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学弟 弟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我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认识神的见

证。荣耀和颂赞都归给神，归给主耶稣。 

在我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我接受的是无神

论的教育，受无神论思想影响很深，从来不

相信有神。来到加拿大，女儿带我去教会，

我只是带着好奇心去看看。我由不信到半信

半疑，再到慢慢认识神，直至今天我完全相

信神，这期间我经历的点点滴滴都是神的爱

和恩典，是神对我不离不弃，引导我，在我

悔改愿意归向他时完全

接纳了我。 

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我

神恩待我的一段经历。

去年我到医院检查眼睛

时，一生发现我患了白

内障，已经影响视力。

医生说需要手术。面对

这样的结果，我感到很

突然，一时有些不知所

措。我一生很少和医院打交道，这回要做眼

睛手术，我很有压力，害怕、心慌、顾虑重

重、十分担忧。好处一段时间闷闷不乐。半

年后，医院通知我去做手术。手术前几天，

全家人不断问我祷告，我也默默地为自己祷

告。我相信只要我求神帮助，神就会赐我力

量，只要我真诚祷告，神就会赐我平安。真

神奇，当我去医院手术时，心情非常平静喜

乐。首先护士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打针，测

试血压等，当全面检查后，一个年长的护士

对我女婿说，这位老人一直笑、这么高兴，

真好。20 分钟后去做手术，大夫问长问短，

问病史后，又对女婿说，这老人总是笑嘻嘻

的，一点也不紧张。我在手术中一点痛的感

觉都没有，不知不觉中手术做完了。医生说

手术十分成功。我下了手术台后，心里很激

动，感谢主的恩典，赐给我平安的心，保守

手术的安全顺利。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经

历了神的同在，经历了神的保守，让我完全

相信我所认识的这位神是赐平安的神，是又

真又活的神。我知道我的平安喜乐是来自听

祷告的神。 

在我认识神的漫长过程中，神通过教会和我

的家人把我带进神的国度。 

首先在教会中，牧师和传道人不断传讲神的

话语，宣扬福音，帮助我理解圣经的真理，

更多明白神的道，明白神奇妙的救赎计划。

认识到人活在世界上只是客旅，神所赐的永

恒的生命，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又有教会

中的弟兄姐妹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关心。我

们向我交流传讲神的福

音，并为神做了许多美

好的见证，对我促动很

大。尤其有两位姐妹对

我灵命给予很大的帮助

和鼓励。神的大爱通过

教会的弟兄姐妹彰显出

来，并影响周围的人，

我就是其中的一位。 

还有我的家人，他们常

常查考圣经，讨论经

文，祷告并事奉神。他们那种诚心的言行感

动了我，使我开了心窍，最终开启心灵的眼

睛认识了神。人生只有认识神，行神的道，

才能走在光明之中。只有认识神，认识主耶

稣，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 

在我认识神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坎儿，就

是相信神必须承认自己有罪，是个罪人。我

认为自己不错，从没害人。既没有烧、杀、

抢、夺，有没有欺诈、拐骗，我怎么会是罪

人呢？当我真正认识神之后，人生下来就有

罪性，如自私、嫉妒、争竞，等。人不能达

到神圣洁的标准。所以我也是个罪人，只有

相信主耶稣，罪才能得到赦免。 

我感谢神丰盛的恩典，让我得蒙神的眷顾和

拣选。今天是复活节，是主从死里复活的日

子。我十分感恩和喜乐，在复活节这个有特



殊意义的日子受洗成为神的孩子，我感到特

别荣幸。 

一切荣耀都归于天上的父神！ 

一切的赞美都归于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 

 

冯乐萌 姐妹见证： 

不知不觉，从我决志到现在已经有你快 4年

的时间。我一直在等待神给我一个合适的机

会让我能够全心全意的成为主的子民，我觉

得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契机，我愿接受

主的恩典，与主同从死里复活，成为一名真

正的主的子民。 

很神奇，我身边的每一个基督徒，总是充满

了喜乐，永远那么积极向上。我很羡慕他

们，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勇敢，一样地有动

力。我很好奇他们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力

量在支撑着。 

主对于我是真真切切的存在的，他安排我一

路走来的路。从高中，他让我与班里的一位

基督徒结识，并成为最好的朋友。再到大

学，让我一过来就住在林肯路教会旁边，而

且一住就住了两年。记得第一次来教会，很

感谢主，让我听到了一对加拿大白人传道士

夫妇的见证。他们虽是白人，但全程的见证

都是用不流利的 中文进行的。我被他们的魄

力所震撼，也为他们这样执着的行为感到疑

惑，是怎样一种力量，能够让他们甘愿放弃

现在所拥有的优越的生活和社会地位，甘愿

去到中国那些条件很差的地方去传道。 

决志之后，我也渐渐开始教会，团契，读经

的生活。但是一直也没有想要受洗，一是因

为父母对于我受洗比较反对，还有一个真正

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具备一颗坚定的

心，我觉得我的信心还不够坚定。 

可是即使我如此的抗拒，神依然很耐心的引

导我，助我成熟。一路走来，不论我走到哪

里，在滑铁卢，回国，去交换，实习，学

习，我都冥冥之中感觉到有主的陪伴，主都

会让基督徒兄弟姐妹陪伴在我的身边。比如

我回国的时候，有一天在餐厅吃饭，我就听

到旁边有两个姐妹在一起读圣经，我顿时感

到无比的温暖。还比如，我刚到香港的时

候，因为对那里各方面都不适应，刚到那也

比较忙，所以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

后来通过在网上寻找去了一所社区教会。当

敬拜开始，听到音乐响起的时候，我的心里

不觉一颤，眼泪便掉了下来。想到从打算要

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直到现在，虽然经历了

种种困难，但最终天父还是带领来到他的身

边。这种安慰是，是世上任何一种情感都没

有办法给予的。也是在那一次的牧师讲道

中，让我想明白并下定决心。是啊，抛开别

的不说，就凭着每一次听到敬拜的乐曲都会

不自觉地落泪，每一次读圣经，都觉得这是

这世上不可比拟的智慧，不管我身在何处，

总是有神的看顾和保守。这无数个每一次加

起来，足矣。正因为这无数个每一次，我也

愿意将我这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让他做我

的主宰。我愿意接受这份神的爱。更何况这

份爱是永恒不变的。 

我相信不论任何时候，神都不会抛弃我，他

视我如珍宝。我也确信，神已听见我的呼

求，他的门向我打开。我愿意从此背起十字

架，跟随主一同前行，做主门徒，活出基督

的样式，活出一个主里的生命！ 

 

  



郝奕堃 弟兄见证 

 

 各位平安！一些認識我比較久的朋友

知道，我不是一個愛分享我自己過去經歷的

人。曾經我逃避受洗的一個理由就是要寫受

洗見證。這次想要受洗也不是因為我想到要

寫什麼內容了。就是一種很自然的感覺。覺

得到時候了。寫這份見證真的挺讓我傷腦筋

的，近一個月，幾乎每天禱告希望能打開內

心，寫一份真實的見證。 

 我從上幼兒園開始，小學，初中，高

中，大學。每次畢業，都會搬到一個新的地

方，所以我沒有從小玩到大得朋友，很多都

失去聯繫。雖然每到一個新環境，我能很快

的適應，交到很多朋友。但真正交心的非常

少。所以，在我的生命中家人對我的意義更

重。 

 我在北京讀了三年寄宿制的高中，去

之前，有人就說那裡是個小社會。什麼人都

有，什麼事兒都可能會發生。在這三年，身

邊發生的和自己經歷的一些事，對我觸動很

大，也有一定影響。具體發生了些什麼，一

言難盡，我們可以下來再談。回想這三年，

我覺得我當時變得不像從前的自己，過於看

重別人的眼光，每天帶著好幾副面具，過的

得很累，也做了一些現在看來很不好的事。

不過感謝神，並沒有做的很出格。 

我是 2011 年來到加國。雖然一來到

加拿大的時候便認識了一位教會阿姨，受到

了很多幫助，她也有多次向我傳福音。不過，

我並沒有主動去了解基督信仰。後來學業一

忙，也就很少聯繫阿姨。 

真正開始逐漸了解基督信仰是在我大

二的時候開始參加校園團契。當時去的理由

很簡單，聽說信基督的人都還不錯，我也想

認識幾個朋友。老實的講，我第一次去團契，

給我的印象是這幫人怎麼這麼如此單純。在

做每個人對當天學習的經文分享時，感覺大

家都做得挺好，聖經教導要求做什麼就做什

麼。老實的來說我第一次覺得我的陰暗面有

好多，但是當時我不承認。只是覺得他們估

計也就是在某些地方比我做的好罷了。而且

誰沒有人前說一套，背地裡做一套的時候。

之後我就一直參加團契，做一個旁觀者，一

是了解基督信仰，二是觀察這裡的人們，看

看他們是不是真的向他們每次分享的那樣生

活。經過了進一年多的時間，我看到了這裡

的人雖然也會犯一些聖經中不讓犯得的錯誤，

但是他們都很“自覺”，很快就會意識到自己

的過犯，并加以改正。而我也漸漸的開始承

認自己的陰暗面。感覺我在團契里有點格格

不入。這一年多也沒有交到幾個朋友。大多

都是見過，最多寒暄過幾句。之後有一個學

期幾乎就不去了。 

那段時間我也在一直在低谷期。也就

在那一段時間，我開始跟團契的一位弟兄做

室友。跟他做室友的時候，他給了我很多幫

助，也讓我漸漸想去主動認輸這份信仰。之

後我就又回到了去團契的生活。不過角色有

些轉變，從傍觀者變成了參與者。試著去禱

告，有空讀幾段聖經。漸漸的，我開始逐漸

從發現自己有很多的不足，也開始慢慢的接

受當下的自己并試著藉着聖經的話語去改進。 

之後的一年中，我也有去過幾家教會。

雖然用的語言不一樣，但是越發的覺得這份

信仰的真實和美好。還有值得一提的是，我



們校園團契的一個小組，Keaysway 小組。

參加這個小組讓我有一種像家的感覺。這裡

的人都真的是很有愛。每次的話題分享，我

都受益到頗多。每當有人遇到挫折或挑戰時，

大家都會很真心的去提供幫助，互相代禱。

而且他們處事的心態，做法的都讓我很受啟

發。 

 對於我個人而言，信主后收益的還是

很多的。譬如說處事的心態要好很多，越到

緊要的關頭，就越放鬆。開始試著去關心別

人。跟家人的關係更和睦。這點家人也有同

感。 

 總而言之，我相信我今天站在這裡，

是和陪我走過這三年的你們有分不開的聯繫，

更應該感謝的是神一路的看顧保守。我願意

信靠接受耶穌的引領。我不抱怨過去的種種

不順。我相信沒有過去的經歷，我也不會認

識這份信仰。Thank you Lord.  

 

 

王兰莹 姐妹见证 

 

蒙慈爱的天父主的恩典，今天我受洗归入主

的名下，做主的儿女，心里非常紧张，高兴

和激动。今天可以说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一天，从今天开始我将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一直都相信有神，但却不认识这位神，只知

道神对我是眷顾的，因为我过了平淡的 20几

年没有任何灾祸……认识耶和华是在我来加

拿大之后，在一个叫 Guelph 的小镇，我一直

坚信我是在神的引领下认识了他。在 Guelph

大学的第一天 Orientation， 我们小组的领

队是个有着一张华裔脸女孩子，给我的感觉

就是人很 nice。 活动结束后她对我说

有一个&*%$的活动，当然我没听懂，但是我

欣然的接受了那份邀请。后来去了才知道她

说的是 Guelph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从那一天开始我听说了认识了爱我们的神。

之后和很多人一样， 每周团契，周日去教

会，周而复始，不久就接受了神……自大学

毕业起，因为申请研究生的事情，那两年都

很纠结焦躁，团契的小伙伴还有教会的叔叔

阿姨都有帮我代祷，从那时我开始学会向神

祷告。那一年我申请的所有学校依然再次拒

绝了我，但神奇的是，在种种机缘巧合之

下，我拿到了 Waterloo的 offer，感谢神为

我所做的功，因为我知道凭我自己的力量是

不可能做到的。另一个感触较深的是 Guelph

教会里许多叔叔阿姨都有很高大上的背景， 

但他们却谦卑的不能再谦卑了， 这对于一个

刚刚扩大了眼界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我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我意识到了其实在神的面前我

们是多么的渺小和无能。如果说在 Guelph的

8个月生活，是我认识主接受主的启蒙阶

段。 那么来了 Waterloo之后的生活便是我

的发展阶段了。从我认识主接受主之后我就

是一个不合格的基督徒，我没有坚持读经，

也不太会祷告，但是主依然用了他的大爱来

保护我不受到任何伤害。直到再次回到大学

生团契 MCCF 我才一点点的改变自己，学会读

经，参加小组，才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感。 



一开始我接受主很简单， 因为他所传扬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我所认可的。信仰一

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信就是感恩，仰就

是敬畏。今天我想要向世人宣告我是一个有

信仰人，我感恩耶稣基督的大爱，赦免了我

的罪，我敬畏耶和华的无限大能，谦卑了我

的心。 

我要感谢生命中这许许多多美好的时刻，感

谢那些痛苦彷徨且无助的时刻……感谢那些

出现在我生命中给过我许多帮助和爱的人， 

也感谢那些对我有过恶意和伤害的人……因

为我相信那每个时刻、每个人、每件事，都

不是偶然，都是那位慈爱的天父为我所准备

最好的计划。愿慈爱的阿爸天赋看顾我们每

一个儿女，让我们每一天内心都充满平安喜

乐！ 

 

 

Annika Chen’s testimony: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Christian home. I 

always knew that God existed and that Jesus 

was the Messiah, but it wasn’t until lately that I 

realized just how lucky I was to know tha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 think that if I weren’t 

raised in a Christian home I might not have ever 

had the incredible blessing of getting to know 

God, but since I was I’d like to appreciate my 

many blessings. I like how the verse in John 1:16 

says ‘From the fullness of his grace we have 

received one blessing after another’, because 

until now it seemed like something easily taken 

for granted. But now I know how blessed I am 

because I don’t just have God in my life but also 

Christian friends and family to guide me and 

help me get to know God better than I would 

have trying to find him on my own. And that’s 

not all that I have to be thankful for, I also have 

God to thank for the sun, the stars, forgiving me 

of my sins, being healthy and tons of other 

things. I’m not really sure when I asked Jesus 

into my heart, but I know for a fact that he’s in 

there now and I’m trying really hard to do what 

he tells me to do. I also like how in James 1:22 it 

says ‘Do not merely listen to the word, and so 

deceive yourselves. Do what it says.’ I learned 

that even though I’ve always believed in God 

and knew that he existed, I don’t think that I 

was really prepared to listen to what he said 

and do exactly what he told me to do. Which I 

now know is pretty stupid, because everything 

that God does is out of his amazingly unlimited, 

unfailing love and whatever he plans for us to 

do it’s because it’s what will be best for us and 

our lives. Since God’s our father, it makes the 

most sense that he’d act like one. He’d 

discipline us when we sin, but he’d also teach us 

what we need to do before he sets us out into 

the world. He’d also guide us to the right way 

and show us where the right path is. Even if the 

right path is the hardest one to navigate, I’m 

pretty sure that God will give us a map to show 

us where we should go. I hope that the path 

God sends me on is one that gives him the most 

glory and that I’m smart enough to follow his 

plan for me, because following my own plan will 

be really stupid, and not to mention I wouldn’t 

be as happy as I would be if I had followed 

God’s path. I don’t want to live a life of ‘if 

only’s’, so I’m going to try my hardest to do 

what God would want me to do, and I hope that 

it’ll glorify him in every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