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結幸福源頭  扭轉人生契機     王嘉慧姊妹 

    我在第一段婚姻裡面因著經濟的問題，還有丈夫的不體貼不顧家這些壓力下，我得了憂鬱症。因為心裡面

的不安穩，開始用購物來填補內心的空缺；又加上花店生意不好，開始累積了債務，最後債務雖然由父親幫我

償還，但這些年我始終處在負債的漩渦裡面；循環走不出來。 

    因著心裡面的不安全感，沒有得到真正的平靜；就四處去尋求了很多的神，無論是東方的或西方的，甚至

各種的心靈療法或課程也都嘗試過了。這些的花費都非常的昂貴，但只要能滿足心理的空缺，我仍然願意，即

使已經負債了；花了很多錢卻沒有得到內心真正的平靜安穩。自己的購物癮，加上一直有新的債務產生，以致

內心的苦又更加深，我不知道我活著是要做什麼?我沒有盼望，沒有未來，一直陷入那個痛苦裡面走不出來。 

    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一個道場，裡面的師姐告訴我必須放棄所有感情關係(父母、兄弟、夫妻、子女)，朋

友就可以脫離一切的苦.；我乖乖聽了照做。我為尋求更多更多；也用盡了我所有的積蓄變成了一筆約 300多

萬的債，我出錢又出力；放棄所有家人及朋友。但是，七年下來，我始終得不到心裡真正的平靜安穩及自由，

反而是心裡越來越苦，我以為勞力的付出、金錢的付出，可以讓我得到內心的自由平靜；原本也以為拜這個神

會幫助我花店生意好起來，可以賺錢還債；結果 7年後沒有變好反而更糟，跌到深淵爬不起來。最後，我帶著

30萬的負債跟滿心的傷痛離開了宮廟 (這些傷痛就是在宮廟生活時，累積下來的苦毒不饒恕及負面情緒)。離

開宮廟後，我的花店事業仍然處在虧損狀態中，加上自己購物癮跟在宮廟時產生的債務，一共欠下 80萬元。

這幾年來我始終在負債漩渦裡面一直循環走不出來，也無力償還；每個月還不斷有新的債產生，我不知道我活

著是要做什麼，我沒有盼望。 

    原本的我歷經了兩段婚姻的失望；背負了 80萬的債務；家人朋友也都沒有了，我打拼一輩子的事業也面

臨倒閉；這樣的情況讓我對這個地上完全沒有任何的眷戀；雖然活在這裡卻感覺像地獄一樣痛苦。一個有憂鬱

症；沒有親朋好友；婚姻不幸福；有負債；及打拼一輩子即將要倒閉的花店；讓我非常的痛苦我不知道活在這

個世界上，我甚至已經想好我的身後事了，我還有什麼指望?有甚麼未來? 

    直到有一天，從一本書裡面讀到了關於天堂的景象，我感覺到這氛圍就是我一直想要尋求的感覺。可是，

在哪裡可以找到跟天堂氛圍一樣的地方呢？我想起了有一位朋友，他時常約我去教會，我想教堂應該是最接近

天堂的地方吧！於是轉機來了—我認識了耶穌，祂開始進到我的生命裡，祂是把我從地獄救上來的人，祂拯救

了我這個在深淵裡面的罪人。很快的，神開始扭轉了我的事業，也幫助我還債。信耶穌後，我開始有個習慣—

向神禱告!當我有需要的時候，無論什麼困難就向祂禱告；我的花店生意、婚姻不幸福、我的債務問題都向祂

禱告。在第一次主日聽見牧師說我們要好好的做好什一奉獻；於是信耶穌第二個月我就開始落實什一奉獻，神

也在花店生意上大大的祝福我，花店生意開始每個月都有好多好多的進帳。我開始有了盈餘，可以來還債；才

半年就已經還了 30萬元；就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銀行也主動找我；要貸款給我，還給了我最低的利率，並

且前半年只要先付幾百塊的利息就好了。 

    原本我一直困住無法動彈的債務，終於可以開始解套了，神解決我債務的問題，同時神也扭轉我瀕臨破碎

的婚姻。我的第二段婚姻在信主前正面臨了想要跟老公離婚的命運我們一直以來都有溝通不良的問題，我已心

灰意冷想要放棄，我時常向神禱告神開始柔軟我的心，讓我心裡面有平靜安穩，可以面對老公，並用智慧的話

語來跟他溝通。我也願意聽神的教導，順服神；我願意放下自我的堅持，經過了神幫助我的事業，在婚姻上我

更加相信神的帶領，我相信神會幫我。神讓我用愛去感動老公去與他相處，現在我信耶穌已經一年了，老公的

心越來越柔軟，跟我越來越親近，我們的關係越來越好越來越甜蜜，我們不用離婚啦！現在的我事業順利，婚

姻美滿，對未來有盼望，因為有神，心理也得真正的平靜自由~以前拜了很多的神，現在終於找到會拯救我幫

助我的神我非常開心。也因為愛耶穌，盼望更了解祂，我開始了 611 靈糧堂學房的課程。 

感謝神！賜給我福音，如果沒有這些幫助；我無法想像現在的處境。我們要信就信最大尾的神，耶穌祂擔當了

我的罪，解決了我因罪而產生的痛苦，感謝耶穌使我的生命開始得著豐盛。 

 

 



 

 

 

連結幸福的源頭           左慧萍姊妹 

    我的得救見證要從遇見福音開始説起，還記得國二上學期有位新任教的歷史老師，在一次課堂當中主動邀

請我們班同學下課後去老師家吃火鍋，對於從小叛逆又愛在外逗留的我，多了一個正當理由可以亂跑，於是下 

了課與同學一起到老師家作客，一到老師家就發現已經煮好的火鍋，邊流著口水正準備開始吃的時候，老師主

動說要先唱詩歌和飯前禱告才能享受晚餐，後來才知道原來老師是一位基督徒，而這也為就我開啟了那扇認識

神的大門。 

    自從那次之後，雖然知道生活中凡事都可以禱告，但都沒有踏進過教會，直到高中我主動與媽媽討論想要

上教會，去了才發現原來教會的人都滿臉笑容，可是我去的長老教會有許多年長的長輩，讓我覺得相處上非常

枯燥與自己想像的教會生活不一樣。到了高中畢業的那年我告訴表弟說我想參加他們台北的教會，直到參加了

他們的教會後，雖然年輕有朝氣，但當他們問起每個人的學歷時，才發現自己因報考的學校而感到自卑和羞愧，

那種抗拒進入小組的心累積越來越多，萌起了停止我想去教會的念頭。 

    在我讀大學的某一年，媽媽因山上阿姨的邀請進入到內壢得勝靈糧堂，穩定主日、小組、開始上裝備課程，

雖然知道媽媽變得越來越好，也相信神會創造奇蹟，但媽媽找我上教會，我總是找理由搪塞媽媽，就算沒有事

也會對媽媽謊稱自己週日很忙或是常常與朋友廝混。直到去年在工作上遇到瓶頸，如何靠自己努力都沒有起色

的時候，姐姐突然主動邀請我到他小組參加幸福小組，他告訴我當凡事沒辦法往前走的時候，試著尋求那位神

吧，於是我就與那幸福的源頭開始連結起來了。 

    在跑完這短短的幾週幸福小組後，我決定受洗了，而我未受洗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沒辦法凡事交託主，直到

去年看到我身邊因著神而改變的大姐，我才醒悟自己生命中也有那位隨時隨地都在身邊陪伴我的上帝，於是我

開始也把工作上遇到的困難、重擔一一的求問神，且都得到神的回應。而我回想起受洗前的感覺就像迷失的羔

羊被牧羊人尋回一般，與神的關係，不再只是陌生人。 

    在受洗後的這段期間，神的話無論是讀經、禱告，真理都一直進入我的心中，甚至比過去更加感動。而這

當中小組長及小組的姐妹互相鼓勵、扶持，使我在信主的道路上，不再是過去小信的自己。而一步一步的跟隨

小組腳步及浸泡下，逐漸開始受裝備並使得靈裡慢慢健壯起來。 

 

 

 

 

 

 

 

 

 

 

 

 

 

 

 

 

 



 

 

 

與神對齊，戒除癮頭，關係更新     柯玉珍姊妹 

    信主前我是一個酒鬼，檳榔吃很兇。我喜歡跟姐妹出去唱歌喝酒，小孩都不管。我跟前夫為了錢及小孩幾

乎天天吵架，我跟前夫離婚後，就認識了我這位老公。 

    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覺得這個男人有肩膀可以依靠，從我們交往到結婚，我們夫妻每天都在喝酒，放假

時更不用説，我們光買檳榔一天就要花 500 元。我們夫妻都很好客，每週六、日放假就會招聚親朋好友來我們

家飲酒作樂。 

    每次放假都是如此，這樣的生活讓我們覺得很快樂，但是心裡卻不平安，且怎樣都滿足不了自己的慾望。

那時候我一直在尋找神及教會，感謝主，透過朋友帶我來這裡的教會。第一次來教會覺得很害怕，也很擔心。

但我發現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笑容都和藹可親，是有神同在的教會。 

    我老公住院期間，我一直擔心老公的病情，後來我想到教會的人。我打給組長，那時我不認識她。我跟她

說：「你們可以來為我老公禱告嗎？」組長二話不說立刻為我們夫妻禱告。我們夫妻感到很幸福，因為我們朋

友那時都不來看我老公，但是沒有見過面的組長竟然就來了！我當時很感動，老公出院後，我就帶我老公一起

上教會。 

    有時工作忙，老公無法一起上主日，但看到教會其他夫妻們ㄧ起主日、一起服事，我覺得好幸福。因此我

開始為老公工作禱告，感謝主!垂聽我的禱告，現在主日我們全家都會一起參加!雖然老公捨去一天的薪水，但

我不在乎，只要我們全家ㄧ起主日、一起服事神，我就覺得很幸福。 

    感謝主！我們夫妻戒檳榔，也戒酒了。也感謝主！把這位男人給我，處處為我著想，我很幸福！ 

    從堅立婚姻盟約後，我們夫妻之間會學習溝通，不再為了小事而吵架，我老公對我溫柔、體貼，不給我壓

力讓我很有安全感，我真的很幸福！ 

    也謝謝郁菊組長、哲宏組長的牧養、餵養我們夫妻，夫妻一起同心，我很幸福。榮耀歸給主耶穌！ 

 

 

職場祭壇  轉化關係     祁興國弟兄見證 

    在自行開業的婚紗彩妝公司中，曾經在管理上因性格問題無法好好的跟員工對話，長期累積導致心情曾一

度到無法走進公司面對員工。在一對一聽了小組長的分享，開始職場祭壇，開始為自己及公司每個人認罪悔改，

並歡迎神的同在，之後用神的話語宣告祝福，並且願意跟員工溝通跟談話，後來心情及事情不只好轉，感覺進

公司後重新充滿力量，自己也比較懂得如何處理跟面對員工在身心靈方面。 

 

服事神 神必預備          邱鈺婷姊妹 

    以前家裡的鋼琴因著好多年前搬家且沒有用到，於是賣掉了。當時還沒有進入教會，也沒有想到會再彈琴，

今年我開始進入兒童牧區司琴的服事，但因為練琴不方便，讓我常擔心準備不足、也缺少信心。於是最近計畫

想買一部電鋼琴，在家方便練琴。我禱告神讓我在服事上有多一點信心，也幫助我挑選合適的鋼琴。 

    有天晚上，我收到媽媽傳訊息跟我說：「哥哥最近搬新家，以前嫂嫂的鋼琴也沒有在用，他們也不打算搬

過去，問我要不要接手。」我老早忘了哥哥嫂嫂那裡有一部鋼琴，但神永遠知道我們的需要，感謝主奇妙的供

應! 

 

開口禱告 神就醫治        桂文英姊妹 

    婆婆住院開刀，痛到不能入睡，就開口為婆婆禱告，感謝神垂聽禱告，禱告完婆婆就睡著了，神使婆婆一

覺到天亮，婆婆醒來就說你的神真靈、好棒!感謝主!將榮耀歸給主。 

 



 

 

 

重擔交託神，人生大翻轉       余春枝姊妹 

    我在進敎會前曾經是個努力掙錢的人。我只想要買一棟房子，不想一辈子租房子。所以來到桃園不到三年

的時間，我跟老公努力賺錢買了第一棟房子；小孩都是娘家幫忙帶，幾年後多種因素我把小孩帶回來自己帶，

但是對我來說，帶小孩根本沒經驗，所以都送安親補習班，根本沒有好好敎育。 

    幾年後，我們夫妻又買了第二棟房子，我享受在金錢和工作的快樂。然而小孩到了國中開始變了，犯罪進

感化院，我的人生跌到谷底，我開始尋求解脫，星期六、日都是透過喝酒、跳舞來麻醉自己，花了好多錢。再

過幾年，小孩成年後又犯罪!我開始覺得我的人生為何會這樣？我這麼努力為了什麼？不是為了給小孩一個家，

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結果竟然是這樣?! 

    因此我變得早晚都要喝酒，不喝心會亂，但是小孩越來越嚴重，這中間還發生車手事件，孩子又進去 4

個月，我的 2個小孩同時進去，我的心超痛!出來之後，他們的行為沒有什麼改變，我一直覺得孩子會犯罪是

我的錯，所以他們所犯的錯，我都在後面補救。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悔改，我越來越消極，常常喝酒，在半夜

去公園或走在馬路上，希望被車撞上，但是上帝沒有放棄我。 

    前年因為小孩沒收入，常常有人來討債。我晚上幾乎都不能好好睡，所以那一陣子我的電話全天關機。有

將近半年的時間，我下班後回到家就不出門，喝酒醉喝到不醒人事。雖然老公不會唸，但這種苦誰能忍受？我

常常半夜喝醉了，就走出去。我記得有一次下雨，老公和大兒子找不到我，而我走在馬路中間，有車開過來，

我那時就想著如果我死了，他們會不會改？結果一把雨傘遮在我頭上，老公出現說：「車來了！下雨了！」我

抱著老公大哭，心都碎了。下班的日子很黑暗，但是白天我是一個正常人，是個工作認真的人，對公司營運掌

握的很好的人，但是誰能幫肋我解脫夜晚的恐懼？只有酒精讓我能欺騙自己。 

    後來有一個人來工廠兩個月，但是我一開始不太注意他，後來同事跟我說他的背景後，我覺得他的人生也 

很苦，但是我在他的身上卻看到喜樂。當然在未上敎會前，星期日早上我都會去找教會，因為我需要解脫和依

靠，媽媽跟我說：「妳一定要上敎會，因為這樣我們才會再相見。」我找了好久的教會，卻都沒有勇氣進敎會，

因為我覺得我犯了罪，沒有辦法去面對，因為我知道上帝知道我做了什麼。 

    後來因為工作程序的關係，我慢慢認識這個喜樂的同事，當然他也傳福音給我，但我也放他二次鴿子。當

我進敎會第一次，每層樓梯都讓我感覺好沈重，我根本不知道身邊的人是誰，我只想哭！我很努力堅持，我全

身發抖，站都站不穩，但是我依然穏住，我只想站在十字架面前，我想對主耶穌說：「我錯了！幫幫我!」我哭

泣、顫抖，直到敬拜結束了，我馬上擦乾眼淚。 

    一年後，大家都看到我的轉變，我開始學會放手，我開始對一些事物不會看的很重，我開始變得喜樂，我

把我的未來全然交給神，我把我的難處全然交給上帝，我在上帝面前認罪悔改，我的人生徹底翻轉!我不再醉

酒，也不怕電話響，因為我有強大的力量，是來自天父爸爸給我的。我的心更堅強，面對問題不再恐懼，不再

半夜流眼淚，我的心也不再孤獨，更不用再用酒精來欺騙自己的人生。因為聖經上面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

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 Matthew 11:28)。 

 

 

 

 

 

 

 

 

 



 

 

 

到德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心路歷程    蔡芳英姊妹 

謝謝教會弟兄姊妹過去為我的代禱和扶持。大約五年前，我在內壢得勝靈糧堂受洗成為基督徒不久，便開始申

請博士班，剛開始申請非常不順利；投遞的職缺雖然幾乎都能夠面試，但是卻總是在二選一的時候被篩選掉。

我記得這樣狀況持續幾個月，一直到我抽到一張恩典卡，上面寫著要我留著接受身邊基督徒的幫助。於是有段

時間我就完全沒有再去申請，之後約半年多的時間我常常往教會跑，學習聖經也接受教會的裝備課程，週間小

組晚禱和週末幾乎都在教會，這些學習都為我認識上帝打下重要的基礎。後來不多不少，只投遞了兩間學校，

其中一間找了我面試，也立刻在當天晚上就收到我指導教授的回應，約我下週討論研究計畫；於是我就申請上

了漢堡大學和德國電子加速器實驗室(DESY)。感謝神，為我關上的每一扇窗，也感謝他為我開的一條道路。

經過了整整四年，2020/10/26 我通過畢業口試，順利的拿到了博士學位；10/31 畢業返台的飛機上，我看到了

一段經文，當時非常感動，但也只能小小聲的啜泣-「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對於你手裡所做的一切事，都已經

賜福給你，祂也知道你怎樣走這大曠野，這四十年來，耶和華你們的神常與你同在,使你毫無缺乏。」(申 2:7) 我

覺得神給我的比我為祂做的還多。其實仔細想一想，這麼微小的我能為祂做什麼?如果祂願意這樣賜福給我，

我想僅僅是因為祂看出來我有多認真的想把祂的話當一回事吧。 

    我們博士生第一年都有一個所謂的資格工作(qualification task)。工作的內容每個人都不一樣，有的人分配

到偵測器相關工作，有的人是軟體相關工作，時間是一年；等成果出來以後，我們才有資格在期刊論文上被放

上名字。我當初選了一個很有挑戰的工作(是一個剛信主不久，什麼也不怕的勇氣)，沒想到我一個月就有成果，

因為做太快，我當時還跟我老闆說這樣大家會不會覺得一點都不困難；我老闆還說：「每個人都知道這非常困

難。」因為表現不錯，我持續的被邀請做更多的工作，也被邀請到加拿大多倫多還有美國亞利桑納的研討會裡

給演講，也常常代表大家(包含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名校的學生)做總結報告。我步步為營，每一步都需要依靠

神，因為憑著我自己真的是沒辦法完成，準備好一張 ppt背後是要看懂一份論文，這些事情都是我以前覺得非

常厲害的人才可以做到的。我想也可能是每次都有好表現的經歷，我也很快在還沒畢業就找到一個紐約的博士

後研究的學術工作(石溪大學和布鲁克黑文實驗室)，可以繼續待下來。 

    除了必須通過一項「資格考」，我需要找一個主題當我的研究論文。我的論文是開發一個新的計算背景感

擾方法，這個方法可以用在很多模型上面，例如尋找暗物質(Dark matter)或者較重的希格斯玻色子(heavy Higgs 

boson)用來解釋為什麼物質比反物質多或者粒子等等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計算方式，有人提出理論，但

實驗上還沒有人做過。因為完全沒有前人的資料可以參考，我經歷一陣子的時間(約 2-3個月)，以為這個方法

實驗上不奏效；但是最後我想到去多加一個變數讓整個方法變得有參考價值。我當時非常高興，因為這個方法

是另外一個教授交給我做的(我老闆當初還跟我說她很羨慕我拿到這個工作)，所以如果不是我自己想到一個關

鍵，我可能覺得這整個實驗並不是我的東西。不過，最後這個方法並沒有發光發熱，因為實驗數據還不夠多，

要讓這個方法變得更實用，我要等大強子對撞機(LHC)接下來幾年累積更多數據。不過，我很高興神給我及時

的靈感，所以心中可以踏實的說這東西是屬於我的(是神讓我做出來的)，畢竟幾乎每個人當時都準備放棄了。

只是很可惜，我在畢業前從來沒有機會在任何會議上有發表的機會。說到靈感，我確信是來自於神，由於是神

給的，所以我也常訓練自己無私地把我的作法分享給需要的人，然後再相信上帝會時常幫助我，給我更多的靈

感。只是重點可能是我要先對自己有自信，千萬不要先被懼怕說服了。 

    我很感謝神，祂賜福給我，但同時也教我謙卑；因為總是時常有個人在我旁邊會潑我冷水，好讓我時常保

持清醒。如果一切都這麼順遂，好像也不太像是神的作為，所以我當然遇過很多讓我傷心難過的事，曾經讓我

哭過最傷心的就是我的老闆(指導教授)不相信我。也許聰明的人總是有種自己才是最好的感覺，所以，我不覺

得她是一個非常好的指導老師，我也可以明白她為自己學術生涯做更多的打算；但是她的確也教會了我很多東

西，例如她的風格是嘗試把複雜的東西用簡單的方式解釋，而我這四年都是這樣被訓練著。我是她收的第一個

學生；她曾經趕走一位已經待了約三年的學)。回顧這四年，我可以記起的是她時不時嚴厲的言論、也常常跟 



 

 

 

我說不需要接受這個演講(在我第一次被邀請演講的時候。她曾經說她沒看過博士生第一年就被邀請的人－我

明白這是神給我的恩寵)、不需要接受別人給我的額外的工作(她大概是不相信我的能力，覺得我份內工作會做

不完。只是有工作機會，是別人對我的一種肯，我後來接下來後，的確也讓我變得小有名氣)。四年前，在她

第一次對我說出一句偏激的話時，我曾經抽了了一張恩典卡，神告訴我不要討厭他們，這是為了給我更好的訓

練。我把神的話一直放在心裡，即便我常常真的覺得她並不希望我可以獲的任何好處。不過我感謝神，因為這

樣，我常常定睛在神的身上，多想想我做這些工作到底是為了誰。神是我的力量，祂常常以祂的方式安慰我。

我已經有所成長，而我知道我的所有努力都是扎扎實實的，接下來不管到哪裡，我學會再也不要倚靠任何人。

我反省這四年我還有沒有做好的地方，因為這些不足，我有了未來的目標。我也不需要抱怨，因為神說祂都知

道，所以我就相信祂都知道。口試結束的最後一天，我跟我老闆說，我為自己感到高興，因為有很多時候只要

一個不小心，就會有很多東西是做不出來，但我做到了。我老闆跟我說了：「未來不要被別人說你不能而受影

響」。我覺得這句句話是我常常告訴我自己的，而神才是那個背後支持我的人。 

    私底下的生活，我從來不忌諱地告訴大家我是個基督徒；其實光是這樣說已經很不容易，不是我不願意承 

 

認我是基督徒，而是大家會直接忽視。我說我週日都要去教會，然後通常就是先一陣安靜。我也有聽過一個德

國人在我面前說只有困苦沒有能力的人才需要神；也有個西班牙同事明確表示他絕對不會去教會，就連同事過

世的追思會也不願踏進教會。我後來去了國際教會，有兩個同事跟著我去過幾次；領人歸主也是其中一個我還

要更加強自己的地方。不過我和同事們相處得都非常不錯，我覺得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我照著神的話去做，就

是主動的去察覺別人的需要。在我看來整個環境並不是表面看起來的和諧，畢竟大家都是忙碌有壓力的工作著，

能有幾個人真正的在關心誰？也曾經有人在我面前一直對我說他比我聰明比我厲害...不過整體而言，我身邊總

是有一堆朋友(在工作上的同事或者教會裡認識的朋友)，我非常的滿足；這四年可以算是很喜樂！ 

    也許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真誠真實」的風格，這大概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讓我很快地拿到紐約工作的合約；

當時面試紐約工作的時候，被問到覺得研究上哪個部分最困難，我就說我花了很多時間在英文上，每個演講我

都要花比別人多的時間準備。我當下並不覺得這個回答有什麼特別，因為就是個事實。我發現這個回答很特別，

是因為我們在談薪水待遇的時候，老師跟我說當時在場每一個人都對我的回答印象深刻。最近這幾天我未來的

老闆寫信對我說，會派人去紐約的機場接我(我預定 12月初離台飛紐約)，還為我訂了一個月有自己廚房和洗

衣機烘乾機的公寓(我朋友說是在校園裡一個很好的地方)，所有的費用包含機票他說他們都會負責。新老闆也

跟我說他有點權限，所以調高了了我的起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來學術界每個人的薪水也可以不一樣。神真

的對我很好!  

 

 

 

 

 

 

 

 

 

 

 

 



 

 

 

神的保護 總是及時         陳敬燁弟兄 

    上週在騎車時經過一個巷口，我突然聽見聖靈要我減速，我就隨即減速，突然前方巷口快速衝出一台車，

只差一點距離我就要撞到了，感謝神提醒我減速免於車禍。 

 

神的醫治超越想像          梁蕙凌姊妹 

    未信主的女兒車禍，因著每天用操練手冊為女兒傷口禱告，傷口有突飛猛進式的癒合和修復。榮耀歸主! 

 

 

宣告神話語 疾病得醫治     林彩雲姊妹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腸胃消化不良，總是感覺胃很脹。最近在小組中，透過晚禱教導的疾病醫治禱告，並宣

告醫治。回家後繼續以所教導的醫治經文，宣告病得醫治。 

    感謝主!我的腸胃消化不良、脹氣、已經完全的醫治了。現在禱告更有信心，且相信神的能力了。 

 

禱告神   祂必掌權          李旻臻姊妹 

    我的智齒蛀牙要抽神經，已經治療一次，但因智齒神經太裡面，不容易抽出來，醫生說若下次還是無法抽

出來，就要去大醫院治療，花費要 15,000元。由於我沒有收入，所以很擔心醫療費用，因此在第二次去看牙

齒時，我心裡就不斷的向神禱告，當看完時醫生告訴我：「神經順利抽出來了!」我心裡好感謝神的幫助，使我

不用額外花 15,000元的醫療費了。 

 

神超越空間的醫治        劉俊明弟兄 

    自己皮膚狀況經常很糟，常會發癢，所以睡眠也非常差。以前會去拿藥吃一、二天就好，但後來藥效過又

恢復原狀，因此也懶得去看病；但看了週二晚禱醫治聚會直播，跟著一起為自己的皮膚禱告，當晚竟反常好睡，

非常奇妙！感謝主！ 

 

主醫治了我         鄭淑瑩姊妹 

    6/9 的早上我按照慣例打開電視，觀看 Good TV 的節目，享受與主親密的時光！到了下午突然感到身體不

適，因之前泌尿道發炎感染反覆發作，心裡就產生了不好的預感，想說該不會又中標了！但很快的我停止這樣

的念頭，轉向尋求神的幫助！求主告訴我該怎麼做才好？該去一般診間就醫嗎？就我目前身體狀況並不適合，

還是再觀察看看呢？ 

  在等待的同時我持續禱告並大量喝水，雖然身體很不舒服，一小時之內要跑好幾次廁所，但我仍堅持禱告

求主醫治我。就在一次如廁禱告中，忽然間一股平靜安穩的力量進到我的裡面，我感受到 神正在醫治我，雖

然身體還是在頻尿與不適中，就在此時聖靈帶領我，要我開口發命令，奉主耶穌的名斥責命令造成我身體泌尿

道發炎的細菌病毒都離開我！感謝主！頻尿的狀況減緩了！ 

    到了晚上我進入教會復興神蹟之夜線上的聚會中，當晚傳講的主題是醫治，我跟著敬拜和禱告，當傳道和

師母帶領禱告時，我當下就領受了醫治！感謝讚美我的主！感謝父神如此的愛我！為我成全關乎我的事！祂醫

治了困擾我多年的病痛！將榮耀頌讚都歸給愛我醫治我的 神！哈利路亞！ 

 

 

 

 



 

 

 

在神凡事都有可能             黃美甄 

    我們家是傳統信仰，而我是家裡第一位基督徒。我信主是在家人們的同意下受洗的，也因此我以為我的家

人們這麼支持我，那麼他們也「一定」很認同主耶穌，也許有一天他們也會信主。 

    隨著受洗後，我每次在家人們面前開心的分享我在教會的點點滴滴，我總是預期他們也會與我感同深受。

然而其實不然！漸漸地，我從他們的言語、行為，我發現，他們的支持是因為疼愛我，讓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而他們的內心其實很抵擋。有機會與他們旁敲側擊聊到他們的真實想法時，原來傳統宗教的禮俗深植他們的心，

若信主等於是對不起祖先了，這事萬萬不可的！哇！此時此刻，我才明瞭，原來「傳福音」給家人們沒有我想

像的那麼簡單。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在今年母親節，教會舉辦了為母親洗腳禮的活動。我心裡期盼能透過這個機會，為母親獻上我對她的愛，

於是拿了報名單，但心裡忐忑不安，擔心被媽媽拒絕。每當有機會回家與家人相聚時，我就禱告，希望事情能

夠成就。然而我自己信心太微小了，好幾次話到口中，又吞了回去。這段期間一段經文不停地在我腦中閃過「信

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於是，我拋開可能被拒絕想法、鼓起勇氣，向媽媽開口邀約「洗腳

禮」的活動，這時，媽媽大略地詢問活動的內容，然後說：「我當天在廟裡做志工耶！」我不放棄，決定再詢

問：「那麼可以跟別人輪調志工的時間嗎？讓我對您表達一下感恩嘛！」媽媽這時回：「我再想想啦！」我原生

家庭的習慣推託用語這時出現了。好吧！我已經將我的心意轉達給媽媽了，一切都交給主耶穌了，主啊！我就

交託給祢囉！ 

    在教會最後報名日當天早上，我還沒等到媽媽的回覆。於是，丟了一個 Line給媽媽：「老媽早安：請問

5/10 您的行程可以調整嗎？」媽媽回一個「讚」的貼圖，還問說：「幾點到幾點啊？」原來媽媽早就把原有的

行程改期了！喔耶！神祢真是奇妙的神！凡事都有可能！母親節當天，媽媽來到教會，對於一切不熟悉的教會，

感受得到她有些抵擋，這時我用堅定並溫柔的口吻向她說：「媽，今天是尊榮您的日子，您放心，開心喜樂的

享受這專屬於您的一天喔。」媽媽笑容才展開。當天主日活動後，回家與家人們共度母親節饗宴後，媽媽在我

們孩子們都離家回去各自崗位後。在家庭群組裡，發出了她母親節一天的感恩心情。我著實感動不已。在東方

人的家庭關係當中，說出愛、表達愛，是非常含蓄與隱藏的。但我知道「耶穌愛你」它不只是口號而已，它更

是要用行動來表達彼此相愛，因耶穌的愛在我們裡面。感謝主，讓我在主的愛中，學習如何表達愛！如何說愛！

我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至於家人要不要信主？要不要受洗？這不是我能做的，我能做的是一步一步地走在主 

的愛中，透過身體力行去讓身邊的家人、朋友，感受主耶穌基督的馨香氣。一切榮耀歸給主。 

 

真實謙卑，神垂聽應允     許荷翎姊妹 

    從四月被資遣到現在，一直未找到合適工作，以前總是請姊妹代禱，但這次自己真實謙卑下來，開口向神

呼求，結果馬上接到錄取通知！而且第一次到上市上櫃公司工作，神真的是垂聽禱告的神，而且祂所預備的真

是超乎所求所想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