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oncept of “One family” in witness and 
evangelism has always been the primary 
focus in PLCMC, especially since we have 
7 congregations under one roof.  However, 
in its pursuit of this concept, the church had 
only witnessed evangelism at congregational 
level.  Gospel Sunday, Easter Sunday, just to 
name a few, were celebrated by the various 
congregations at congregational level.  
Although there were evangelistic rallies over 
the years, these were organized by individual 
congregations.  The furthest we had gone as 
a church was the Teochew Opera which we 
hosted as an evangelistic outreach event, 
although that was actually a joint effort with 
other churches. 

We had always thought that unity in diversity 
in the way we had understood and witnessed 
would suffice in our context.  Congregations 
had their own outreach strategies and 
programmes and functioned very much on 
their own, independently.  Through the years, 
we had somewhat gotten used to the usual 
way of things and were comfortable, happy 
and satisfied with the ways things were.

In 2009,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lpha 
course, the W&E committee began to involve 
the various congregations in its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Members from the different 
congregations were encouraged to invite 
pre-believers for these courses.  However, 

Witness & Evange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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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ponse was less than ideal.  It was not until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lpha course was launched in July 2010 that 
we witnessed a record number of 230 participants during its 
second run.  The majority of the participants came from the 
Mandarin Service (MS) and the “Wu-Gu” fellowship which 
comprises of predominantly nationals from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overwhelming response, another run of Chinese Alpha 
was conducted in July 2011, with 146 participants from the 
same groups i.e. MS and Wu Gu.  However, this excitement 
was short lived and it tapered off to a size of only 20 to 30 
participants per run for the subsequent courses.

On 18 December 2011, “Seed of Love”, a Christmas Dinner & 
Celebration by Contemporary Service (CS), was another high 
point where a single congregation outreach event drew about 
350 attendees with a positive response of 55/121 guests to 
the gospel.

Between 2006 and 2011, PLCMM (MM) held CNY Outreach 
events at PLMGSS and invited its tuition kids and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Lorong Ah Soo residents.  These outreach events 
were well received and over the years, precious friendships 
with these new friends were forged and built.   Although the 
Lord had blessed MM, sharing of the gospel during such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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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reach events was difficult and follow-up work was weak.  
Limited manpower and resources wer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weak follow-up work.  Through trial and error, MM came 
to learn of the necessity of having the right mix of fun and games 
during these outreach events in order to creat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sharing of the gospel.  MM has also com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apping on available resources in church and to 
mobilize the various congregations for such large scale outreach 
events.  
 
A milestone development in W&E was in having church wide 
evangelism. 2013 saw the first evangelistic event hosted by 
PLCMC dur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full support 
from the LCEC, the Hokkien Service spearheaded this event 
under W&E at church level. The event saw approximately 500 
participants with Rev James Lim and his team presenting songs 
and testimonies and finally concluding the evening with an altar 
call.  We had 42 conversions that evening.  It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PLCMC, not so much the event itself but the coming 
together of the various congregations as a church and going out 
to the blocks in Lorong Ah Soo, knocking on doors and inviting 
residents to the event.  In total, the church distributed flyers to 22 
blocks and approximately 70% of the 2,733 household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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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unity in the church as members went out in pairs 
to the households, making this such an awesome and 
unforgettable event.

CNY Dinner 2014 outreach on 15 Feb 2014 saw the largest 
turnout of pre-believers in the history of PLCMC.  A total 
of 930 participants, out of which approximately 750 were  
pre-believers, attended the event.  32 participants 
responded to the gospel during the altar call after 
Chew Chow Meng gave his testimony.  The various 
congregations came together in concerted effort to 
make this event a possibility.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flyers to the 22 blocks, knocking on doors, training of 
70 counsellors and 40 ushers, setting up of the stage, 
venue including the decoration and finally the cleaning 
up of the venue, members of the various congregations 
served sacrificially and gave generously.  It was indeed 
a very heartwarming and encouraging sight.  Seeing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the power and energy it could 
harness for the Lord in reaching out to the lost around 
us is awesome, to say the least.  It testifie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y of believers mentioned in the 
Lord’s Prayer in John 17 and reinforces the importance 
for the church to come together as one, across the 
various congregations, for the work of evangelism and 
outreach in the church.   

From all these events, it is clear that our church is 
progressing and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he call 
to “One Family in Christ” is biblical.  It is a call which 
is totally aligned with the Lord’s Prayer in John 17.  It 
is a call which requires careful thought and a response 
from our hearts.  Finally, it is a call which requires our 
response to be translated into our outward behavior 
and actions.  

How will you respond to the call, the urgent call to step 
forward by faith and put your hands to the plough in 
reaching out to the lost aroun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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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宣扬福音,所以宣教对教会而言，

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上帝既是“宣教的上

帝”，祂的子民就应该是“宣教的人”。早在八十年

代，本堂执事会主席王兴国弟兄就大力鼓励及支持会

友投入宣教，尤以华人年议会推动或上层组织参与的

宣教事工为首选，这个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都没有改

变。多年来，教会除了支持会友在本地机构全时间服

事，例如投身校园传福音、装备基督徒学生成为有影

响力的领袖之外，海外宣教的支持也从未停顿。海外

宣教主要在福音工场的开拓及工人的培育上。以下简

介弟兄姐妹所参与3个国家的宣教事工。

耕之耘之
文：宣教委员会

咱家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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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1) 直落西帝布（Teluk Sitimbul）
2005年3月18日，本堂妇女会宣教组在华人年议会的鼓励下

回应加里汶卫理布道所的呼声，由妇女会会长松金英姐妹率

领6名职员，在当地陈美婷牧师的带领下，到距离加里汶码

头峇莱市四十分钟车程的直落西帝布渔村考察。同年8月，

在直落亚逸堂和恩约堂的配搭与轮值安排下，妇女会职员开

始每月一次到该村子，在居民的小客厅敬拜与教导英文。上

帝的恩典往往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首先是妇女会在完全没有

宣教经费下迈出宣教的第一步，许多爱主的姐妹纷纷奉献支

持这事工，遂设立了宣教基金。其次是上帝把许多孩子带到

我们当中，从最初20名孩子增加到六、七十名孩子。当面

对场地不足使用时，村长甚至无条件让我们使用一座因禁赌

令而空置的新赌棚进行活动。在妇女会的带动下，不同崇拜

的弟兄姐妹也陆续加入短宣行列，除了例常的儿童敬拜赞美

及语文教学，也通过社区医疗关怀及分发衣物、米粮等事工

祝福居民。

2010年初，直落西帝布迎来首任女传道，将事工发展推上

高峰，印尼卫理公会设植了马其顿堂并在年底献堂。2011

年次任传道夫妇接手，栽培少年人在教会服事，事工发展稳

健，短宣队基本上已完成使命，遂于2014年底结束在这个

村子的服事。

2) 布茹岛（Pulau Buru） 
2008年，本堂再认领了离加里汶岛一小时船程的布茹岛。

布茹岛靠码头一带，聚居了数十家华人家庭，是加里汶卫理

布道所开发的第二个布道点。本堂弟兄姐妹每个月两个周末

在加里汶布道所传道人的带领下到岛上教英语，以诗歌教唱

及讲述圣经故事来撒种，也通过举办营会及活动与当地居民

建立了关系。6年的参与，接触的儿童及少年人约有80人。

该岛没娱乐场所，民风较淳朴，但是岛上青年人因学业缘故

需要到省府升学，青年人流动性因此很大。尽管如此，短宣

队没有气馁，本着让更多人认识真神为出发点，定期到岛上

继续撒种，相信所撒下的种子有一天会在他们的心田中生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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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
经过两度的实地探访后，时任本堂主理张振忠牧师及执行委员会主

席梁南荣弟兄在2007年12月25日的圣诞崇拜中与卫理宣教会签署了

合作备忘录，为东亚一些中部乡村的教会提供培训。基于此协议，

宣教委员会每年差派短宣队到东亚，所服事的对象主要为传道人及

同工，后来应需要扩大到义工、妇女会及少儿。参与的服事与培训

包括妇女事工、妇女退修会、神学教导、教牧辅导及英语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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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在卫理宣教会和华人年议会的穿针引线下，我们也进入了泰

国的禾场。

1) 活泉中心
自林忠兴牧师于2003年二月以宣教士的身份被差往卫理宣

教会的伙伴机构阿卡福音中心后，该中心成为我们的另一个

禾场。在十年的参与中，除了支持10余名学生完成基本教

育、职专教育及大学教育外，也栽培了4名女传道。2013年

底，本堂结束对阿卡福音中心的支持。在本堂及其他伙伴堂

会的支持下，4名女传道于2014年在清迈成立了活泉之家，

为离乡背井在清迈就学的清莱贫困学生提供住宿，督促完成

中学甚至大学教育。活泉之家坚持每日个人灵修及晚间祷告

会，以上帝的话语为生活的指标，帮助学生的灵命与知识同

时增长。因着传道人的关爱，现有的18名学生，皆已洗礼信

主，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一名女学生也在2014年献身，到

神学院接受装备。对于活泉中心的丰收，我们并没什么好夸

的，因为我们栽种，4位传道浇灌，但使之生长的是上帝。

2) 展望之家
台湾卫理公会宣教士张嘉仁夫妇在2014年在清莱设立展望

之家，在华人年议会的协调下，本堂在同年与展望之家建立

合作关系。本堂培育的布多传道因着展望之家的需要及心里

的感动，也在同年从活泉之家转入“展望”的服事团队，负

责照顾6名缅甸贫困家庭的儿童，除日常起居外，也通过圣

经的教导教养孩童，让他们认识真理，行走当行的道，带领

孩子每日通过祷告亲近上帝。本堂除了支持孩子的生活费，

也计划资助展望之家掘井取水及安置太阳能等工程。

祂的子民就既是宣教人，宣教人必然播种、生养新一代宣教

人。在宣教委员会的引导，弟兄姐妹们累月经年辛勤耕耘之

下，不论是印尼的青少儿、东亚的同工与少儿、泰国的学子

乃至缅甸的贫困儿童，我们深信，传福音宣讲上帝奇妙恩典

的种子已深深地栽植于孩子们、同工们的心灵深处，假以

时日，必然发芽、成长乃至开花处处，结果累累，让主名高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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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培育与门徒训练的目的在于,通过提

供门徒训练的课程,装备信徒的生命，

使他们在基督里不断成长，并走向更完

全的地步，在生活上为主耶稣作美好的

见证，带领人归向上帝。在过去的年日

里，本堂与华人年议会培训部保持着非

常紧密的合作，有系统性地推动一系列

的课程，包括门徒、以马忤斯、立约门

徒、基督里的良伴、教师培训、顶峰课

程和静修营等等。我们也邀请受过专业

训练的学者，如神学院的讲师们来教导

我们有关神学、圣经研读及当下基督徒

所关怀的课题，以便更好地装备信徒，

面对21世纪社会与生活的挑战。

直
跑

向着标杆
黄文灏 
信仰培育与门徒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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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课程
我们在1994年开始参与华人年议会培训部主办的中英文“

门徒导师训练班”，自从1995年开始第一班的华语和英语

的门徒课程后，我们的教会每年都开办此课程，鼓励会友

们积极地接受装备，作主门徒。我们现有的师资具备开办

所有的中英文门徒课程的资格。我们也规定所有的堂会学

校老师都必须上过红本门徒课程（《门徒一》），才可以

成为教师。

20年来，我们培训了至少30位门徒导师（包括牧者和信徒

领袖），大约有250位弟兄姐妹参加了红本、绿本、紫本及

金本(门徒一至四)的中英文门徒培训课程，好几位弟兄姐妹

已修完所有红、绿、紫及金本的全套门徒训练课程。

以马忤斯
自1999年开始，我们开始参与年议会培训部所主办的以马

忤斯课程，让牧者及弟兄姐妹在72小时的旅程中安静在上

帝的面前，享受与主耶稣亲密的时刻，与主相遇。过后，

我们每一年都有牧者与弟兄姐妹加入成为客旅，并参与团

队的服事。至今已有50多位弟兄姐妹是以马忤斯的客旅，

十多位领袖与信徒们参与以马忤斯团队的服事。

基督里的良伴
华人年议会培训部于2010年开始推动一个崭新的属灵生命

操练的课程－“基督里的良伴”。这个课程涵盖28星期之

旅，共有五个单元：拥抱旅途、道的滋养、深化祷告、回

应呼召和探讨灵导。此课程着重通过对上帝的亲身体验，

与发掘属灵操练的实践，帮助弟兄姐妹更深入地分享在基

督里的生命。参与者接受了领受恩典和藉圣灵互相引导的

环境操练，接触到全方位基督教传统的属灵智慧和引导，

沉浸在活水的泉源里。这些常见的恩典途径展现于基督如

何与人相遇、更新他们的信心、深化他们彼此相爱的生

命。本堂有七位牧者和领袖出席了第一届的培训班，至今

总共开了四班，共有20多位弟兄姐妹参与并修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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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峰课程
华人年议会培训部于2012年采纳了马来

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

所出版的顶峰门徒塑造课程，本堂有八

位牧者和堂会学校教师参与该课程的导

师培训班。顶峰课程系列TOP１至TOP 

5，乃用约三年时间给予信徒最起码的

培训，效法主用三年半时间培育十二门

徒。此课程的对象涵盖了教会中不同属

灵程度的信徒，即群众(Seekers)、信徒

(Believers)、会友(Members)、基督工人

(Christian workers)和牧人(Shepherds)

。我们在2013年开始把顶峰课程列为堂

会学校青成年级的教材和成年小组聚会

的材料，两年来在已开办的班级中至少

有80 位学员完成TOP1至TOP5当中的一

个单元课程。

我们也以圣经、传统、理性和经验为基

础，要求信徒在教会中以十分之一作为

最低的奉献标准，注重上帝所赐才干与

资源的使用，鼓励会友积极地投入教会

中各事奉岗位服事，强调个人对教会的

奉献，尽基督徒受托管理的职责。我们

也定期主办教师进修班和训练班，提升

教师们对圣经的认识和教学技巧。例如

于2001年及2002年邀请时任新加坡神学

院讲师陈世协博士来教导“学习者的七

大定律”和“教师的七大定律”等培训

课程。教师们也参与华人年议会培训部

主办的第一和第二届的教师培训课程，

已有多位教师修完课程并考获毕业证

书。

自1992年开始，本堂培训部每一年都

与堂会学校和其他教会肢体，联合举行

中英文圣经比赛，鼓励信徒们有纪律

地阅读和查考圣经，加深对圣经的认

识。1995年，我们在李俊杰弟兄带领下

成立教会图书馆管理小组，为新图书馆

铺上地毯，重新整理书架上所有的中英

文书籍，为信徒们提供另一个阅读的属

灵成长空间。1998年，我们在专供教师

们使用的视听教材室（AVA Room）增

添了许多圣经参考书和教师备课的工具

书及电子书等，为教师们提供更多的备

课资源。

家庭与婚姻研讨
我们也主办多样化的聚会来加强会友们

对信仰及信徒生活的认识，例如从1995

年开始与成年团契联办家庭与婚姻研讨

会，并在每主日的周刊上刊登一篇供家

庭祭坛使用的资料，鼓励会友们在各自

家中成立家庭祭坛。我们还曾经在华

语、厦语崇拜时间向会众推动“聆听圣

经运动”事工，为弟兄姐妹订购所需要

的卡带及光碟，让有阅读困难的信徒有

机会聆听到上帝的话语。

展望未来，我们将效法保罗，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继续不断地仰赖上帝的

恩典，向着他为我们预备的标杆直跑：

期盼我们能设计一个更全面的培训系

统，囊括门徒课程、神学、圣经研读与

现代基督徒关怀的社会课题等，让我们

的信徒更有信心、知识和资源去面对接

下来这个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为基督

得人，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

细说从头 • 兴 家 撒种证主名 114



神恩共享 



We are always very proud to tell people that we are 5th 
generation Christians, and our children are the 6th generation. 
Praise be to God that the faith continues in our family,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love God and walk in obedience to him.

Our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See Lai Tung, became a Christian 
in his 30s in China, Xiamen. He was a well-to-do rice merchant 
and was greatly blessed by God. All his 5 sons were well 
educated and became pastors. They went to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and subsequently to Asia to spread the Gospel of 
Christ.

Our great grandfather, See Lin Teck, was a pastor and married 
my great grandmother, who was a pastor’s daughter. Back in 
those days in Xiamen, our great grandfather had to ride the 
horse to different provinces to spread the Gospel. They came 
over to Asia in the early 1930s. He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pastors of Bethany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ingapore. He was 
called home to be with the Lord at 97 years old.

Our late grandma, Wee Liu Soon, was one of our church 
pioneers - most people would greet her as Keng Soh. She was 
always loving, friendly and committed to God’s work.

She was an Honorary Steward, Local Preacher and WSCS 
chairman at PLCMC. She was also very active in visitation 
and the Hokkien church choir – she was involved in visitation 
for a very long time, I think more than 50 years, and served in 
the Hokkien choir till her late 80s! 

She stopped her involvement in visitation when she was 
in her late 80s, as we were concerned with her coming 
home late at night, when she would sometimes take public 
transport home even though it was very late. 

She has always been a good example of Christ.  If you talk 
to the older church members, they are full of praises for her 
– they remember her as the sister with a loving heart, the 
caring sister, the always smiling sister and the sister who was 
blessed with good health and always looking her best. Even 
up to her late 80s, she would not use the lift to get to the 
church 4th level sanctuary, as she felt that the lift was for 
others who needed it more and she could still walk up slowly.

Grandma was called home to be with the Lord at the ripe 
old age of 95 years old. She has been our role model 
and as grandchildren, we were touched by her acts and 
commitments. We are now serving as LCEC members, 
Hokkien Working Committee members, the Hokkien visitation 
ministry, WSCS, choir, Youth Fellowship & Mission Ministry.

We have chosen to love God, to walk in obedience to Him 
and to keep His commands. We have chosen life and the 
blessings He gives!

See, I set before you today life and prosperity, death and destruction. For I command you 
today to love the Lord your God, to walk in obedience to him, and to keep his commands, 
decrees and laws; then you will live and increase, and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less you 
in the land you are entering to possess.         
Deuteronomy 30:15-16

Joelyn See Beow TinThe Faith Continues ...

细说从头 • 多代同 家 同见证116



我们将继续信靠祂…… 
文：施妙珍   译：杨应正

当我们与弟兄姐妹谈起我们是第五代基督徒时，

荣幸和感恩之情常溢于言表，而我们的孩子已

经是第6代了！我们将继续信靠祂、爱祂、顺服

祂、跟隨祂。

我们的高曾祖父施来东在卅多岁时信主，那是他

在厦门老家的日子。当年高曾祖父是一名富裕的

米商，由于深感蒙福蒙恩，他于是决定将5个儿

子奉献给上帝，后来他们都成为了牧师，并且受

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到中国各地传福音，后来到

缅甸以及东南亚各地布道、见证主名。

五兄弟当中的长兄，我们的曾祖父施仁德，娶了一位牧师的女儿林清榮，

她就是我的曾祖母。卅年代初当他们到海外各地传福音后，来到新加坡与

几位牧师设立了伯大尼长老会。曾祖父于97高龄蒙主恩召，安息主怀。

我的先祖母苇柔顺，是本堂的几位先驱人物之一，弟兄姐妹都尊称她为庆

嫂。她常带着爱心和亲和力，热心事奉主。

    当年她不但是教会荣誉执事，妇女会会长，而且还是本处传道哦！此外

她也在厦语崇拜会众中热心参与厦语诗班、积极探访。按我所知道，她参

与探访服事的日子是最久的，我看超过50年吧？直到将近90岁才停歇下

来，这是因为我们顾虑到她年事已高，恐怕有所不便。在诗班则服事至90

岁高龄为止。许多时候，当人们准备上床的时刻，她还在外头等巴士、搭

巴士。她颇有基督的样式，我们从长辈口中常听到关于她的赞赏之词，她

的心灵满溢着爱与关怀，笑脸常照人，健康常洋溢。祖母于95高龄蒙主

宠召。记得当她80多岁快要90岁的时候，她还是不愿意搭电梯上4楼的圣

殿，因为她认为电梯是给有需要的人搭乘的，而她自己还可一步一步的踏

爬上去。

她是我们的榜样，作为她的孙子，我们对她所做的所付出的，深深感动。

我们子孙们都热心于各种服事，或在执事会，或在厦语崇拜工作委员会，

也有参与厦语探访事工、妇女服务会、诗班 、青年团或宣教事工的。

我们一家同灵同心选择了上帝所赐的生命和恩典，并且爱祂、顺服祂、行

主道。

“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 

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 

遵行祂的道，谨守祂的诫命、 

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 

人数增多；耶和华你上帝就 

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赐福与你。”

—申命记3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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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上帝融入 
我的生活里 
李怡慧
宣教站

虽然我从年幼起就到教会，也信了主，但是我真正愿意让

上帝改造是从10岁那年开始。10岁之前的我，信仰只不过

是相信而已，我常从成年人口中，听到赞美上帝的话和上

帝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的故事，然而，我没有真正体会到上

帝的真实。   

     

感谢主，上帝让我不想只做个“相信”的基督徒，祂让我

想做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上帝的改造工程并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这些年来，上帝在我生命中一点一滴地成

就祂的旨意，无论在我生命的大小事上，都能看到上帝的

作为。每当父母吵架甚至爸爸对妈妈动粗时，我都会很害

怕，似乎感到整个家庭快要垮了。但祷告后，心里就会有

种无法解释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上帝在我生命里是何等的举足轻重！在我人生的每场暴风

雨里，祂都为我遮风挡雨；在我最彷徨无助时，祂成为我

最好的朋友；每当我认为没有人明白我的处境时，耶稣却

明白，祂也引导我解决许多困难，无论是直接的告诉我，

或是领我走过漫长的学习过程，祂都时时与我同在。然

而，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常常怀疑上帝的存在，喜欢与上

帝争论。

我是个好胜的人，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尽我所能，用自

己的智慧来解决。当我横冲直撞的时候，我就忽略了上帝

的同在，做决策时也往往不把上帝的心意考虑在内。不

过，这次的年中考试，让我终于放下了与上帝长期针锋相

对的态度——我不得不认定上帝在掌管一切！一直以来，

我都讨厌数学，从中三起每次数学单元测验，我的成绩都

是强差人意，也很难合格，但感谢主，这次竟然拿到了A2

甲等成绩！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以前拼着老命读书的方

法不甚有效，而在读书前祷告，求上帝帮助我把每一个我

需要了解的概念都牢记在心，读起书来就轻松多了，也减

轻了压力。

我终于体会到：让上帝融入我的生活里是何等重要，打开

心来让祂塑造，胜过靠着自己的聪明来成事，到头来却成

事不足，败事有余 ，老是埋怨上帝。

 

我也感谢上帝给我许多属灵长辈，我在他们身上学习了不

少功课。是的，当有人在旁扶持我们时，属灵旅程会显得

更好走，然而当我们独自一人时，千万别忘了上帝仍然在

我们身旁，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关口。

李怡慧

神恩共享• 主恩奇妙在我家118



岁月如梭，我已是属于“建国一代”

了，虽然不知道上帝还会再给我几个

十年，重要的是在未来岁月里，我要

如何捉住光阴见证上帝在我身上的奇妙

作为！我已信主38年了，曾在死门关

前走过两回的我，实在不可以再对上帝

的恩典静默不语，我两次经历了如诗篇

103：3－4所说的：“祂赦免你的一切

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祂救赎你的

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

冕。”为此，我要全心全意的事奉祂。

我信主的头5年是 “星期天信徒”，周

一到周六我照样抽烟喝酒，星期日乖乖

跟随岳父大人和老婆大人到教会报到。

我糊里糊涂地做了5年的挂名基督徒，

无视上帝，但上帝却没有忘记了我，而

苦难往往是唤醒沉睡者的途径。

5年后的一个早上，我如厕的时候忽然

大量尿出血，心想大概是烟酒过多的后

遗症，当我开车去上班的时候，突然而

来的剧痛使得我冷汗直流，马上被送入

医院急诊。X光的报告当晚出来：一边

的肾脏坏了，另一边生石。这个消息简

直是晴天霹雳，把我吓呆了，怎么可

能？怎么会是我？我该怎么办？我好象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突然被推入黑漆漆

的大海中，惧怕、无助、惊慌、怒气、

挣扎、不知所措，死亡的阴影像汹涌的

波浪要淹灭我。我在海面上看见一块浮

木，那就是教会！求生的本能使我马上

去找牧师，在牧师的劝告下，我入院治

疗，在住院的一周内，牧师和主内弟兄

姐妹不断为我代祷并来探访我，上帝为

我准备了一位很好的医生，他暂时不要

我开刀，先服药，在家休养，再做进一

步安排。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认真地看圣经，并

在教会开始小小的事奉，如聚会后帮忙

收拾打扫。在等待复诊的3个月里，我

的心七上八下，寝食难安，庆幸的是

上帝的安慰使我有一丝依靠。三个月

后回去复诊，医生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

问题：“你在这期间吃了什么？”我

说：“没有啊，除了你给的药，就是牧

师和弟兄姐妹的代祷。”他笑着对我

说：“检查结果是：你痊愈了！”

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我几乎喜

极而泣。我就像约拿的祷告，“我遭遇

患难求告耶和华，祢就应允我，从阴间

的深处呼求，祢就俯听我的声音，我心

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

华。我的祷告进入祢的圣殿，达到祢的

面前……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祢。

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

华。”（约拿书2:2,7,9）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家不断的领受主

恩。在新加坡这个生活水准非常高昂的

地方，单靠我当送货员，后来当德士司

机养活4个孩子并让其中3个读完大学，

对我周围的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所

以当他们对我说，“周，你真行！”我

马上告诉他们：“不是我行，是我的上

帝行！”我参加了新加坡基督徒德士司

机团契，回应主的大爱，尽力为乘客提

供有礼和周全的服务，并在驾德士时播

放赞美诗、做见证。

2006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又一次面

对死亡。由于连续腹泻，看了几次医生

也吃了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因为血

糖过低，上床睡觉时竟然昏睡而失去

知觉，幸好家人及时发现，把我送入医

院，我又捡回生命。我要说：“主啊，

祢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

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拿什么报

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

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

在祂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诗篇116:8,12-14）

上帝以仁爱慈悲为我冠冕
洪可周口述，张文芬整理

洪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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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中国一个拜偶像的传统家

庭，祖母是素食者。在文革时期，

她看到我家对面一座神庙内的七个

神像被抛在水池中（这座庙的香

火向来非常旺盛，堪称是神圣的）

，这一幕使祖母感到非常失望，说

以后再也不拜这样的神了，因为在

患难来临时，这些神都自身难保。

我当时虽然年纪轻轻，印象却很深

刻。

我11岁时我们一家被逼（遭到“文

革”的迫害）搬离当时住的大屋，

到一间简陋的房子。我还记得当

时祖母、七岁的弟弟和我同睡一张

床。就在夜里，房子的墙壁都倒了

下来，只有我们睡床旁边的那面墙

竖立不倒，我们才幸免被压着！

15岁的时候我跟随祖母到新加坡与

父亲团聚。那时家住女皇镇，对面

邻居是个基督徒家庭，我时常看到

他们祈祷，有时候邻居阿姨也会向

我传福音，所以对基督徒的家庭与

上帝并不陌生。1961年我在父亲的

安排下嫁入了一个基督徒家庭。婚

后，我的家婆教导我关于圣经的信

息，也给我分享上帝所行的神迹。

她告诉我，在很久以前，上帝已经

拣选了我。我听了十分感动，因为

上帝是如此的爱我。因着认识上

帝，我的生活过得相当平静，平时

在家相夫教子，星期天则陪家婆到

教堂敬拜上帝，做一个平平静静的

基督徒，心中也充满喜乐。

1989年我先生病逝，那年我49岁，

十分悲伤无助，我如同失去浆的船

在大海中漂流，幸亏家婆时常用圣

经的话语鼓励我。她叫我读诗篇23

篇及51篇，同时常告诉我：有主与

我同在，我不用惧怕，因为天父必

看顾孤儿寡妇。那个时候牧师也时

常探望和鼓励我。他劝我参加教会

的各种活动，带领我加入妇女会、

乐龄团契、执事会。家婆与牧师的

鼓励与关怀让我非常感动，我于是

决心坚强起来，但由于从未踏出家

门一步，我仍然有所顾忌，在人多

的场所对自己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2000年12月31日我参加了教牧退

修会，领完圣餐后牧师在台上祷告

时，我突然感觉一股热气从我头上

流到脚底，那种温暖的感觉无法用

言语形容。后来当牧师安排我做主

席或负责读经时，奇妙的是我不再

感觉恐惧与惊慌，我相信那股热气

是主赐给我的胆量。2001年3月我

参加了门徒班，与弟兄姐妹一起研

读圣经。2009年70岁时我随团到以

色列，在潮语崇拜的弟兄的帮忙之

下登上了西乃山。

我要感谢主这些年来的同在与看

顾，让我在服事与敬拜中更认识

祂。

主从来没有舍弃我 蔡兰芬
潮语崇拜

蔡兰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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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97岁，信主69年。小时候家住

马来西亚柔佛洲26里半的笨珍。自小就

随从父母的信仰‘拜拜’，直到嫁人，

家婆还是位拜拜者。”

“我家婆先信主，我是慢慢受她的影响

才信主。我信主后来到新加坡，在方兆

熙牧师的带领下，在巴耶黎峇卫理公会

（原址）受洗。巴耶黎峇卫理公会教堂

建立起来后，由吴昭智牧师带领，我就

在本堂直到今日。我没有受过教育，吴

牧师叫我背圣诗，在他的栽培下我背了

无数的诗歌。虽然我不识字，但我能把

诗歌一句不差地背唱下来。赞美主！直

到今天，我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

“2011年6月23日（星期三），蔡尚志

牧师与陈振东传道在厦语潮语祷告会

后，带领10位姐妹浩浩荡荡地来到我

家，为见证集做录影。录影结束后，蔡

牧师对我说:‘谢凤姐妹，我们是基督

徒，不应该保存这些水晶、珠链’。我

说:‘那是女儿的朋友送给她的’。蔡牧

师说:‘谢凤姐妹，我们会找一天拜访妳
的女儿，跟她解释我们基督徒不该拥有

这些东西’。”

“事就有那么凑巧，当天晚上，不知怎

么的，我整夜都不能安宁，无法入睡。

我一直祷告求上帝赦免我，若我有做错

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求祂赦免我的罪

衍。第二天早晨9点多，我喝完咖啡，

一开门步出走廊，我就看到一盆观音

竹。记得这盆观音竹是女儿在过年时

买来当新年的装饰，刚买来的时候才

五、六寸高，小小的一盆，以8元把它

买下。年过了，我叫女儿拿去公司摆

放，她说不要。当时我就找了一个花盆

把它栽入，很快的今天已经长得这么高

了。”

“不知为什么，今天我一见到它，就整

个人很不舒服。我就把它全部拔掉，叫

女佣拿去楼下丢掉，我就赶快求上帝赦

免我的罪。过后，我就得释放，心中有

平安，那天我就安然睡觉。”

“感谢主赦免我的过犯，祂差派祂的仆

人来提醒我，不然，我犯了错，得罪上

帝，自己还不知道。”

谢凤

主让我安然睡觉
厦语崇拜，谢凤口述，陈振东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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