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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转眼之间又到了我们一起思想受难节和庆祝复活节的日子。 

大斋节指的正是复活节前为期 40天的祷告、禁食及悔改的反思期。今年已经是新冠疫情下我

们一起度过的第三个大斋节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的大斋节期间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体会 

或者得着吗？《从灰烬中，盼望升起》的灵修思语，有没有每天陪伴着

你并且帮助你的属灵生命得到成长？ 

“灰烬与盼望”，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死亡与生命”。

而“生与死”，也正是受难节和复活节最重要的主题。同时，这场席卷

全球已经超过 2 年的新冠疫情，也如雷鸣般地提醒我们生命的脆弱和 

宝贵。那么，到底要怎样使用我们宝贵的生命、使用我们宝贵的每一 

天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谈到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 90:12） 

很多人都常会去数算自己的银行存款，甚至是去数算别人的亏欠，但却很少有人会去数算自 

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这还需要上帝来教导我们吗？即使是小孩子，也知道自己今年是几 

岁的啊！这里的“数算”，指的并不是计算；这里要表达的是：以上帝的眼光和标准来检视。上帝

的眼光与标准，常与我们的不一样，“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后书 3:8）所以，

我们人生中的一些日子，可能在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是算数的；而另外一些日子，在上帝的眼

中则可能是没有价值的、是不算数的。 

那上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因为祂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祂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 

下，并且叫祂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 17:31）保罗在这里让我们清楚地

看到，上帝最终的审判标准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基督徒，指的就是跟随和效法耶 

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否有努力地效法耶稣、忠心地做主门徒呢？在这个复活节，让我们一起来数 

算日子、效法基督！因为，这乃是关系到我们“生与死”的大事！  

      

4月 2022年 

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宏茂桥堂 

牧者的话 

王海斌牧师 

数算日子， 
--- 2022 年复活节反思  

效法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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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皆门徒                   罗继斌 

 耶稣在世上事奉的时期以及在早期教会里，

如何称呼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圣经用得最频繁

的词就是“门徒”（共262次）。主耶稣颁布的大

使命将门徒的定义清楚地表明出来：耶稣进前

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

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马太福音28:18-20） 

 可是我们最常用的称呼却是基督徒，基督徒

这名称是出于外邦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

安提阿起首。”（使徒行传11:26），而不是信徒

们自称的。基督徒的字根，是出于基督，因此可

以被解释为“那些跟随与学习耶稣基督的人”。 

当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

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愿意让耶稣基督作其生命

的主，一生跟随主耶稣，这个人因此蒙恩得救，

被称为基督徒。 

 主耶稣和圣经中的教导，很清楚地指出基督

徒皆门徒，但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心目中却认为， 

基督徒是那些蒙恩得救、死后上天堂的人；门徒

则是基督徒或信徒中一部分的人，追求生命长 

进、委身于基督的人，如牧师、传道、执事、领袖

等；这是一个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错误观念。基督

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皆门徒。 

简单的说，门徒是一个遵行主的大诫命和大使命

的人。因此，卫理公会宏茂桥堂的异象是要“培 

育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一个塑造门徒的教会， 

这是我们一切服侍和主要事工所要完成的最终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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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皆门徒       

基督徒皆门徒–活出基督的生命：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

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

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

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

的门徒了。”其实，“基督徒”就是“小基

督”。我们要常常亲近上帝，有固定的灵修、

祷告、读圣经的生活，就能多结果子，我们的

一举一动就能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活出基督，不是“要努力活出耶稣的教导，或是效法耶稣的榜

样，而是与耶稣建立改变生命的关系，这关系是我们生命的核心。”（雷‧史帝曼牧师）正如保罗

所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身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活出基督。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提摩太后书2:2） 

基督徒皆门徒–衍生属灵孩子： 

健康生命成熟的人都应该有生孩子的能力。

同样的，属灵生命健康成熟的门徒，都应该

有能力衍生属灵的孩子。培育门徒衍生属 

灵的孩子不只是牧师、传道、全职同工或

“属灵”领袖的责任。每个基督徒都应该 

培育门徒，因为耶稣吩咐我们使万民作耶 

稣的门徒，传承基督的信仰，把我们所学习

的圣经真理和基督徒生活的实践都教导 

年轻一代的基督徒。让我们委身于基督信 

仰的传承，继续代代衍生“属灵孩子”。 

基督徒皆门徒–门徒互为肢体： 

按肉体和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人们都

比较希望能过个轻松写意的安逸生活。门徒

要付代价治死老我，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样

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互为肢体的

门徒（哥林多前书12:26-27），要彼此守望、

彼此监督，一起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彼此建

立能真实地实践信仰的生命，成为上帝所悦

纳的人。我们要确定弟兄姐妹能一直在基督

里，没有被世界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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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与小组             李加才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

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加拉太书 2:20） 

 当一个人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时，他就是基督

徒，就是主的门徒了，所以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

主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

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 28:19-20）我们要成

为主喜悦的门徒，要爱主爱人，努力传福音， 

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成为主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基督徒/主的门徒的生命是怎样的？ 

 我们要委身于基督，愿意付出代价，为主而

活，当做活祭献给主。所行的都能荣神益人以及 

结出美好圣灵的果子，而且要学像基督，用爱心彼 

此服侍；相爱及完成主的大使命。 

 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所以无论到哪里都要开

着主的门，就是邀请人进到恩主的家，得永生 

与 

基督徒 
 小组 

 

及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主门徒

的生命，教会就会复兴。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为主作美好的见证，靠主活出丰盛的生命吧！ 

 

小组的生活/关系如何促进你门徒生命的成长？ 

 基督徒的生活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要参

加小组，因为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的关心及陪伴，

使我们能度过所遇到的生活挑战。我们在小组里

一起成长，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同心代祷、关

怀及看守，这些都是合神心意及荣神益人的事。 

 弟兄姐妹在小组里分享主的见证，一起查 

经，有吃有喝及一起同心服侍主，这是何等美好 

的事呀！ 

    小组就像一堆火炭，因为有主的爱火，火炭 

就可以被燃烧起来。因此，如果不火热，我们的 

生命就能在小组里被挑旺；如果不冷不热，我们

的生命就在小组里被激励；如果很火热，我们的

生命就能在小组里产生影响力影响别人的生命。

主门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是翻转的生命， 

是精彩的生命，是主所喜悦丰盛的生命！ 

     基督徒/主的门徒，不要再等了，赶快做主

工，为主作见证传福音，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因 

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一起靠主加油，为 

主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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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六岁时就跟着阿姨来到宏

茂桥堂，从此我便在教会长大至

今。身为独生女，会觉得来到教会

是和朋友一起玩乐的美好时光。但

是长大后，我发现教会不只是来玩

耍的地方，它更像是我的家。我很

期待来到教会，在这里能够听到上

帝的话语、和弟兄姐妹交谈、一起参加活动，一同

成长。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不只是单单领受上帝

的话语。我从中学开始就服侍着周围的人，不管是

服侍还是每个主日的敬拜，都使我对教会有了归属

感。在服侍的当儿，也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弟兄姐

妹，大家一起服侍，彼此学习。我希望比我小的弟

弟妹妹们能够勇敢地为上帝做光、做盐，积极地服

侍。因此，我会尽我的本分，花时间与他们一起相

处，并做他们的好榜样！- 林吴婷 

 

松健: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所以教会基本上是我常去的地方。除了参加

星期天的崇拜，我还参加团契、敬拜赞美小组、营会、教会布置等等。在我

大学毕业后来到新加坡工作，虽然人生地不熟，但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找

教会！我从大学同学那里知道她加入了宏茂桥堂，我就很自然的也来到了这

个教会。还记得第一次来参加崇拜的时候，有非常热情的招待员接待我，让

我感到自己仿佛回到很熟悉的地方（家）。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继续来这个

教会。 

圣敏:记得我刚来到新加坡时，心里蛮担忧和害怕，因为我对这里的环境和

文化不熟悉。直到松健带我来到宏茂桥堂时，有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的接待

我，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可是真正让我有家的感觉是透过小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考ACCA时，压力

很大，因为只能在放工后才有时间读书，组员们都很关心我，常问候我的情况，也一起为我祷告，这让

我觉得很安心，很有归属感。 

松健:让我真正感受到有归属感的是参加了服侍之后。我记得那时我在周六崇拜担任贝斯手。每当教会

有活动的时候，我都会被安排到敬拜赞美的服侍。记得有一次，我没被编排到服侍，而是以参加者的身

份出席，心里突然有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参与服侍的喜乐，是和出席者不一样的。参与服侍的感觉就

像在一个家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上帝和众人，这也让我感觉到我是家的成员，很有归属感。 

圣敏:宏茂桥堂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家里的一份子。家最重要的特质是“爱”，我看到弟兄姐妹都彼此

相爱着。        

松健:是的。我们要把自己当成家的一份子，透过服侍和参与教会的活动，一起建立这个温暖的家，让

它也成为更多人的家。- 邱松健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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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在圣经中真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我

们印象最深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才得

以进入迦南地，开始建造家园过新的生活。2022

年是卫理公会宏茂桥堂立会40周年，正如耶和华

神怎样与以色列人同在，这40年来，上帝也与我

们同在。上帝赐福给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事工，故

此教会一无所缺。当我们进入40周年，好像以色

列人进入迦南地建造他们的家园一样，我们也要

重新建造宏茂桥堂，建造一个塑造门

徒的教会。 

 卫理公会宏茂桥堂的异象是

“教会是信徒属灵的家”。我们要

重新来检视以下几点： 

—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归属感；    

—弟兄姐妹对教会的委身和重视； 

—弟兄姐妹之间亲密的关系。 

教会不只是信徒“属灵的家”，更 

是弟兄姐妹的家—教会是我家！ 

 

教会是我家，我要固定回家：

如果教会是我家，我参加崇拜时会

不会迟到（或没有到！）？或聚会

结束就马上离开？我会不会躲在角

落或坐在后排？如果教会是我家，

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家人，我们是不

是常常与弟兄姐妹见面，一起团

契、分享？当然，每个家庭有受欢迎的，也有不

可爱的家庭成员。但是，上帝先爱我们，使我们

能回应上帝的爱，我们爱上帝，也爱我们（可爱

和不可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我家，更是我们

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守望、代祷的地方。教会

是我家，我要固定参加实体崇拜、聚会、主日学

和立约小组。 

 

教会是我家–委身建造我的家： 

教会是我家，我们不要再作外人和

客旅，我们要愿意委身参与服侍。

我记得小时候，父母会说：“你以

为家里是旅馆啊？你是来当少爷、

客人的吗？”我们是不是对家里的

事情不闻不问，不做家事，不负责

任？每年靠近年底的时候，牧师会

找适合的弟兄姐妹担任执事；或在

年初时，事工主席会找弟兄姐妹成

为事工委员、成为服侍人员。但是

很多时候，牧师和事工主席常常吃

“闭门羹”，被弟兄姐妹婉拒！弟

兄姐妹们，我们不能只期望教会为

我们做这个、做那个，预备多样化

的聚会喂养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

想过要为上帝和祂的教会做什么！

我们不能只是要得着安全感、归属

感，而不要责任感。教会是家，我

        教会是我家                    罗继斌 

 

教会是 
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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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是我家 

们需要爱惜我们的家，需要委身参与

服侍，愿意付出代价，与其他的弟兄

姐妹同心合一地建造上帝的家—我们

的家。 

 

教会是我家–我们要为家祷告 

（耶29:12）：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对弟

兄姐妹的批评和指责多过我们为教会、为弟兄姐

妹祷告。2022年，让我们修复我们对代祷的态

度，不要只是把祷告或祷告会看为一项活动，我

们要相信上帝垂听我们的祈求，祂应允我们的祷

告。1月底开始，教会推动“40周祝福教会祷

告”，我期盼弟兄姐妹举起你圣洁的手，为教

会、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祈求上帝改变我们，

扭转我们，使我们真正把教会当成我们的家。我

们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让我们彼此建立的家成

为流露基督馨香味的场所，成为我们成长的地

方，成为上帝福音的见证。让我们为牧者同工、

领袖、事工祷告；为我们爱神爱人，为我们生命

复兴成为时代的见证人祷告。我们期待到2022年

底，看见上帝因着我们的祷告而改变我们、改变

教会，因此“我们要呼求神，祷告神，神就应允

我！” 

 弟兄姐妹，今天你成为宏茂桥教会的一份

子，有上帝的带领和美意，这不是偶然的。身为

卫理公会宏茂桥堂大家庭的成员，重要的不是你

从哪里来（美国、中国、马来西亚、大巴窑、义

顺、宏茂桥）而是你的信念与选择。你可以选择

宏茂桥堂是你的归属，是你的家；你可以选择爱

惜这个家；你可以选择委身服侍；你可以选择常

常“回家”参加聚会，与弟兄姐妹相聚、一起敬

拜、一起来爱这个家，建造我们的家！你愿意做

这样的选择吗？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 
（以弗所书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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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线上启发课程感言         林启林（组长）          

 线上VS实体                                    

 “又有组员决志信主了！”我手机里的

启发群里响起的简讯。“太好了，又有人接受

救恩了！”我心里想。但同时，我也为自己质

疑线上启发课程能否让组员更了解基督教，从

而接受基督而觉得惭愧。因为线上课程少了人

与人交流的那份亲切感，更难与组员建立关

系；尽管如此，上帝仍然有办法在他们的心里

动工。 

 在线上上启发课程时，组长

和组员们彼此问候；我们也通过

破冰游戏，把气氛炒热起来。观

看了视频后，组员们被分成4到6

人一组，通过讨论，组长们的分

享和见证，让组员们对信仰有更

深的认识。我们也设立了启发群

组，分享诗歌，与灵命有关的短

文、视频。我们也为有需要的组

员代祷。当大家渐渐熟络后，就

更愿意将自己的需要以及面对的

问题放在群组里，彼此的关系也

拉近了。 

 最令我感动的是过了圣灵周后，我的小

组组长呼吁那些还未信主的组员们来接受耶稣

基督时，我的信心是很小的：应该没有人会回

应吧！结果却有两位组员回应了，还作了决志

祷告。上帝真的让我这个小信的孩子上了宝贵

的一课啊！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9）无论是

线上或实体启发课程，上帝都能在人的心里动

工，感动他们。  

团队有美好的团契 

带领线上 
启发课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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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美宝（组长）                      带领线上启发课程感言 

从听闻到经历   

 虽然教会已举办启发课程

多年，但是一直以来我对启发

课程的印象还是很模糊，觉得

这个课程是一个布道性质的课

程，对象群是对福音有兴趣 

的人。 

 在事工主席炳亮的推动和

鼓励之下，我加入了启发课程

的团队。参与课程后，我发现这个课程不只对新

朋友有帮助，我也从中获益不浅。 

 2021年是我第二次参与启发团队的事工，这

次我负责带领一个小组。一直以来，我都只是参

与教会或小组的查经和分享，没有带领非信徒分

享的经验。所以，这次的任务让我感到有些紧张

和压力，但也让我从中感到一丝丝的兴奋；因为

我希望自己能有所突破，进入一个新领域。 

因此，我不能不更用心的预备自己，谨慎备课，

希望上帝能借着我把福音的种子放在新朋友的 

心中。 

 当我怀着忐忑不安、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带领

小组时，慈爱又伟大的上帝借着种种事件让我见

证祂的同在及其奇妙大能的作为，以及安抚我那

颗既紧张又忐忑的心。例如，课程中有两堂课是

关于圣灵的，而课程的目的是借着所谈论的内容

让新朋友了解圣灵，接受耶稣。第一堂课的时

候，新朋友反应冷淡，兴趣索然。但是我们的团

队并不灰心，同工们依旧迫切提名为这群新朋友

祷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第二堂课的时候，

我们看到新朋友的反应不再像第一堂课那样，他

们都愿意敞开自己的心做更深入的分享，甚至到

最后说出：“我相信耶稣！”当我听到这一句话

的时候，喜悦的心情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这一

刻，是何等欢庆的时刻啊！感谢主！ 

 这 次 的 经 历 让 我 深 切 地 体 验 到 在 传 

福音的事工上除了摆上自己，更重要的是需 

要有上帝的指引和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经中 

说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 

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哥林多后 4:7）感谢上帝，愿荣耀归于爱我们

的上帝！阿们！ 

启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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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                    杨思胜     

 2017年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

大风暴，让我真实地经历到上帝

就是我的依靠。那是2017年的9月

份，我被确诊得了再生障碍性贫

血，俗称败血病。这表示我的骨

髓无法正常的造血，导致我的血

指数（红血球、白血球和血小

板）都低于正常水平，尤其是我

的血小板。正常人的血小板指数

是160以上，而我的只有7。血小

板是帮助凝血和止血的血细胞，

所以可想而知，我那时的病情是

多么地严重和危急。在整个住院的过程中，我深

深体验到了上帝的帮助和保守。 

 起初，医生要确定是不是我的骨髓出了问

题，所以需要做骨髓穿刺的小手术。那时我很害

怕，因为平时的我连打针都怕疼；这一次，还要

让针钻进我的骨头里。感谢主，整个过程很顺

利，一点都不痛。甚至我在当时还感受到了天父

深深的爱，让我心里顿时感到很平安，也很感

动。手术后，我的导师来医院探望我的时候，我

才知道原来在手术进行时，她正在家中为我祷

告。赞美主，上帝时时刻刻都与我同在，看顾 

着我。 

 当医生诊断出我患有败血病之后，他们所

给出的治疗方案就是要进行骨髓移植。众所周

知，要寻找吻合的骨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

要等上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但由于我是急性再生

障碍性贫血，所以需要迅速找到合适的骨髓捐献

者，否则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医生就先从我的

姐姐和哥哥开始测试。 

 虽然哥哥的骨髓完全不适合捐给我，但很

奇妙也很感恩的是：姐姐的骨髓与我的完全吻

合。她也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骨髓捐给了

我。上帝真的是我的帮助，在最紧急的时刻，祂

很奇妙地成就了这事。 

 进行了化疗和骨髓移植之后，医生说大概

要等21天，让新的骨髓能够发挥功效，在我体内

开始制造新血。在这期间，护士每天都会抽血来

检验，要查看我的血指数有没有上升。但是到了

第17天都没有什么变化；到了第19天，还是没有

好转的现象。医生很郑重地告诉我，可能这次的

骨髓移植失败了，我可能需要考虑再做多一次的

骨髓移植。那时，我突然间觉得真的没有希望

了，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导师，然后我们一起

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了我们一个确

信：我一定会没事的！那时候我也再次的感受到

了上帝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心里面。过后，上

帝赐我们智慧，透过食疗，血指数终于上升到 

正常水平，医生也批准我出院了。感谢赞美主，

祂是我们在危机中的依靠，是我们在患难中的避

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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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 

我的见证 

 我来自基督化家庭，从小我就在家里上主日学。虽然称自己为基

督徒，我的生命却没有改变。我从小一时就一边听主的话，一边却做

了上帝不喜悦的事，过着赌博、偷钱、抽烟、骂粗话、以眼还眼及以

牙还牙的生活...... 

 我在 12岁时，有一次因为打死了一只小鸟，奇迹发生了，我竟然

听到圣灵的声音及责备，我也因此悔改了，这成为我生命的转捩点。

我开始追求真理，读圣经、听福音广播及热心事奉主。 

 少年时期，因成绩不好，不能升学，我就来到了新加坡。没想到，

我不适应新加坡的生活，常常睡不好，也很想家；我处在生命的低谷，

要活出我所认识的基督教信仰生活真是不容易。 

 感谢上帝，祂没有离开我。虽然我看不见祂，不过借着教会弟兄姐

妹的爱及关怀，使我经历到真实的爱。上帝不只是我头脑里的认识，我

更是在生活中亲身经历到这位慈爱、公义、圣洁及全能的真神。 

 虽然信主后的生活，仍然会遇到不顺境的时候，如：父母病逝，弟弟遇到车祸，

侄女吃花生、花生进到肺里，太太突然生病有生命危险等。不过因有主的同在，有

弟兄姐妹的陪伴与代祷，使我能靠主面对了这一切，祂让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

的上帝比所有的都大，所以有了主就有平安。哈利路亚！- 李加才 

坚信主耶稣是我的救主 

 从小爸爸妈妈都在每个主日带我到教会参加主日学。当时

我觉得这个信仰对我不是很重要，我也不需要去认识上帝 。直

到有一次，我和家人一起去台湾旅行，我们计划要去一个游乐园

玩。在路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妈妈就叫我和姐姐一起祷告， 

祈求上帝让雨停下来。当我们到达游乐园的时候，雨就停了， 

这让我和姐姐可以尽兴地玩。一直到回程的时候，雨才又开始 

下起来。这让我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这事让我记在心里，上帝 

是真实的。 

 几年后，有一个晚上，当我要睡觉的时候，耳朵突然很痛。当时

我就跑到我父母的房间，请求爸爸的帮助。爸爸要我和他一起祷告，

祷告上帝让耳朵不会出什么大事，并且能够快快好起来。第二天，爸

爸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只是细菌感染，没有大碍。几天后，我的耳

朵就完完全全的好起来。这让我经历到上帝的医治。除了这些经历，

我也从主日学老师的教导中，更多明白圣经。感谢主耶稣让我经历 

到祂的存在，也让我坚信主耶稣是我的救主。 - 李敬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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