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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 
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 
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翰福音 4:13-14; 7:37-38                    
                                                                                                                                                                                                                       

 
 

2021 年教會主題：“學基督的樣式；活出豐盛生命”（ 太 11：29）。 

   
 
               

 

 

 

                                       

 
 

文/吳國華牧師  
 

       
（詩 42：1-2） 

神啊，我的心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 

我幾時得朝見神呢。 

 

 

       我們渴慕神，因為神能滿足我們心靈的需

要，好像水能解決，滿足鹿的需要一樣。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解決了我們的罪，只要投身

在主耶穌寶血贖罪的泉源，撒但就無法勝過我

們。好像鹿被獵人追逐，只要跳進溪水中獵人就

不能追逐它。 

 

       我們在亞當裡的罪人是在撒但權下，只有信靠

主耶穌基督，撒但才無法轄制我們了。（約 4:13-

14）：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

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

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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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渴慕神，因為祂是永生的神。在祂有生

命，就是永恆的生命，這生命帶給人永恆的盼

望。對人生的苦短有体會，必會對永恆有所渴

慕。認識神的人會渴慕神，經歷過神的人更會親

近神。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遇上靈性的低潮和氣餒的時

刻。我們若向內看，不單沒有幫助，反會帶來更

多挫折感。向外看，週遭的環境，也沒有助益， 

因為環境會改變，人也不能持久可靠。祇有抬頭 

仰望神，才是唯一的保證，有幫助有出路。 

 

       因為神就在天上，祂明白我們，祂永不改變。

當我們仰望祂，渴慕祂，傾訴於祂時，祂便叫我

們從罪的深淵中拯救出來。  

 

 

           （詩 42：11）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應當仰望神， 

   因我還要稱讚祂，祂是我臉上的光榮， 

                          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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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懋平     By David H Lee 
 

                      所盼望的遲延未得，令人心憂； 

               所願意的臨到，卻是生命樹。(箴言 13:12)   

 
   
  隨著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一波又一波，人

們恢復正常生活的期望變得渺茫。對於基督徒，

危機中的盼望的是什麼？ 在憂傷時，聖經教導我

們如何堅守信心，保持心中的喜樂？ 

 

       人們的生活充滿了矛盾，自信可以控制未

來，但確不知明天會發生什麼。每一天人們都繼

續常規的生活，認為自己的勞動和詳細計劃會得

好的回報，似乎每一天都像預測的那樣過去。然

而，意想不到的自然災害提醒我們，一生計劃可

能在一夜之間發生強大變化。那些沒有受到影響

的人繼續認為他們是自己生活的唯一主人。但這

場大流行病對地球上的每個人都造成了重大打

擊。心理上，確實地我們都非常有彈性，因為上

帝在我們的基因中植入無窮的希望。 傳道書 3:11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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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始終相信明天會更好，不管情況如

何。  

 

       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我記得總是期待過每 

 
 

 

年的生日和度暑假 ; 生日有蛋糕和禮物；暑假放學

可休息旅遊。隨著成長，期待變成好的學校，工

作，伴侶和機會 ; 雖然不知何時能夢想成真，但希

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耐心來完成，更期待可盡快

實現。 

 

       最近一項關於美國夢的調查顯示美國人的前

五個願望是 : 第一，擁有自己的房子 (56%) ; 第

二，擁有汽車 (53%) ; 第三，有自己的家庭 

(50%) ;  第四，自己創業 (43%) ;  第五，還清學

生貸款 (40%) 。 仔細看，這些願望都與物質成就

和金錢有關，好像它們是幸福和滿足的唯一衡

量。但當我們真正實現這些夢想時，難道真的會

全然滿足 ?  一首名為「盼望」的詩歌講述了生活

的真相: 

 

       萬家燈火在閃爍  

       好像不停在訴說  

       千萬人生命中  

       悲歡離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戲  

 

Hope D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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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終人散的時候  

      心中的盼望到永久 

     天越黑 夜越深  

     星星越照亮夜空  

     好像我心中的盼望  

     越黑越閃亮  

     我知道 有一天  

     黑夜將成為過去  

     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照亮永恆的盼望 

 

        沒有人喜歡耐心地等待，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感覺真好。一但期望被延遲多久時，心中可能會

感到失望和幻滅。在某些情況下，長時間的等待

成為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與身體疾病幾乎沒有區

別。這種情景正是所羅門王所說的「所盼望的遲

延未得，令人心憂」的確切含義。 

       遲延就像被困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這可能

是年復一年代禱得不到回應，一直找不到工作，

長期與癌症鬥爭，無法阻擋的抑鬱情緒。當我們

急切地希望某件事實現時，確一直被推遲，心靈

就感到不適。經文中的心這個字不僅體現了精神

或情感，而且描述整個人的內在。心碎導致 

抑鬱，焦慮和實際的身體疾病，連靈魂也枯竭。 

 

         

        箴言 13:12 的第二部分是盼望遲延的對比：

「所願意的臨到，卻是生命樹。」 生命樹代表生

命的更新的精神的煥發。當祈禱得到回應時，心

靈就受到鼓舞。當得到渴望的好東西時，靈魂就

甦醒。箴言 13:19 重申這觀點：「所欲的成就，

心覺甘甜。」 

 

       雖然得到自己想要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

不能讓對滿足的追求成為犯罪的誘惑。有信心的

等待是親近神的好機會，信靠祂，讓祂在我們心

中作工，增強我們的品格。聖經教導 「凡等候耶

和華，心裡尋求祂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 (耶利米

哀歌 3:25) 。」應將這漫長等待的時間視為轉向

神，並在我們的軟弱中依靠祂的機會。通過盼望

的遲延讓自己與神有豐富的相遇，接受主為生命

中唯一的救贖和希望。 

 

       當所盼望的遲延未得讓你的心感到不適時，

當轉眼仰望耶穌。 

 

      你心靈是否煩惱困苦？不見亮光，黑暗滿佈？ 

        仰望主耶穌就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潑豐盛。 

 

        主已從死亡進入永生，我們隨主同享生命， 

        我們不再被罪權捆拘，因靠主已得勝有餘。 

 

        救主的應許永不改變，信靠祂萬事蒙恩典， 

        快去將祂全備的救恩，傳給瀕臨死亡世人。 

 

           當轉眼仰望耶穌，定睛在祂奇妙慈容， 

   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顯為虛空。 

 

    （李茉 Helen Howorth Lemmel. 1864-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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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鄔小琤 

 

      大家都看見我

體型比較瘦。不知

道的人大概以爲我比較注意飲食，以保持苗條的

身材，其實我身體瘦弱是因為有胃病的緣故。我

上中學時消化就不是很好。上大學後吃得不合適

了就會胃痛。年輕時在北京友誼醫院做胃鏡檢

查，確診我有慢性萎縮性胃炎。正常胃黏膜有很

多腺體分泌消化酶，我的胃黏膜由於腺體萎縮，

胃酸和胃蛋白脢分泌不足影響消化功能。胃的毛

病一直伴隨着我，時好時壞。  

 

        2017 年我負責一個十年項目的經費申請。因

爲要通過競爭才能爭取到一千七百多萬美元的聯

邦經費，技術和預算方案必須寫好。在不到兩個

月時間裏除了日常工作，還需要寫出幾百頁的技

術方案和預算以及三個分包商的技術和預算方

案，工作强度很大。感謝神，其申請順利提交並

拿到了經費。 

 

        但因過度勞累，我的胃病變得更加嚴重 -胃

痛、腹脹越發頻繁。我做過多次胃幽門螺旋桿菌

（Helicobacter Pylori）檢查，都是陰性，不需

要吃治療治螺旋桿菌的藥。因爲萎縮性胃炎胃酸

低，我的胃病也不是抗酸藥的適應症，所以說西

醫對我的胃病完全束手無策。於是從 2017 年 11

月份開始看中醫、吃中藥調理。我的胃病屬於疑

難雜症類，中藥調理是有一些效果，但是需要根

據用藥後的情況及時調整各種中藥成分。可是往 

 

返休斯頓看中醫太花時間，無法經常去。也許是

調藥不及時，往往是一些症狀減輕了，另外的症

狀又加重了。中藥越吃越多，身體的問題越來越

大；三天兩頭腹脹、惡心、因胃痛晚上睡不好

覺。身體變得越來越寒，盛夏季節都會感覺腿特

別寒涼。感冒也成了家常便飯，幾個月就感冒一

次。因爲怕引起胃痛，很多食材都不再敢吃，飯

量也大大減少。到了 2019 年夏天，本來就很消瘦

的我體重掉了 10 多磅。誰見了我都說：“你怎麽

又瘦了?”自己也感覺以前穿著合身的衣服，現在

穿著很寬鬆。2019 年九月初做胃鏡檢查，發現胃

的炎症情況的確比一年前的胃鏡結果更差，於是

下決心停了吃了一年多中藥。可是我的胃的問題

還沒解決，下一步怎麽辦? 當時真的感覺很焦急。

於是在教會的禱告會上請求弟兄姊妹為我禱告。

主日崇拜後也請師母專門為我的胃病禱告。 

 

        不久一個神蹟發生了。2019 年 9 月 22 我和

先生去參加教會 Metairie 家庭小組聚會。餐後分

享時我講了我的萎縮性胃炎及受胃痛折磨的經

歷。在場的文健弟兄即刻問我有沒有吃過一種叫

摩羅丹的中成藥，他說這種藥對萎縮性胃炎有特

效。當晚微笑姊妹給我發微信把摩羅丹的藥名打

給我看，並說如果需要他們可以幫忙找渠道從中

國寄過來。收到微笑姊妹的微信後，我馬上上網

查詢，瞭解到摩羅丹是由 18 味中藥按照“君臣佐

使”的原則配伍的有效治療萎縮性胃炎的中成

藥。其中的君藥百合、石斛、麦冬、玄参可以滋 

 

 

的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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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胃陰、清熱涼血。而臣藥蒲黃、三七、川芎、

當歸可以活血化瘀、通絡祛腐生肌；白術、茯

苓、雞內金能健脾利濕消食。  佐藥茵陳、九節菖

蒲、澤瀉、地榆利於清熱化濕，利水消腫； 使藥

白芍、延胡索、烏藥可以調理氣機，行氣止痛。 

摩羅丹的功效（滋養胃陰、活血化瘀、通絡祛腐

生肌、健脾利濕消食、調理氣機，行氣止痛）真

像是專門針爲我開的藥方，跟我的病情完全對

症。我又查到中國中醫科學院 2016 年做的臨床研

究的報告，證實摩羅丹對沒有螺旋桿菌感染的萎

縮性胃炎有特效。感謝神，文健弟兄和微笑姊妹

很快幫我從中國買來了摩羅丹，於是 2019 年 10

月中我開始吃，吃了一個禮拜就開始見效。胃

痛，腹脹，噁心等症狀很快減少。慢慢地也能吃

原來不敢吃的米飯，蒜蓉炒菜，豆類，山藥等食

物。經過一年多的調理，體重也回復了正常。   

 

        我相信我的萎縮性胃炎得到醫治是神的作

爲。許多年來我找過很多中醫，也吃過不少中

藥，效果都不明顯。可神就是這麽奇妙，用摩羅

丹這樣普通的中成藥治好了折磨我多年的胃病。 

爲此我真是感恩不盡。 

 

        神在我身上所行的奇妙醫治讓我學到不少的

功課：(1) 無論我們身體有什麽疾病，除了看大夫

外，要堅持不斷地禱告；(2) 當祈求的事情沒有得

到所期望的結果時，我們常常會失去對神的信

心，不再繼續祈求，魔鬼在這時就會乘虛而入，

挑撥我們與神的關係，讓我們遠離神。這時我們

要祈求神加添我們的信心，堅持信靠神，等候祂

的醫治。(3) 跟弟兄姊妹分享禱告的需要，請他們

一起禱告很重要。 我們常常不願意分享我們禱告

的需要，想自己禱告就行了。我也很少跟弟兄姊

妹分享胃的毛病。一直到 2019 年感覺到事情嚴重

了，才在禱告會上提出來，讓大家幫我禱告。神

奇妙的醫治也是在大家幫忙禱告不久以後發生

的。 
 

        

        

        所以當我們有禱告需要時，需要跟跟弟兄姊

妹分享。馬太 18:19 耶穌對門徒說：“我又告訴你

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

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衆人禱告

的力量是大的。 

 

        有人會説也不是所有疾病神都醫治，我們怎

麽知道禱告了神會不會醫治。是的，醫治的主權

在於神。但憑信心禱告是神喜悅我們做的事情。 

 

        馬太 7：7-11 主耶穌教導我們："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

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

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

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

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

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麼。" 主要

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尋

找的、就尋見。凡祈求的、就得著。 

 

        最後我要用詩篇 103 篇 1-5 節經文來感謝讚

美神。“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

的，都要稱頌祂的聖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

和華！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惠！祂赦免你一切的

罪孽，醫治你一切的疾病。祂救贖你的命脫離地

府，以仁愛和憐憫為你的冠冕。祂用美物使你的

生命得以滿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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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曙光 
 

 
但以理是在猶大王約雅敬第三年，被尼布

甲尼撒擄到巴比倫去的優秀青年之一。他歷事四

王，先後逾半個多世紀，得天父厚賜智慧，也蒙

神使用，以致他能在巴比倫、波斯稱雄時代歷任

宮廷要職，在外邦統治的國家為主作了美好的見

證。但以理是一位先知，為君王解釋異象和異夢，

歷史的發展也為他的預言做了見證 — 人類歷史的

發展按天父預定的終局一步步推進，從巴比倫、

波斯、希臘、羅馬四大帝國的盛衰，一直到將來

神永遠國度的建立，無不在這位宇宙主宰的掌管

之中。 

 

        但以理也是一位禱告的勇士，儘管他身處外

邦，常常受到仇敵的嫉妒、控告和陷害，但他還

是 堅 持 一 天 三 次 開 窗 面 向 耶 路 撒 冷 禱 告 （ 但

6:10）。從但以理的禱告中，我們還可看到他是

熟知神的書卷，留意神的預言。在但以理書第九

章講到在亞哈隨魯的兒子大利烏在位第一年，也

是但以理和以色列人被擄後的六十七年，但以理

從耶利米先知書中得知，耶路撒冷要荒涼七十年， 

 

並且以色列百姓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為巴比 

倫所定的七十年以後，神要眷顧以色列百姓，使

百姓回歸故土（耶 25:11；耶 29:10）。於是但以

理就是站在當時那個時間的接口上，謙卑地來到

神的面前，披麻蒙灰禁食禱告（但 9:3），為自己

和本國以色列同胞的罪來認罪悔改（但 9:20）。

從這章經文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但以理的禱

告是照神的旨意來祈求的。什麼是神的旨意？神

的旨意也就是神的話、神的應許、神的心意。我

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學習但以理的禱告。           

 

第一， 但以理禱告的依據：是照著先知耶利 

米的預言向神祈求（但 9:2）。我們也常常禱告祈

求，特別是當我們遇到艱難的環境和棘手的問題，

我們很多時候的禱告是求神挪走我們當前的困難，

解決我們眼前的問題。比如說，這次引起全球性

災難的新冠疫情，我們向神祈求祂賜下憐憫，阻

止疫情的蔓延，祈求祂醫治的大能等等。但我們

有沒有想過這場疫情中神的心意又是什麼呢？我

們知道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是經過神的允許，若不

是神的許可，我們的頭髮一根都不會隨便失掉

（太 10:29-31）。代下 7:13-14 「我若使天閉塞

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行

在我民中，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

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

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從這兩

節經文可以看出，許多天災人禍、瘟疫流行，如 

 

 但以理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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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中所記載的以色列人被擄，當前的新冠病毒 

等，都是由於人類犯罪而引起神的忿怒、神的管

教和神的審判，從而使人們能夠認罪悔改，重新

恢復與神的關係。所以面對這場持續一年多的新

冠疫情，我們是先要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認罪，

祈求神的赦罪之恩，然後再祈求神的憐憫與醫治。

當我們轉離我們的惡行，神也應許我們，祂必從

天上垂聽，並赦免我們的罪，醫治這地。 

 

第二， 但以理禱告的態度：是披麻蒙灰禁食， 

定意向神禱告懇求（但 9:3）。披麻蒙灰禁食是以

色列人表示哀痛的一個方式，但不是外面的一個

形式，也不是一個宗教儀式，而是內心的一個真

實的悔改。在約拿書 3:5-10 記載了神差先知約拿

去亞述大城尼尼微宣告神的刑法，促人悔改，遠

離惡行。結果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全

城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就連國王也脫下

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上。於是神就後悔，就

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由此可見，當我們

犯罪得罪了神，只要我們存著謙卑痛悔的心來到

神的面前祈求，神一定會賜下祂憐憫和恩典。 

 

在當今的社會，面對各種的離經叛道，淫亂

汙穢，如吸大麻、性別認同、公立學校禁止禱告

等等問題，我們有沒有來到神的面前為這些罪憂

傷痛悔？還是覺得這些與我們的信仰生活沒有多

大關係，只要自己不效法就行了呢？詩 51:17 講到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

心，你必不輕看。」 

 

第三， 但以理禱告的範圍：是為自己和以色 

列民認罪，為以色列和耶路撒冷求告。儘管但以

理自己在巴比倫已經生活了六、七十年，聖經上

也沒有記載他犯了任何的罪，但他還是常常為自

己的同胞和國家向神祈求，為自己和以色列民認

罪。舊約中神的僕人以斯拉和尼希米也是如此 

（拉 9:5-6；尼 1:4-6）。很多時候我們禱告的範 

 

圍只是限於為我們自己的、為主內的肢體的需求

禱告，為我們的親朋好友靈魂得救禱告，為我們

的教會的各項事工禱告，至於其他方面我們的禱

告卻是缺乏。從提摩太前書 2:1-4  可以看出，神

的心意第一是要我們為萬人懇求代禱，特別是要

為萬人的靈魂得救禱告，因為神不願一人沉淪，

乃願要人人都悔改（彼後 3:9）。 

 

        其次也要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禱告，這樣可

以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我

們常常聽到政教要分離，若為國家各階層執政掌

權的禱告，似乎是超越了我們基督徒的職分。就

如去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有些教會的肢體因為各

執己見而導致教會不合一。有許多的主內弟兄姐

妹迫切地為此禱告，求神選拔一位能夠帶領美國

人民回歸傳統，回歸聖經的總統；有的則認為我

們是天國的子民，我們所追求的是將來的永恆的

事，地上誰做王掌權都沒有關係；還有的則以這

個世界的價值觀為標準來衡量，看誰有能力領導

國家的經濟發展、各種福利的實行和以及所謂的

自由等等。作為基督徒，我們的人生的目標的確

不是屬地的，但是我們是地上的客旅，也要履行

個人的責任、家庭的責任、社區的責任、公民的

責任等等。在凡事上也要努力過一個得勝的生活

來見證神、榮耀神。 

 

            第四，從但以理書我們知道神對但以理禱

告的回應，是藉著天使加百列賜給他「七十個七」

的異象，遠超他的所求所想。當我們照著神的旨

意來祈求，神就垂聽我們的禱告（約壹 5:14）。

由此看來我們若要對準神的心意來禱告，不但要

熟知神的話語，而且還需要聖靈的引導。求主賜

給我們一顆渴慕神話語的心，多讀神的話語，吃

透神的話語，在聖靈裡讀經，在聖靈裡禱告，將

神的心意藉著我們的禱告釋放出來，讓神的旨意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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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的著名美食記者發表了我們即將去新奧

爾良城裡開分店的新聞後，因為新聞帶動話題流

量，雖然眼下是餐飲業節後淡季，但微心堂店裡

也依舊很熱鬧。新老客人們沖著話題和故事性，

都來祝賀我們。晚上回去夜深人靜後，我心中湧

起許多分享見證的感動。 

 
        在美國創業 4 年，開微心堂到目前已有 3 年

了，微心堂有 2 年時間卻是在困境中掙扎。2016

年我買下朋友的餐車，在杜蘭醫院和州立大學醫

學院旁做午餐生意，雖然說是小生意，但是無固 

 

 

 

 

 

 

 

 

 

 

定支出壓力，而且多年的餐館歷練讓我手藝可以

得到周圍上班族的青睞，小小的餐車午餐生意很

是紅火，那時候收入遠遠大於開銷等於富富有

餘。 

 

        但當 2017 年開了微心堂後，情況完全反轉

過來，由於地點選的不好，開銷大於收入變成每

天凡事缺乏，那時候每天一睜眼就要去想從哪來

錢去付即將來到的各種帳單。那兩年裡，外面的

朋友都害怕遇見我們，開口就是借錢周轉。但是

就是這樣的時期裡，我們看到身邊教會的弟兄姐

妹愛心和幫助始終沒有離開我們。就在我還沒信

主成為基督徒前，已經住進教會弟兄出租的公

寓，就是因為住在弟兄的公寓裡，在我最艱難的

那幾年，整整拖欠了一年的房租，他卻在教會遇

見時拍著我的肩，用一句“主內不必客氣”來給我莫

大的安慰和鼓勵。我還未信主前的給我們傳福音 

的那位鄰舍，在那些頻繁借錢給我們周轉，在我

寫欠條的時候，為了不讓我尷尬幽默的說:“還用寫

什麼借條？……別浪費墨水哈哈。” 這一切在困境

中的預備，讓我們看到神的恩惠慈愛隨著我，也 

文/郑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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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耶穌愛人如己的教導烙印在基督徒身上，雖 

然我是那麼叛逆在各種不利的環境下去行，但神

依然希望我們能認識祂預備的道路生命真理，只

要我們預備好悔改歸回的心，祂就有施行拯救機

會。 

 

        終於人的末路就是神的出路，我在一個店裡

房頂漏雨和餐車壞了，無法經營再有收入的一天

夜裡向上帝痛哭流涕，求上帝救我脫離苦境，每

天入不敷出的生活和各種帳單壓力讓我長期身心

疲憊，卻又放不下這個重擔。這時神讓我回想我

禱告求告神在開始餐車創業時與祂的親密關係和

信心，就像孩子一樣單純的每日向神禱告交托，

每天都是充滿平安祝福。但是由於心中那種原罪

的驕傲在暗示“你豈不是能得著更好的嗎？” 為我 

和家人的生活招來咒詛，我意識到神要我學的不

再是每次只在困境中需要周濟和搭救才向神禱

告。每次神預備轉危為安後，每次又再走回頭路 ; 

每次再又被罪捆綁擄走回到咒詛中。 

 

        神是要我們聽祂的話語，憑信心去走一條祂

預備的平安有盼望的道路。這條道路是放下一切

重擔，去用生命經歷神預備的愛和一切的美善，

生命雖有苦難 ; 但是最寶貴的不是不遇見苦難，而

是在苦難中依舊能藉著主耶穌基督有喜樂平安的

那信心，這就是能救人生命給人盼望的信心。“一

步又一步這是盼望之路“，這就是我第一首能聽懂

和感動到一塌糊塗的詩歌《恩典之路》裡的歌

詞。 

 

       從那天的徹底的認罪以後，神的手開始為我 

們施行拯救。先是旁邊的修車行老闆免費為我們

把餐車修好，再來就是開篇的那位新奧爾良著名

美食記者約我們做了一次採訪 ; 當時訪談上當地 

報紙那天，我們倆口子還在午餐時間在餐車忙着

為維持主要收入來源。店裡打來電話說快忙不過

來了，請求支援。我們收完餐車上的工後就趕回

店裡，發現店裡站滿了全是客人，店裡幫忙收銀

小妹難掩高興的神情說，我們上報紙了。從那時

開始，我們全家的財務，健康，關係狀況逐漸扭

轉，最重要的是讓我們全家回到敬虔禱告和用信

心通往平安的基督徒生活。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和未信主的親人和朋友

們，神愛世人的心真的一直沒有改變。從創世起

初祂就愛我們，並要立約愛我們到底。祂早在我

們身邊預備了各樣的啟示，讓我們去發現祂的愛

和美善，我們要做的就是順著這些早已預備好的

愛和美善去認識祂歸回祂的道路上。十字架的一

橫是重新建立連接人和人的關係，一豎就是重新

連接建立人和那位造萬物的神的關係。 

 

        我現在邀請你來一起來禱告獻上讚美和感

謝。“親愛的上帝主耶穌，感謝祢愛我們，讓我們

無論在什麼環境中面對什麼樣的困難，我們都可

以向天父禱告，求神的啟示，讓我們來認識祢，

赦免我們的罪救我們脫離兇惡，帶我們走回那用

信心通往平安的道路。禱告是奉主耶穌的聖名祈

求的，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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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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