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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肯路教会国语堂 2017 年感恩节 洗礼 见证集.  

 

 

编者的话：2017 金秋时节，林肯路教会又迎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感恩节。在这个值得

纪念的主日里，有 6位弟兄姊妹用在众人面前见证神的恩典、接受洗礼表达委身与主的

信心的方式，荣耀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教会上下和天使天军一同欢呼庆贺，喜乐

的气氛和感恩的情怀直达神的宝座前。 

这次受洗的弟兄姊妹代表了教会老中青三代人。年长的有齐涛弟兄的妈妈王秀珍姐妹、

中年一代的有黄文哲和游向前夫妇、也有新移民的年轻人聂婧晶姐妹、还有在大学读书

的范茗姐妹和李诗豪弟兄。特别是文哲、向前夫妇一同受洗，在教会过去的三年的里还

是首例，可喜可贺。 

他们的见证都非常感人，非常真实。我们在这里分享他们的见证，从他们的心路历程来

看到神的信实和慈爱。 

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同走近这几位弟兄姊妹蒙恩的经历，一同和他们赞美那位满有

慈爱的天父上帝、那位施恩怜悯的恩主耶稣！ 

                                                                                               （李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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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信仰见证 

范茗 

感谢主，是祂赐

予我爱和恩典让

我在二十二年里

第一个真正的感恩节里，蒙恩受洗，成为

祂的儿女。这真的是我一生最重要最幸福

的时刻，感谢主，哈利路亚！ 

今天是我来到加拿大整整第五周的日子，

9 月 16 号的时候，我的房东刘晓红阿姨

带我第一次来到林肯路教会，也是那一天

我决志信主。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

深深地感受到，是神的带领和恩典让我感

到二十年未有之欣喜欢乐。这是我生命已

久的盼望，神真的明白我的渴望，也听见

了我的呼求。阿们！ 

回顾我信主的经历，似乎相对并没有经历

太多的艰难险阻和犹豫徘徊，但我知道，

孤独和痛苦似乎总是神让我们认识祂亲近

祂最好的方式。十年前在妈妈生病时，圣

经抚慰了她的心灵。半年前，在我经历生

活中那段无助，忧虑和灰暗的时光里，我

才真正翻开了圣经，是神的话语明媚了我

的心，也唤醒了我的灵。神用这种方式，

让我在感动和渴慕里，回头看见祂，倚靠

祂，得着这更丰盛的生命。感谢神对我的

恩典！ 

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在我信主之后我才

发现原来神一直都在用祂的方式引领我，

很多过去的一幕幕突然有了新的奇妙的意

义。在我小学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宾

虚》。电影中的大部分情节我都忘了，但

惟有影片最后讲到耶稣基督治好了麻风病

人，以无罪之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自

己的生命和宝血代世人受过这一幕，唯有

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那种奇异的震撼之感直到现在我依然可以

深深地记得。同样是电影，《阿甘正传》

中有一段情节，是阿甘在电视上和 John 

Lennon 一同做采访，John Lennon 的一句

话：“no religion? Unbelievable ”. 让当时

的我充满奇异的感觉，那种疑惑和深刻的

感受我现在依稀记得，我没有想到，七八

年以后的我真的也有了同样的感受，发出

了同样的感慨。真的感谢主！再比如，我

自幼 4 岁开始学习电子琴 ，9 岁学习钢琴，

我想当年那个每天想着怎么逃避练琴的我

恐怕不会想到，这是神为我预备的怎样的

恩典，可以让我在十几年后的现在，如此

热爱音乐，上帝最美妙的语言，并赐予我

如此丰盛的感动，让我用音乐荣耀赞美神！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哈利路亚！ 

但是在信仰之路上，我也有过些许疑惑徘

徊。在国内二十年无神论的教育下，也许

和很多弟兄姊妹一样，我第一个困惑就是

科学与信仰的疑惑。我曾经以为信奉科学

就是信奉一切，但一次偶然的契机，当我

在天文馆里看到地球，银河系，太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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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浩淼宇宙中的一粒微尘时，我第一次

感慨人类的渺小，科学的局限。不幸的是，

多少人却把人类看做了宇宙的中心，把所

谓的科学看做了一切真理。我怀着渴慕的

心，暑假中，一本《理性的力量》让我才

慢慢理解，正是上帝这一位全能伟大的真

神，创造出了这完美严谨的神妙的体系，

并赋予人类美好的智慧和充分的信心去探

求祂的奥妙，这本身就是多么大的荣耀！

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

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

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

人无可推诿。”有时我在公交车上，看着

阳光下的一花一木，一草一石，哪一样不

是神的恩赐和显明？我也时常想，我们手

中所做的工，哪一样不是蒙祂所赐，蒙恩

所得？一切荣耀当归于神！ 

在基督耶稣的爱里，我也第一次思考生命

的意义和如何看待生命的残缺。我以前曾

非常感叹于基督徒领养先天残疾的孩子，

并总在想是怎样的爱让他们的生命焕发耀

眼的光芒。尼克胡哲，出生时先天没有四

肢，但是却真真切切在神的旨意里荣耀了

神！在 Nick 国内励志演讲的背后，很多

人看到的是一位靠着自己意志，顽强与命

运抗争的勇敢的榜样，但在主耶稣基督的

爱里，我看到的是上帝给他这个不完全生

命里最美好的祝福和恩典。尼克说：我生

命中惟一的恐惧，是害怕自己忘了上帝曾

如何引领我。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人

们：最残缺的人生不是身体上的残疾，而

是没有盼望的生命。而神也赐给了他同心

的妻子，健康的儿子，完整的家庭，真的

要感谢神赞美神，这是神对他们的祝福！

而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其实广义来讲，哪

一个生命又不是“残缺”的呢？只是当我

们只有认识了这位最伟大的把我们当作艺

术品的神，才能真正看到不完美的我们里

原来最美好的旨意和祝福。如果没有认识

主耶稣基督，没有认识这位赐予我们爱的

神，我们又何曾能看到生命的意义？（馬

太福音 16:26）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

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

甚麼換生命呢？”  

感谢神一直对我的带领，在此我也想特别

感谢一直给予我理解和帮助的弟兄姊妹们。

感谢主能让我认识我的房东刘晓红阿姨，

感谢她给予初来乍到的我们最温暖的关怀

和理解，并且把我带到了林肯路教会又认

识了这里的弟兄姊妹们和滑大团契里那么

多可爱的伙伴儿们，我感到非常开心和幸

福。你们聆听我，理解我，分享我的喜悦

和感动，消除我的困惑和不解。愿我们在

主里相亲相爱，彼此扶持。 

 

我们当常怀感恩之心，（帖前 5:16-18）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

旨意。”神是爱，是拯救。 (罗马书 8:38-

39)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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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掌权的，是有能 的，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

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

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哥林多前书 13：13）“如今常存的有

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

爱。”愿我们一生有信，有望，有爱，把

我们的一切都交托于主，愿我们的生命更

像基督耶稣。阿们！ 

 

 

受 洗  

见 证  

  李诗豪   

马上就要受洗

了，心里有点

激动。我们的

主真的是一位

万能的主。最早接触他是在我上高二的时

候。我那时候有严重的感冒。我的其中一

位好朋友就在下课的时候，坐到我旁边，

翻开圣经，开始为我祷告。后来，我的病

就好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  

到了高三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出国留学

了。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叫 Nick，他因

为当时还没有 18 岁，所以要在国外找一

位监护人。那个监护人就是我们在多伦多

这边的一位姐妹。 我和 Nick 是乘同一个

航班到多伦多的，我暂时住在 Nick 的宿

舍里。我们是周五到的，到了第二天，那

位姐妹邀请我们到教堂里面去做礼拜。我

们应邀去了。  

到了教堂里，场面非常大。一个会堂就可

以装下四百多个人。他们都十分虔诚地在

那里敬拜，唱诗歌，祷告，我当时就感到

非常震撼。后来，我要去 Waterloo 念书

了，一位弟兄把我送到了机场（机场有学

校派来接学生的大巴），临走的时候，他

交给了我一本书，让我转交给一位博

士。  

下午到了 Waterloo 之后，我已经整理好

了我在 village1 住的房间。于是就开始

联系那位博士，见到面之后，他很高兴，

并且热情的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家里的晚宴，

我同意了。到了那里之后，我才发现他们

是一群基督徒，他们在家庭聚会。晚饭开

始前，他们有序的站成一排，一个接一个

的祷告。然后再吃饭。晚宴非常丰盛。吃

完饭之后，又开始唱诗歌，交流自己对圣

经的看法。  

我当时的感觉是，基督徒都很热心，善良，

于是我接下来的好几个学期，都会去参加

那里的家庭聚会。   

大二刚刚开始，我在 club day 的时候去

SLC 闲逛，看看能参加什么有趣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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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恰好碰到了我的同学 Jenifer, 

发现她也在那里，她在那里迎接新朋友来

学校团契的。她也邀请我去。我当时觉得

好玩就答应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进

了团契。同学们很友好，我们每周都在查

经，研究圣经里面的内容，交流自己对经

文的看法。  

我之前还在国内的时候，以为宗教里的神

呐，佛呀，天堂呀，地狱呀都是拿出来骗

人的，只有没接受过教育的人才会信吧？！

我们是知识分子，要相信科学！这些是国

内教育的观念。可是我发现我身边的基督

徒朋友们，大学生，研究生，博士。一个

一个的都好聪明。我开始质疑之前在国内

教育下的观点。  

 后来，我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林肯路教

会。牧师的讲道确实令我信服。又经过了

九个多月的教会生活，（我基本上每周都

来，有时候去英文堂）信心逐步变得坚定，

于是决定在感恩节的时候受洗。  

现在想起来，主的救恩真的是太奇妙了。

从高中一直把我牵引过来，一环接一环，

半点差错都没有，如此精密的计划，世上

只有神能做到了。因为这么多次的邀请，

假如其中一个我拒绝了，或者是信心不够

多，我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有信心的

站在这里。这信心也是上帝给我的。感谢

主，我愿意一生追随主。  

 信主之后，我变得很乐观，内心安定，

有信心。  

下面有几句话与大家共勉：   

1. 认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2. 放开自己的骄傲，聪明，心术，一

心一意的追随主，主必保守你，赐予你更

大的智慧，平安  

3.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

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 

 

 

我们的见证         黄文哲/游向前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  

今天是圣诞节，我们一起在这里为荣耀神

做见证，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对我们来说非

常重要的时刻回顾在进入神的国的一段漫

长的旅程，也希望能帮助到和我们一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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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中纠结没有作出最后选择的朋友

们。  

我们两个人总的来说都是比较叫真，固执，

也可以说是心比较硬的人。对基督信仰的

追求从 2000 年我们刚移民来加拿大，在

温哥华被朋友介绍去教会，到后来慢慢不

去教会，再到 2009 年搬到滑铁卢来到林

肯路教会，直到今天受洗，经过了漫长的

17年的时间。   

 

这么多年来，我们思想的转变和认识的成

长，是经过了很多的困扰和纠结的。很多

时候是进步一点，退步一点，进进退退，

反反复复。虽然我们两人的成长过程不尽

相同，但是都经过了下面大致三个阶

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对无神论从来没有怀疑

过，到接受世界是万能的神所创造的。这

个阶段就用了很久，差不多 10年多的时

间。我们团契小组的组长介绍给我们的里

程写的那本书《游子吟》 对我们起了很

大的帮助作用。我们大概都在 5，6年前

才彻底放弃了无神论的观点，接受了万物

皆由神 耶和华创造的观点，万事万物都

行在他的道中。  

第二个阶段，是我们对圣经的看法的转变。

从开始认为它是一本有很大的神话故事色

彩的以色列的历史书，到逐渐接受圣经是

神的话语，是被神认可，借着人的口向世

人宣讲天国的道理这样一个程度，也用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或者说直到现在，在读

圣经时，还经常会怀疑，然后再自我否定

自己的怀疑。也就是说理论上我们接受了

圣经不可被否认的观点，但是实际生活中，

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操练。  

第三个阶段，是下决心来信主的阶段，这

个阶段就相对来说比较短，主要是从去年

到今年一年多的时间，是我们俩思考和讨

论这个信仰问题比较密集的阶段。因为在

这期间，经过了不少事情，比如我父亲的

去世，使我重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华欣

牧师的布道会上向前受感召决志，还有我

们团契小组前一段受洗的王敏姊妹的启发，

以及最近范学德弟兄的布道会对我一直有

困扰的问题的启示，我们想我们是需要做

一个选择了。范弟兄在布道会上讲到，圣

经并没有一段经文让一个人绝对的信主，

或者不信主。选择信还是不信，选择光明

还是黑暗，就在每个人的一念之间。  

说心里话，我们虽然作出了选择，但是对

参加受洗还是有顾虑的，觉得我们的信心

实在太微弱了，完完全全是个小信的人，

还总是怕自己信错了。同时也非常的软弱，

世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对我们都有很大的

诱惑，觉得遵从圣经上教导的抛弃属世的

生活很困难。我们的心也很硬，不太相信

神迹，很不谦卑，总想着要靠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依赖神来做事情；认为神创造了宇

宙万物包括自然规律，就不再参与或者干

涉在其中运转的万事万物，也就是说不管

我们人了；也没有养成良好的读经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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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也喜欢在一些问题上反复究诘，

等等吧。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像我们这样

小信的人，主并没有放弃我们。他在我们

的身边安放了很多有表率作用，活出了耶

稣基督样式的基督徒，引导着我们，让我

门一直愿意在追随主的道路上摸索前

行。  

大概在 09，10年，教会的香兰姐妹带领

我们来到林肯路教会。随后我自己先加入

了丽青和振宇带领的“恩信”团契小组，

我带着孩子们参加了差不多一年左右，我

先生也加入了进来。我们俩在我们小组的

学习中收益匪浅，不但结识很多谈得来的

朋友，并且多年受到振宇丽青两位组长副

组长，以及巧珍，娄影，新文，以及现在

不在我们教会的 Daniel，Jennifer等基

督徒的表率作用的积极影响。虽然我们总

是怀疑，总是唱反调，组长或者是带查经

的弟兄姐妹总是耐心解释，有不好解释或

者解释不了，或者说服不了我们的地方，

他们也非常诚实，从来不会似是而非的糊

弄，而是会带领我们一起查考经文，会祷

告，或者询问牧师。同时他们非常尊重圣

经，不去过度解读。这样严谨而虔诚的信

仰方式让我们觉得踏实可靠，也看到实实

在在的虔诚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也让我

们更愿意来到主的跟前。  

2013年李牧师师母来到我们中间，也带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都是在国内受过

无神论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

在信主的旅途中经过了千辛万苦的跋涉。

我们俩非常佩服他们受到主的呼招后，毅

然舍弃安逸的生活，去神学院艰苦的学习

后传道。他们也让我们更坚定了在基督信

仰上的追求。  

我还要特别的感谢我妈妈，她也是一位虔

诚的基督徒，一直用各种能够方法但是小

心翼翼的 push我。 在我妈妈的身上，

我看到信主带给她的改变。她是一个个性

很强的人，但是因着信主，我妈妈的生命

中多了喜乐和平安，她对于生命，对于老

年人比较忌讳的生死的豁达的看法，让我

对主充满了感恩。  

 

我在这里还想分享一下我自己上周的一点

经历。在上周六受洗课讲到耶稣基督的身

份的问题时，牧师提到了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这本书，很巧的是第

二天主日，我陪我妈妈借书的时候，几乎

是一眼就在咱们教会的图书馆里看到了这

本书。真的是一眼就看到这本书了！而当

天下午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在另外一

个和基督信仰完全无关的群里看到了有位

姐妹 post上去的这部书的电影！我真的

是觉得冥冥之中 神一定是了解了我的

struggle，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时间把

这本书和电影推送到我面前，这是从神而

来的帮助。我从来都是对很多主内兄弟姐

妹见证的神迹持怀疑态度的，但是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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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有无可推诿的感觉。就像马太福

音第 7章 7-8节，路加福音 11章 9-10节

上说的：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找

到；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想主在

给我们开门了。  

很多人都说苦难中的人最容易信主。我感

谢神，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训我们俩，

让我们要到穷途末路了再来信主。他让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愿望，并得到

合适的环境成长。就像是种子，落在土里，

主来浇水施肥，并给了充足的阳光，这棵

种子只要是一个活的种子，就会破土发芽。

就像我和向前经过这么多年，最终决定要

接受主的拣选，回应主的恩典。  

上周日我在主日学的时候，看到了下面的

一段经文，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诗

篇 95:7-8  

因为他是我们的 神；我们是他草场的

羊，是他手下的民。惟愿你们今天听他

的话：  

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

是在旷野的玛撒。  

我愿意谦卑下来，让自己的心再柔软一些，

接受主的救恩。凡事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

每一天就如今天，都听他，神的话。 

 

 

我的 

受洗见证  

 聂 婧 晶 

我是聂婧晶。我

出生一个无神论

的家庭中，家里

除了姑姑信佛教

外，其他人都是无神论者。所以，从小我

就认为任何的宗教都是封建迷信，神只存

在在神话故事中，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

任何的神。我第一次接触到耶稣信仰是从

我爱人王冬那里，当时对于他信耶稣基督

并不理解。有的时候看到他祷告，我很疑

惑他为什么要向上帝祷告？上帝真的存在

吗？向上帝祷告有用吗？因为我从小收到

的教育就是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通过自

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那时我

不相信上帝的，但是我还是会和王冬去教

堂。在国内的教堂里，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所以我当时更加相信基督信仰是封建迷信。

去了一段时间的教会后，虽然当听到圣歌

还有参加见证会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感

动，但是还是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我真正开始相信神是来到加拿大之后。在

移民之前，自己内心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知道新移民的前几年会比较难。来了加拿

大之后，陌生的环境，生活的压力还有内

心的孤独，确实自己很迷茫，看不到未来。

但是看着王冬每天很积极并乐观，他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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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有上帝，所以他不担心未来。来到加

拿大之后，王冬每周也带我去教会。一开

始去的是西人的教会。当时感觉到加拿大

的教会和国内的教会还是不同的。国内的

教会，礼拜结束后，大家都各自回家了。

而在加拿大，礼拜结束后，大家会互相问

候，分享这一周工作和生活的事情，感觉

就像一家人一样。慢慢的，自己也喜欢每

周来教会。后来搬到滑铁卢后，我们就定

期来林肯路教会了。在异国他乡，遇到自

己的同胞，感觉格外的亲切。在国语堂里，

每周牧师的讲道让我对圣经和上帝有了更

深一层的理解，牧师，师母还有很多弟兄

姊妹也为我和王冬祷告，希望神为我们预

备在加拿大的道路，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

希望我可以尽快的认识神，尽快受洗。当

听到这些祷告时，内心很感动。这次决定

受洗，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了神对我们巨大

的恩典，神让我们在加拿大站稳脚跟，这

些事情都让我相信真的有一位神，他在做

工，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祂的人得益

处。上周末我参加了受洗班，在受洗班，

我之前的一些关于是否要受洗的疑虑都得

到了答案，并且决定在感恩节受洗。  

最后，很高兴自己可以在感恩节这个伟大

的节日受洗。真心感谢所以那些帮助过我

们的弟兄姊妹，牧师师母。更感谢主，感

谢主大大的恩典，让我们在短时间内适应

融入到加拿大的生活，我相信主让我们来

到加拿大是为了让我认识祂（如果继续在

国内的话，我想我现在还不会受洗）。希

望受洗之后，我可以话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神的话语，祷告。在以后的日子中，更多

的荣耀

神，活

出主耶

稣基督

的样子。 

哈利路

亚，感

谢主。

谢谢！ 

 

王秀珍姐妹受洗(点水礼)见证 

认识基督耶

稣是从我居

住的小区的

家庭教会开

始的。 那时

每主日早上

礼拜，每次

二三十人，

每个人都很

好，主人无私的付出。虽然对圣经了解不

多，但是觉得这个信仰真的很好。后来不

住在那个小区了，就很少参加礼拜了。 

不过上帝以他的方式让我继续认识他。我

的儿子和儿媳都在滑铁卢林肯路教会信了

主，回国探亲时给我带了一本圣经，我时

常会看几页。今年到加拿大探亲，儿子和

儿媳带我每周日到教会敬拜，隔周六到查

经小组学习讨论圣经，还找到网上的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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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视频然我看。虽然对圣经的了解多了一

些，但还是很不够的。不过看到周围的基

督徒生活的平安喜乐，因着圣经的话，生

活上遇到困难都能心平气和的面对，我觉

得上帝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愿意相信基

督耶稣，感谢上帝成为我永生的救主。 
 

   

  

愿感谢、荣耀、颂赞都归我们天上的父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 

加拿大 · 滑铁卢  林肯路教会国语堂     2017 年感恩节（10 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