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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家中一同被建造
耶和華以勒
够用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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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基督徒中心出版

在神家中一同被建造
-為青少年司琴培訓班感恩
郝玲玲

感謝主， 我分享一點有關青少年司琴培訓班的服事感恩。要感恩的事很多, 要感謝的人也說不完。
為著主給了我一群小可愛而感恩；也為了家長們的配合而感恩。 今天我帶著司琴班裡最小卻最認
真的小朋友 Meg 上台來，她的小手還搆不著八度，可是音樂感很好。待會兒她要為我們彈一首感
恩歌，為我們伴奏。
我個人是極喜歡彈唱詩歌的人，往往唱到不由自主，得到極大的釋放而與主更親近。多少次神藉著
詩歌給我安慰，重新得力，又一次死裡復活！ 因此引發了我一個夢想, 若是我們自己的弟兄姊妹，
一同來錄製歌唱，也許比找專業的來演唱更好。但我相信主會更喜悅這群不夠完美的器皿，以心靈
誠實來歌唱。正如林前 12:22~23 所言，不在乎聲音好壞，或是否識譜，關鍵是在神家中同被建造。
（弗：2：22），不知道當年保羅與西拉在監獄中唱歌讚美神時，聲音是美聲還是沙啞的? （徒
16:25~30） 不管如何， 神真的聽到了! 林前 14:15 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阿們！
說一下自己在這裡被建造的经历，這裡樸實無華。不搞花樣，沒有包裝，不喧嘩。令我感動的是，
看到帶領弟兄在服事態度上總是謹慎認真又積極，總是默默无声而又甘心樂意的獻上。看到這裡非
常重視生命的傳承，特別是對下一代的栽培極其用心。不禁讓我想起聖經中不斷地有'在神家中'和'
世世代代永永遠遠'的句子。我也喜歡背經這一環，扎根在神的話語，比甚麼都重要。做一個在主腳
前聽道的馬利亞真是最有福的人，從未想過要教什麼司琴班，從未想過!
昨天黃迦勒弟兄來到我們中間，講到我們怎樣選擇我們的路，如何得著智慧的心？使我想到詩篇九
十篇中的禱告， 求主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因為我們一生的年
日，轉眼就會成空，我們便會如飛而去。我想到有個比喻，把人的一生時間比做一天二十四小時看
看自己現在是幾點鐘： 你若是十五歲，就是上午 10:25；若是二十五歲，是中午 12:42； 三十五歲
是下午 3:00；四十五歲是下午 5:16；五十歲是黃昏 6:34；六十五歲是晚上 9:55；算算我自己大概晚
上 9:50，應該準備睡覺了，但我卻失眠了。
多少次聽到許多人說，孩子不肯練琴，或是級數考得很高，已學了幾年。但拿到詩歌卻彈不出來！
這是未經過練琴的人所說的話，只想逃避。曾有人對我開玩笑，你有伯樂的恩賜？ 希望是吧！在
我看來，人人都是千里馬 (至少也是一千兩的百里馬)。 這次我來到主面前對主說：我一個老婦， 能
做甚麼呢？ 一點力氣都沒有，我只有一個想法，希望孩
子們能有興趣彈詩歌，信心得到建造並能在各個家聚會中
幫助司琴。 主阿， 若是能行，求你與我同在，若非你願，
求你拆毀。奉祢的名，靠祢的恩，阿們！
感謝主特別憐憫我，給了一群小可愛。勞工節那天大家都
看到了，他們被赶鴨子上架，個個有模有樣的認真演出。
我極感恩，看到孩子們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才是真福氣！
這裡是個有盼望的教會！我要再一次向家長們的配合說聲謝謝！我非常享受每一次的上課，相信他
們會越來越好！
願我們一起在神家中一同被建造。
-1-

梁善娟
這一年來,经历了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今天我只交通其中的四件事。
第一件事: 关于搬家的事，我去年搬到 Richmond 之前住在 New Westminster，上班是在
西区 UBC 醫院， 而聚会呢是在温哥华西区，距离都是很远。来聚会和上班都要很花时
间。所以根据需要，就考虑进行调整。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一个屋主自己卖房子，觉
得条件和我们所希望的几乎完全一致。我们也找了比较懂的弟兄帮忙看了看，很满意。
我们是上午看的房，屋主说当天下午就有人要下 offer，那就是说我们要赶在下午之前作出决定。这样一来，我们
就要在这极短的时间内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银行贷款，其次是首付能否在短期内凑齐？再次，原来的房
子能否在期限内卖出去。
看完房子出来，马上打电话给银行，主管人竟然什么都没问，只说你把 offer 签好以后传真过来，我马上可以帮
你们办。他没有考虑我们的还款能力怎么样，也没有担心我原来的房能不能卖掉。我问他: 就这么简单? 他说对，
就这么简单。第一个问题银行贷款就这样顺利解决。第二个问题是首付，原有的房子還没卖，我们要做好准备在
没卖掉房子的情况下，也要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来周转。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神在极短的时间内给我们做好了安
排。 而且早两天或晚两天都不可能，而就在那时候为我们预备好了。前两个问题在极短的时间之内都解决了，.
剩下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尽快卖掉原来的房子，我们也就凭着信心交托给了主。之后在卖房过程中，因买主银行贷
款批复的时间较长，以致与我们的限期能否配合，使我们有些焦虑。前两个问题我们自己还有一点办法，但是对
方贷款的问题，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时候，有一位弟兄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他说，相信这整个的
过程都是一个 package。你以為神会为你做到一半就不管你了吗? 我们就又祷告，确信整个的事情出乎神，我们
也就从忧虑的当中被释放了，安静在神的里面，等候神来帮助我们。 事情也就这样成就了。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这其中所有的事情都完成得非常周密，非常合适。 哦，中间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准备下 offer 的时候，又有一
个看过房的人打电话给卖主願出比我们更高的价格，但卖主因为一些原因竟然拒绝了。回头看这所有的过程。在
人看来是很大很难，甚至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在神来看却是小事，因为神能调度万有。
一想到这件事，圣经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山的名字—耶和华以勒, 就出现在我的心
里, 意思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是的, 我们在地上一切生活的需要，神都会为
我们预备，而且会充充足足地供应我们，只要我们信靠祂。现在我们到会所只用不到十
分钟的车程, 而且与很多弟兄姐妹住得也近了, 更方便彼此间在主里的交通。
第二件事情就是搬家之后换工作的事。 原来在 UBC 上班要开车半小时, 搬家之后发现我们家离 Richmond 醫院
仅仅有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就开始申请。 我 10 月 16 号搬家， 整一个月的时间， 11 月 16 号, 接到了面试通知。
到 12 月我就已经在 Richmond 醫院上班了。 现在休息时间我都可以回家吃饭，我感謝主！原来在 UBC 的工作很
好，但现在神对我的看顾更是超过所求，也使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侍奉神。
第三件事是今年五月我又有一次痛苦的经历。我和弟兄都非常非常喜欢孩子, 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可是却在今年
五月初再一次地经历了自然流产这个身心都很痛苦的过程。可是也就是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们给了
我们家很多的爱。我疼痛的时候，弟兄又不在家，是一个姊妹来把我送往医院, 也是姊妹到家里给我女儿送饭做
饭。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到医院和到家里的探望，电话中的安慰，姊妹们为我煲汤送饭，有姊妹甚至先后煲过几
次汤，那些天我们是吃百家饭, 喝百家汤。 正是因着从弟兄姊妹身上所传递的爱，使我们及时从打击中走出来。
神藉着弟兄姊妹身上所涌流出来的爱向我们显明， 无论我们的境遇如何，神都是爱我们的。 在我们经历艰难困
苦的时候，神大能的手总是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托住我们。我弟兄也从这个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神的爱。
他说，我们过去对弟兄姊妹的关心实在是太少了, 这方面做得太差了， 我们真应该多去关心在难处中有需要的弟
兄姊妹。通过这个经历，我们一家人都学习了爱的功课。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第四件事是我从今年四月到九月的就医的过程。我在去年做过一次乳腺纤维腺瘤的切除手术，当时一切顺利。 可
是在今年的四月突然发现手术切口周围又出现一个大的肿块。 为这件事，我先后看了一次家庭医生， 两次專科,
做了两次 B 超，两次穿刺活检。如果我還没有得救, 那这个过程，除了身体的痛苦以外，精神上肯定也是非常痛
苦, 担忧，害怕，焦虑不安，甚至恐惧。 因为前后经历了半年的时间，从四月一直折腾到九月中旬。但是因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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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没有恐惧，没有担忧，靠着祷告与主亲近，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到
后来我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肯定的感觉在我里面：在这件事情上，不用再祷告了。神已经为我分担解决了这
一切。我已经确信我会没事，虽然医生还没有结论。 那我也就不再为这件事情求。我因着主，胜过了这件事情
给我带来的试煉。 我甚至在医院打来电话预约的时候跟他们说我没必要再去。但因着他们的坚持。我还是又去
了几次。 9 月 15 号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手术后的疤痕组织。感谢主! 真的没事!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 46:1)。 我们只要专心仰赖我们的神，安息在祂
的里面，把一切的重担交托，而不是盯住我们自己的难处，那我们无论遇到如何的困境，都一样能享受主所带给
我们的平安。神未曾应许我们天色常蓝，基督徒的生活也一样会遇到风浪，遇到危险，但是神的恩典会托住我们
平安地经过风浪和危险。
经历了这么多，我确信这所有经历都是出乎神。我感谢神给我丰富的供应，看顾我的所需，我上班给我提供就近
的方便，痛苦时祂做我的安慰，患难中祂是我的力量。我们的神是丰富的，全能的，慈爱的神! 我有时想，我们
的神是这样大的一位神，而我是这样一个不起眼，卑微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 我想神是
要藉着这些经历来造就我，祂要让我的生命长大，能够经历祂，顺服祂，更能够来侍奉祂！.感谢神！通过这些经
历, 神要我得着的不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而是祂自己! 祂要我知道，只有神自己才是我最大的需要。我得着的
属世的东西都会过去。 而我们的神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永远不变的。祂才是我们永远的盼
望! 我這一切經歷，並不因为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我就不在乎了。而正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让我看见神所希
望我有的回应，就是活在祂的旨意当中，成为祂所喜悦的人。我愿意让主得着，,愿意更深地认识祂，经历祂，服
侍祂。让神带我走祂所要我走的路。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愿神自己做我的一切!
感谢赞美主！
汪強
在人的现实中，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自以为不平凡的事情，我们所缺乏的是对超过我们过去认知的认知。幸运的
是今天的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祂不仅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让我们经历他，而且更是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的心去经历祂。我们常常还是不由自主的向神祈求俗世的东西，但是神对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的得救出于我自己的看到，主是借着我身体上和心灵上的软弱让我看到，并且由此得到莫大的恩典。在我职场
经历上，主继续让我看到祂的恩惠和美意。今年的 9 月 3 日，又是我们重新签约的时候，
此前的三周，部门经理找我谈了话，肯定了努力，也说明了部门的实际情况，由于工作量
的大幅减少，已经决定我不再被续约。带着失落的情绪坐在办公桌前，我突然想起我已经
在这里工作了半年，真的已经得到了很多，还可以拿到 EI，最重要的是明年还能继续在
这里工作。是啊，神已经给了我太多的眷顾，让我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我的心里一下就
被感恩占满了，主，既然这份工作是出自你的美意，那您一定会看顾我以后的道路。离开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了，还
有四天，我记得那天，经理带着一点神秘的微笑把我叫到她那里，然后说：我们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
作，你是否愿意？我当然很愿意。感谢主！让我又一次经历了你的真实的且远远超出我想象的恩典。
能生活在主里面是我们基督徒的福气，安静淡泊，不争世俗让我们的心不再有太多的欲求，当我们明了自己的软
弱，低下头谦卑的转向神的时候，忽然发见神早已为我们置好了够用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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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 種
--為兒童班服事的感恩
劉珏
今天是感恩节，我在这里代表我们儿童班全体的老师们向我们至高的 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
我们三个不同年龄组的儿童班从去年九月开班到现在已有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中，我们服侍中的
每个老师们实在都有经历到 神的带领和托付。我们就像不会走路的孩子，而我们的 神就像慈爱的
父亲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一步一步带过来。 祂使我们在服侍中长大，更使我们在服侍中得成全。
感谢 神，荣耀归 神！
儿童班是以圣经——箴言 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为原则，
从人格、品德上来指导、规正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他们被训练的基本品格有：责任、同情、诚实、自律、坚韧、勇
敢、友谊、忠诚、信念等等，主要教学方式是通过故事、游戏、錄像並讨论，以及加上圣经经节，让他们知道和明白
做人的原则，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目的是要他们培养出美好的品德。因为 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按著 他
的形象造的，人本应该具有 神的公义良善等美德。但由于人类的犯罪和堕落，人类的道德被扭曲和败坏。自从创世记
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以来，整个世界每天都充满了贪婪、凶杀、欺骗、诡诈….，而我们的孩子们就生活在其中，他
们每天耳闻目染，潜移默化地受着环境的熏陶。在我上课的班上，有一次有个孩子竟为多拿一点小吃，撒了一个小小
的谎。我非常難過，心里也加重了很大的负担，要为这些孩子摄取“诚实”方面的资料。最后我选了“华盛顿与樱桃
树”的故事。虽然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课时并没有给这个故事下结论。我先给孩子们看了一块钱的美金纸币，
上面有华盛顿的肖像，讲完故事后我让他们自己讨论，
“如果你是年幼的华盛顿，你会如何?”
。他们讨论得相当踊跃，
使我发现他们许多问题的所在，从而正确地指导他们。其中我还记得有个孩子问我，是不是他有“诚实”的美德，也
可以当总统了？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可爱和天真。也正是因为这些可爱和天真的孩子，给了我们老师们很大的激励
——为了 神的托付，要从小教养孩童，願为这些孩子们摆上我们的一份。
有许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上了一年多的课，看上去也没有多大变化，上课不上课并不影响什么，其实不然。我
们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撒种的工作。一般种子撒在田里的时候，不先往上长，而是先往下在土里扎根，等根扎牢后，才
会出现苗。越是高大的树，它的根也越大越深。就拿每两周一次的集合唱詩来说，每次三班聚在一起，小班的吵吵闹
闹、走来走去，中班的自己玩自己的，大班的则交头接耳，好像他们在短短的半小时内根本学不了什么。但很多家长
反映，这些孩子在家里竟哼唱着集合唱詩所学的歌。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 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爱 主的年轻的弟兄和
姊妹。他们每隔一个星期六晚上，都会准备并教这些孩子们既新鲜又有内容的诗歌。我们都在九月劳工节聚會中看到
了。這些年轻弟兄姊妹的摆上，实在使我们感觉到, 不同的肢体在一个的身体中一起搭配服侍合一的美。
老师们有这样大的耐性和毅力来教导这些孩子，并不是因为我们能，而实在是 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如果凭着我
们自己，我想我们坚持不到这一年就会垮下。我们参与服侍的姊妹们大都在相仿的年龄：白
天要工作，家里要做家务，还要带孩子。有的不止一个孩子，有的最小的孩子才只有几个月
大。为了 神的家，老师们还是挤出时间来找材料、备课。在这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何曾没
有经历过家庭的問題、孩子的病痛、身体的软弱及工作的难处，我们有软弱，我们软弱到甚
至想放弃，但是 神不让。 神把我们几个服侍的姊妹们像凝聚力一样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
每个星期六课前有祷告，我们不仅把每一个有软弱的姊妹和每一个有难处的孩子带到 神的面前，我们还为每一堂课，
每一个聚会祷告 神，求 神看顾和記念我们的服侍，使我们能在服侍中得刚强有喜樂。正如哥林多后书 12：10 所说的，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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