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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谢恩 

李东光 

圣经把凡事谢恩与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放

在一起，作为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

旨意（帖前 5:16-18）。仔细思考就会发现，

凡事谢恩真的与喜乐、祷告有不可分割的联

系。喜乐的人生来自知足感恩的情怀。一个

感恩的人永远都是喜乐的。因为他永远都为

神已经赐予的诸多恩典心

存感激，为自己能受神无

微不至的眷顾而喜乐高兴。

同时谢恩也是祷告的不可

缺少的内容。我们向神祷

告绝对不是像把钱挥霍光

了的败家子向父母要钱一

样，光知道喊‘给我，给

我’，我们总是把感谢神

的恩典放在祷告的首要位置。 

林肯路教会 2015 年感恩节文集，就是这种

在祷告中感恩，表达我们喜乐情怀的交响乐。

文集第一部分是这次才感恩节受洗的 8 位弟

兄姊妹的见证。他们中间有 7 位年轻人，一

位中年。他们的见证都发自肺腑，展现神在

他们身上做的奇妙工作。其它感恩见证来自

教会弟兄姐妹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大事小事，

发自他们内心的千言万语，都是向神献上的

感恩祷告。他们的言语是那么的朴实无华、

他们的经历是那么的真实可信，这一切都记

载着神在我们教会过去一年中降下的丰沛恩

雨之福，见证着神在我们中间所行的奇妙的

大事。 

凡事谢恩。 

我们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同胞亲人感谢神！

神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教会。从年初到

现在有 14 位弟兄姊妹决

志信主，有 13 位弟兄姊

妹接受洗礼（包括这次感

恩节受洗的 8 位）。这

是我们教会一个丰收的年

头！ 

神让我们教会一些事工也

有明显的进展。篇幅所限

只举两个例子： 

1）成人主日学春季学期开始恢复后，参加

者一直在 25-30 人左右；秋季学期分成两个

班，加在一起参加人数最高近 50 人！看到

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如饥似渴，我们确定神

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要在我们中

间彰显祂美好的旨意。我们为圣灵感动弟兄

姊妹有渴慕神话语的心赞美感谢神！ 

2015 秋 阿岗昆省立公园 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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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年团契的发展。这个神建立又祝福的

团契像是在我们教会老树上开出来的满枝灿

烂新花。这些年轻人随着在一起的属灵学习

和交流，逐渐建立起美好的主内相爱的关系。

神的特别恩典加添使他们能追求灵命增长、

成熟，操练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学习把合

神心意的世界观、价值观应用在他们人生的

每一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教

会，我们感到了蓬勃的活力，也感到了与他

们一同成长的责任。我们

为神把我们教会变得更年

轻化，变得更加有朝气有

喜乐有盼望赞美感谢祂！ 

当然神也大大赐福我们的

各个小组、我们的祷告会，

让我们建立起了健全的同

工会，弟兄姊妹在主里同

心合一，共同服事神的家，彼此

相爱，努力效法耶稣；让我们的家庭和睦、

夫妻相爱、子女健康成长；这是多么难得的

局面！神让一些弟兄姊妹离开这里，也把新

的朋友带到我们中间。神让我们有健康，有

聪明智慧，有足够的体力去活出我们生命的

意义，去享受天父创造的美好的一切。我们

愿意把所有的感谢颂赞归给我们的神！ 

凡事谢恩。 

当然，我们生命的道路并不平坦。圣经从来

没有把信主的人还会遇到苦难的事实隐藏起

来不告诉我们。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

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 16:33b）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充

满罪恶败坏，腐败透顶、危机重重。神的儿

女没有免除遭受世上苦难的特权。但是，我

们在苦难中，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神没有

除去苦难，但赐予我们

在苦难中能靠神坚定地

走过来的毅力，赐给我

们靠神的大能战胜苦难

的能力，赐给我们在苦

难中仍然因信靠神所拥

有的喜乐平安。我们为

神这样的同在、扶持、

眷顾赞美感谢祂！ 

我们更要感谢祂的是，我们得到的神儿女的

身份和将来在永恒的新天新地和祂永远在一

起的美好应许。如果没有这永恒的应许，世

上的好处多一点少一点实在没有意义，因为

都是转瞬即过，如飞而去。只有神的话语、

神的应许、神的国度永远长存！想到我们这

些本来不配的人、必死的人，竟然蒙了神的

恩典，因我们愿意从罪中回头，相信、接受

2015 秋 阿岗昆省立公园 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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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得到这永生的福分，我

们心中真的是充满了感恩！ 

凡事谢恩。 

当我们能够做到凡事谢恩的时候，我们就拥

有永远不能失去的喜乐平安，恒久的忍耐盼

望，战胜一切挑战逼迫的勇气和能力。 

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愿我们这些

弟兄姊妹感恩的心声如同馨香的祭达到你的

座前，蒙你的悦纳。也愿所有诚心爱神、爱

人、敬畏你的人，都世世代代活在你的恩典

当中！ 

 

 

 

 

 

 

感恩受洗见证 

 宋泽毅 

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因为住家都信基督教，当时就非常好奇为什么他们就和着魔一样的信

一个没人见过的人。每个星期五都有一个牧师来我们家讲道。当时心里想我有那时间还不

如干别的呢。但是阿姨说一定要让我听听，反正听了也没什么坏处。所以我就很不情愿的

坐了 2 个小时。第二个星期我就想反正坐着也没什么事，干干脆听一会儿吧，当时牧师

在讲圣经中的创世纪，我就发现好像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繁琐无趣，反而我还觉得挺有

意思的，反正就当听故事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尝试的听牧师讲道。我现在才知道其实是

圣灵在我心里做工的原因。 

过了两个月之后我去找我哥玩，就无意间提起了圣经。我才知道原来我哥他们整个宿舍都

是基督徒！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身边的人有这么多都是基督徒，而且我发现所有的基督徒都

特别友善，对待所有人都和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我就渐渐的对这个宗教产生了兴趣，想

看看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使他们这样无所求的对别人好。之后就开始在我哥的带领下每周

都坚持去教堂，也认识了一群我在加拿大遇到的家人。每周主日崇拜过后团契的兄弟姐妹

2015 秋 阿岗昆省立公园 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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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会有活动，而且也都会带着我，让我渐渐感受到了主真的存在，而且他也会原谅我这

样的罪人。他还把团契的兄弟姐妹带到了我的身边，让他们去带领我接近神。 

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到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那就是 Jim 哥，他明确了让我信主的决心。

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我在 Jim 哥家玩，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我就住在了 Jim 哥家。整整一

个晚上 Jim 哥都在给 我传福音。我也说出了

开始接触基督教到当 时的所有疑问。Jim 哥全

部都给我做了一一的 解答，让我明白了我信

主是一个多么正确的 事情。从那之后我就觉

得每当我和别人说我 是基督徒的时候，我的

内心感觉都是自豪的， 因为我在荣耀神的名。

而我是那被主眷顾的 人，因为他派了那么多

的亲人来带我走到他 的身边。 

两个月之后还是在 Jim 哥和我哥家我收到了

我人生中最大的礼物， 主给了我大赦免，我也

从此可以把我的一切都交给神，让他带领我去做对的事。那一天我在我哥和 Jim 哥的见

证下，完成了我的决志祷告。我也第一次看到我哥流泪，他说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在为

我祷告了。而且他觉得我是那种最不可能信主的人，因为从小我就是那种最冥顽不灵的小

孩。打架、逃课，所有坏孩子能干的事情我都干了，而且都是干的最坏的那种。但是圣灵

响应了他的祈祷，在我的心中做了工。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主会原谅接纳我这样的人，但是

他真的有大爱可以包容我赦免我。把我带到了这个有爱的家庭里面。 

在这里我还想对青年团契的兄弟姐妹们说，我是这里最小的也是最不懂事的，还经常乱说

话，昨天还惹 Bella 姐生气了。即使是这样，她还是在晚上亲手给我做了丰盛的大餐，还

专门买了蛋糕给我庆祝受洗。谢谢你们让我明白了人与人在主里的关系居然可以成为亲兄

弟，即使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在这个感恩节我也要特别的感谢他们，谢谢你们这么久以

来对我的照顾和包容。最后还要谢谢牧师为我们传道把我们吸引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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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见证 

梅耀文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教授卢庆斌弟兄，和教授的妻子欧宁姐妹，他们在我研究生一年级的 

时候敞开家门，带我查经。于是，像很多同学一样，我是在查经小组里认识了耶稣基督—

—我们的救主的。 

然而，真正让我下定决心接受洗礼的，是我在查经小组认识的一个哥哥——洪浏。2014

年，我第一年加入查经小组的时候，已经是洪浏在这个小组里的第七个年头了。洪浏是一

个标准的文艺青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哲学系，硕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从来滑铁卢这个

城市读博士的第一年开始加入查经小组，七年来从未间断过追随上帝的脚步。我十分敬佩

洪浏哥哥，我俩相见如故，孤身一人来加拿大三年多，我从来没有能够交到任何一个如此

亲近的朋友，然而我和洪浏认识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像是相识多年推心置腹的老友一样。

洪浏哥哥教我弹钢琴，陪我买吉他，辅导我练车，带我走遍了滑铁卢周边各个好玩的地方，

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也一直用他的信心感染着我，用他哲学和社会学专业的知识让神的话

语变得对我更有意义，从洪浏哥哥这里，我无论是属世的生命还是属灵的生命都有得着，

我感觉到，这就是圣灵的力量，让我们在主里彼此相爱，这种快乐与平安就是来自于圣灵

的感动。 

2015 年秋天，洪浏博士毕业了，社会学的博士求职不易，他计划离开加拿大，回上海去

教书。对于失去这样一位挚友的陪伴，我极其伤心，晚上祷告的时候，我痛哭流涕，我对

上帝说：感谢天父让我认识了一位如此优秀的大哥哥，可是如果您真的想让我一直在您里

面，您为什么要让洪浏离开我？没有了洪浏哥哥的引导，帮助，与培养，我真的不知道我

在主里面，灵命将要如何成长，不知道我的信心还能支持我沿着主的道路走多远？我真的

觉得洪浏的离开，会让我也离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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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的一个周一，上帝真的显现了一个神迹给我：当我推开实验室门的时候，一个新

来的博士后师哥出现在了我面前，作为组里资历最低的硕士，我完全不知道组里今年有招

人的计划，经过简单的介绍之后，我了解到这个新来的博士后叫做洪巍，是我导师从多伦

多特意邀请到实验室里做研究的，洪巍跟洪浏同龄，又跟洪浏师出同门——洪巍是复旦化

学系毕业的（我真的很感叹他们的母校，一所学校塑造了两种风格截然不同，但又一样优

秀的人才：读文科的格标高异的洪浏；和读理科的博学笃行的洪巍）。与洪浏不同的是，

洪浏还没有接受洗礼，但是洪巍弟兄已经受洗多年，长期在多伦多的教会服侍。洪巍哥哥

在科学研究和生活上也对我关怀备至，几周后的一个周日，牧师呼吁大家上受洗班，接受

洗礼，其实我心里还是很犹豫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信心也不是很坚定，洪巍哥哥

看到了我思想上的挣扎，就在主日崇拜之后主动帮我找牧师谈，给我报名了洗礼班。上过

了洗礼 班，在

灵修的 时候，

我努力 思考我

到底要 不要接

受洗礼， 我的心

里非常 的确信，

洪浏和 洪巍之

间的这 些相似

点，绝 对不是

巧合， 这一定

是属于 神的智

慧与能 力，才

能在远 离祖国

的北美， 成就这

样的神 迹（同

姓，同 龄，同

校），的确是神有垂听我的祷告，这一定是神，为了培植我灵命的成长，为了坚固我追求

神的脚步而恩赐给我的，报名洗礼班，是洪巍哥哥帮我迈出的第一步，是神给我展现的神

迹，我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不质疑，不怀疑，不挣扎的信靠神，听从

神的引领，走完剩下的路程。于是，我在 2015 年的感恩节，接受了洗礼。 

最后，在这样旧事已过，万象成新的日子里，我要感恩的，除了带我认识神的教授一家，

为我施洗的牧师，以及帮助我在主里成长的洪浏和洪巍以外，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神：

不因为我的不坚定，我的试探而弃绝我，反而显出神迹给我看，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

能够通过洗礼来荣耀神。这真的让我感觉心里充满温暖，让我感觉到神的眷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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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付敬格 

我是在 2012 年刚入大学的时候接触基督信仰的。那时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他找到了滑

铁卢大学的校园国语团契，我便和他一起加入了。我从小好奇心比较强，对什么东西都有

些兴趣，对这份信仰也不例外，现在想想的确是主把好奇心的种子种在我心中。 

一开始的时候我参加的是每天的灵修，也在灵修中对圣经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时也问了

一些比较基础的问题，感谢一直有人帮我解答。 

就这样大概过去了 1学期，在那个学期里我对圣经的了解飞速提升。但当时还是只觉得耶

稣只是一个圣人，是一个高尚的人。 

直到真正融入团契，真正和兄弟姐妹有交集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个神的存在。在团契里

我也感觉到了神在这群人身上做工，让他们彼此相爱。我感觉到很惊讶，也感到很真实，

于是我在 2013 年就做了决志祷告。 

在决志祷告之后，我一直拖到了现在才受洗。其实是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一个信心的

低谷。有时候我会质疑我自己以前的感受，甚至质疑这个神的存在。但很感谢神可以一路

带领我，虽然我有疑问，但并没有太偏离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团契和教会里的

兄弟姐妹的照顾下一点一点找回自己对神的信心。 

所以今天受洗，真的是 神 神奇的带领。也感谢神通过团契的兄弟姐妹来让我看到神的爱。

希望以后我可以继续遵从神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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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见证 

刘恒邑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刘恒邑，但大家都叫我

Tony。我出生在云南昆明，2011年来到加拿大

开始留学，在 2012年初决志信住，算一算信

住也快 4 年了，感谢神的预备，今天终于受洗，

也感谢李牧师和师母 以及所有参与筹备今天

受洗的弟兄姐妹，愿神祝福你们，纪念你们的

侍奉。 

四年来，我曾因为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懒惰远

离过神，但是因为神的慈爱和信实，我最终还

是回到了他身边，因为依靠着神，我才能够觉

得生活过的很踏实和平安。 

我想简单的分享一下受洗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实从决志到现在错过了蛮多受洗的机会的，

原因无非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自己还需

努力，还有从小到大也不太会当众演讲，一想到受洗还要上台见证，自己就退缩了。 

但今年早些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这事不能再拖了，一定要年底前受洗，当时想法很坚定，

但是真到了受洗报名的时候果然我又退缩了。然后我就一直再跟神祷告，求神给与我信心，

坚固我的意念，神果真通过教会和校园团契回应了我的祷告，在接下来的校园团契和教会

活动中，我都能感到之前很少有的喜乐和平安， 我甚至事后都在心里想过，如果有人问

我现在每一周里你享受做什么事，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 --- 最享受参加团契和教

会。 

自然而然在神的预备中受洗的信心在就在不断增强，因为这学期在多伦多 coop，所以李

牧师还特意打电话来给我，我也把心里的负担告诉了李牧师，李牧师也鼓励我说 “我们

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和软弱，愿意接受神的拯救，神才接纳我们，有受洗的心，一定是神

灵在做工”。 

的确，刚刚受洗前那种期待感以及受洗完之后的喜乐真的特别美好，很庆幸这次我没有选

择退缩，而是选择了为神作见证。 

最后我想说，受洗是一件神喜乐的事，受洗代表着重生，让我们在众人前为神做见证，荣

耀神，所以想鼓励在座已经信主但还未受洗的弟兄姐妹能早日参加受洗。 谢谢大家！ 



                                                                                       Thanks Giving 2015 

林肯路教会国语堂 2015  
 

P
ag

e9
 

受洗见证 

                                                                                                          王丹 

      今天对于我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我将把生命归入主耶稣，获得重生。下面我想和大家分

享下我的信主经历。       我的信主经历其实非常简单，并不像很多人有非常神奇的见证。我初

次接触基督教其实是因为我的妈妈。去年 9 月妈妈膝关节做了个大手术，手术虽然非常成功，

但她仍然需要康复训练，现在走路虽然没问题，但上下楼还很吃力，康复训练也在进行着。

妈妈之前一直很健康，这个事情对于她乃至我们全家都是致命一击。当时她的同事是基督徒，

她到我家对她传福音，对她说这可能是上帝在拣选她，希望她能接受耶稣这个救主。于是妈

妈开始逐渐接触基督教，开始看基督教的讲座视频，读圣经，她也向我介绍了基督教，让我

有时间可以了解下，当时我也没有放在心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同学张行斌平时会去教会，

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于是在今年 2 月第一次来到教会。一来到教会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热情，感觉像亲人一样，在这里我找到一种家庭的温暖。但那学期我

学习压力比较大，来了几次就没再来了。之后四月回国，回到家受妈妈的影响，我先是看了

圣经故事的一个系列视频，算是对耶稣基督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感受到了神的大能，耶稣

的博爱。之后还听了一些名人的讲座见证，感觉到了确确实实是有一位神存在的。而且很多

名人科学家知识分子都是信主的，这让我感到信耶稣是不会错的。我一直相信是有上天安排

这个说法的，但一直不知道这个上天是谁，现在想想这应该就是上帝吧。于是今年 5 月我到

加拿大后，我又开始回归教会，经过每周的礼拜还有与大家的交流，我越来越深信神是真正

存在的，越来越能接受耶稣这个救主。在今年 9 月 19 日的布道会上，我正式决志信主。那天

我记忆非常深刻，那是一个小雨天，在教会的门口，我居然看到了彩虹，我想一定是有好事

要发生了，果真我在那天信主了。我记得那天牧师就坐在我的前面，在我决定信主后牧师转

过身来给了我一个非常有力的握手，仿佛给了我前进的力量。 

        决志信主一周后就听说教会有受洗典礼，我当时十分犹豫，牧师告诉我可以先参加受洗

班感受下。 于是受洗前的周六我参加了第一次受洗班，在受洗班上我学习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也是我之前有认识的，我也是愿意接受这份救恩的，但是谈到受洗我还是有些犹豫。我的

内心想法是，我接触基督的时间还不长，圣经也没好好读过，这样感觉还没有资格受洗。感

觉这样应该再接触一段时间，再学习学习之后再受洗。但通过之后的受洗班和与牧师的交流

后，我知道了只要真心相信耶稣的救恩，真心接受基督为救主就够了，只要真心接受的，神

就能接纳我们。正是因为我们存在不足，愿意接受神的拯救，神才接纳我们。所以我坚定了

受洗的信心，决定今天受洗。 

       都说受洗就意味着重生，也是属灵新生命的开始。我要感谢赞美主，希望他能赦免我的罪，

让耶稣真正走进我的心里，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也希望妈妈能早日恢复健康，受神的保守，

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大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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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见证：活在主的恩典里 

陈智&李聪夫妇 

      2012 年初，我们刚到新加坡，当

时在街上总是会遇到一些传道人，当时我

们对此比较反感。一年后，我们认识一些

来自美国的朋友，她们都是基督徒，我发

现她们人都特别好，乐于奉献，喜欢帮助

别人。当时我们对圣经产生了兴趣，因为

我们想知道到底是怎样一种力量让她们在

生活上保持平安喜乐的心态以及去爱周围

的人。我想这个时候圣灵已经开始在我们

的心中做工了。在一

次她们举办的 party

中，我们认识了一对

年龄相近的夫妻，彼

此感觉很投缘，并且

从那时起我们两家开

始频繁的在外喝咖啡，

看电影，聊天。后来

我们才知道这对夫妻

原来是从美国到新加

坡的实习生，他们在

教堂工作。我记得我

那时主动向那个女孩提起圣经，她很开心

的给我推荐了一些圣经的章节。从那时起，

我们对圣经有了很大的认同感，尤其是那

些教导人的话语。 

      感谢神的拣选，后来我们开始参加

教会的活动，参加小组聚会，认识了很多

新的朋友。他们有很多故事让我们感动。

我们常常想，中国有那么多所谓的神灵，

但是这些灵的信徒和基督徒完全不一样，

只有神的儿女才会充满纯净无私的爱，也

只有主耶稣才有这种力量让很多人的生活

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2013 年底正是

我们计划来加拿大的时候，我先生希望能

够在加拿大找到一份博士后的工作，但是

一直不如意。于是我们学着第一次向神祷

告，祈祷主的指引。没有想到祷告完后的

第二天，我先生拿到滑铁卢的 offer。我

相信一切都不是巧合，是神的安排和指引，

感谢主。 

     去年年初，我们

来到了加拿大。但是

在生活上有很多不顺，

感谢主让我们认识了

英文堂的 Rosy和 Carl，

他们在语言和生活上

一直帮助我们，让我

们有“家”一样的感

觉。和很多人一样我

们刚过来也有移民的

想法。去年我们申请

了联邦技术移民，但

是由于申请提交太晚而名额有限被拒，也

因此导致我先生失去了一次可以拿到心仪

工作的机会。今年 CIC开始实行新的快速

移民系统，此时有永久工作和省提名的人

占了很大的优势，我们在漫长的等待中开

始变得沮丧并且有时对神产生了怀疑。这

段时间是我们最难熬的日子，感谢我们生

命小组的兄弟姐妹一直都在鼓励我们，一

直都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困境都要相信神。

今年 4月，在我做完学历报告后我们分数

增加到了 455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 CIC

发送邀请函停止了一段时间，我们只好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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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等待。今年 7月，新系统的

移民要求分数最低为 451 分，

而我们因为我丈夫年龄上涨了

一岁分数减为 450分。一分之

差又让我们没有拿到邀请信。

今年 9月，我们已经做好回国

的准备了，开始关注深圳的工

作。没有想到在 18号那天，

分数刚降到了 450，我们拿到

了邀请信，然后我们火速提交

了移民申请。感谢主在最后一

刻帮助了我们。我们意识

到，凡事都得相信主，依

靠主，在这点亚伯拉罕给

了我们最好的榜样。 

      感谢神的指引，让

我们有机会在感恩节受洗，

让我们在基督里获得新的

生命。愿一切荣耀都归于

我们的天父。 

 

受洗见证 

雷英 

我从去年第一次来加拿大探亲，就曾去过活泉教会。当时，对基督教不怎么了解，只是想

去教会能多交几个朋友。今年六月份，第二次来到加拿大，有幸认识了马姐妹，在她的引

领下，我来到了林肯路教会国语堂，听了多次牧师的讲道，让我受益匪浅。 

在一次去农场活动中结识了才女寇姐，她给我传福音，讲述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

她不小心掉入水中，当时非常危险，四处无人，只能向神祷告，求助神的力量、神的帮助。

自己也一步步往上爬。结果神奇地脱离了危险，爬上了岸。她坚定地告诉我，是耶稣基督

赐她平安脱险。她非常感谢神的救助。我被她亲身经历所感动。 

当亲眼所见李牧师、师母对那些学生像父母一般地关心，爱护，亲手给他们做吃的；还有

机会中的姐妹家中有什么困难，这些弟兄姐妹都会主动给予帮助。比如，马姐妹家要买房

子，吕弟兄就主动帮她，购买到理想中的房子。搬家有时教会的弟兄出车帮助搬家，就像

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一幕幕的事实，让我耳闻目睹，让我认识到，只有在基督的爱里，

在基督的教会里，才有这份兄弟、姐妹之情。正是圣经中所教导的。 

在这几个月的接触、了解中，让我对主耶稣有了新的认识。我表示愿意从今后归入主耶稣

的名，接受他为救主，一生一世跟随主，与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建造主的教会，将主的福

音传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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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不感恩 

于左冰 

每年到了感恩节，我回

想一年走过的路，神的

恩典伴随我每时每刻，

我就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哈利路亚赞美主。本人

文笔愚拙，只能写出几

件事，但神知道我的心。 

１身为师母，我除了参

加主日崇拜之外，也常

常跟着牧师一同参加祷告会，各小组走访，家庭探访，出外学习，医院陪护，搬家，接送，

我原本多病体弱，有时感到无力支撑，但每次神都加力量给我，使我从服事中也得到很多

喜乐，同时弟兄姐妹们从不认识我，到熟悉我，并且成为我的好朋友。 

２看到教会大多数弟兄姐妹们在主里服事，并带领他们的家人一同爰主，在各项事工中不

辞辛苦，默默无闻的摆上金钱、时间，我和的牧师心里充满了喜乐。神不断将得救的人数

加给林肯看路教会，使福音兴旺，神在华铁卢地区行了奇事，使不可能的没希望的，变为

可能，并且大有希望。 

３自从来到华铁卢就有恩典房住，免去了我们的忧虑。到了去年十一月，在一位弟兄大力

帮助下，我们买到了适合于老年人居住的房子，真是神奇妙的预备。多位弟兄冒雨帮忙搬

家，我和牧师非常感激。弟兄姐妹们有的捐款，有的捐家具，饮具，艺术作品，现在我的

家很温馨，感谢主。 

４一年之内我病倒了两次，头晕目眩，四肢肿胀，弟兄姐妹们听说了就来探访，药品营养

品，蔬菜水果，他们自己舍不得吃的，都拿来给我，我接过这些东西感动得热泪盈眶，我

知道他们是真心爱我。 

我感谢神把我和牧师带到林肯路教会，在这里我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也体会到神丰盛的恩

典。我们是软弱的器皿，为神所用全是神亲自加力量，每天靠祷告在神面前求怜悯，求帮

助，怀着感恩的心过余下的日子。 

愿神祝福林肯路教会，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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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是从神来的 

施淑华 

       以弗所书１３：１７ 一１９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

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我觉得我们林肯路教会不仅是我们老人和孩子们的家，青年人的家，外国人的家，懂

中文的，更是大学生的家。这次在２０１５迎新生会中出现了叫人想不到的事，有弟兄把

自己辛苦种的菜拿到教会做美食做高汤给大家喝。好多美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的，

一家做好几样菜，有一弟兄带着一家大人孩子共六分丰盛的饭菜，这些行动不是偶然的，

是神的灵充满了他们。所有饭菜吃不完，第二天全教会的人中午又吃了一顿。 

       因林肯路教会有一位好牧师，是一位工作有成就有博士文凭的传道人，他讲道声音不

高，但讲得字字句句扣题，

人人都喜欢听，教会有这样

的好牧者我们有福了。他打

开自家门迎接我们老年人学

圣经，他和师母自已买了小

播放机，让我们在他家静静

的听神的律例典章，明白神

对家庭的旨意，对婚姻的旨

意，明白为什么当今世上如

此多的罪恶，原因是世人都

犯了罪。 

       查经之后师母还教我们

一些养生之道，健康饮食，

把她多年的医药经验传授给

大家，解除了我的胆结石病痛，７日轻轻松松，下石多多，体重减掉４斤，有这样的好事，

我真是高兴。 

       更感恩的是今年夏天，在我们经过１４个小时飞机回到家时，有一位值得我尊重的人

给我一家老少６人准备了饭菜，使我终生难忘。我常常思念你们，愿你们天长地久，好好

保重身体。 

       今年九月九日老人节，教会的菲丽霞夫妇和牧师夫妇带我们３０多位老人到一家农庄

参观奶牛场，看到高大的奶牛会自己排队用机器挤奶，经过灭菌处理再送往销售，这些是

我一生第一次见到。农庄四世同堂的家庭成员还亲自为４２个中国人做了西餐，而且是免

费，那是一个基督徒家庭，非常有爱心，只有在神国才有这样的事发生。那家有美丽的花，

还有一颗高大的柳树，四人都围不过来，真是壮观，终生难忘。２０１５年，千言万语也

说不完我的感恩，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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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到了，我们要献上感恩！ 

 

Linda  

2015 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当我还在中国与家人欢度春节时候，我任

教了十几年的学校被迫关门了，我便失去

了心爱的工作。不久，David 也因石油跌

价裁员而失业。虽然我们知道在北美工作

得失是常事， 但我们二人同时失去了工作，

生活受到了影响，精神压力还是挺大的。

我们觉得世事变幻莫测，工作也如此，说

有就有，说没就没。即便找到了一份工作，最终还是要放弃的。工作只是我们生命中一个

短暂的乐章。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放在永恒的神国里。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提

供一切所需。希伯来书 4 章 16 节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

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在这段等待过程中对主的信靠显得更为重要。我们更要专心爱主，把眼睛注目在耶稣身上。

我们坚持每天一起读经祷告，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 工作虽然没有了，但我们有耶

稣，在他里面我们找到最大的快乐。我们也感谢教会的牧师，师母，同工，还有众弟兄姐

妹的祷告，鼓励，使我们真正体会到大家庭的温暖。马太福音，第六章 33 节，“先求神

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的。”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他完全掌控我们的一切。 

感谢主的恩典！神的工作非常奇妙。我只投了一份简历，就接到面试通知，而且在当天就

给了我口头的 offer。 同样这是我心爱的教书工作，如此顺利得到它，我感慨万千。我觉

得这是神在做工，主的慈爱，主的信实，主的供应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感谢赞美主！ 

David 在此期间也很努力，不断学习新知识技能，发简历找工作，相信神也借此激励他，

也会为他打开天窗。虽然 David 不知道将来工作如何，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完美的计划。

感谢神赐给我们平安喜乐，信心和勇气去勇敢的面对这个失业的挑战。神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主给了我们力量，在漂泊不安的时

候，主做我们的指引，在经历艰难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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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见证 

马冰 

    2015 年，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因知道神甚至看顾野

地的花，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才能下决心将生活的重心从中

国迁移到加拿大。10 月份，我们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一家三

口也团聚了。在买房、搬家的整个过程中，弟兄姐妹们给了我很多的

帮助，带我去银行、买家具、搬家等等，对于我这个不会开车的人来

说，真的很给力，让我感觉到生活在神的大家庭幸福无比。我深知，

是因着神的爱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就如《约翰福音》（13：35） 所

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感谢主，他的爱激励我立下心志，就是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仰望

他、跟随他，努力活出基督美好的品格，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田园牧歌 

郭绍武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没想到这种田园牧歌的生活梦想居然不经意间在异国他乡实现

了。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终于有了自己的花园洋房，终于可以实现我们多年来就有的养

花种菜的夙愿了。 

老房子的好处是前后花园都比较大，前院可以种花养草，后院可以种植瓜果蔬菜。很有意

思，往往是当人们到达中年之后，对于土地的潜在的深厚眷恋慢慢就会暴露出来。 

我太太痴迷菜园子，这种迷恋大约是有基因的。早些年，我的岳父大人在大学教授的岗位

上退休之后养花种菜，不亦乐乎。当时我们感觉告老还乡、退休种地对于我们是非常遥远

的事情，还饶有兴趣地写了一篇文章《都市农民》，记载了岳父的心路历程。风水轮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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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虽然还没有正式退休，但是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后花园，就想在花园里开出菜园子，

自食其果。 

可惜一介书生，竟是无用文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不知庄稼是如何种的出来。脱离

地气久矣。于是我们只好按图索骥，亦步亦趋地开地种菜了。去年春天是种菜元年，我们

开车来到了滑铁卢老狼的农场购买菜苗。没想到农场主人不在，菜苗在温室里，一瓶子零

钱现金放在地上。大家自助买苗，自己算账交钱找零，我们挑选，交足现金，高高兴兴地

回家了。心想传说中的老狼卖苗的方式就是很新鲜啊，要是在国内那么卖，那还不知道会

出什么故事啊……  

第一年，我 们就种了辣

椒、西红柿、 黄瓜、东北

大豆角、韭 菜、芹菜、

小葱和草莓 等等。结果

辣椒和豆角 和韭菜大丰

收，西红柿 丰产不丰收，

茄子只开花 不结果，草

莓没开花就 被小松鼠偷

吃了……另 外，我还种

了一棵香椿 树苗，入冬

前我还种上 了大蒜…… 

春去春又来。今年春天我们似乎有些经验了。前些天我们买了许多菜苗，今天开种。在开

好的菜地里挖坑种苗然后施肥浇水，种下的是幼苗，也是希望，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一

定会开花结果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在充分明白因果规律之后，更喜欢在花

园里开辟菜园子。去年我们开了五小块地，今年又开出了五小块。既买苗又育种，春季忙

碌了差不多一个月，自留地菜园子初具规模。每块地都有不同的菜品。接下来就是施肥浇

水，等待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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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了家乡，来到远方，结果距离土地更近了。那么，移民加拿大究竟是离家了，还是回

家了呢？反正距离喧嚣的生活渐行渐远，对于平静的田园生活却日益临近。漂泊远方，对

于有些人背井离乡了，反而是回到家了。 

当我坐在阳光房里，透过窗户巡视菜园子的时候，无数次感恩造物主的神奇力量，一粒种

子，居然会在阳光下生根发芽，破土而出；一颗小苗，居然会在风雨里茁壮成长，开花结

果，究竟是谁在主宰这一切？ 

当我把菜园子里的新鲜辣椒摘下来，做好一盘辣椒炒鸡蛋，端上餐桌的时候，香喷喷的感

觉前所未有。上帝创造究竟是多么奇妙——神奇的土地，神奇的种子，遇到阳光和水，

居然结出果实，养育人类。我们享用的不仅仅是食物，也是天地的精华。生命就是这样活

生生地轮回反复，一代一代…… 

记得西北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接通地脉》，说的是在他脱离农民

身份成为职业作家之后，有一天开始重新拿起锄头耕地种菜的感受，那种接通地脉的感觉

让他踏实了很多……是的，开荒种地，真的可以让我们接通地脉，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

行下春风望秋雨。当双手磨出茧子的时候，就可以看看播下的种子了，那是汗水浇灌的希

望，也是接通天地的神奇使者…… 

我们一切都来自尘土，也终将归于尘土。即便是我们在走向尘土的路上，我们也愿意把自

己变成一粒种子，撒到荒凉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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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2015 

曹战冬 

路加福音 17 章 17 节：耶稣说，洁净

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

我常常会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场，那也

一定是那九个中的一位。从古至今，我

们人类是多么容易忘记感恩啊。我们总

有好多的理由和借口，忘记献上感恩。 

感谢加拿大有一个这么好的节日。它会提醒忙碌的我们放慢脚步，数算恩典。 

回想起来，要感恩的事真的不少，我就与大家分享一下父神垂听我为自己儿子 Jack 祷告

的这一件事。 

Jack 本来是很喜欢团契生活的。感谢林肯路教会青年牧师的带领，Jack 从六年级到十二

年级一直非常愿意参加 Junior Youth and Senior Youth。高中期间，他还荣幸地做了三

年的 Conestoga Bible Camp counsellor。如果有时间，他也喜欢在教会的 VBS 帮忙。 

所以当他两年多前开始上大学时，我们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会豪无疑问地去参加一个校园团

契。但是事与愿违，他去了一次 Power to Change 以后就不再去了，理由是功课太忙，

没有时间。做父母的虽然心里着急，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事托付与祷告。我自己祷

告，也请小组弟兄姐妹代祷。 

神做工真的很奇妙。Jack 很喜欢打排球。平时除了上课以外，他最喜欢做的事就算打排

球了。感谢神，衪就安排一个很好的、也喜欢打球的基督徒朋友在 Jack 身边。所以，从

今年五月份开始，Jack 的这一个基督徒朋友把他带到了滑铁卢大学的 CCF（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时间安排是再好不过了。周五七点钟打球结束，然后去参加七点

半的聚会。哈利路亚，感谢神。也求神继续保守看顾他，帮助他远离校园和社会上的种种

诱惑，一生一世都行走在神的真道中。约翰福音 16 章 24 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

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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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啊，我给你一个破碎的自己 

Brooke Wang 

原来，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

所定的时候为不敬虔的人死了。 为义人

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

的；  但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

督就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

明了。 所以，我们现在既然藉着基督的

血被称为义，难道不更要藉着他，从神的

震怒中被拯救出来吗？ 这样，我们做神

敌人的时候，尚且能藉着神儿子的死与神

和好，何况和好以后，难道不更要藉着神

儿子的生命得救吗？ 不仅如此，我们现

在藉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就更要藉

着他以神夸耀。罗马书 5:6-11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约翰一书 4:18 

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 使基督借着你

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 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

是多么的长阔高深， 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的一

切丰盛。以弗所书 3:16-19 

我能站在父面前是因为主耶稣的公义，我能被接受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我能知道我是不

好的人还能有喜乐，平安，希望，爱的力量和勇气是因为主耶稣深深爱着我。 

[五月 23 日 2015 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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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天父爸爸， 

好久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有多么的破碎，听到我两个朋友告诉我对我的认识，说的话就像见

证了我的惧怕，原来她们轻而易举就看见我深刻的不安全感。爸爸啊，我一个人好失败，

也好绝望，我想有安全感，我想有爱别人的能力，我想从惧怕里走出来。亲爱的主耶稣啊，

你不是这样爱我的吗？你知道我心中最深刻的惧怕和无助，你看见我的脆弱，你也懂我的

心，温柔的让我成长，主啊，我有那么好的姐妹朋友在我生命里是你的恩典，我学到了太

多爱的功课，安全 感的功课。 

爸爸，我害怕别人 看见我的害怕。我

想把我心里的恐惧 藏起来，想通过每

个人对我的注意力 和爱支柱着我在别

人面前的生活。爸 爸，我觉得我充满

羞愧。爸爸，我每 天没有勇气出门，

换衣服，我没有勇 气自信的面对别人，

爸爸，我是一个残 缺到不行的人。爸

爸，我是一个骄傲 的人，无法活在知

道自己脆弱的现实 中，于是总是想站

在上风，我害怕别 人真正认识我，因

为我觉得他们如果 真的认识到我的缺

乏，软弱，我是多 么丢脸，我一定会

被看不起，被笑话， 被在背后说。 我只

是没有真的认识到自己，我深刻的不安全感是因为我怕被打击。其实，我还是活在和以前

一样的生活里，赚取爱，需要爱和肯定，我还是没有真正意识到一个人如果选择去爱我那

么那是她的选择，就像耶稣不论我回不回报祂，悔不诲改，祂选择去爱我，不论我做什么，

祂不离开我，我不用去赚。泰然自处，去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全部给出去，去这样有决心

的爱我生命中的人，不留一点为自己伤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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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如此破碎，这是我，这不仅是我的天父我的主心里的我，也是我的本像，认识我的

朋友其实已经知道了。尽管我以为我外表的装饰隐藏了我的不安全感，但是上一次和朋友

出去玩，那一次我真的知道了原来不管我长什么样，有很多自私，我的朋友们还是一如既

往的对我，没有差别，我其实不用那么计较我的长相。这是我心中的破口。我想，说实话，

学圣经知识也许给了我许多安全感，建立我在基督徒同伴里面的“声誉”，别人会认真对

待我。这一年的经历，主真的恩待我，为我剔除了多少不纯的动机，让我可以以纯洁的心

来面对圣经知识，来面对别人，来面对祂的爱。 

人不制伏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箴言 25:28 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

是这个感觉，虽然无法确切知道，但是我一直感觉我的心飘忽不定，饥渴地想要吞掉一切

看到的。我好累其实，渴望得到别人的爱，去比较争夺那些注意力。我求你，爸爸，制伏

我的心，让它不要奔跑着，疯狂的在这世界上寻找，失望，苦毒，让它勇敢起来，放弃自

己，放弃总是为自己赚取人的注意力，朋友的爱，别人的仰慕。是你用你的双手温柔坚实

的包围我的心，用你的手建立了我心的墙，让它懂得安全，让它因为主耶稣刚强起来。 

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我自己的破碎吗？不是的，主耶稣对我的爱是那么坚定，冲

破我一切罪恶，惧怕的阻拦在我生命里动工。 

我亲爱的主为我死不就是如此吗？祂的死确立了祂爱的决心，祂的经历让我的心有了最深

的理解和最坚固的保护。 

其实有时我发现我专门找

别人的伤口或罪， 当我知

道这些，虽然我恶心到不

行，还后悔知道一个人心

里想什么罪恶的东西，但

是我心里就好像抓住他们

小辫子一样把别人践踏在

自己心里。但今天我看见

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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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一阵厌恶冲上来时，我突然那么一眼看着他，心里就感动，就想着神多么深爱着这

个人啊，他也有美好的特质，也有生命中神的形象，我如何可以这样论断贬低看不起别人

呢？我对神的需要难道不大吗？我的罪被赎是多少爱多少代价，当我学会放下自己的时候，

谦卑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多么需要神，才会有安全感。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

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

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马太 7:1 耶稣所作的是接受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论他们的痛苦和

罪，是妓女还是法利赛人，就像耶稣接受我的一切一样，怀着希望，怜悯，和爱祷告，好

像耶稣怜悯我一样，祂低下头弯下身子来理解我的生活指引我的道路让我得原谅，得医治，

得能力，祂低下头弯下身子拿着毛巾和水自愿洗干净我无法洁净的双脚。 

天父啊，我能不能给你这个破碎的自己，你能让我干净！求你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复活

的生命改变我垂死的生命，求你坚固我信心，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

心意而是你的每一个应许，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主啊，帮助我，怜悯我，救我。感谢

你不放弃我，感谢你洗净我，监察我，改变我，医治我到现在，求你继续不放弃我就算多

么痛苦让我洁净，成为跟着你的心的人，使我的生命能够有你的美好荣耀。 求你让我谦

卑，面对我的软弱，却不定睛于我的软弱，而是定睛于你是怎样的救主，如何在海面上让

我行走搭救我，不因我而因为你。主耶稣，我赞美你，赞美你的救恩，赞美你的大能，赞

美你不放弃的爱，主，我爱你，我想要更爱你，更知道你，更亲近你。 

求主接受我的祷告，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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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到现在， 我觉得我在主里有了快乐和成长， 更

加亲近神，更加学会了把神放在自己的生命中。 

以前读圣经，都是不愿意读，很枯燥。可是这一年来， 

感谢主，我逐渐对圣经有一种渴求， 同时每次读都觉

得神的话语无比的珍贵和亲切。神的话抵过这世上一切

圣人所说的话，神知道我们的所求所想，神的话如此信

实。 

自从四月受洗之后，也越来越体会到活在主里的喜乐和

平安，更体会到为主服事的迫切的责任。也感谢主，这

每一次的服事我并没有疲倦，反而更加的热爱。 

希望我不光服事，同时在灵命上有所成长，多多读经。

在天上积累神的道，将神的话时刻记在心中。将自己生

命中的每一步都完全的摆上，荣耀神，在世上为神作见

证。愿圣灵时刻提醒我，行出神的话，自己能够严格行

出神的话语，神的义，成为一个灵命更成熟的基督徒。 

 

冯乐萌  （Sophie） 

 
I am thankful to God because he has lifted me up from the 

pit, and has carried me forward, and has made even all my 

difficulties a way. By his grace have I learned to trample 

over and tread upon serpents and scorpions, and bear down 

every evil before me? By his grace my heart is 

strengthened, and my fear gone, so that I was abl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all people: White, Black, Caribbean, Muslim, 

and Chinese. It is by his spirit and his grace, that I was 

enabled to speak without impediments, but rather with 

eloquence and claims. It is by God that I have strength to 

discharge works that are “impossible”, and to take back the 

duties which I have put off and so honor and glorify God 

and lift him up on the earth.  

•6 persons were preached of the gospel within the 5 days of 

school. 

•I always fail in exercising grace, but God lift me up each 

time. 

•I was lacking spiritual knowledge, but God has given them 

to me, and so blessed me.                                                     

•I am often foolish in my ways but God guided me by his 

wisdom. 

 

David 

来自青年团契感恩的声音 

感谢神带领我和我表弟今年

受洗！  

郝奕堃 Nicolas  

断断续续来林肯路教会已经

5 个月了，这段时间在兄弟

姐妹的照顾下成长了很多。

感恩节之际，感谢大家能一

直包容我，为我祷告，分享

生活中的苦乐酸甜，感谢林

肯路教会大家庭，也感谢神

让我们能在这里相遇！    

侯天雷 Ray 

感谢神来到我的生命中！ 

颜彼得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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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and a time for every 

matter under heaven.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be born and a time to die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kill and a time to heal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tear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weep and a time to laugh,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mourn and a time to dance,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scatter stones and a time to 

gather them,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embrace and a time to 

refrain from embracing,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search and a time to give up,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keep and a time to throw 

away,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tear and a time to mend,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be silent and a time to 

speak,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hate, 

Thank you Father for a time for war and a time for peace. 

 (Reference to Ecclesiastes 3 and 1 Thessalonians 5:18) 

Aimee Tan 

 

对我来讲今年是我从小孩儿开始成人的很重要的的一

年，其中发生了好多很难过很脆弱的时刻，但主耶稣今

年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他的慈爱，他的信实原来真的不

是说说而已，是有很大的能力在里面。这一年里，很多

次在我很无助的时候我就会回来滑铁卢回来教会，每一

次回来叔叔阿姨弟兄姐妹牧师师母听我哭诉帮我祷告，

我领受了别人的爱也慢慢学会让别人来爱我，在很多困

难的时候是这份爱让我走过来心里觉得温暖安全。我也

开始明白只有耶稣是我的源泉和力量，人不能做到。但

当人愿意来爱我那是因为主把大家放在我身边让我从中

更加了解祂的爱和同在。荣耀归给主！ 

 

王鹤霏  Brooke  

 

 

 

感谢团契的小伙伴们在这

一年里可以相互支持，互

相鼓励，可以一起为神的

国而努力。  

付敬格 

 

感谢神每天丰盛的赐予！

超乎我的所求所想！ 

Laura Luo 

耶稣让我意识到当我还在犯

错的时候，他依然在我身边

爱我，为我做替罪羊，我很

感恩。 

罗翔宇 Gavin 

 

Thank you Lord, for in you 

I found true freedom and 

meaning of this life, and the 

power to love and be loved. 

Li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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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一年自己真的在神的引导和关爱下发生了很多变

化。在 Fall 2014 的时候，我被幸运的选中为 MCCF 的

bible study coordinator，接下这个职位的我真的是又

悲又喜。悲在自己真的对圣经只是片面的了解，想不出

适合团契的题目；喜在自己终于可以在服侍神方面做了

又一件事，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事。之前我一直认为在团

契里带查经是一件很 cool 的事，感觉每一位 leader is 

so knowledgeable。但当自己真正开始准备预查，真

正开始去读圣经时，才发现这是一件超级难的事情。每

一次准备我都绞尽脑汁，查了很多资料，理清 logic，

coming up the application questions。Oh，好烦！中

间我有很多次想放弃，不想做了。总是把这些东西推给

别人去做，直到有一天，听到牧师的讲道，讲谈论骄

傲。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不就是属灵的骄傲吗？因为

骄傲，我才没有足够的耐心，真正的静下心来服侍。我

们服侍主，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 是因着主给我们的

大爱。神爱世人， 通过服侍，我们都要将荣耀归给

神。我们都要凭着神的恩赐来实现自己的
Accomplishment. Without god, we have nothing. So, 
whenever we think we are good, we are strong. We 
are the best.  They all depend on our god. We have a 

God, and his mercies are enough for us. 未来的路看

似充满挑战，但我相信，my life will always be 

peaceful with GOD. 
 

                陆子昂（Allen） 

 

妈妈 这二十多年您辛苦了 把我们含辛茹苦的养到这么

大 而我们却在异国都陪不了您 妈妈感谢您赐给我的生

命 您给了我俩全部的爱 您是我们今生唯一的祝福  妈

咪不论发生什么主耶稣陪伴着您 不论发生什么 我和姐

姐会永远守护您 您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无私与伟大 

美美想到总是会流泪 可您还总告诉我说不要计算人的

恶 即使都是逆境 都怀着感恩的心 我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向您学习 一直以来您是我精神上的支柱 陪伴着我们受

伤的心 在无法陪伴您的日子里 愿妈妈每一天平安与喜

乐 愿主保守看顾我的妈妈 妈妈我爱您。     

 

聂若涵 (Yumi) 

 
 

 

 

感谢团契的小伙伴们在这一

年里可以相互支持，互相鼓

励，可以一起为神的国而努

力。  

付敬格 

 

感谢神每天丰盛的赐予！超

乎我的所求所想！ 

Laura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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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日子 

李东光 

每天清晨，我睁开双眼，心中充满感激，为新的一天。 

吸一口圣灵空气新鲜，尝一尝圣经话语甘甜， 

我生命的气息，我所有的一切，全是你的恩典。 

 

一天当中，你与我同在，无论我做什么，都激情满怀。 

只因为恩主先爱了我，我只愿传播你的大爱。 

用我每滴汗水，让我每个脚步，顺服主的安排。 

 

日落星稀，夜爛万籁寂，又是甜美约会，只有我和你。 

祷告中向你倾心吐意，聆听时得着宝贵应许。 

我的心得安慰，我的灵真欢喜，在你怀中甜蜜。 

 

每个日子，每时和每刻，因着你的保守，我平安渡过。 

每一天生活充满喜乐，每一天口中高唱颂歌。 

感谢我的恩主，你竟拣选了我。一生只为你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