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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路教会国语堂 2016 年感恩节受洗见证集 

 

前言：都是圣灵的工作 

国语堂牧师：李东光 

 

 

 

 

 

 

 

 

在一年一度感恩节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又

有六位弟兄姊妹接受洗礼，用在众人面前坚定

地宣告把自己完全交托在恩主耶稣基督的手

中，一生坚定不移地跟随他的方式，对基督的

救赎大恩献上感谢，对神的大爱献上感恩。用

自己委身的决心，荣耀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

的生命在接受洗礼的那一刻发生了根本的改

变，圣灵在那一刻做了奇妙的工，让他们有脱

胎换骨的重生的改变。如同耶稣所说：“是从

水和圣灵生的”（约 3:5）因圣灵的工作，他们

完全进入到神的国度里，进入到耶稣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

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 5:17） 

这六位受洗的弟兄姊妹，既有饱经风霜的

半百之人，也有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还有一位

十五岁的少年；他们有的是新移民，有的是工

作族，有的是学生；他们的境况既有面临新的

生活、工作环境的挑战，又有面临学业的压

力，更有正面临着家人身患重病的艰难；他们

有的已经信主十来年，有的一两年，还有刚刚

接触基督信仰一个多月。尽管有这样多的差

别，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救主

耶稣都有坚定的、明确的信心。发现这位舍己

的救主正是自己寻求的答案，需要的是圣灵给

予的信心；解除自己心中的疑虑、担忧，需要

的是圣灵给予的信心；在困苦中抓住神的恩典

和应许，需要的是圣灵赐给的信心；克服了多

年的挣扎徘徊，同样需要圣灵给予的信心。这

都是圣灵的工作。 

与教会实践中常见的先要做出确切的承诺

才能参加受洗班不同，我们教会也欢迎有感动

的弟兄姊妹先参加受洗班，课程结束之后才做

是否受洗的决定。在第一天课后，两位还没有

做过决志祷告的弟兄和大家一起做了决志祷

告。但是只有一位原来坚定报名受洗的姐妹仍

然心志坚定，其余的六人都说要再想想是否受

洗。在第二天受洗班结束时，我特别对接触基

督信仰时间较短的弟兄表示，如果自己觉得还

需要时间再深入了解基督信仰，我完全理解，

不必着急。可是正是那位弟兄最先坚定地表

态，他认定这位主是好的，是真的能拯救他

的，他愿意一生交托、跟随主。他也明白了圣

经里关于受洗的意义，通过学习打消了一些顾

虑，所以他决心这次就受洗！其他的弟兄（一

位姐妹就是一开始就报名的冯亚儒）也都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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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愿意受洗！我的心大受震撼和感动，为自

己的小信而羞愧，为圣灵的大能而欢呼。这样

的远超所想所求的结果，这样的改变人心的大

工，只能是圣灵的工作！ 

他们的受洗见证，我都没来得及先看一

遍，只是在不断地为他们祷告。然而虽然没有

经过审查修改，但是他们的见证都真挚朴实地

反映了神在每个人心中、每个人生命道路上奇

妙的作为。不同的心得、不同的看见、不同的

角度，相同的是这是圣灵同样的工作——化腐

朽为神奇的工作，开人的心眼让人认识神、称

基督为主的工作。哥林多前书 12:3 这样说“所

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

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

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圣灵感动他们认耶稣是主。主耶稣也真

的要在他们今后的生命中带领他们。圣灵会继

续在他们的心中做奇妙的工作。纵然人有时软

弱，有时失信，但是我们主的大爱永远不会与

我们分离。盼望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受洗多年

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牢记在神和众人面前的宣

誓：“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

主；跟随、效法耶稣基督一生不偏离。”这就

是让基督的救恩因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的生

命，与神和好，做神宝贵的儿女；这就是让恩

主耶稣做我们人生的主，掌管我们的人生；这

就是做委身的基督门徒，在教会的大家庭里，

彼此相爱、共同成长，学习主的榜样，学习主

的话语，尽快、尽多长成基督的样式，用我们

的生命荣耀神。 

 

 

  

任原东——感恩受洗见证 

大家好，我叫任原东。我今年15岁，在SJ

AM读书。我来自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就来教

会。我最早对教会的记忆就是聚会结束后的茶

点。一上完楼下的主日学，我肯定会是第一个

跑回这里的小孩。 

近几年来，每个夏天我都会参加教会组织

的夏令营。就在今年，我去了一个针对于青少

年的营会，叫“Word Of Life”。在那里，我

和一位带领人，Jonathan，进行了交谈。他问

我：“你是基督徒吗？”我回答说：“我认为

我不是。”他又问道，说：“如果你今天离开

了这个世界，你会到哪里去？”“我觉得我会

下地狱吧……”我这样回答他。在我看来，信

主而上天堂比不信而下地狱强无数倍。于是，

我们就这样谈了下去。紧接着，我们进入了更

深的讨论。“你知道决志的意义吗？”他问

道。“我知道。就是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

主，并让他赦免你的罪，对吗？”我说。那一

天，我在他的带领下，决志信主了。 

几周后，我初次想到了接受洗礼。可是我

感到犹豫，因为似乎没有任何动力促使我这样

做。并且我发现我有一些疑惑。我认为我不够

完美，受洗之后也不会停止犯罪。不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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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告诉我，教会将要举办一个受洗班。我

想，就听一听，不一定非要受洗。在受洗班

上，牧师正好谈到这一点。他说如果必须要足

够完美才能受洗，那么谁都没有资格。还有，

没人受洗之后会停止犯罪，但在圣灵的帮助

下，我们可以尽量克服那个老我。他也说，越

早受洗，越早蒙福。我的迟疑就烟消云散了。

于是我决定受洗，在大家面前见证我的信心。 

虽然我是一个罪人，不配接受这福音，但

是神在我背离他的时候就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他的爱就如此向我显明了。路加福音9:3 写

道：“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

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今后，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的，向着标杆直跑。 

谢谢大家！ 

 

             
 

 

张振义：感恩受洗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的名

字叫张振义，现在是滑铁卢大学数学系的一位

学生。首先我想感谢李牧师的受洗班，让我最

终有了决心做出受洗的这个决定。之前每当有

朋友和亲人问我在加拿大生活地怎么样，我告

诉他们我在这边生活的很快乐，但是如果没有

教会，没有主内弟兄姐妹们在的话，我相信我

一定不会有这一份信心告诉他们我很快乐。 

    我第一次对一个信仰萌生想法的时候是在

两年前，那时我在医院做了一次检查，检查完

在等结果的时候我担心自己会不会检查出身体

有问题，然后整个心里慌乱了起来，我当时在

想，在这个时候，也许我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信

仰的力量，内心会不会安稳许多。然而这个想

法在我脑中也只是一闪而过，之后的一段时间

也没再有想过去接触信仰。直到 2015年的某

一天，我在滑铁卢大学的 club day上看到

uwmccf的展台，然后在那里就遇见了 peter

哥。当时和 peter 哥聊天让我感觉到十分亲

切，因为他和我来自一个高中，并且从 Peter

哥那里听说了林肯路教会刚好有迎新的活动。

我一想，有教会叔叔阿姨做的饭可以吃，然后

又可以借这个机会多认识点同学，我就拉着我

的前室友 ken来到了林肯路的教会。 

    也就是那一次，我第一次真正地听到能触

动我心灵的分享，也就是神的话语。之后的时

间，我加入了 uwmccf，和团契内的弟兄姐妹

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基督信仰的问题，让我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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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当时 Jing组织了

一个种子小组，给像我这样刚刚接触基督信仰

的人解答关于神关于信仰的问题。当时我问了

很多现在看来挺无知的问题，感谢团契和种子

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对我的包容和对我问题的耐

心解答。 

    还记得我第一次和神的对话，是在一次和

我外甥吃饭的时候，那天我们饿了一整天以

后，去了火锅店吃火锅，因为太饿，吃完了一

顿饭后感到特别满足和幸福，这个时候我就突

然很神奇地对我的外甥说：我想要祷告。然后

我就带着我的外甥一起感谢主带给我们这么一

顿丰盛的晚餐。之后，祷告就渐渐地成为了我

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成功还是跌倒，还是生活

中的大大小小的琐事，我都会去祷告，和神交

流，从而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与此同时，我

还渐渐开始学会为他人代祷，为家人祷告，为

朋友祷告，为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祷告。当我

遇到困难的挫折的时候，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

不停抱怨，而是平静坦然地面对，因为我知道

神是想通过这些事让我锻炼和磨砺，从而能够

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刚强壮胆，并且在之后的经

历中也验证了神总是把最好的留给了我，因为

通过这些神的考验我真正地成长了。 

    在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的外婆，我从小就没

有花太多的时间和外婆相处，但是我一直觉得

外婆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的一生都生活在乡

下的一个小房子里，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

有一种非常满足非常开心的心态，平时一直都

是乐呵呵的。直到前几个月，我和我妈妈在一

次吃饭的过程中才了解到原来我的外婆是一位

几十年的基督徒，我想一定是主说过的喜乐的

力量让外婆一直都有这么好的心态。我也相信

外婆的一生在神的力量与爱中，一定充满了幸

福。今天我在林肯路教会在众弟兄姊妹的见证

下受洗，我也相信我亲爱的外婆在天堂，神的

家中，也一定很为我感到高兴与喜乐。感谢赞

美主，阿门！ 

           
 

林康平——感恩受洗见证 

 

 

 

 

 

 

 

在座的各位大家好！很感动能够在这里做

我的洗礼见证。 我认识神的时间到今天刚好

是一个月，和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相比应该算

是非常的短了。这个学期我第一次来教会的时

候，那一次的讲道内容正好是“我不知道别

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 初

次听到这句话当时我的情形正符合林建忠叔叔

讲道后对我说的话“我知道很多别的，但并不

知道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当时听了这

样的话之后，我想知道这个原来我不知道的道

理，于是我带着求知的欲望每天看那本第一次

来教会而被赠予的中英双语圣经。 在读圣经

的过程中，我逐渐开始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到

神的存在。我读的越多，想的越多，越想去了

解的时候，我就越对这位耶稣基督深信不疑。

我想这就是神对我的召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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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经的过程中，我所受到的感动来源于

其中所说的爱和信心。正如圣经中所说的，父

母对自己儿女的爱都已经让人动容，那上帝对

人类的爱必定是更加的宽广（马太福音 7:9-1

1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

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

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

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上帝按照自己的

样式造人，因此人的善良是神性的体现之一。

我在这里受到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照顾，感受到

神的爱的传递，因此我也更加相信，上帝的爱

临到了每个人的身上，而大家的善意都是对神

信心的最好体现。我对耶稣基督和神所有的信

心，并不是希望通过信仰神，就能够在我面前

突然变现出一堆金子，而是我有了主耶稣复活

的新生命后，靠着主耶稣，我愿意追随上帝和

耶稣基督带给人的教导，遵从神的旨意去行为

做事，神给我指引的方向一定是对我最好的。

这种信心，并不是单单凭借理性思考判断上的

决定相信或者不相信，而且是很奇妙地受圣灵

感动从内心深处愿意去相信，愿意去遵行。希

望在主耶稣的指引下，我能够更多、更深入地

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 谢谢！ 

 

汪 能——感恩受洗见证 

和神的初次接触要追溯到十年前了，一个

懵懂的年轻人被朋友带进了教堂。听着听不懂

的讲道，唱着从未唱过的歌，我就像进入了一

个未知的世界，迷茫而困惑着。但是就在那个

时候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股神圣的力量让我内

心充满了愉悦，一种前所未有的，发自内心的

单纯的愉悦，那种感觉超越了我的认知，直到

现在我也无法忘怀。很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学

业，搬家和工作的原因我远离了教会和神，但

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刻神就已经接纳了我，并

和我签订了契约，约定在十年后再相见。 

人生就是一个很奇妙的旅程，并且已经超

越了我们自己的掌控。我从未想过十年后我会

来到另外一个国家，并且又再次走进了教堂。

在社会摸爬滚打几年后，我逐渐的开始相信我

们的人生、以及这个世界都是冥冥之中被安排

好的，我开始相信了有“上天”，只是当时还

不知道这个我心中的上天是谁而已。 

第一次走进林肯路教会是一个朋友约我在

那见面的。当进入到在教会见面，我内心突然

一下子充满莫名的欣喜。现在回想起来，每每

走进林肯路教会，自身仿佛远离了尘世的喧

嚣，内心充满了平静。我内心不断的说服自

己，希望能抛弃自己的偏执，像一个小学生一

样从头学习并勇敢接受。抱着学习和试一试的

心态我参加了洗礼培训班，感谢李牧师耐心的

教导，从简明的培训资料中我得到了启发，特

别是当看到“悔改，相信并接受”的字样时我

一下子醒悟了，曾经脑中的疑惑一下子没了，

当时就决志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心理路程，

就像恋人之间隔着那层窗户纸一下子被戳破了

一样，我相信每位兄弟姐妹都会有这么美妙的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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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曾经的工作领

导赐给了我两个字——

“开放”，意思是开放自

己的心，接受自己的完美

和不完美。虽然我和神接

触的时间很短，对神的认

知以及对圣经的领悟还很

肤浅，但是我会抱着开放

的心态去坚定的追随神。

神已经按照我现在的样子接纳了我，我也接受

我自己的不完美，接受我现在对圣经的不了

解，然后在神的大爱下领悟，悔改，并跟随耶

稣。这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在真正成为一名基

督徒后，内心时时刻刻都充满着莫名的感动和

感恩，自己最深切最真实最朴实的体会就是：

一个曾经漂泊在外的游子终于找到了家！ 

感谢主！感谢牧师和所有帮助关心我并领

我回家的兄弟姐妹！ 

             

 

王清华——感恩受洗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叫王清华，祖籍

山东，生长在黑龙江。

我和我的爱人刘庆红，

女儿嘉惠生活在安徽合

肥。四年前我的一家技

术移民来到加拿大，先

在London生活工作了两

年半。一年前我和刘庆

红在桂湖找到工作，所

以我的一家2015年8月从London搬到桂湖，目

前住在桂湖。 

今天非常荣幸地受洗成为神的子民，心情

非常激动，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主能接

纳我这一个罪人！我愿意一生跟随主的召唤，

践行主的教诲，荣耀主的盛名，永远做主的奴

仆。 

我们信神和来到教会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两个月前我爱人的一个朋友邀请我们来到教会

看看，我们就来了。那次听到了一个姐妹的见

证并去看了她受洗，我们受了感动，听了牧师

讲的圣经中父亲和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感

受到了主耶稣的爱。在李东光牧师的祷告带领

下，我和爱人决志信主。 

信主后的第二次来教会做礼拜，神竟叫我

们与国内来加拿大的两位亲属不期而遇在教会

见了面。我们曾在2013年为了能见这位亲属专

程从London到Waterloo，却没有见到。没有想

到三年后，也就在我们信主后第二次到教会做

礼拜的时候，我却见到了这位亲属，而且还见

到了他的国内来的母亲。这难道不是神的大能

吗！ 

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受到了主内弟兄姐妹的

关爱如同主的大爱。我和爱人9月24日来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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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礼拜时，她突感不适。我在送她到医院的途

中，发生休克抽搐。医院检查后确诊为乳腺癌

转移到大脑，情况十分危急。在我们住院的前

几天，我和爱人非常恐惧、难过，寝食难安。

我的体重一个星期迅速下降了3公斤，几乎难

以支撑。在这时我求到了教会，求到了李东光

牧师。 

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及时赶到，为我们

祷告，为我们提供饭食，从心灵上教导、引导

我们，还特别地满足我爱人刘庆红的请求。在

医院于9月28日为她施洗。这无疑是主天大的

恩典，临到我的身上。 

施洗后，我爱人心内变得平静，对永生有

了期盼，明白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有长

有短，但是信靠上帝、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将回到永恒的天家。我的内心罪恶感和愧疚感

也得到了缓解，能够坦然接受所面临的现实。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上帝的安排，非我们

能左右，我们就仰望交托给神。 

通过庆红生病住院，施洗和主内的弟兄姐

妹的无私关爱和帮助，我更相信基督的美好和

大能。我感受到弟兄姐妹的关爱和帮助，就是

主差遣他的仆人来帮助关心照顾我们，这是主

的大爱和恩典临到了我们全家。 

我决志今后遵行主的旨意，作主的仆人，

到一生，到永远。 

阿门！ 

 

 

 

冯亚儒——感恩受洗见证 

让爱住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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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

音 3:16）。上帝的爱无处不在， 随时随地和

我们在一起！大概 6、7年前应朋友邀请我第

一次去了教堂，当我听到那优美的赞美诗时，

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我当时泪流满面，我觉得

这字字句句都是说给我听的。从那时起，我感

到我寻找的，我找到了，那就是我们的神！寻

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

音 7:8）。 

但是由于当时工作很忙，我便有时间了才

去教堂，没时间就不去了，也就是说我和上帝

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即便如此，但我们的神

从那时起就再也没离开过我。 

2012 年新年伊始，我们盼望已久的移民

面试终于下来了，2月下旬的一天我和我的先

生去香港面试，在面试的前一天我们见到了我

们的移民律师，律师和我简单地谈了一下我的

面试材料，他说：“你的材料准备的不好。你

知道明天面试的人很多，能通过的只有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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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你们来香港是旅游的吗？旅游还是要花

钱的！”从律师事务所出来我傻眼了，咋办？

我回到宾馆附近，本来想吃点东西，可我哪有

胃口呀！我难过，眼看辛苦等了四年的移民要

泡汤，我哭了。饭也没吃，我想既然律师这么

说，我明天就不去面试了，越想心里越难过，

饭不吃了回宾馆。当我到宾馆门口时我听到唱

赞美诗的声音，噢，原来我宾馆的隔壁就是一

间教堂！顺着赞美诗声音我走进了教堂。坐在

教堂里，我的眼泪流地更厉害了，就像受了伤

的小孩看见了自己的父母一样。我祷告，请神

帮助我。和大家一起敬拜完，走出教堂我已经

平静了，并且决定明天参加面试。没想到第二

天我的面试很成功。这就是神的大能，他赐给

我了平安和力量，他知道我的所求，他的爱就

时时刻刻和我在一起。感谢主！一切荣耀都归

与我们的父神！ 

2013年我们一家离开了故乡踏上了加拿

大的土地，来到加拿大这个陌生的国家，一个

陌生的城市，开始了陌生的生活。刚来我们就

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首先语言不好，虽然

我是学外语的，可英语是我的第二外语，再加

上二十几年没用，早还给老師了。我先生就更

甭提了，本来他就不愿意来加拿大，这下他就

更来气了，所以吵架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在

他来加拿大后二个多月时，因为我们小事吵架

他竟然一气之下买了机票回国走了，留下了我

们娘仨。那时虽然买了车可我没驾照，再赶上

我们在加拿大第一个冬天来了，我的天哪，菜

都买不回来，我也有点后悔来这冻死人的国

家。第二年的夏天，我的先生又来了，这次和

上次一样以吵架的方式结束了他的加拿大的探

亲。他待了三个多月又回去了。这次走了，一

走竟然就走了一年多，对我和孩子不闻不问！

去年的 7月，由于我身体欠佳他又来了。刚开

始我叫他去教堂他不去，因为我去的是英文

堂，后来为了照顾他语言上的障碍，我们来到

了林肯路教堂中文堂。在这里他有了朋友，可

以交流，并且我们参加了生命小组的查经聚

会，他逐渐对圣经开始感兴趣，还参加了教会

组织的“以神的方式教育孩子的活动”，通过

学习我们受益非浅。我的先生他每天都读圣

经，积极去教会，慢慢的他也用神的话去要求

自己。他说：神让我们爱邻居要像爱自己一

样，难道我能不爱我的家人吗？他变了！变得

谦卑了，平和了，愿意和家人沟通了。我知道

这都是神的大能在他身上做了功！我也知道我

以前是个有罪的人，我骄傲，不谦卑，觉得自

己能搞定一切，可事实又怎样呢？以前我苦口

婆心和他谈，他没有丝毫转变。感谢主！我们

夫妻关系正常了，家的笑声又回来了，我们又

有了喜悦。我能不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吗？ 

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

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

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

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

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信我主耶稣

基督，他的爱不仅

永远住在我家，他

的爱也会永远住在

每一个兄弟姐妹的

家，也要住在世界

的每一个角落！ 

鸣谢：感谢钟玲姐妹帮助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