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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长在一个几乎没有信仰的家

庭，从小由奶奶抚养长大。奶奶虽然每

月初一和十五吃素，但她不知道信仰为

何物，只知道做善良的事会有好的回

报。她辛苦一生，卻仍然没有好的结

局，几个孩子都在她老年時推三阻四拒

绝赡养，让我对人的本性产生很大的质

疑。 

 知道有上帝是从青少年爱上阅读开

始，西方名著中《简爱》、《悲惨世

界》、《小妇人》等都有上帝的信仰的

影子。主人翁都在信仰的熏陶下具备良

好品质，成长为坚强善良的人。尤其

《简爱》是我青少年时期的偶像，她虽

然成长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可以在上

帝指导下成为一个独立自尊，勇敢执着

的女性。 

 17 岁离开家后，一直独立在外上

大学，工作、结婚、生育，忙忙碌碌，

完成一个任务又一个任务，辛苦又疲

劳。信仰寻求上没有任何进步。薪水、

工作、住房和孩子教育是每天需要考虑

的事。 

 2017 年因儿子教育到美国洛杉矶

后，忙碌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儿子的学

习也步入正轨。2020 年疫情开始，因

为不能出门，基本呆在家中，网上交流

的时间多了。在同学微信群中 Tao - 我

的高中同学，介绍我参加一次网上基督

徒聚会。Tao 是位我心目中的理想女

性，坚强温和，工作生活中都是强者。

在第一次聚会中我感受到，人人害怕冰

冷的人生终点,可以是上帝温暖的怀

抱，这一点深深打动我。当时就决定开

始阅读圣经，了解西方人为什么会信耶

稣； Tao 又邀请我参加了她们的周五

网上团契。每一次教会的聚会里，都感

受基督徒在敬拜主时的喜乐，也感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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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弟兄姐妹之间的互相信任，关怀和

鼓励。了解到 Tao 的坚强来自主给的

信心和勇气，我也开始更多的参加其

他姐妹如咏梅组织的查经，学习祷

告。 

 2021 年 3 月决志信主，决志后开

始很忐忑，认为自己缺点太多，不配

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一起学习的弟兄

姐妹都鼓励我。能成为天父的女儿，

我又感动又温暖，感觉自己的生命被

重新改变，人生观完全从负面的苦海

无涯，转变为享受将担忧苦闷卸给主

的平安喜乐。神也不断赐恩典给我，

儿子顺利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并申请到

研究生。无论是租房子还是实习项

目，都非常顺利。在我看来即便生活

中有难处，神都有他的安排。只要认

真踏实的做事，依靠神的话装备自

己，他一定会赐给我丰盛的果实。新

的生命虽然已经发芽，旧我还经常找

到我。但只要每周有 3 次以上的学习

神的话，主都会马上提醒我，我也会及

时悔改。 

 2021 年 7 月份通过电话沟通联系到

亞凯迪亚华人浸信会，李牧师、浦立弟

兄、岳传道以及其他事工人员热心的帮

助下，开始参加主日学和周五团契，也还

经常和以前的教会查经，学习了门徒初

训，受浸学习，DBS 查经等。虽然知识浅

薄，经常会说一些幼稚的话，但都得到弟

兄姐们的鼓励和帮助，让我有勇气自信

可以在学习中分享我的真实感受和收

获。 

 满心的感谢主，赐福于我，将怜悯和

慈爱赐福给我这个性格乖张的女儿，让

我在神的国度有弟兄姐妹同乐，让我在

祷告中可以远离魔鬼的试探，学习如何

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如何将他赐予的

爱转变为爱人如己；如何不断的悔改进

步，懂得感恩。前半生已经过去，后半生

在神的国度我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希

望圣灵不断引导我，愿我主不断看顾我，

让我活成基督的样式，直到上帝与我牵

2021 年 11 月 14

日中文堂受浸的

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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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的一路指引与拣选让我今天能

够写下我的见证并为受洗做准备，这一

切都是充满神奇与赞美的。 

我来自中国天津，从小接受的是红色

教育，信主前是绝对的无神论者。最早

接触基督教相关知识是在 1998 年左

右，我的福音传授人就是我的爱人

Grace。我们是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初

中毕业后我们各奔西东，后来得知她出

国工作。98 年她归国我们有缘相见，得

知她有了基督教信仰，那时我只知那就

是信上帝。她说信上帝得永生，死后进

天堂不入地狱，对此半信半疑懵懵懂懂

并不在意。但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以忘

怀，一次我们走在街上，有位骑车者从

身旁经过，他的后座上的物品跌落，骑

车者也发现了，这时 Grace 毫不犹豫地

上前帮骑车人捡起了东西并放好在后座

上，那位骑车者很是感激。你知道在那

时人们普遍社会心理就是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以免惹祸上身，一般人发现这种

情况最多也就是提醒那位骑车人东西掉

了但不会去替人捡起并放好，但身为基

督徒的 Grace 这种助人为乐，积极行善

的行为让我感触很深。现在看来正如

《圣经》哥林多前书 10 章 31 节描述

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

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就是

指别人看见我们的行为时，他们会认为

信耶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Grace 的

行为就是在荣耀神，让我对信仰基督教

有了非常好的印象。 

后来她第二次出国工作，我们也失去

了联系。在这期间我们各自都有了生活

朋友圈，也都有过介绍男女朋友的经

历。2002 年她归国我们再次有缘相聚

并在 2006 年结婚建立了家庭，现在回

想那就是神的力量让我们多年失去联系

后又再次走到一起，让我能在我爱人信

仰基督的生命中感受主爱里的成长以致

最终走入耶稣的怀抱。正如《圣经》所

说神的儿女是被拣选好的，无论你沦落

到天涯海角，神都会把你们召唤在一

起。记得她回国时一次看见她有一个行

李箱不大但搬起来很沉，打开一看原来

都是书，而且只有同一个名字就是《圣

经》，包括各种版本简装及硬装，对此

我感怀颇深，原来基督信仰的力量会如

此之巨大以致让人如此地执着。虽然不

曾阅读过《圣经》但心中已充满了好奇

感。我们婚后家中时常会有 Grace 主内

兄弟姐妹的聚会，有时也会去别人的家

中聚会，经常会陪 Grace 参加聚会，每

次看到他们像亲人一样在一起聚会我都

会感动不已，这正是耶稣基督使他们凝

聚在一起相亲相爱像一家人。 

毕竟国内的信仰环境是受到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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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 Grace 感到离信仰越来

越远，一直渴望再次回到美国那个基督

信仰的国度。我理解她的心情也支持她

的想法，这期间她也不断为此祷告，并

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受洗信主。2019 年

底我们终于有了契机也有了勇气下定决

心来到了美国，这一切在神的指引下自

然而然的发生着。我们来美国后每走的

一步都是对神见证与赞美。首先孩子上

的第一所学校就是一所基督教的学校，

当时没有人介绍我们就自己找到的学

校，而且非常顺利的入了学，同时我们

每周也在学校教会进行敬拜，这都是神

的带领指引让我们一切顺利。这期间正

值新冠疫情爆发开始，不久美国就宣布

了停工停学，这对于我们是个突然袭来

的打击，当时感到很无助对未来一片迷

茫，这时孩子学校老师发来了一首福音

歌曲《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我的

心不再忧愁，生命窄路有你陪我。」悦

耳的旋律，安抚的话语，听完歌曲我们

瞬间感到无比欣慰，内心充满了力量，

一下子重拾对未来的信

心。这就是神的力量，在

你悲观失望之时神就会给

你重新振作的信心。在神

的力量及护佑下，我们全

家人平安的度过了疫情最

危险期。这期间一件事让

我感到神的帮助。初来乍

到诸事不易，买车就是，

颇费周折，不是贵就是车太旧，最终是

一位基督徒车行老板卖给了我们一辆称

心如意的车，感谢神无处不在的帮助我

们。疫情过后重启之初，我们受神的指

引来到了 ACBC 亚凯迪亚华浸，我们第

一次走入礼拜堂时，浦立弟兄热情洋溢

的上前与我们打招呼，让我们感到像回

到家一样温暖，感谢神的指引与帮助。

之后，我依次参加了教会的主日学，周

五团契，决志祷告，扎根永恒课程及受

浸课程，这一步步自然而然的发生着，

一切都是神的带领与帮助，感谢主耶稣

拣选我并在我信仰的道路上一步步的指

引帮助，感谢赞美主荣耀主！ 

受浸之后我要努力使自己委身于

ACBC，并委身于每天的灵修学习灵命

增长，委身于教会为主的事工服务，用

上帝赐予我的音乐特长为主服侍赞美歌

唱主，最终委身于传福音的神圣工作。

感谢主的拣选与指引帮助，一切荣耀荣

归于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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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自中國河北，在 2008 年來到美

国一所 Christian School 读大学，所以在

大学中就有和同学参加学校教会的主日活

动。可能当时年纪比较轻，感觉参加教会

活动就是玩，并没有想去了解教会和基督

教，并且那个时候还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命

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真正开始听到圣经中的话语是在我工

作之后。老板是一个虔诚基督徒。记得每

当在我遇到烦恼和挫折向老板求助，她总

是会用神的话语帮助我，也会和我分享神

在她生命中展现的神迹。每每听了她讲的

话，内心的不安和焦虑就会慢慢的舒缓，

同时也会从她的话语中得到启发，慢慢

的，就想去了解圣经，去读神的话语，去

我老板所在的教会。所以，在疫情后，教

会重启的时候，我迫不及待的就来到了我

们亚凯迪亚华人浸信会。 

 信主以后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变得开

心了丶心里平安了。就像保罗告诉我们

的，要常常喜乐。觉得这样的喜乐是神给

予的，也是来自我信主得救之后对于生命

的确定性。在我信主之前，总是有这样和

那样的烦恼。其中有三个烦恼是一直搅扰

我的。1.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

的； 2. 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人爱自

己； 3. 当自己有困难和烦恼时，不知道

可以找谁倾诉。在我信主后，这几个问

题就再也没有困扰我。因为没有人能像

主耶稣一样值得托付，只要我把自己的

生活托付在他的手中，就不需要担心未

知的痛苦。即使有苦难，也必定是我可

以承受且需要去承担的；同时我相信没

有人比主耶稣更爱我。因为无论我犯了

什么罪，只要我能认真悔改，主都会接

纳我。再者没有人可以像主耶稣一样随

时倾听我的倾诉，无论是生活中遇到的

困难，还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秘密，都

可以在祷告的时候说出来，更重要的是

我能够感觉到主在聆听我的祷告，并且

相信他会帮助我，引导我该如何去做。

有了主，我心里就有了平安和喜乐。 

 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人生交在祢的

手中，求祢引领我走前方的道路，求祢

施恩于我，看见我处在信心软弱，用祢

的圣灵再一次充满我，帮助我全心信靠

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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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生活的地方是信仰佛教的，受

当地环境的影响我也半信半疑，甚至软

弱的时候，也会求佛保佑。后来随着年

龄及阅历的增长，看着身边亲人虔诚拜

佛，但还是经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无法解

脱时，便开始不太相信鬼神了。 

2019 年 7 月，我们来到了美国，当

时孩子上学需要接种疫苗，因时间紧一

直约不上，很焦虑，冥冥之中遇到了一

位华人大姐，是接种点的工作人员，她

很热心的帮助我们顺利约到了，她告诉

我她是基督徒，很愿意帮助我们，为了

感谢她彼此之间加了微信。受她邀约我

第一次去参加了她们的团契，她给我讲

了神的伟大及耶稣的由来。团契中，有

个姐妹拿了一叠小卡片，她告诉我们每

个人抽一张，上面写的都是神的话语，

我抽到的是「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创世纪 

13 ： 17）。看到神的话语当时内心有点

小激动，我们刚来美国，人生地不熟，

感觉像是无根的浮萍，这句话无形中给

了我力量，支持我去走当走的路。从那

以后，我开始有点渴慕接近神。后来，

在我先生的引领下我来到了 ACBC，来了

教会之后，感觉很好，认识了一些热心

的弟兄和姐妹，在他们的帮助下，对神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接下来，我参加了姜京华老师的慕

道班，从他生动的讲解中，我认识到人

是需要信仰来解决人的罪，单靠人自己

是无法摆脱罪的。在认识主之前，我没

有信仰，自认为不做亏心事，善良做

人，不认为有罪。上课后，才知道宗教

里的罪指的是：贪婪、嫉妒、自私、愤

怒等，很惭愧，理解之后才知道我是有

罪的，而且这个罪自己是自救不了的，

需要靠神的救赎才能得救。随着对神话

语的更多理解，我相信了神的存在，相

信神爱世人，相信完美在神那里。接受

了主耶稣作我的救主，内心也慢慢充实

起来，我不再害怕和焦虑了，遇到问题

会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完心里会变得平

静和喜乐了。 

今后，我要坚持走在神的大道中，

求主赐恩，愿圣灵感动，引导我照祢的

旨意行事为人，坚定信心，靠神的救赎

在基督里成长，藉着洗礼，我会成为真

正的基督徒，以上见证与大家分享，将

一切赞美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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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基督耶稣早有仰慕。开始一直

通过网上了解基督教知识，特别喜欢听

牧师讲道。有次逛街时碰到摩门教传

教，俩位从犹他州来的传教士中文对话

十分流利，而且告诉我他们才学了 5 个

月的中文，我觉得很神奇，一下就有去

教会参加聚会的想法。但是参加完他们

网络聚会后又觉得与我想象中相差甚

远，看了他们教会网页竟然主要是摩门

经，顿觉误入了歧途。 

信仰的道路注定是坎坷的，小小的

挫折是阻挡不了我与神亲近的。接下来

的日子通过 google 地图找到亚凯迪亚

华人浸信会，在教会频道看到李牧师父

亲节的精彩讲道，心里认定这才是我

向往的教会。初次来到我们教会刚踏

入礼拜堂就被这里神圣的气氛所感

染，内心顿觉祥和平静。礼拜过后谢

新生弟兄向我传了福音。他遵循使徒

保罗的教导，与外邦人传福音要从对

方自身出发，向我讲述了信仰基督对

孩子教育的益处，让我感慨颇多。接

下来的日子里浦立弟兄给了我纸质版

圣经、世伦弟兄为我解惑答疑、立国

弟兄带我加入团契生活并传授圣经教

义。 

参加团契活动对我灵修帮助很

大，也让我意识到在享受主、经历

主、成就主的心意上单靠个人是不够

的，一定要与兄弟姐妹交通。正是这

些神派遣来的弟兄姐妹，才让像我这

样的迷途羔羊能感到神是鲜活存在

的，得到神的恩典，同时得到神的救

赎。现在的我是全新的我，遇到高兴

的事与神分享，遇到苦闷的事相信有

神能作依靠，生活中常

常喜乐。感谢神能收纳

我成为您的孩子，愿主

的爱能与我永远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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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

很感謝神，讓我這麼早就認識祂。那時

每個星期天和父母去教堂參加主日學，

吃午餐認識新朋友，然而回到家中後，

就好像忘了神的存在一樣，覺得耶穌只

是我父母的神而不是我的神。我知道有

這麼一位神的存在，但並不是很清楚的

認識祂。感謝主耶穌祂從來沒有放棄過

我，而且還一直陪在我的身邊，耐心的

等我回轉歸向祂。 

 在七年級的時候，爸爸帶我和妹妹

一起去到德州，媽媽留在台北工作。那

時經歷文化衝擊、語言障礙、學習壓

力，是我人生當中一段艱難的時期。當

時在教會參加英文堂聚會和青少年主日

學，總是聽不懂講道，但是爸爸仍然堅

持帶我們去教堂。回想這段時光對我的

信仰並沒有實質的增進和成長。 

 一直到我讀大學的時候，自己一個

人在德州的奧斯丁讀書。那時到一個全

新的陌生環境，讓我學習更加倚靠主耶

穌。參加了學校的華人學生團契和當地

華人教會，學習許多基要真理，讓我更

清楚認識三位一體的真神，並知道自己

是被耶穌基督救贖的罪人。 

大學畢業之後我跟著父母搬來加州，進

入到一間療養院工作上夜班。在 2019 年

底有天早上下班時因身體疲累，在十字

路口撞上了對面的來車，車禍的當下車

頭已經完全損毁，而我卻毫髮無傷。知

道這是神的保守與看顧才能讓我今天完

好如初的坐在這裡。感謝主接下來奇妙

的帶領，在 2020 年初老闆將我調為早班

的職位。接著 COVID-19 來襲，我們療養

院在 2020 年底爆發了嚴重的疫情，讓我

看到生命的脆弱和人的無助、焦慮和恐

慌，當時已經到了失控的狀態，全部員

工加病人將近 200 人，只有六個人沒有

確診，感謝主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在基督教的家

庭環境下成長，還有我父母長期以來為

我禱告。深深地感受到主耶穌的慈愛與

看顧環繞著我。感謝主的揀選，讓我有

這個機會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成為新造的人。如同哥林多後書五章 17

節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

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