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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神的慈爱和大能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邦中述说他
的奇事。”（诗篇 96：3）
八月四日, 三百多位信徒和福音朋友来到了风景美
丽如画的金耳朵省立公园。 大家一起朗读《圣经》章节、
唱圣诗，一起游戏、划船、漫步森林，一起用餐。“诸天述
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
” 诗篇 19：1）“天为什麽
蓝，草为什麽绿?… 爱使天蓝, 爱使草绿， 神的爱使太
阳温暖，月亮放光…”。很多参加活动的福音朋友都被这
些神的话语和歌颂神的诗歌所打动。他们说，以前 通常
把大自然的存在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对她的美丽和奇妙
视会视而不见。但当身处丽日、蓝天，碧山、绿水当中，
再思想一下神的话语，却会使他们开始以从来没有过的
眼光，环顾和留意身边的大自然，并因此而开始思考这
麽精美、奇妙的世界真的事本来就有，或者应该要有一
个创造者？

九月一日，许多参加了八月四日活动的福音朋
友，再次参加了以“建立康健的人生”为主题的大型福
音聚会活动 。会上，霍丽丽姊妹以她真实而感人的
故事，见证了神如何用他的大慈爱和大能力，为她治
愈身体的重疾，使她重新回到神的身边。“是大能的神
医治好了我的重病，使我获得了重生”。“我们的神是信
实的， 你只要呼求他，他就会为我们成就一切的事
情”。 霍丽丽姊妹的亲身经历，使在场的福音朋友再
次切实的感受到神事是信实的，他时时刻刻都在我们
身边，爱我们，拯救我们。
这两次大型的福音活动使许多参加的福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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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认识了神，增强了对神的信念。更可喜的是，
在福音活动后不到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五名福音朋友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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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8 月 4 日 GOLDEN EAR PARK 小记

他们告诉我，大自然是你写下的另一部书。
我坐在金耳朵公园的深蓝色湖边，静静地将你的书翻阅。
这一定是你饱含深情写下的书，有宽广，有雄伟，有温情，也有生命。
你的才思敏捷，把山水安排得引人入胜；你的手法娴熟，把色彩协调得惹人心动。
你不用文字写书，你用爱着墨。所以，我从天的蓝，读到了你的慈爱；我从海的蓝，读到的你的深情；我从
山的伟岸，读到了你的坚韧；我从拂面的微风，读到了你的温柔；我从奔跑的小狗，展翅的海鸥，读到了你
的智慧。
那在树荫下攀谈的老人，沙滩上享受阳光的伴侣，湖边嬉戏的孩童，水面上的划桨者，还有，许许多多寻求
你智慧的人啊，却是你书中的主角。连坐在岸边，微不足道的我，原来也是你安排的一个角色。
是什么给了你灵感，创造出这样丰富的面容，鲜活的人生？
是爱，对吗？一定是爱。是来自无边苍穹的爱，让我们生动起来。
在你给我们安排的情节里，我们欢乐悲伤，我们生生息息。
是否，你就是希望，有这样一天，我们能放下所有担当的角色，
忘记情节，无论主角，配角，还是跑龙套的，
都坐下来享受这样明媚的一天，坐下来读你。
读你在山水之间写下的——神的爱。
（接第三页） 集体为我祷告求神医治我，我非常受感动，同时也增强了我依靠神医治疾病的信心。第二天，我的病情就出现
了转机，第三天明显好转。于是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对我先生说：“神在医治我，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神一定在关

注我们，你想一想，我们寻找教会，于是这间教会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有病，神就因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医治我，难道你不
觉得这太神奇了吗？”可是兴奋、激动过去后，我灵里的软弱又暴露出来。我想这也许是巧合，尤其是当我的病情出现反复后，
我对神的信心动摇了。我想神既然是万能的，为什么不能彻底地医治我？神是无所不知的，我的软弱当然也瞒不过他。几天
后，弟兄姊妹来探望我，神就借着他们的口使我得到启示。我开始意识到这先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其实都不是孤立、毫不相
干的，它们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定是神做的奇妙安排，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他“使万事互相效力，为叫信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启示使我豁然开朗，既然是神的安排，难道我还有必要再担心自己的
病吗？从那天起，我就凭着信心宣告我已经彻底得医治。之后，我再未服用一粒药，病情也再未反复，我的身体也逐渐康复。
8 月 26 日我同弟兄姊妹聚会时，我就决定要为主作见证，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我最后一次检查的结果。这个检查结果对我来
说至关重要，因为医生将根据它对我的病作最终诊断。可是我深信我已经得到神的医治，检查结果不会有问题。第二天，我
和 Annie 按预约时间一同去见 Doctor Fisher，当她见到我时非常惊讶，她说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完全判若两人，她还开玩笑
地对 Annie 说我当初就像快要死的人似的。然后她告诉我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虽然结果不出我所料，但我仍激动不已，因为
-2医院的检查再次证明了神的作为，我被神彻底征服。
感谢神，他是那么的伟大，却不嫌弃我这个罪人，他没有因我曾远离他而舍弃我，反而将我连同我先生一起又带回到了
他的家。在这过程中，他不仅医治了我身体的疾病，而且安抚了我心灵的不安，使我和我先生属灵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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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见证：
九月 1 日节期同乐会

灵魂体都得到医治和安慰，使我

周六的福音聚会，当弟兄在讲台上呼

心中有了平安。我呢，就有一个

召决志的时候，我就举了手。接下来

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我先生也

星期天的家庭聚会时，弟兄姊妹为我

能来信我所信的这位大能的主！

祷告，我就决志要受浸归入主基督耶

我就在教会及家庭聚会中为他切

稣的名里。我要感谢赞美主的是，在

切地祷告。

这之先，教会的兄弟姊妹包括 Annie

---- Annie

早已为我祷告。
Annie 那次生病的时候，我

六月份，在我参加的一个学习班

还没有得救。但就是那次的事件

里认识了殷峰。奇妙的是，他正在寻

听人说家附近有一个讲中文的教会，开始

使我很清楚地认识到圣灵已经在

找教会，我邀请他到我们会所来感受

参加聚会，对讲台上传讲的道，总有一种

我身上开始了他的工作。在我送

一下。殷峰到教会聚会，不仅很快蒙

特别的感动。很快我也就相信接受了主耶

她去医院的路上，在很无助的情

恩得救，而且他太太的病也得神的医

稣作我的救主。

况下我说，你不是信神吗，为什

治。

我叫 Annie，2003 年 5 月登陆温哥华。

2006 年 2、3 月份，我的身体出现疾

----- Michael

么不祷告呢？

病，盼望、失望、痛苦、挣扎和危险搅扰

教会的弟兄姊妹到我家里

着我。感谢神，这里的弟兄姊妹和我还有

来探望也使我感动。第一次参加

联系，通过弟兄姊妹特别的交通和祷告，
使我深深感到从神而来的带领、安慰、帮
助、提携和爱。没有了以前在外迷失的那
种痛苦和失落，满有回到家里的踏实和饱
足！
当时，经历了这位大能的主，他使我

我夫人霍丽丽于 2006 年信主、受浸成为基督徒，由于我多次往返温哥华，我夫人向我传福音，带我去过几次教会，聆
听有关神的信息，感觉确实有神的存在。
2007 年 12 月我决定常住温哥华，转眼半年，赋闲在家，开始有忧虑和不安，随后丽丽生病更增添了我的忧愁。痛苦中
我想到了主耶稣，于是我俩每天在网上听讲道，同时也企盼找到一间教会。
在一个学习班中我结识了 Michael，得知 Michael 是基督徒，于是就主动向他了解教会的情况。不久我们就来到了教会，
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弟兄姊妹的关爱 、感觉到家的温暖和主的同在。
第一次参加这里的聚会，亲眼目睹了 8 位弟兄姊妹受洗的过程，我的心被震动，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受浸。接下来主日
讲的是“以弗所书”关于教会的建造，这正符合我们当时渴望了解教会，选择教会的需求。来到教会后，丽丽的病在弟兄姊妹的
祷告和她对神的信心依靠与完全仰望中得到了彻底地医治。
这大半年来，我本人的身体也变得结实了，近 10 年的脂肪肝和高血脂等病症都消失了，体重也减轻了，体检结果正常。
回想这段经历，深感是神在一步步地帮助，引领我们。是神引领我们家到温哥华，并在这里认识主耶稣，是神在我们痛苦中
给我们帮助并藉着医治丽丽的身体使我们回到了神的家中。我确信神为我们铺好了路，跟着主耶稣，得到的是永远的祝福和
平安。

----- 殷

峰

当我和我先生殷峰渴望回到神的家、寻找教会的时候，刚好认识了 Michael 和殷峰的相识，随后我们被带到了教会。但
是，神知道仅就这一点还不足以使我们坚定地留在教会，于是神就借着我生病这件事，使 Annie 成为我们与教会继续保持联
系的纽带。Annie 不断地向我传递弟兄姊妹的关爱、不断地帮助我、鼓励我，最终使我们彻底地回到了神的家。
记得殷峰第一次到教会聚会是在 8 月 2 日的晚上，当时我未能一同前往是因为我正在患病，身体十分虚弱，经常头昏、
心慌。我的家庭医生根据检查报告诊断我必须手术，后经 V.G.H. 专科医生再次诊断决定让我先服药观察一段时间。二十多天
过去，病因未查明，病情也未被控制，我愈来愈惶恐不安，甚至开始绝望，…，
。所以，当我先生从聚会回来，我就迫不及待
地询问他去教会的情况。当他告诉我他对教会的感受及弟兄姊妹对我的关心后，我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我决定第二天
-3也去参加主日的聚会。当日在聚会中，我被弟兄姊妹争先敬拜赞美神所感动，同时我也感到教会充满了爱的温暖。
从这以后，教会姊妹 Annie 就经常打电话询问我的病情。在我参加主日后的第一个祷告会上，弟兄姊妹 (下接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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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GOD’S PRESENCE
-------F. B. Meyer

“Whither shall I go from Thy Spirit? Or
whither shall I flee from Thy Presence? If I
take the wings of the morning, and dwell in the
uttermost parts of the sea; Even there shall
Thy hand lead me, and Thy right hand shall
hold me.”—Psa 139:7, Psa 139:9, Psa 139:10

THE STORY of the monk who constantly
used this phrase is well known to most people. It
wa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e winter’s day, as
Brother Lawrence was walking in the forest, he
found himself standing beneath a tree stripped of
its foliage. The thought suddenly flashed on him
that before very long that same tree would be
covered with the leaves and glory of spring.
“Then God must be here,” said he to himself, and
his whole being became awed and filled with the
thought of God. That impression remained with
him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and he said that he was
more deeply impressed with the actual sense of
God’s Presence in the kitchen, when he was
preparing the food for his brother monks, than
when he was kneeling before the Sacrament.
It is a blessed experience when the soul lives in
this awareness of God; when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in Him; whether we take the
wings of the morning, and go with the sun in its
passage to the western sea, or descend into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Let us read this
Psalm again, remembering that our Lord said,
“Lo, I am with you all the days, even to the end
of the age.”
The habit of practising God’s Presence is
specially acquired when we accustom ourselves
to draw on the Divine resources. We can recall
two outstanding illustrations—one given by
Abraham’s faithful servant, and the other by
Nehemiah. In the one case, the traveler lifted up
his heart to God for direction as to the choice of a
wife for his master’s son; and the other tells us
that between the king’s question as to the reason
for his sadness, and his reply, he flashed a cry to
God for a suitable answer, and it was given him.
Why do not we, in every moment of uncertainty
and perplexity, when the tempter draws near,
instantly claim the equivalent of God’s gracious
help?

Prayer: Gracious Spirit, wilt
Thou so enable us by Thy
grace, that we may live in the
fear of God all the day long;
may the difficulties and
temptations of our daily
experience have the effect of
leading us to take each step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sence of God. AMEN.
------Quoted from “Our Daily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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