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林肯路教会国语堂

2017 年夏季受洗  

弟兄姊妹见证集 

Conestoga Bible Camp 
2017/7/23

 

鞠云美姐妹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叫鞠云美，我从小在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里长大。爷爷、

父母、姐姐和亲戚们都很疼爱我。 但是我的家庭里特别注重

佛教。从儿时的记忆里到现在, 每逢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我

的爷爷或是父亲必定要提前净身，亲自去请菩萨纸， 以高香

敬拜侍奉。这显然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或是我们家庭里的一

个规矩。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在接触耶稣基督之前，我俨然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

徒。在我 20 岁之后，我就已经陆陆续续去过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的寺庙拜佛，来祈

求平安和好运。像四川的峨眉山、乐山大佛、浙江的普陀山、海南岛的南海观音，我都

去朝拜过。在我出门旅行时，只要看到是寺庙，里面供着佛像的，我都会进去双手合十，

双膝跪地，虔诚的膜拜，许下心愿，期望这么做能够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平安。也期盼这

些佛像能实现我祈求的所有心愿。在当时我觉得这是唯一人不能做，但可以通过信靠这

些偶像改变当下困境的最捷径方式. 

后来，我出国了。两年前是在我人生的最低潮期，各种生活中不顺心的事，学业压力又

繁重。正当我不堪重负的时候，我在朋友伟明和艳艳夫妇俩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了滑

铁卢林肯路国语教堂。我依然对那一天的第一次接触耶稣记忆犹新。 说实话，第一次

听道，觉得圣经的话语虽然颇有些道理，但并不能让我的生活立刻变顺利或心情立刻变

轻松。只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认识了具权柄又慈爱的主。当时也是粗浅的认识，就好

像走在路上跟迎面而来的人说了声 HI. 后来我也就不再经常来教会了，只是偶尔参加一

下艳艳他们家的小组。我知道他们是想传福音给我，是想叫我认识神，希望神来帮助我。

我还记得每次去艳艳家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一些生活状况，伟明兄弟他总是对我

说一句话：橘子，凡事你就依靠着神, 把一切都交托给神的手里。而我当时对这句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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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理解，甚至说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人生格言中, 我觉得命运是掌握在

自己手中的, 求改变和求突破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获得。如果叫我依靠着神的话，我觉

得有些不真实和荒唐。如果我所经历的痛苦和不公平的事情能靠一个虚无缥缈的想象出

来的神来解决，我觉得这个事

情听着就不是很靠谱的。所以

我没有相信他。 

接着，我就靠着自己的智慧和

双手去努力构架我的新生活，

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来改变一切,。

就在我还是四处碰壁，被生活

这堵墙撞的头破血流时，我突

然发现人的力量真的是有限的。

有些事即便自己很努力了，但

是还是不能如我所愿。我开始

感到疲惫，无助，挫折，失望，甚至有时有些绝望和无力。后来，艳艳始终锲而不舍的

邀请我去她家聚会，介绍教会的新朋友给我认识，带我去洁明家，通过洁明我又认识了

很多新朋友。我突然发现，不管生活中发生好事或坏事，我在这些基督徒朋友的脸上读

到的始终是坚强，平和，喜乐。于是我开始问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已经得

到了神的救赎，所以他们有盼望，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天家那才是永恒的。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我豁然开朗，一下子被触动到了，那是一种猛然醒悟的感觉啊。对啊，

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神，还要计较这短短几十年的爱恨悲苦做什么，我的心这时也就

突然间开朗和轻松了许多。 自此之后，我遇到生活中任何幸与不幸，公与不公的事情，

我都能看开了。以前执迷不悟，活的辛苦，是因为我从没有真正敞开我的心门, 没有从

心底接纳这位神。所以当然我无法得到神的祝福，必然活的累。于是我就继续回到教会，

积极的参加小组, 重新调整自己, 认真的聆听神的话语, 并在洁明的带领下决志祷告：

“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坐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

得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此后，

我开心极了，一种找到家的感觉包围着我。我想那时正是神的爱充满了我。 

从那之后，我开始学着自己一个人祷告。尽管开始祷告的时候，话语都是显得支离破碎，

不是那么流畅和严谨，也只是说了一些生活中的烦恼，就好像女儿和父亲聊家常似的。

不过由于神已经住进我的心里，圣灵在做功，神就开始大大的显现他的奇异恩典，我明

白了我以前所遭受一切的挫折、磨炼都是在他的旨意下，是为了吸引我认识神的过程。



3 
 

我不独自忧愁、烦恼、挫折，只因我要将一切全交托给主，他必有安排必有计划。路加

福音（18:27）写道：“你要依靠上帝，要相信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我此刻和

将来必信靠耶稣为我的救主，我告诉自己要顺从上帝的旨意，要多赞美神。从此之后，

我仿佛收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启示，而这一切令我的生活顿时变得丰富。机缘巧合之

下我被一家公司破格录取，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其实说起来，我知道凭我的能力未必

能得到这份工作，这全是神的功劳和恩赐。另外，由于工作的特殊排班，我必须在周六

工作，神也神奇的帮我安排好了，一切都是被安排的巧妙又合适，而且这些恩赐来时的

候刚刚好，不早也不迟，都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有一天晚上我无意中就收到

了朋友发的链接，在我家附近正好有一个 homedaycare, 这样我就完美的解决了孩子的

托管问题，我也就能安心的做好这份工作。现在孩子每一天都在健康快乐的成长, 每天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开始深深的感受到天地之间有一创造之神, 这位神不同于其他

的宗教的教主，我们的神是救赎的主。于是, 我就开始省察自己，忏悔过去的自己，我

以前总是抱怨，易生不满，感叹命运不公平。 现在只要我开始祷告，我的内心就满有

平安。再回过头去看看，我从以前到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有神的安排和美意，他亲自引领

我回到他的身边，现在真后悔没有早一点回转归向神。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神，这篇见证我是用了两个小时一气呵成，我知道是神在我心里做

工，让我写下赞美他的话语，见证他的大能，愿所有的赞颂和感恩并荣耀都归给我们在

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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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翔弟兄见证： 

 

我叫杨凯翔，Laurier 大一的新生。成长之路，并没有意义

上的大灾大难，家里也没有基督教传统。未经失恋不懂爱情，

未经失意不懂人生。没有任何认识基础，自然看待基督教会

中立一些，相信起来也更难。唯一有所帮助的，就是我并非 

是一个无神论者。看到天地如此奇妙，一花一木，世事繁杂，

我想，一定有个神在支配创造一切，只是并不清楚是谁。 

我在来到滑铁卢之后接触了基督教，牧师给我讲了些基本知识。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心里

很复杂，因为在教会听到的知识与我的观念，有些符合，有些相去甚远。记得第一次去

教会，讲道主题是爱，说要对所有人去爱，尤其那些你不喜欢的。当时听到这个理论觉

得基督教挺好。第二次去了，母亲节，牧师说母亲的爱是大爱，但是耶稣的爱更大。当

时并不接受，因为我印象中一直觉得父母是世界上和我最亲的人，我也曾想过人活着意

义是什么，人生如风，风过无痕。如果只为亲人而活或许没有自己单纯的意义。但我想

未必人的意义就一定是独立的，我和父母互相为对方而活就够了。所以我会尽量回家陪

他们，每天也都会联系一下。当听到我并不怎么了解的一个神，比我父母的爱还大的时

候，并不能认同。当然，一个说法好坏与正确的本身，很难去论断，也不知道神的角度

看之如何。我们能去判断的，是以它是否为社会带来正面影响。 

后来还是告诉自己，要全面了解之后再做评价，所以每周，我会去一些中文和英文的团

契，还有周日的主日聚会，去尽可能的学习领会。日渐月染，我发现周围很多人都被耶

稣基督所影响。他们都很热心，心怀感恩和爱。平常的日子，过的一直很平淡，性格原

因再加上毕业哭过之后，八个月之久，几乎没有开心的笑过，没有一丝表情，每天下课

了打一小时球，买菜回家，做饭，休息，周而复始。似乎生活中已没有令我非常开心或

难过的事，哪怕是全班同学都在笑的事情，我也只是莞尔一笑。我将自己的心锁住，只

让父母和我最关心的人在里面，足够了。其他人，我会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只是，

他们无法进入我的心里。当我来了滑铁卢之后，周围的基督徒，就像我多年的老朋友一

样热心，去积极地和我交谈了解，去帮助我，慢慢的，我的心不再那么封闭，愿意让他

们进来，愿意接受更多的人。 

学会了祷告之后，当我心里有任何事，都有一个地方去倾诉，交谈，寄托，我想这就是

神带给我的影响吧。我是看到神对我和周围人的改变之后才决定信主的，因为神是看不

见的，当他作用于这世界之时，我才能看见，才能领会。这位使身边信主的人都如此包

容仁爱的神，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跟随呢。如今要受洗了，感觉有点儿像刚经历了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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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几年辛苦，在小县城

的蜗居，马上要面临一个新

的世界，已有所窥探，有一

些憧憬和希望，前途是一片

光明，虽然太亮了看不清，

却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声音

在告诉着我——这就是人

所渴望的东西。人生如梦不

是梦，因太真实，如今，是

要体验神的真实、真实的神

的时候了。把自己交给神，

让他带领我，指引我走接下

来的道路。 

要受洗了，意味着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过去陷在罪中的种种昨日死，今日不复见。我在

这里学到的最多的，就是爱，正心则生纯。我一直有很多朋友，玩的很好，却没做到爱

他们，以后要去改变，真诚地爱他们。原来我曾伤害过他人，伤人，如水覆地，信主之

后，我相信神会教我如何去弥补。从此我的人生是在神手中。 

感谢上帝。 

 

             何小虎弟兄见证 

早在来加拿大之前，我便已经听到过福音，并且

潜移默化的接受了福音，这主要是家庭给我带来的影

响。大家都知道，国内的学校一直告诉学生们，神是

不存在的，所以我从小其实一直在主的门外，后来我

父亲因为某些原因回到了主的身边。也不是非常久远

的事情，是在七年之前，之后我就看到我的父亲每周

天无论有多忙都会抽空到教会去与当地的弟兄姐妹们

团聚。他也会试图叫上我，不过因为当时年少，而且

心中对信仰充满了疑惑和不解，于是每次我都会拒绝

前往教会，所以虽然接触福音挺长时间，但没有相信主。 

不过再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渐渐的感受到了我父亲是多么的虔诚，于是我就也想去

看看，这教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那么充满吸引力。来到当地的教会之后我就发现，

那里的人都好好啊，对就是字面意思的好，无论是对事和对人，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

无论你有什么问题他们都会想方设法的去帮你，或者说间接的为你解答。总之就能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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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的人和平常在外面的那些陌生人并不一样，在这里我不用拘束，因为每个人都把

其他人看做了兄弟姐妹，因为大家都有同一位天父。但是当时才刚刚认识这位伟大的天

父，刚刚开始了解圣经的我还没有完全的坚定我的信心，教会的人就说，不用担心，总

有一天你会找到信心的，不，总有一天主会帮你找到信心。 

就在我又在中国度过了一个暑假，准备继续回来加拿大上大学的时候，他们为我祷

告，希望我能够在加拿大大学里也找到团契组织。于是我心里就想，那既然主那么的神

通广大，那我还真要看您能不能找到我，于是这来到大学的第一年就这么过来了，我没

有一次去主动找过教会，除了平时的祷告照常之外。正当我以为主可能不会来找我的时

候，就在我快要放弃等待的时候，我的一位本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朋友突然找到我说他

开始去教会了，问我要不要一起前往，当时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出于何种原因他突然找到

了教会，又出于何种原因叫我一起前往，我就心想，这不就是主在找我么，于是我没多

犹豫就跟着去了。 

没错，这里就是林肯路教会，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弟兄姐妹以及滑铁卢青年团契的

朋友们，他们给我带来了很多温暖以及问候，在这里我最终的坚定了我的信心，也正赶

巧遇上了这次的洗礼活动，我便想到要报名参加。来加拿大的五年时间，经历的许多一

个人的时光，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因为住的地方离学校较远，每天就待在房间里，除了

上学的时候也见不到什么朋友，当时的时光一直是主陪我走过来的，不然我今天也不会

有这么好的心态，也感谢主启发我健身，让我现在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也感谢主能给

我带来这么多美好的时光以及那么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更加的快乐，跟随着

主过好余生的所有时光。 

我也不再为我的未

来担心，不再惧怕未知的

一切，这里引用诗篇第

118 章第 6节，有耶和华

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

把我怎么样呢。（诗篇

118:6） 

愿主保守接下来的

时光以及所有在座的的

各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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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惠姐妹见证 

 

大家好，我叫孙嘉惠，来自安徽合肥。2012年 12

月 26日我跟随爸爸妈妈来到加拿大。因为爸爸的

同学在伦敦。我们也去了伦敦。一开始接触神是爸

爸的同学带我们去伦敦的华人教会。去了几次，每

次听讲道总是昏昏欲睡。加上在国内从小受无神论

的教育，很多观念接受不了，慢慢的就没有再去教

会了。现在想起来，很是惭愧，追悔莫及。 

 

后来爸爸妈妈在桂湖找到了工作就搬了过来。一次妈妈在他的朋友带领下来到了

林肯路教会，那次他们听了一位姐妹的见证，并观看他受洗。他们当时很是感动，

也决志信主了。那时我在国内，听到这个消息很有感触。 

 

2016年 9月我回到了加拿大，妈妈就带我去教会。有一天正在聚会，妈妈突然

感到不舒服。我们就准备回家。可是在路上发生了严重的症状。我们试图叫救护

车，可是当时我的英语不好，爸爸当时很慌乱。还是住在路旁的当地人，帮我们

和 911接线员交流，叫来了救护车。现在回想那个帮助我们的人一定是神派来的

天使。 

 

到了医院检查后，医生跟我们说情况很严重。妈妈的乳腺癌转移到了大脑。这个

消息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我感到十分绝望。好在牧师师母来看望开导我们，

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爱心帮助，让我的心渐渐平复一些。为满足妈妈的愿望，牧

师到医院为妈妈施洗。那天圣灵也感动我，我也决志信主了。 

 

后来妈妈病情神奇好转，回到家中与我们一起生活了半年时间，一起度过圣诞节，

元旦，农历新年。那段时间真是十分宝贵。 

 

今年四月妈妈病情再次恶化，住进了临终关怀医院。但是在妈妈身上我看到的不

是恐惧、害怕、绝望，而是平静与喜乐。她用微笑面对每一个探望她的人。即便

是在弥留阶段神志不清时也表现出平静和喜乐。5月 18日，妈妈离开我回到天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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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离开后，幸好

有弟兄姐妹的陪

伴与帮助，他们和

我一起聊天，唱诗

歌，给我带来极大

安慰。如果我没有

来到教会这个洋

溢着神爱的大家

庭，我真不知道我

会如何走出人生

的低谷。在神的家中，我认识了主，相信主，主也亲自安慰我受伤的心灵，主的

话照亮我前面的道路。我不再感到无助迷茫。想到妈妈在严重病痛中表现出来的

平安喜乐，体现她对主的应许有极大信心。这是主给她的安慰和力量。我要学习

妈妈的信心，更加信靠神。 

 

今天是我受洗重生的日子，在这 

里我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临到我这不配的罪人。也感谢各位弟兄姐妹在

我最无助悲伤的给予我的安慰，鼓励与帮助。我愿将一生完全交托给主，为主作

见证，积极传福音，按神旨意追求圣洁生活，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赵雪茹姐妹见证 

大家好，我是 Melody。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认识

并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过程。 

 

我第一次听说基督教信仰是出国上学的前几天。某天吃完饭，

爸爸妈妈无意间聊起姑姑姑父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就开始

了相关的讨论。出于好奇我上网查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资料，

但是没有太大的帮助，我依然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况。于是，

我就带着许多的疑问来到了加拿大。 

 

来到加拿大的第一站，我到了 Waterloo 的姑姑姑父家。在这期间，我就把我的这些困惑向他们

请教。他们也很耐心地向我解释说明，让我对基督教以及基督徒的生活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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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几年里，每到 reading week，Christmas 等长周末，

姑姑姑父都会邀请我来 Waterloo，并且带我参加教会的

成人主日学、主日崇拜和一些团契活动。让我更加深入的

了解了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他们是我接触基督教信仰的

启蒙导师。 

 

还记得在 2014 年的 Victoria Day，姑姑姑父开车带我去

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小木屋度假。第二天晚上，夕阳西下，

我们在湖边的一个餐厅吃完晚饭，姑父再次向我讲述了耶

稣基督的救恩，并陪伴我一同作了决志祷告。我祷告完的

时候我看到姑父特别激动，感觉他把我带到主里面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那一次我深受感动。这就是我决志信主的经

历，在 2014 年。 

 

但是，之后我一直找各种理由没有受洗。比如，我还没有明白所有的圣经道理，或者我觉得在大

家面前作见证很有负担。这次我决定受洗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在 2015 年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小病，需要回国做一个手术。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听着各种器械的声音和医生聊天的声音，让我的心情很烦躁，总觉得怎么还不结束。随着时间的

增加，这种感觉越来越严重。在这时，有一些祷告的话语出现在我脑中，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

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耶利米 17-14）；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

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 11-24）。让我明白不管你的感觉

有多糟，只要奋战不懈，坚定不移，不断的提醒自己神话语中的应许，就可以得到医治。于是我

就试着进行祷告。很奇怪，我的心竟意外的平静了。这时我就在想主是爱我的，因为在我遇到困

难的时候，祂会第一时间出现并用祂的话语来帮助我。于是我就想到我好像还欠神一个仪式：受

洗，成为委身的基督门徒。这次事件使我萌发了受洗这个想法。 

 

第二件事，去年 9 月份我原本打算在 St. Catharines 工作一年然后申请移民。但一直在纠结工作

时间无法在工作签证到期前凑齐的问题。还有，我和男朋友周宏是处于异地的状态，这样对我们

的感情也没有帮助。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还有没有必要继续留在 St. Catharines。周宏怕他的意

愿会影响我的选择，就没有给我施加额外的压力。我内心其实是希望回滑铁卢的，但是很难下最

后的决心。所以，今年 5 月底我休假 3 天回了趟 Waterloo，向姑姑姑父和牧师寻求帮助。牧师

和姑姑姑父的建议都是别轻易的作决定，诚心的向主祷告，求主给我带领并给我一个印证，从而

坚定我的选择。我记得第二天，我们去中餐馆吃饭，买完单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 fortune cookie。

当时我没想要，后来还是随手放在包里带回了 St. Catharines。有一天无意中打开，发现上面写

着 Pack your bags, You’re bound for an exciting destination。我就在想：嗯！这大概就是主给

我的印证吧。于是，我就坚定了自己的内心，辞职回到了这里。当然我也很幸运，正好赶上了这

次在户外受洗，让我有机会克服各种心理困难，在众人面前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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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决志信主后，无论是思想还是生活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从思想上说，数学一直是我

的软肋，我一遇到和数字有关的事情，整个人就会懵掉，而且立马变得很没有自信，觉得自己为

什么那么笨，怎么都学不会。后来通过读圣经了解到，原来神对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我不可

以妄自菲薄，因为主没有赐给我对数字的敏感，却在音乐方面给了我更多的恩赐。因此现在遇到

别人调侃我数学不好的时候，我也会很自信的告诉他们，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同。再比如说，在

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很敏感，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的人。别人今天对我可能没有那么热情，

我就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而且一旦陷入这种情绪就很难走出去，负面的情绪也会越

来越多，直到影响到我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这种情况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可是现

在每当我伤心失落走不出去的时候，周宏就提醒我对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来说，我们是多么的渺

小，为什么要专注于眼前的得失，何不试着去赞美神来转移我的小情绪？而我发现赞美主确实可

以让我忘记眼前的小伤

心，心境也因此变的开阔

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情

绪也不那么容易被外界

环境所左右了。在生活上

来说，以前的我是一个相

对来说只顾着自己的人，

不会主动的去关心别人。

可是自从来教会后，我深

深地感受到了弟兄姊妹

的温暖与关怀。还记得有

一次我需要大早去

Kitchener 考试，姑姑姑

父又出差了，没人送我。

于是洪巍弟兄说：我去送你吧。当时很感动，当然最感动的还是在下车的时候洪巍弟兄给了我一

大包吃的，说这是 Lisa 给你准备的，她说考试时间会很久，怕你饿。那一刻就觉得好温暖，我

以后也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在我从不认识主到决志信主的过程中，我想特别感谢以下几个人。 

1. 姑姑、姑父：是你们带领我认识并接受主。 

2. 牧师、师母：一直在生活上关心着我，并且向我传扬主的话语，坚定我的道路. 

3. 洪巍、Lisa 夫妇：让我切身的感受到了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并感染我用同样的方式

去对待别人。 

4. 周宏：让我可以坚持读经、祷告，并且在我遇到问题时，会用主的话语帮助我。 

当然还有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美好，与主对我的爱护。 

最后，我愿意凭着信心在众人面前宣告：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愿意委身成为主的门徒，立志一生跟随祂不偏离！ 

我承诺用我的生命见证和荣耀神，并传扬祂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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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美妙姐妹见证 

大家早，我是彭美妙, 大家都可以叫我美妙。 

 

每次我想起我在寻找信仰的路上我都觉得我是很幸

运的人。我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从可能从幼儿

园开始，我一直都在教会学校裡学习，就算千里遥遥

的来到加拿大，我身邊的人也大部分是基督徒。大家

可能都觉得“我这么幸运早知道了耶穌基督的存在，

那应该早已是基督徒了吧！”可是我并没有，甚至我

的朋友们也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受洗呢？很简单的原

因就是  直到前一年，我并没有想过太多到底上帝是怎么回事，基督教的内容是什么。

而且我也很好奇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樣的，那么多的宗教我怎么知道就基督教就是我所找

的那个呢？ 所以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其他的宗教，但是我最后还是浪子回头了. 

 

有一点我從小很感激的是，神早知道我是位“慢炖炖”的人，所以他提早为我一点一点

的领我走上认识他的路上。而我也在祈祷让我知道耶穌基督一直与我同在并照顾着我。

从小我就被告知主会听我的祷告而且不管你告诉他什么他都不会告诉给别人。所以从我

小时候当我一个人在家很怕时，或者我真的很想念我父母的时候，我就会祷告，因为除

了他我不知道我还能跟誰说话。而他也真一直应许着我所向他祈禱的。 

  

而每当我迷失的時候，聖灵都直接的指出了答案给我，我甚至没有努力去找。 这让我

意识到圣灵常常与我同在，他看护着我的一切言语行为，以及心思意念，并常常提醒我

该如何行。他让我慢慢的学会如何更爱人。我很感谢主他在我生命一路上的陪伴，他让

我感到不孤独。而他也派

了很多人见人爱的基督

徒在我身边，他们的经历

让我看到神是多么的爱

我们，并且有很多人一步

一步的用他们的生命作

为神的見證。他的爱和照

料让我真是感恩不尽。 

而我愿意相信祂是我的

救主並跟随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