也许会发现这平安的与众不同。我们心里的这份平安不属于这世界，它在苦难中散发芬
芳，在威胁面前坦然屹立，它不随我们的境遇或近或远，也不因我们的财富成就或亲或疏。
它是来自这世界唯一真神对人的祝福，它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祂之人的礼物。
其实，我们并不是生来就知道有神的，从前虽然我们心里空虚，但不知道到哪里去寻
找，虽然我们灵魂渴望圣洁，但污秽的我们总是随着自己的心意将神的形象玷污。但是神
的慈爱就在我们这卑微的罪人身上显明，祂就是让我们这些渺小的生命，在祂的圣洁的光
辉照耀下看到自己的污秽、丑陋。当我们认罪归向祂，祂就无条件的爱我们，让我们在祂
的永恒中有份。当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竟然敢在众人面前高声赞美祂、大声宣讲神的福音的
时候，祂就在我们的信心中得荣耀，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我们不过是那器皿，是神自己在
做工。若不是祂，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荣耀归给至高神！哈利路亚！
感谢神！祂的慈爱永不改变！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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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沈小峰
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
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蒙神恩典，我们全家 2009 年登陆温哥华，2010 年在选房时，特别奇特，我看了几个
都没抢上，当时在候选中也有 282 这个房子，但被我划掉了，后来又有一个经纪还是顺便
带我来看了，当时就把我吸引了。冥冥中是神的安排。买下以后遇到很多试诱，包括重建
后也有要高价买的，我们都没有放弃这神所赐的居所，我的窗户正对望着教会的屋顶，时
刻让我们纪念仰望主。设计建造时，我还不是基督徒，只是去过朋友家的一次查经，但受
圣灵的引领，我就一直想把客厅建成敬拜查经的场所，包括设备设施钢琴一切就像是为神
预备使用的器皿。后来当我们全家认识主，并经历了各种神迹之后，我更加坚信这是神的
安排，特别是听了冯秉诚牧师的讲道解开了我们心中很多的疑惑，让我们坚信主是唯一的
真神。就在这期间税务局来信让我们交五万元房屋过户税，原因是我们夫妻之间做过一次
房屋更名，但税务局不认可我们是自住房，提供的证据他们也不采纳.我们找律师要打官
司，我们也祷告求主还我们公正。正巧冯牧师来温哥华布道，我和太太商量为冯牧师奉献
500 元钱。结果，冯牧师到温哥华讲道的那天上午，我们收到税务局的信说可以不交五万
元过户税了。我们真是感到神的公义、公正。满心欢喜也不用打官司了，况且官司的输赢
都不一定。我们连续听了三天的讲道，非常好，我们奉献了 610 元。为支持冯牧师的事工，
还买了他的一套光碟。
接着 7 月份我们参加了夏令营，连续三天听赵言慧姐妹的关于婚姻与家庭的讲道。奇
妙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就在我们最后一天去听讲道前，我一出门就在车库门前看到一叠
钱一共 620 元。我们一家三口从大门经过只有我看到了，这时我的灵里对我说你在家中是
蒙福的，他们看不到的你能看到，所以你要签勇士承诺，在家中做属灵的领袖，带领全家
侍奉神。后来到了营地我本不想把这钱捐出，但是灵里感动，不但把这 620 元全都捐出去，
还在最后一刻上台做了见证。后来我一想这 620 元不正是上次冯牧师来时我捐了 610 多元
吗，神又重新赐给我，让我做了这个荣美的见证。
8 月份我们全家受洗，受洗后我们请来教会王心毅传道和徐建弟兄来我家看是否合适
开查经班。但我家中原有几个佛像，因为我太太家原来信佛，她母亲特别从中国带来，我
们一直不知道如何处理，直到王传道他们来的前一天，我太太说撤掉佛像吧，我欣然地撤
掉了。当天夜里我竟在梦中哭醒，梦中我们一家三口站在三个白桌子上突然倒了，结果我
太太死了。后来我又睡了，在梦中看到她在我的怀中被摇醒，她脸上闪着荣光，更加美丽。
第二天王传道他们来时我们分享此事，他们分析是，我太太原来的老我已死，现在信主给
她新的生命。后来我们家查经班开了，大家都很喜乐。我们家对面就是公园，停车也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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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最多时来了 17 个人查经，是我参加教会小组查经人数最多的一次。后来又在我家里
开设基督教在中国的讲座，每次都来很多人。
当你把全身心奉献给主、侍奉主，主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恩赐。我们努力地为教会
带来慕道友、传福音。我们带着毕姊妹一家七口到教会，文利一家三口，还有于姊妹和她
的朋友。看到他们能来我们打心里喜乐，为他们祷告。我们还在家中请朋友和信徒来听我
们全家的见证。特别是毕姊妹的父母，我们把冯牧师的光碟送给他们看（我买的光碟看来
是神早有预备的），没过一个多月他们老夫妇决志信主了，我们知道后全家为他们高兴。
我们还特别为他们举办了一个庆祝会，正值春节，有 40 多人来我家庆祝，神的恩典真是
数不胜数。我们没为自己求什么，但神的恩典又一次临到。就在我们庆祝会结束后，突然
接到经纪的电话，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原来我们买的一块地，买之前说可以开发城市屋，
买完了又说不行了。现在说是可以申请建公寓，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一直也没有求神，
今天神将平安赐给祂所喜悦的人。
有一天我在房内祷告，当我说完求主保守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凡是信靠祢的和侍奉
祢的都赐他们平安幸福喜乐，忽然听到一声“哈利路亚”！我吓一跳，拉开窗帘向外看无
一人，只听到屋顶有鸟飞过的声音。我当时并不知道哈利路亚为何意，到教会我问潘长老
他告诉我是希伯来语赞美神的意思。但我平时也祷告，只是为自己和一些弟兄姊妹的事项
祷告，那天我是为全教会神的子民祷告，可能是蒙神喜悦赐我听到这句话。我万分感恩，
我和我的家必定信奉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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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李琪
每当清晨看到女儿熟睡的面孔，我就感到无比的幸福！在女儿 16 岁的生命成长历程
中，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深爱着她。我亲历了女儿从死亡的边缘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从
心底由衷地赞叹———“感谢你，上帝！”
事情要倒退回 2015 年 11 月，刚到加拿大高中留学的女儿 CICI 突发脑出血，生命垂
危。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我们顿觉天要塌了，那一刻，我们体会了生命的脆弱，做为父
母的渺小和无能为力。
由于 CICI 病情严重，医生无法对出血点实施有效止血，但止血是生命得以存活的保
障。当我们揣着一路上想到的各种不测抵达温哥华时，得知孩子生命保住了，血是自然止
住了。冥冥之中感觉到有一个神奇的力量将 CICI 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CICI 所在学区的一位陪读妈妈得知孩子情况，自发地组织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为孩子
做祷告，CICI 很快拔掉呼吸机恢复自主呼吸，渡过危险期，转到普通病房。那时，我认
为一定是上帝大能的手托着了孩子，我多么想靠近、认识、感谢祂。
在国外突发重病，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承担的。然而，我们得知
CICI 的医疗保险在她留学满 3 个月后刚刚正式生效，而且后续复健治疗也纳入保险范围
内，我们终于松了口气。
随后孩子转到康复中心接受复健，在此期间，监护人的朋友赵冀蜀老师经常来看望我
们，给予我们精神、生活上很大的帮助。她告诉我 CICI 是个蒙福的、上帝拣选的孩子。
她带我们来到教会，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当圣乐在耳边回荡时，我们感到心灵无比的宁
静和祥和，内心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此后，教会的长老、师母，弟兄姊妹经常看望我们，
解决了我们独在异国他乡生活困境，让我们感觉不是一个家庭在孤军奋战。虽然我们最初
经历温哥华多雨的冬季，但很快就迎来的温暖明媚的春天。
CICI 从最初的命危、偏瘫、失语、失忆、无法吞咽到逐渐的坐立、站立、行走、进
食、记忆力恢复，象闯关一样一步步地走过来。我从最初的绝望，不愿相信事实，到焦虑
叹息，到感叹上帝给予我们巨大的恩典、怜悯，心境也逐渐打开。是主在我们一家危难之
际拯救我们的女儿，拯救我们一家。于是决志信主，跟随主，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于
是在 2016 年复活节，和女儿受洗，以我们的亲历见证神的大能和荣耀，传扬神的美名。
感谢神！在 CICI 经历同龄孩子难以想象的病痛时，神赋予她一颗平和、喜乐、满足
的心。她并没有认为自已不幸，自暴自弃，而是认为自已被神所眷顾，并获得重生，是幸
运的孩子。她说：“我的病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上帝选择了最佳的时间让病发作，让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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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享受到优越治疗和康复条件。神多么地爱我们呀！”因此，在她远离学校的日子里，
她积极乐观地康复，把生活安排得多姿多彩，她深信神会将真正的平安赐福给她。
在温哥华的日子里，美国学习的外甥女 Yi 来看望我们，我带她来到教会，她分享了
当时的精神困惑。师母告诉她：“耶稣在寻找你，祂在扣你的心门；耶稣宣告祂就是光。”
带着对神的一知半解，Yi 回到美国，参加当地圣经小组和周日礼拜。上帝不知不觉改变
了她的心，虽然与主共进退的日子里，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神无条件无边界的仁爱，让
她寻到了在属人的世界里不能找到的愉悦和幸福。她在 2016 年圣诞节受洗，愿意让主耶
稣做她的王，做她的救主。
虽然 CICI 生病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我们认识了神。在祂的引领陪伴下，我们走出
了黑暗。未来前方的路还要面临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必有祂的
安排和美意，神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也不焦虑，以平和喜乐的心迎接每天的
到来。我们深信：一切神自有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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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改变
陈涛
我们全家是在 2009 年 4 月 30 日正式移民搬迁至温哥华。我记得那个时候，天气还
非常的阴冷。我们全家带着兴奋，憧憬，和些许的迷惘，放弃了上海的一切，开始了加国
的移民生活。
重写自己几十年的人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以前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各方
面还是挺有优越感的。来温哥华前，我在一家美国 500 强公司任职亚太区销售总监，虽然
工作压力非常大，但看着自己的高付出，换来好的房子，好的车子，和亲戚朋友们的羡慕
的眼神，也为我带来了非常大的成就感。所以，我太太也就辞去工作，全心全意照顾家里
和孩子。除了出差在外的日子，公司日常工作的节奏也很紧凑，每天下班回家，除了吃晚
饭的半小时，我和太太交流一下之外，基本上我都在书房处理工作上的问题。虽然我很爱
女儿，每次出国回来，玩具，衣服，鞋子，零食，我都会记得买给她，但我很少有时间陪
她。
来到温哥华后，我没有急着找工作，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对金融及投资理财方面很感
兴趣，所以，想先了解下，再作打算。于是，每天就有了很多时间陪女儿和太太。直到有
一天，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在闲聊中，谈起了有关投资理财的事宜，于是，一个转折点
出现，让我找到了理想的理财顾问的工作。
工作是我热爱的行业，但起步却并不顺利，中国古话说万事开头难，当时真的应验在
我身上。我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环境，陌生人之间的冷漠及怀疑。
加上那段时间，我太太和她父母之间也在闹矛盾，连带着搞得我们这个小家也鸡犬不宁，
烦躁不安，眼泪和争吵时常陪伴着我们。
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千真万确。当我和太太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维系这种生活，当绝
望笼罩着我们的时候，神却来找到我们，挽救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感谢主那
宝贵的救恩。
那时，我有一个信主的同事，我跟他聊起我的心事，他很认真地倾听，并且为我祷告。
我本是无神论者，我太太信佛，所以，我只需要一个倾诉对象，但并不信他说的耶稣。从
我以前争取的一切来看，人不靠自己，靠谁啊？但时间一长，我真的有些扛不住了，每天
回家，太太的脸色也不好看，家里乌云满天，摇摇欲坠。于是，我就试着去教堂，希望有
些收获。神就把我带到了中国福音教会，一个改变我和我全家生命的地方。
我于 2011 年复活节受洗以后，把圣经带回家，但并没有勤于阅读。我太太还在照旧
拜佛，我想让她去教堂，但也说服不了她，她根本不理会我。那时，我参加了阿岚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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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每次有小组活动，阿岚总是让我邀请太太参加。但她一直不肯去，直到去年 7 月底，
小组有聚餐活动，抱着去散心的想法，我们全家一起参加。那次，阿岚跟我太太聊了很久。
后来，她又给了我们很多远志明，张伯笠布道会的光盘，让这些神的仆人，使我们了解更
多的关于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
之后，我们教会的一些姐妹也常常开导我太太，发邮件给她，把福音的讯息传给她。
我也开始认真地研读圣经，并且，在网上订阅了每日箴言和每日亲近神，也为我太太订阅，
让她也可以聆听神的福音。她因为跟父母的关系不好，也很受困挠，几乎崩溃。后来，我
太太跟我谈起这些，非常感慨，她说，感谢主，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将一辈子活在苦毒中，
一辈子被罪捆绑，神给了我们真正的释放与自由。去年，12 月 18 日，她和女儿一起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一名基督徒。感谢主，哈利路亚！
现在，我们每天读神的话语，每天带着女儿一起祷告，我们一家在短短的时间内，都
成为基督徒，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马可
福音 10：27）。现在，我和太太也开始学习参与团契及教会的侍奉，愿主赐我们全家谦
卑受教的心， 让我们信靠他，了解他，認識衪，愛祂， 跟隨衪。做主忠实的门徒。

写于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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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林梅
1998 年，我同我的丈夫和女儿从中国北京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之前，我在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外语部任英文教授。我丈夫是一位中国画鉴定，收藏家，成功的商人。
初来温哥华时，闲适，优裕的生活；优美的自然环境让我觉得是在度假。全然没有
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心简单明确：照顾女儿的学习和生活。我先生的生意虽在北京，但
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温哥华，我们可以享受完整的家庭生活。
来温哥华的最初三年里，我对教会采取回避的态度。原因有二。首先，我认为基督
徒都是一些道德水准极高，无私利他高尚的人，而我没有这么高的德行，也不愿受到任何
教规的约束，所以敬而远之。 其二，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唯恐去教会会占去我很
多宝贵的时间。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觉到精神上的空虚和孤独。移民前，我曾是一个每
日忙碌，充实，极具事业心的职业女性。来温哥华后却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心
理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我为提高、充实自己，花两年时间在 SFU 读了一个教育学硕士学
位。可仍感空虚无助，整天郁郁寡欢，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丈夫、孩子身上，人变得敏
感易怒，为一点小事和丈夫吵架，看不得孩子有片刻的闲暇。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所做的都
是对的，而他们不懂我的爱。 我无法控制自己焦躁不安的情绪，我曾阅读大量的“心灵
鸡汤”，虽阅读时内心有暂时的平静，但过后仍然空虚，孤独。心灵的饥渴使我迫切地寻
求精神上的食粮。
主耶稣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扣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
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太 7：7－）。正在这时，
邻居搬来一对叫做 Bill 和 Evelyn 的中年夫妇。在 2001 年除夕夜，我被邀参加他家的
party，来宾有 60 多人。除了几家邻居外，这些人全部来自 Richmond Alliance Church 。
他们待人非常友善，真诚，让我倍感亲切。于是，在 2002 年的第一个主日，我就随 Bill,
Evelyn 去了教会。我参加了 Alpha 课程，明白了基督教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基督
耶稣是谁；神如何带领我们；教会的角色等等。我在这个课程上作了决志祷告，除了每个
主日的礼拜外我还参加每周一次的查经班，作为 Alpha 组长助手， 连续参加 Alpha 课程
若干期。
主耶稣的话如生命的活水浇灌着我饥渴的心灵，我得到极大的饱足，真正体会到经
上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 4：4）。2002 年
的 12 月 1 日，我受洗，向世人宣布我是主耶稣 基督的追随者，一生背起他的十字架。
信主以后，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心底里产生出一种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平安。
心中充满感恩，喜乐和温柔。从以前的自私变得乐于助人，敢于牺牲，热心侍奉；胆小、
依赖变得勇敢、独立；急噪、易怒变得温和、忍让；抱怨、指责变得凡是感恩、容忍。
我活跃在教会的侍奉中；热心社区活动；曾担任列治文美术馆董事四年之久。我人生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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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得乐观、向上。家庭生活中，我变成一个温柔、体贴、勤快的妻子；一个善于理解，
鼓励、支持、极具耐心的母亲。家人和朋友惊奇地发现，神带给我生命中奇妙的变化。我
积极地向亲人、朋友传递福音，介绍他们参加 Alpha 课程， 带领他们去教会，衷心盼望
他们能得到主耶稣的救恩－这份最宝贵的礼物。
感谢天父使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感谢他给予我全新的属灵生命，我将一生一
世跟随主耶稣，依靠顺服，为主所用。 一切荣耀感谢归主耶稣 基督！
写于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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