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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信        心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而活。”（加拉太书 2:20 原文 ） 

               诗：你今要我常喜乐，在地凭信而活着------ 

              够了，我已得听你慈声，且明白你大爱的坚贞。 

信心叫我看见，神比我的罪更大，而不是我的罪比神更大。 

你的事奉，要专一的向着神，而不可向着某些人。你可以享受肢体的交通，使你的心得舒畅，但你的工作 ，必须

凭着他赐的信心和力量，切不可倚赖任何一个人，因为一倚靠人，就难得作主忠心的仆人了。事奉的大小，总要以信心

和个人与神交通的程度为标准……在每一时代中，大祝福的来临，总是先有一个人成为祝福的出口。若出口的器皿没有

了，祝福也就受限制或停止了……团体组织的趋势，就是叫人彼此互相倚赖。 

简单的信心生活，有其甘美之处，未曾尝过的人，不能领會其中的滋味。 

信心道路上所遭遇的难处，不能以逃避之法免除，而必须以神的力量来胜过。 

在遵行神旨意的路上，难处可能是真实的，但它只能因为人心的不信，才变成障碍物，因信心是以神为倚靠，在

他面前，一切难处都变作容易。 

经历应当能加强信心，但需要有时刻不断的信心，才能运用经历。 

只有信心，才能尊重神 。 

撒但若能恐吓我们离弃那单纯的信心之路，他就大功告成了。 

信心是代表神来作事，在各种环境中彰显神，而不受环境的支配。信心超越环境，这事实是顶明显的。在这个可

怜的罪污俗世中，能有这样的见证，是何等的安息呢！ 

信心的特征，是以神为倚靠，不只是应付危难，也是应付不可能的事。 

我从未见过主会离弃那仰望和信靠，而献身为他作工的人；我却见过有些人，因着妻子或因自己内心有问题，而

转去另图别业，设法帮助妻子或家庭，结果就灵里沉闷，大大影响作工的效能。信心经过试验，就更加坚强，神所以带

领我们经过这些，是要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知道神的可靠，并晓得当神许可难处临到我们时，他向我们所显的慈爱与

眷顾，使我们得以在难处中与他同在。 

我手头多少有点拮据……但不要紧，信心是随遇而安的。经上说“凡事谢恩”，一切事情既由神而来，那当然不会

错。在天上我们有一位主，他有绝对能力成就他的计划；有信心的人，只要耐心等候，就必看见主手的可靠。 

当我们一发觉前面有危险时，我们就很快的作悬崖勒马的举动，但主比我们更晓得应该如何应付；时候一到，他

必拯救凡仰望他的人。 

------达秘------ 

转载自《基督是我们的满足》香港教会书室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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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见证 

走出生命的阴霾 

“信心不是突然长大，突然发展出来的”--《信徒日历》 
我们的信心是在波动起伏中不断地增强，这不是简单的一条直线，而是一条趋势向上的信

心曲线。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信心从无到有，又在起伏中不断坚固的过程。 
今年年初，我们的大儿子 Kevin 开始呕吐，并且日渐频密，开始还一直以为是肠胃问题，

医生对此也只是轻描淡写，所以我还以为治好的机会很大，呕吐也会随之消失。直到 5 月的最后

一个周末，医生告诉我们 Kevin 的心脏很弱很弱，只剩下 10%的功能。我们一下子懵了，还以为

听错，是丧失了 10%的功能。当我们最后被确切地告知，Kevin 只有 10%的功能！是扩大性心肌

衰竭, 要尽快去墨尔本接受心脏移植手术！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在墨尔本儿童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主治的教授医生确认说 Kevin 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心

脏移植手术，并且由于病情严重（已经到了晚期），会给予优先。万一等不到心脏，就要装人工

心脏。以他当时的病情，应该留在医院。同时建议我们全家留在墨尔本照顾和陪伴他。  
在医生对 Kevin 的诊断一个比一个严重，我们精神上接受一个比一个更大压力的时候，感

谢主！教会不断地为我们祷告，很多弟兄姊妹来医院看望 Kevin，更多的是大家在默默地为我们

祷告。Philip 弟兄更将 Kevin 的事放进教会的事务中，并为 Kevin 建立了一个医疗基金，在各方

面给我们提供帮助。医生、护士和社工也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在感到天父慈爱的同时，

也感到了众弟兄姊妹与我们的同在。 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神在为我们安排一切，一定会把我

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由于 Kevin 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来回飞机的折腾，我们决定全家暂时迁到墨尔本，7 月中旬，

我们一家开始了在墨尔本的陪医之路，小儿子 Brendan 也转学，开始了新学期。 8 月中旬，Kevin
的呕吐愈加频密，基本上失去了食欲。 9 月初，医生四个月来首次允许他到外面透透气，于是

我们带他去医院外几百米的地方晚餐。他只喝了几口汤，坐在餐椅上不到 1 个小时，已经觉得很

累，要坐软沙发，回医院时也甚至要坐轮椅了，他的心脏已经负荷不起多走一段路了。 在与病

友家属的交流中，我们得知其中一个病人等了 11 个月，才在 6 月底做了换心手术。 且当时在医

院等候的就有 3 人。我们心中急切：什么时候才轮到 Kevin 啊？同时也做好了 Kevin 随时要装人

工心脏的准备。 
就在我们对 Kevin 的病情愈加担忧的时候，神连续给我们一些好消息，实在是太惊讶了！一

个病友在 9 月 8 日刚做完换心手术，第 2 天晚上，我们就被通知：有适合 Kevin 的心脏了！准备

9 月 10 日上午手术。当时我们既兴奋又感激，要知道，07 年全澳儿童心脏移植只有 3 例，08 年

6 月底才做了今年的第 1 例，然后是 8 月 1 例，9 月又连续有 3 例。 在大家的祷告和祝福中，

Kevin 顺利地接受了手术。 
神的安排实在是太及时，太美妙了！他甚至考虑到 Brendan 明年读中学的事情。 手术后 3

个月内，Kevin 要做各种的检查和康复疗程，需

要经常回医院 。而 12 月中旬，我们就可以回悉

尼。到明年 2 月开学，还有 1 个多月，即使有什

么耽搁，Brendan 也不用先在墨尔本读中学，然

后再转回悉尼。 感谢神！他的安排实在是太美

妙了！我们更加确信一切是在神的主宰中！   
Kevin 曾问我：“神为什么要在我身上做这

么多试验？”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也在问同样

的问题，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的软弱，甚至信心有

点动摇了。 在 Kevin 换心手术后在医院康复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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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那种担忧和焦虑，那种信心的更迭起伏，那种从希望到失望之间转换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

从巅峰到深渊，起伏不断，无论是对 Kevin，还是对我们都是考验。 Kevin 的状况总是变幻莫测，

各种药物反应此消彼长，此起彼伏，水肿、腹胀、手颤、高血压、抽筋、头痛、没食欲、呕吐腹

泻等等各种不适接踵而来。 Kevin 的情绪很低落，很失望，整天在哭。他甚至说：“我不想活了！”  
我们知道他的痛苦，又不能从肉体上帮他分担，真的很无奈。 我们向神祷告，求他赐给我们信

心和力量，让我们度过这生命的难关， Philip 弟兄就在此时传递给我们 2 段经文， 并要求 Kevin
能背下来。 《彼得前书》1：6-7：“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

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前书》5：7 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试问，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对神都没有信心，又怎能把一切交托给神呢？！而

现在就正是我们和 Kevin 一起学习建立信心的时候。 感谢主！我们要在实际的经历中，消化和

吸收其中的精髓。我跟 Kevin 说：“你要相信神，他既然赐给你一个新的心脏，就会帮你恢复，

帮你度过这个难关，你要学习怎样把一切交给神。” 后来的几天，尽管 Kevin 还是呕吐腹泻、抽

筋、头痛、难以入睡，但他的精神状况大有好转。 
这期间，William 弟兄也常有邮件给我们，其中有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人生旅途

中，都会或多或少遇到如同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艰难：缺水断粮，生不如死，呼天抢地的日子，

这不是神要为难我们，乃是要提炼我们比生命更宝贵的信心。    
对于 Kevin 来说，教会小朋友带来的慰问卡给他的帮助，来得更直接。他们引用《诗篇》

103：3“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121：7“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

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并附上自己充满童真的言语，给我们有点沉重的生活，注入了活力，

带来了清新轻快的感觉。   
神真的有他的安排，事无巨细，都照顾到，令我们一步步地走到今天。从 Kevin 当初被确

诊为扩大性心肌衰竭，到今天手术后的康复，回想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还有跟病友家属的

交流，那种对心灵的冲击，那种震撼，从中所经历的种种，真的不是三言两语能道出。 那个比

Kevin 早 2 天做心脏移植手术的男孩，当初由于心脏病突发而装了人工心脏，手术后昏迷了 11
天。 这 11 天，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真的很短，对于人的一生，甚至只是一瞬间。 但他的家人，

是怎样熬过这生命接受考验的每一天，每一刻？连我们都无法想象。同样，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

考验，但从此我们学会了将一切忧虑卸给神，更得到了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的

信心。    
我们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但是神给了

我们依靠，给了我们信心的力量。在《诗

篇》28：7，大卫是这样赞美神的：“耶和

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

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

诗歌颂赞他。”今天，我以我们的经历，

见证神的慈爱，神的大能。 我们要常存

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得到的恩典超出所

想所求。 Kevin 康复的路还很长，我们今

后的路虽然还是蹒蹒跚跚，但有神的引

领，有弟兄姊妹的扶持，我深信此路可行。信仰不是兴之所至，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路，就该义

无反顾，一如既往地走下去。我们更要依靠神，让神来引领我们要走的这条荆棘路。 “每一次

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

使列国归向你！”   
                                                本文见证人：Yuly 现居澳洲悉尼 

Kevin 手术后三个月回悉尼，其母亲（即本文见证人）于 2008 年年底受浸—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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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 of Life 
 
North America Christian Centre 
www.naccvan.com     8850 Selkirk Street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4 J8 

 
JOY IN THE HOUR OF TRIAL 

 
“Count it all joy when ye fall into divers temptations. Knowing that the trying of 
your faith worketh patience. ”—James 1:2-3. 

 
WE are bidden to count our trials as pure Joy, since our patient endurance leads ultimately to the 

finished product of a holy character. All the trials and afflictions that beset us are seen and shared by our 
Heavenly Father. God did not save Israel from the ordeal of affliction, but passed through it with them (Ex  
3:7-9; Isa 63:9). Evidently there was a wise purpose to be served by those bitter Egyptian experiences. So 
with ourselves. There is a reason for our trials which we do not understand now, but we shall do some day, 
when we stand in the light with God. Afflictions are not always chastisement, though in some cases that 
may be so; but more often we are in grief through manifold trials, that the proof of our faith, being much 
more precious than of gold that perisheth, may be found unto praise and honour and glory at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Let us therefore rejoice, and magnify His loving kindness. What a theme is here for praise! 
Sweet psalms and hymns have floated down the ages, bearing comfort for myriads, because those who 
wrote them passed through searching discipline. And it may be that we who have passed through great 
tribulation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notes in the heavenly music that the unfallen sons of light could never 
sing. The Psalter of Eternity could not be complete without the reminiscences, set to music, of the grace 
that ministered to us in our earthly trials, and brought us up out of the furnace of pain. 

Then we shall tell how God’s glorious arm went also at our right hand, as at the right hand of Moses; of 
how  the stony paths became soft as mossy grass; of how he led us out of the scorching heat into green 
pastures and waters of rest; and how He provided for us to make for Himself a glorious Name. Yes, we will 
make mention of the Lord, according to all that He shall have bestowed upon us, according to His mercies, 
and according to the multitude of His loving kindness, We will tell the story of how the Angel of His 
presence saved us; how, in His love and pity, He redeemed us; and how He bare and carried us all the days 
of old. We shall have a great story to tell! “My heart and my flesh fail, but thou art the strength of my heart 
and my portion for ever! None of them that trust in Him shall be desolate.” 

 

PRAYER 
 

Give me, O Lord, a steadfast heart, which no unworthy affection may drag downwards;   give me 
an unconquered heart , which no tribulation can wear out ; give me an upright heart , which no 
unworthy purpose may tempt aside . AMEN. 

-----Quoted from “Our Dally Walk” 
                  used by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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