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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會節目
序曲：大衛之詩（詩篇22）
敬拜：小敏
唱一首天上的歌
今天今天最好的消息
禱告：黃彼得牧師
合唱：真的有一位神愛你
獻唱：蔣麗萍
親眼看見你
回歸
見證：鄧萃雯
獻唱：陳金鑫
我深信在那各各他山頂
見證獻唱：徐池
拯救
二重唱：徐池、劉冠霖
聽長城內的心聲
獻唱：黃綺珊
我兒，將你的心歸我
奇異恩典
見證：張軍
信息：遠志明
呼召：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獻唱：陳金鑫
歸家
祝福：遠志明
殿樂：管風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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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2日晚上7點半

培靈會節目
序曲：大衛之詩（詩篇22）
敬拜：小敏
天歌唱起來
求主給我一顆心
禱告：蔡宏基牧師
合唱：磐石磐石耶穌基督
獻唱：陳金鑫
我心靈得安寧
小提琴獨奏：黃濱
小愛蓮
見證獻唱：蔣麗萍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見證：鄧萃雯
見證獻唱：劉冠霖
我不為自己活
二重唱：劉冠霖、徐池
這條路上我們一起走
見證獻唱：黃綺珊
你真配得讚美
你真偉大
見證：張軍
信息：遠志明
合唱：求主給我一顆心
合唱：哈利路亞
祝福：遠志明
殿樂：管風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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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詩歌作者小敏
迦南詩歌作者，小學文化程度，信主後
在聖靈感動下，已唱出1600多首詩歌。
其中一些詩歌如《最知心的朋友》、
《唱一首天上的歌》等，唱遍海內外華
人教會。

講員遠志明
電視政論片《河殤》撰稿人之一﹐中
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九一年
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受洗成為基督
徒﹐入讀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學院﹐現
任神州傳播協會總編導。編導電視片
《神州》、《十字架》、《福音》
、《彼岸》等。四處主領佈道培靈聚
會，其佈道和培訓光盤《我為什麼信
耶穌》、《唯獨耶穌別無根基》等，
廣傳大陸。

作曲家黃安倫
當代著名作曲家和聖樂家。1980年赴
北美，1983年獲英國聖三一音樂院院
士稱號，1986年以最優秀獎獲耶魯大
學音樂碩士學位，名字已列入《世界
名人錄》及《中國大百科全書》。他
的作品已被許多世界一流交響樂團演
奏。《復活節大合唱》、《大衛之詩》
、《啟示錄》三部聖樂合唱，堪稱華
人聖樂作品佼佼者。黃安倫花了近一
年時間，為小敏《迦南詩歌精選》52
首编編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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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黃綺珊
原名黃曉霞，生在中國重慶，1986年
進入音樂圈，發行《珊珊來遲》等三
張唱片。2012年，《我是歌手》比賽
獲最出色女高音，被譽為亞洲第一女
聲、靈魂的歌者。被評為中國流行樂
壇十大女聲第一名。2009至2011年在
神學院學習聖樂，2012年就讀新加坡
浸信會神學院，2009年至2012年服侍
於北京葡萄樹教會。黃綺珊說：我的
好歌喉是上帝的恩賜，我要用歌聲來
讚美祂、見證祂。

回家吧！孩子，回家！
引自“歌手黃綺珊的見證”
黃幸平
2013年春天，黃綺珊這個名字被全
中國無數觀眾所熟知。在湖南衛視《我是
歌手》節目中，人們享受她橫跨四個八度
的完美音域，她被稱為“全球華人最引以
為傲的聲音”。

音樂是上帝的恩賜
黃綺珊，從1986年做職業歌手，到
如今已經二十多年，一直像個“躲在音
樂背後的人”，沒有為全國人所熟知，
直到2013年的春天。當記者問，“這些年
你是不是在尋找一個機會？”她道，“不
是尋找，我是在忍耐，在等候。其實我覺
得就算沒有這個機會我也不遺憾。這本來
就是件很單純的事情。唱歌就是唱歌。跟
你紅不紅，名不名，利不利又有多大的關
系”。如今的黃綺珊，有著信仰而來的對
名利的豁達與超越。她說，“在我心裏一
直有個聲音說，要學會忍耐等候。”在接
受《魯豫有約》專訪中，她引用聖經的話
說，“天下萬事皆有定時”。因著信仰，
她已然學會了很安靜地等候，接受一些事
情。

面對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婚姻破裂帶
來的傷害和陰影，她說，淚水是上帝的恩
賜。“我感謝上天，眼淚真是個好東西，
可以讓人的情緒得到宣泄”，“有許多事，
讓淚水洗過更明白”。她說，“信仰給我很
大的改變，我心裏一直有一個音符，我的
人生經歷豐富了這個音符”。好音樂是用
光陰打磨出來的。如今黃綺珊的音樂，好
評如潮，魅力十足，極富心靈的震撼與感
染力。對於這些好評與讚譽，掌聲與鮮
花，黃綺珊說：“因為祂與我同在，我要
以感謝祭回報祂。”
或許不是有太多人知道，黃綺珊在
這二十多年的職業歌唱生涯裏，沒有在任
何音樂學院進修過，或跟隨什麼名師學習
聲樂技巧。她說，“我深深知道，我的好
歌喉是上帝的恩賜，因此，我要用我的歌
聲來讚美祂、來見證祂”。在她參加《我
是歌手》節目之前已經信主，並在廈門讀
了三年的教會音樂文憑課程。現在黃綺珊
在新加坡浸信會神學院繼續進修神學。她
是在忙碌的學習中安排時間參加《我是歌
手》節目的。
如今的她，熱愛音樂，更熱愛上
帝。不再像以前，音樂就是一切或一切的
中心。在訪談中魯豫問她，“接下來的
你，很多以前想做不能做的事，現在有機
會做了，比如個人演唱會、比如出很多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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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片等，你最想做的是什麼”？她說是
學習。她要繼續完成在神學院的學習。
她已然決定將人生的中心放在教會服侍
上面。
當然，她會繼續唱歌，她說，“
我是一個不太會說話的人，我和你唯一
的溝通就是歌聲。”她會選什麼歌來唱
呢？她認為這個世界缺少的就是愛，而
觀眾想要的也是愛，這是她選歌的理
由。她要把上帝的愛藉著歌聲帶進更多
人的心底。她不再為唱而唱，音樂是上
帝的恩賜，“我的歌喉就是為讚美上帝
而存在”。

信仰帶給我很大的改變
黃綺珊，從一個流行音樂歌手轉
為一個福音歌手，從一個歌手轉為一個
侍奉上帝的人。到底是出於什麼原因，
促使她如此大的生命翻轉呢？她自己在
接受訪談時說，“信仰帶給我很大的改
變”。
中學時父母離異，使她感到無助、
孤單，她17歲離家出走。她渴望愛，尋
找愛，可得到愛卻又失去愛，兩度婚姻
失敗，讓她幾近崩潰。一度鬧自殺，被
人送到醫院搶救，所幸活了過來。她
說，“回想起這件事，我知道，那時，
是上帝保守了我”。
之後的她，並沒有如獲新生。自殺
的念頭還是一次又一次出現在她的腦海
裏。有一次，她又想自殺的時候，一位
很久沒有聯絡的演員何晴剛好打電話給
她，知道她的情緒不對，就到她身邊，
一整天陪著她，跟她講了一整天有關上
帝的事，直到她平靜下來。後來，何晴
請她到教會去。
黃綺珊2003年信主，2004年6月受
洗。可是她信仰的路一開始走得並不
穩，信主之後，她依然過著晨昏顛倒、
紙醉金迷的生活，甚至有三年時間，她
離開了教會。她自己檢討說，“現在回
想起來，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信了主
之後，我的生命依然沒有改變。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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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從沒有認認真真地認識主耶穌，沒有
認認真真地讀聖經”。
2009年的一天早晨，突然有種要結
束黑暗生活、遠離罪惡的決心，很想很想
重回到天父上帝的家裏。她跪下來，認真
的在天父面前做了一個禱告：“天父，我
現在知道離開你是什麼滋味了，我想結束
這一切混亂的生活，請你幫助我，我想從
頭開始”。那段時間，呂麗萍姊妹給她打
了好幾通電話，“終於找到你了，我最近
每次跪下禱告時聖靈就感動我，讓我腦海
裏一直出現04年你受浸那天後和我一起去
服侍小朋友的畫面，上帝一直催逼我給你
打電話”。這幾通電話，讓黃綺珊感受到
主內肢體的關愛。可一想到自己過去的失
敗和現在的糟糕狀況，還是覺得沒有臉面
回到教會，回到上帝面前。
就在心靈掙紮的時候，她一直聽
到一個聲音催逼她，“回家吧！孩子，回
家。”她知道那是天父上帝慈愛的呼喚，
她終於降服了。她回到了教會。之後的她
整個生命才經歷改變。
她雖然唱功非凡，可就是沒有大紅
大紫，有人說原因在於她太驕傲。後來，
她確實也認識到自己驕傲。她認識到她的
驕傲正是在於偷竊了神的榮耀，濫用神所
賜的恩賜，把一切從人而來的讚美當做自
己驕傲的本錢，在工作場合常常不可一世
挑剔別人。她說，“上帝真的愛我，祂拿
走我可能有的名和利，只留下祂賜給我的
歌喉。既然音樂是神賜給人類的一件最美
的禮物，它本來就應該用來讚美神的，但
音樂也很容易讓人陷入名利的誘惑中，就
像過去的我，用來追逐自己的成功，利用
上帝的創造，在這個大染缸裏拼命的爭取
自己的榮耀。”
她明白了，她決定了。“我想藉著
唱歌來分享神的恩典，既然我歌唱的天賦
是從神而來的，我就希望把榮耀歸給神，
我不希望再為名利而歌唱，不為炫耀，不
為人的讚美。我現在從頭學起，希望發揮
上帝賜給我的專長，不再隨性選擇做自己
喜歡的事。我渴望活著是為了榮耀祂”。

演員鄧萃雯
香 港 著 名 影 視 演
員。2005、2010年兩
次當選十大電視藝人
第一名。2009至2010
年先後因《巾幗梟
雄》與《巾幗梟雄之
義海豪情》奪最佳女
主角，成為香港TVB歷
史上首位連莊視后。
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的影片還有《金枝慾
孽》、《俠客行》、《國際刑警》、《我和春天有個約
會》、《女人唔易做》、《新環珠格格》等。她是一
個充滿正能量的基督徒。她說：神用不同渠道磨
練、建立我成為今天的我，所以對神的感激和信
靠實在不能言喻。

張軍：一個癌症病人的信心
引自遠牧師新浪博客“遠方的心月”
在雪梨歌劇院《天歌2012》音
樂見證會上，我在講道時提到一位
晚期癌癥病人，醫生宣佈他只有三
個月時間了。雖然負責發票的姚牧
師告訴他，已經沒有票了，但他堅
持要來。他說，我不是去參加音樂
會，我要去見耶穌。聖靈感動我當
場宣告：醫生說的不算數！神必按
照祂豐盛的恩典和偉大的能力，延
長你的生命，直到你日子滿足為止！
一年多過去了，這位名叫張軍
的弟兄（他已經受洗歸主），不僅
沒有死，病情還有好轉。感謝主！
榮耀歸於主！
前些日子，張軍的太太Sophia
寄來一份張軍的隨感，願成為多人
的激勵祝福！

張軍的隨感
前幾日，兄弟姊妹聚會。席間
談到我的病情，我說已有好轉，腫
瘤在縮小。我希望和癌細胞和平共
處，不要同歸於盡。遠牧師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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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憑著信心，向癌細胞宣戰，徹底
消滅它們。
回家細想，信心是什麼？我的
信心從何而來？
信心不是走夜路大聲唱歌給自
己壯膽，不是人前歡笑背後嘆息，
不是空喊口號。信心是在生活中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過得喜樂、平安、
有盼望；信心是我在化療虛弱時，
仍然饒有興趣地研究菜譜，即使無
力站立，也要坐著切菜、炒菜，自
詡令狐沖坐著打天下第一，我坐著
炒菜天下第一；信心是每日出去散
步鍛煉身體時，為多走了10米、20
米而歡欣鼓舞；信心是在治療期
間，醫生憂心忡忡地告訴我病情惡
化了，而我不同意他的觀點，我說
我的身體我知道，肝沒有變壞。
想到這兒，不禁有點兒沾沾
自喜，小小的佩服一下自己。但我
知道，這一切，是我自己無法做到
的。所有的這一切，是因為我把我
的病、把我的生命交給了主。我對
主一分的信賴，主給了我十分的勇
氣、力量和醫治。我們的主是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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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是醫治的主，是無所不能的
主！他給我們的都是最好的，永遠
比我們所求的更多。所以有什麼好
怕的？不要妥協，不要和平共處，
我要向癌細胞大聲宣戰：我要消滅
你們，我的身體是為主預備的，我
要把你們徹底除掉！
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
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
的信心。（約一 5:4）
我給 Sophia 的回信：Sophie
平安！這次在雪梨見到你們，非常
高興，也深受激勵！感謝神！是祂
親自帶領張軍和你，在最艱難的日
子裏，過著得勝的生活！張軍的短
文寫得好！
感謝神這麼細膩地帶領張軍
一步步向前走。雖然信主才一年，
主的恩典竟然如此浩大。深信為我
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必
繼續帶領你們披荊斬棘，蒙恩再蒙
恩，加力再加力，得勝再得勝，活
出信心，活出神蹟，叫你們一生一
世做祂榮耀的見證！

徐池
又名亞薩，大陸一位熱心公益的搖滾
歌手，任中國MBA聯盟愛心大使，中
國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理事和愛心大
使。20歲成為搖滾歌手後，曾染上吸
毒、鬥毆、自虐惡習。母親的突然離
世，使他重新審視人生，悔改認罪，
受洗重生。如今他已放下世界，全職
侍奉主。在近百場音樂佈道中，帶領
數以千計的人信主。

人生曠野40年
徐池
16歲那年，耶穌基督的救恩奇妙地
臨到我，在我對信仰一無所知的時候，
在我的周圍沒有任何人向我傳講福音的
時候，主耶穌親自來給我傳了福音，也
因著這奇妙的經歷，使我瞬間就被神的
愛深深吸引、緊緊抓住。那一年，我無
意中得到一本基督教資料書，這本書也
成為我每天練習書法的訓練手冊，雖然
那是個叛逆的年齡，但神的話語讓我變
的很安靜。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段，我又
無意中發現了香港益友電臺的福音廣
播，成為我唯一可以接受牧養的渠道，
感謝主，我開始尋求真理，尋找教會，
尋找耶穌。
19歲那年，母親罹患癌症，我迫
切為她禱告並傳福音給她，母親沒有抵
擋，她接受了耶穌。很快母親的生命開
始改變，也很快在家裡建立了小組，並
開始嘗試著講道侍奉神，神也很快醫治
了母親的癌癥。
20歲那年，我開始迷失，極度叛逆
的性格和對搖滾樂的癡迷，似乎讓我找
到了“人生的方向”，我開始勤學苦練
吉他和唱歌，並很快成為一名職業搖滾
歌手，同時也沾染了各種可怕的惡習：
吸毒、鬥毆、自虐等，名利讓我完全迷
失在黑暗的世界裡，近20年。

39歲那年，母親的突然離世把我瞬
間喚醒。從不敢面對這個事實，到開始
調整自己並重新審視人生的價值觀，我
覺察到耶穌基督在這20年中從未離開過
我。我開始省察自己，很快的領悟到為
主放下世界，對我的生命有著重要的意
義。神開始帶領我投身公益（被幾家慈
善機構授予愛心大使），操練我的愛和
忍耐，並進入教會，委身在北京郊區的
一個家庭教會近4年，教會弟兄姊妹的
純樸善良和對耶穌基督的渴慕，讓我找
到娛樂圈裡沒有的單純和真實的愛！盡
管我被視為“異類”，但我從不在意這
些，我願意重新放下自己，帶著妻子安
靜的坐在角落裡單單尋求神，尋找丟失
的記憶。
40歲，我受洗重生，願意為這位
又真又活的神完全放下世界，謙卑降服
在神的面前，人生40年曠野，似乎預表
著各種等候、試煉、苦難即將過去。這
時神開始帶領我登臺帶領敬拜和音樂怖
道。41歲，我被神呼召進入全職侍奉。
當我與神真正建立關系，神開始膏抹我
的生命、我的聲音，神開啟了我，並靠
著聖靈的帶領寫歌、怖道。從2012年3月
至今已做了近百場音樂怖道，大略統計
現場決誌人數接近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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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劉冠霖
被稱為酒窩公主歌后的臺灣歌手，《月亮代
表我的心》原唱者。19歲重生，22歲決定退
出歌壇。常受邀到世界各地，以歌聲唱出生
命的心曲。在過去30年中，參與臺灣藝人之
家和新加坡藝人之家的事工，成為許多人蒙
恩信主的器皿。她火熱侍奉主，也經歷了主
的大奇妙。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
一切厚恩呢？她說，我要舉起救恩的杯，頌
揚耶和華的名。

演员蔣麗萍
蔣麗萍，80年代香港歌影視紅星，於88年中
央春晚演出。同年為鄧樸芳殘疾人協會義
演後退出樂壇。結婚後相夫教子並創立事
業。2003年信主成為基督徒，深深經歷神改
變生命的大能。2007年被邀為葛福臨佈道團
嘉賓。現在常被教會邀請在海內外作見證，
以自己的歌聲和人生經歷，感動無數人歸
主。今年成立「愛基金」慈善機構，開設中
國留守兒童福音事工。

歌手陳金鑫
24歲，中央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學生。2011
年在日本蝴蝶夫人國際聲樂大賽中獲優秀
獎。2012年到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留學。在日
暮裏國際教會聚會，大量讀經，敬拜讚美，
經歷神的同在。回國後一度嗓子失聲，身體
虛弱，在禱告中被主醫治復興，2013年在東
京華人佈道大會上獻唱讚美神。他說：感謝
主！信祂的人真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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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家黃濱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先後獲得Peabody音樂
學院藝術家證書、Eastman音樂學院博士學
位，是唯一在波蘭維尼奧夫斯基青少年國際
比賽、意大利帕格尼尼國際比賽和德國慕尼
黑國際比賽三大小提琴比賽中，均獲頭獎的
小提琴家。被譽為令人著迷的東方小提琴天
才。信主後四處用她美妙的琴聲讚美神。

管風琴家林美婓
知名管風琴演奏家、詩班指揮、鋼琴家，曾
在紐約林肯中心、聖巴多羅買教堂演奏管
風琴。也曾在第二屆國際管風琴大會中演
奏。1989至今，任加拿大Thornhill Presbyterian
Church音樂總監，積極參與社區事
奉。

指揮家楊永康
澳大利亞音樂指揮家。曾任中國合唱協會理
事。澳大利亞音樂學院指揮碩士，國家合唱
協會成員。他將《黃河大合唱》首次搬上雪
梨歌劇院。指揮風格激情而精確、成熟而穩
健。作為傑出人才移居澳大利亞。創辦卡爾
楊音樂教育中心。從小跟祖母去教會，1998
年受浸，第四代基督徒。以神給他的音樂恩
賜服侍神，為《天歌2012》音樂見證會的指
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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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配徐璜
90後電影配樂人Oliver Francis Huang-Hsu，出身音樂世家，現
為新西蘭奧克蘭大學音樂系作曲系研究生。他的交響樂作品陸續
為新西蘭交響樂團所演奏、錄製和播出。徐璜亦參與多部影視作
品演出，包括Shortland Street，WANNA-BEn series，新西蘭最知
名樂團Clap Clap Riot的Yoko Ono。

徐媽媽2013歲末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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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成長過程的虧欠： Oliver 15
歲來新西蘭。7歲經歷了父母離異，隨
之父親去了非洲再也沒有回來；我一
直忙於工作，疏於照顧；11歲，我出
國，他隨爺爺奶奶生活直至15歲來新
西蘭與我團聚。來新西蘭後跟我現在
的丈夫相處得也非常不好。由於家庭
這樣的變故，造成他性格上的缺陷：
孤僻，不知道如何與人交往，驕傲，
自視甚高，生活能力低下。去考音樂
和建築以顯示自己比別人強；11年級
時音樂老師拒絕接收他進入音樂班
學習，認為他五年之內都不可能上大
學；專家會診，認為他患有Asperger綜
合癥這是一種泛自閉癥障礙，其重要
特徵是社交困難，伴隨著興趣狹隘及
重復特定行為。
2007年我信主後非常希望他也
能信主，可是他非常驕傲地宣稱，他
自己就是上帝。我毫無辦法，只能禱
告，求主帶領他。
神所揀選的必親自帶領他。由於

對建築的喜好，他被city一座教堂吸
引，竟然走了進去。他狂喜地發現，
教堂裏有他最鍾愛的管風琴。出於對
音樂的熱愛，他從此定期去教會，並
與教會裏的管風琴師和唱詩班結成了
朋友。我從來沒有跟他一起去過那個
洋人教會，但每次他從教會回來都非
常開心，他也開始談論以前從來不談
論的關於上帝的話題。直到有一天回
來，他鄭重地說，他要受洗。我知道
這都是神親自做的神跡奇事，一個有
著自閉障礙的，驕傲得誰都看不起的
孩子竟然可以自己去交一些教會的朋
友，並且願意受洗信主，唯有神能做
到。
他受洗後我老公曾經跟他一起
去過那個教會，回來跟我說，那個教
會年齡最小的是Oliver，第二小的就是
我老公。可以說那是一群充滿愛心的
老人們。但我又開始憂慮一個新的問
題，就是他雖然主日可以去教會，但
是卻沒有團契生活。我非常希望他能
夠有定期的小組聚會，這對我們基督
徒屬靈生命的成長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無法說服兒子參加靈糧堂的聚會，
但神知道我們的需求。不久他參加的
那個洋人教會由於內部紛爭，在這種
情況下，兒子主動提出跟我一起來靈
糧堂聚會，從此他進入了青年牧區，
他的生命也真正成長起來。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
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3:5-6）
幾點變化：
1.喜愛神的話語，他的書包裏每
天都裝著一本聖經，每天必讀。
2.整個人不再封閉，對人也不再
是橫眉冷對了，現在比以前開朗陽光
很多，態度越來越柔和，為人處世也
越來越謙卑；由此朋友也多起來了。
3.有寬容忍耐之心，特別能擔
待，尤其是在對我現在的這段婚姻問
題上。其實我的第一次婚姻失敗和第
二次婚姻的分分合合對孩子造成了很
大的傷害，我一直非常內疚，但孩子
卻反過來安慰我。當我們之間有分
歧，有問題時，他也一直勸我要以基
督的愛去愛我的老公。在他上大學後
他就離開家自己住在city租的一間極小
的房間裏，為的是要給我們夫婦更多
的空間。
4.學業進步極大。07年初，他中
學的音樂老師曾斷言他五年之內都無
法上大學，結果09年他創作的《飛翔
的迪勞倫》獲得新西蘭中學生作曲比
賽獎，並由奧克蘭愛樂樂團演奏，10
年進入奧大音樂系學習作曲，去年本
科畢業，成績優異，現在已經讀完榮
譽學位，明年將繼續攻讀碩士學位。
5.音樂創作大有靈感。信主後的
這些年，Oliver在音樂創作上思路如
泉湧。在上大學後幾乎每年他的作品
都會由新西蘭國家交響樂團演奏。但
是他也經歷了一些挫折。他在澳大音
樂系的作曲比賽中從來沒有獲過獎。
他喜歡用聖經裏的故事做主題，比如

創世紀，耶利米哀歌等等。我也鼓勵
他，不要追隨現今社會的音樂風氣，
什麽無調性，莫名其妙，頹廢墮落。
所以他做的曲子經常不被認可。他有
時也會為此情緒低落，我們全家都鼓
勵他，音樂是用來讚美榮耀神的，所
以要為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感到高
興。你的音樂若蒙神的喜悅，終必有
一天你會被神使用。
今年上半年，他創作了交響作
品HOMELANDS。他把這個作品寄給
了著名作曲家黃安倫弟兄。沒想到，
黃安倫聽完作品後非常欣喜，立刻發
來郵件，邀請Oliver加入《天歌》2014
雪梨音樂見證會。感謝主，神願意使
用一個22歲還遠未成熟的孩子為榮耀
神而創作的音樂。不是他有多好，我
相信神是悅納他一顆單純愛主的心。
接到這個任務後，他可以說是日以繼
夜，嘔心瀝血地進行創作，澳大的音
樂棚成了他每天呆得最久的地方。
Oliver的身上還有許多缺點和不
足，不過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我們
都還走在成聖的道路上。感謝主的揀
選和帶領，願主更多地使用他，並加
添他心裏的能力。最後我還是想用這
首我們母子合作寫的這首《我的生命
只為你》來向神獻上我們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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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的溪流
一個詩班員的見證
汪志雲
2009年3月，我的婚姻終於不能幸免
地走到了離婚的一步。老公辭掉了IBM的
工作，毅然決然地回去中國了，留下空
房子和兩個小孩（一個4歲的兒子和一個
2歲的女兒）、並留下一大堆債。那段日
子真是我人生最黑暗痛苦的日子，老公
走了，隻身孤航，獨自流淚，孩子們又
那麼小，這麼多債務，前途未卜，困難
重重，我要怎麼辦呢？我的心碎了，心
慌了，恐懼害怕，無助無望，這死蔭的
幽谷，有誰能給我帶來安慰和幫助呢？
真是人的盡頭也就是神的開頭。當
我站在十字道上，最徬徨無助的時候，
我這位滿有慈愛憐憫的神，就差派很多
祂的兒女們來幫助我、關心我，來向我
傳講祂的愛，祂的大能。
直到有一天去教會，認識主耶穌，
才第一次發現，在耶穌的愛中生活，活
出愛的生命，真是太美好了！我的自然
生命似乎沒有什麼大的改變，但內心卻
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藉著聽道、讀
經、禱告和弟兄姐妹間的交通，我找到
了生命的意義，經歷到神的信實，並在
2010年的10月24日我受洗加入教會。
2011年的聖誕節，我前夫因掛念
兩個小孩再次回到雪梨，這是離婚後的
第二次見面。每次他都是來也匆匆去也
匆匆。我們彼此間因聚少離多，加上離
婚前彼此間的傷害和抱怨，即使面對
面，也不知如何相處。該說些什麼？在
我們中間剩下的只有無止境的沈默。我
們都感覺到非常的無奈，無能為力。那
個時候，正好“天歌2012雪梨歌劇院”
在各個教會發出通告，招募詩班員，我
和前夫天性都愛好唱歌，當時他就玩笑
式的跟我說，去試試吧，完成一下你年
輕時想登上大舞臺歌唱的夢想，孩子也
在一旁歡呼：“媽媽去，媽媽去。”面
對前夫和孩子們的鼓舞，我突然被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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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違的溫馨和幸福所感動，就酸酸的說
了一句：“媽媽去唱歌，你們怎麼辦？
誰來照顧你們呀？”在一旁的前夫就回
應說：“如果你參加，我來幫你帶孩子
吧！”我突然覺得好振奮，因為一直以
來壓抑在我心裏的那個“復婚”念頭，
再次的跳入我的腦海。
在我信仰上，我也清楚知道是神的
心意，馬太福音19章6節說，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開。我又開始掙扎了。在我信
仰的路上，每一次被神修剪拔刺，過程
不好受，每拔一條刺都是痛。當然，最
後都會發現其中的喜樂，就像潛藏在冰
下底層的問題，被神施工挖走了。我開
始禱告神，求神給我一顆謙卑、柔和的
心，能有智慧地和前夫溝通，能放下過
去的傷害，與先生和好，勇敢地踏出復
合的第一步。信實的上帝，他就開始為
我開路，讓我如願的在“天歌”詩班選
拔裏得到一個寶貴的名額。
2012年1月份“天歌”開唱了，可
是我前夫並沒有像他所許諾的那樣，回
來幫我照顧兩個孩子。在開始的時候，
我還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每天跟他聯
系，催促他回雪梨，可在他一次又一次
承諾，一次又一次的違背他自己的話。
我又開始對他失望了，甚至抱怨他，怎
麼還是和從前一樣，並說了一些非常傷
害他的話。自此之後，我就不再聯系他
了，也不再為我和他“復合”的事情做
任何的努力，甚至在禱告中我也不再提
及他。大概有半年的日子，他在我和孩
子的生命中好像完全消失了。半年的練
詩，對我和兩個孩子都是莫大的挑戰，
每到周日就要考慮孩子又該扔哪呢？還
是帶去練詩呢？無數次想放棄詩班的侍
奉，可是兩個孩子一直都很堅持，並鼓
勵我說：“媽媽，我想你繼續唱歌讚美
神，我們也會乖乖的。”記得有一次周
日的下午，女兒有點發燒不舒服，我就
說：“寶貝，你不舒服，今晚媽媽就不
去練詩了。”可沒想到，我女兒卻堅定
的對我說：“媽媽，我沒問題的，教會
的事比較重要，要是我真的不舒服，我

就在椅子上睡覺，你不用擔心我。”在
兩個可愛的天使的鼓勵支持下，我選擇
走一步，看一步，把我的憂慮、軟弱、
都交到神的手裏。感謝讚美主！祂真是
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在單親的日子裏，面對各式各樣大小不
同的困難，有時候幾乎到了絕望的地
步，但是主一直都在我身邊，從沒離開
過我，我的苦楚越多，神的恩典就倍加
的多。主也從沒讓我缺乏過，他也很明
白我的心情，每當我向他傾心吐意的時
候，主一定會安慰我，幫助我，撫慰我
心裏最深處的那份孤獨、恐慌、或是傷
心、難過，讓我能重新喜樂，在祂的恩
典當中繼續仰望祂。
在臨近“天歌2012”的前一周，幾
位姐妹來我家和我一起禱告，她們再一
次和我提起前夫，並問我：“他近來怎
麼樣？”“他會不會回來參加天歌？”
我都只是搖頭。姐妹們也只有鼓勵我，
繼續來信靠上帝的大能，上帝是掌管人
心的主，你為他禱告吧！我再一次鼓起
勇氣，來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驕傲的
罪，說話不造就人的罪，並誠懇的把我
和前夫的關系完全交託給神，並在神
面前立志，要順服神一切的帶領。在禱
告完的當天晚上，我給前夫發了一個電
郵，向他認罪，並告訴他，我有為他預
留一張“天歌”的門票，若是他能來，
就請他聯系我教會的牧師夫婦（因為那
天我們是全封閉式的獻唱，不可開手
機）向他們取票。
神的工作真是奇妙！接下來神奇
的事情接二連三發生。在“天歌”的第
二天，我前夫主動給我打電話，告訴我
他昨天下午飛機到達雪梨，並趕上了“
天歌”晚上的培靈會。聽完電話，我真
是喜極而泣，不斷感謝讚美主。接下來
的三、四天，一切都看似平靜，我們也
沒再通電話，直到周六下午，他又打電
話來跟我說：“我明天早上的飛機回中
國”。當時的感覺就像在我頭上澆了一
盆冷水，我全身好像凍結了；接著又聽
他說：“我能不能今天下午見見兩個孩

子？”我無力地說了一句：“嗯”。我
們相約在一個購物中心，見面還不到1
個小時，他就離開了。望著他離開的背
影，我強忍的眼淚奪眶而出，抱著兩個
孩子，我幾乎要崩潰了。奇妙的事情又
發生了，第二天崇拜結束時，電話再一
次響起，是前夫打來的，他說：“我剛
誤了回中國的飛機，正在看有沒有下一
班飛中國的飛機，若是訂不到，能否今
晚和你跟孩子一起吃頓飯？”我激動地
把這“好消息”告訴孩子們。下午大概
4:00鐘接到前夫電話：“我剛從機場回到
住的地方，訂了10天後的機票回中國，
晚上你帶孩子們出來一起吃飯吧。”撂
下電話，我和孩子們就飛車去和他見
面，在見面時，前夫告訴我說：“在天
歌培靈會中，牧師呼召，我也舉手做了
一個決定，就是要兼職侍奉神。”哈利
路亞！神做事真是很神，總是出人意
料，而且神真是從不誤事，他預備給我
的將永遠比我所求所想的要多、要豐
富。
在神多留前夫的10天裏面，他一
直和我們生活在一起，並參與我們生活
中的一切事物，例如孩子們的家長會、
教會的聚會、天歌感恩聚餐等等，神就
藉著這些人和事，完全翻轉了我們的關
系，讓我們更加有信心、有決心，想再
一次踏入婚姻。接下來，前夫就在中國
多留了半年，順利交接好了在中國的一
切事宜，並在2013年3月，徹徹底底回到
雪梨與我們重聚。神的恩典一直豐豐富
富地澆灌在我們家，先生順利找到工作
在雪梨穩定下來，並和我一起參與“天
歌2014”的侍奉，同年8月24日，在全體
教會弟兄姐妹的愛心支持鼓勵下，我們
一起在神的面前認罪、悔改，重新在神
的面前立志，建立永遠的，無條件的，
以神的愛為基礎，彼此委身與給予的婚
姻關係，見證了神是怎樣將我們這兩個
分離的人再次以更強大的力量凝聚在一
起，神在我們家庭中的工作，我們是如
何經歷了神的拯救和醫治。願一切榮
耀、讚美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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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華人教會名錄
Central District 雪梨中區
* 中央浸信會
619 George St, Haymarket 2000
* 雪梨衛斯理傳道中心中文堂
Lyceum Wesley Mission, 220 Pitt St, Sydney
* 雪梨華人長老會
Cnr Crown & Albion Sts , Surry Hills 2010
* 雪梨救世軍悉尼中央隊 (華人事工)
140 Elizabeth St, Sydney 2000
* 華人公理會活水堂
103 Botany Rd, Waterloo 2017
Sydney North 雪梨北區
* 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100 Alfred St, Milson’s Point 2061
*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靈福堂
28-30 Wellington Rd, East Lindfield 2070
國語堂: # Cnr Pacific Hwy &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2067
基督徒聚會處 - 玫瑰園
119 Boundary St, East Roseville 2069
* 北雪梨靈糧堂
# 24 Centennial Ave, Chatswood 2067
* 聖公會聖保羅堂
1 View St (Cnr Fullers Rd), Chatswood 2067
宏士比華人聖公會
Cnr Pretoria Pde & College Cres, Hornsby
雪梨台福基督教會
26 Horsley Ave, Willoughby, NSW 2068
新頌教會車士活華人堂
# Hoyts Cinema 3, Mandarin Centre
65 Albert Ave, Chatswood 2066
新生命華人基督教會
# 28 Fisher Rd, Dee Why 2099
North West 雪梨西北區
* 北區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41 Boundary Rd, Epping 2121
* 華澳浸信會 - 展愛堂
1 Reserve St, West Ryde 2114
* 華澳浸信會 - 展信堂
235 Pennant Hills Rd, Thornleigh 2120
* 澳洲基督福音堂
40 Oxford St, Epping 2121
*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活石堂
5-7 Castle Hill Rd, West Pennant Hills 2125
* 澳洲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
# 132–150 Wrights Rd, Kellyville NSW 2155
* 聖公會聖馬太中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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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33 New Line Rd, Cherrybrook 2126
活力聖公會
25 Clanalpine St., Eastwood 2122
華恩聖公會
Moseley St & Vickery Ave, Carlingford 2118
華人宣道會迦南堂
2/4 Gladstone Rd, Castle Hill 2154
* 北雪梨華人宣道會
59 Carlingford Rd., Carlingford 2121
* 山區宣道會
3/340 Pennant Hills Rd, Pennant Hills 2120
國語堂: # Pennant Hills Learning Centre
8 Warne St, Pennant Hills 2120
* 澳洲靈糧堂
8 Wall Ave, Asquith 2077
* 基督教雪梨華人信義會
56 Norfolk Rd, North Epping 2121
愛平台福基督教會
2 George St, Epping 2121
雪梨國語浸信會
Cnr Pennant Hills Rd & Alamein Ave.
Carlingford 2118
新頌教會山區華人堂
Cnr Norwest Blvd & Solent Cct
Baulkham Hills 2153
七彩基督教會
16 Lakeside Rd, Eastwood 2122
基督教彩虹福音教會
16 Shortland St, Telopea 2119
聖山台福基督教會
42 Hill Road, West Pennant Hills, 2175
Western Suburbs 雪梨西區
* 卡拉馬打聖公會
Cnr Cabramatta Rd & Cumberland St
Cabramatta 2166
* 霹靂鎮華人基督教會
3 George St, Blacktown 2148
* 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
51 Hawksbury Rd, Westmead 2145
* 聖公會格蘭維聖馬可堂
39 Jamieson St, Granville 2142
聖公會聖約翰中文堂
195 Church St, Parramatta 2150
聖公會聖多馬堂
3A Provincial St, Auburn 2144
* 崇真華人基督教會
111-115 Arundel Rd, Horsley Park 2164
西雪梨亞洲基督教會
Cnr Hill & Hughes Sts, Cabramatta 2166

長老會萬民堂
14 Hutchinson St, Granville 2142
宣道基督教會
296 Hamilton Road, Fairfield 2165
Inner West 雪梨西南區
*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90 Homebush Rd, Strathfield 2135
凱登園華語堂: 49A Boyle St
Croydon Park 2133
基督教百思道華人公理會
14 Enterprise Ave, Padstow 2211
奧本堂: 90A Auburn Rd, Auburn 2144
基督教Campsie華人公理會
# First Ave, Campsie 2194
*天恩華人長老會
36-40 James St, Lidcombe 2141
46-48 Belmore St, Burwood 2134
* 艾士菲華人浸信會
Cnr Holden & Norton Sts, Ashfield 2131
* 西南區華人浸信會
Cnr Leonard & Stanley Sts
Bankstown 2200
基督教Ashfield華人長老會
Cnr Knox St & Liverpool Rd, Ashfield 2131
* 救世軍華人堂 - 寶活隊
31 Wilga St, Burwood 2134
禮勤聖公會
1A Mark St, Lidcombe 2141
馬力圍華人聖公會
Cnr Marrickville & Petersham Roads
Marrickville 2204
金匙聖公會
26 Anglo Rd, Campsie 2194
睦鄰台福基督教會
17 Deane St, Burwood, 2134
豐盛生命教會
# 117 Liverpool Rd, Ashfield 2131
恩典福音教會
# Cnr Harold & Evaline Sts, Campsie 2194
艾士菲聖約翰聖公會
81 Alt St, Ashfield 2131
* 西南區華人基督教會
4 Morgan St, Kingsgrove, 2208
活泉基督教會
3/124-128 Beamish St, Campsie, 2194
基督教Campsie华人公理会国语堂
232 Burwood Road, Croydon Park 2133
Sydney South 雪梨南區
*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
1A Kensington St, Kogarah 2217

國語堂: Kogarah Community Centre,
Premier St, Kogarah 2217
分堂: Cnr Acton & Belmont Sts
Sutherland 2232
* 救世軍樂事圍華人堂
22 Bond St, Hurstville 2220
* 澳洲基督福音堂 - 分堂
18 Morts Rd, Mortdale 2223
* 比華利山華人浸信會
192 Stoney Creek Rd, Beverly Hills 2209
雪梨華語基督徒會堂
Cnr Penshurst St & Percival St
Penshurst 2222
聖公會華人堂
2 Carrington St, Penshurst 2222
基督教好士圍聖公會
Cnr The Avenue & Forest Rd, Hurstville 2220
聖保羅華人聖公會
57 Princes Hwy, Kogarah 2217
衛理公會救恩堂
17 Planthurst Rd, Carlton 2218
雪梨華人宣道會
40-42 George St, Rockdale 2216
南區華人恩典基督教會
1 Acton St, Sutherland 2232
澳亞基督教會
91 Queens Rd, Hurstville 2220
Outside Sydney 雪梨以外地區
* 金寶鎮華人基督教會
1/F 60-62 Oxford Road, Ingleburn 2565
沃戛沃戛佈道所W
Wagga Wagga, NSW 2650
Toowong Baptist Church
5 Jephson St, Toowong, QLD 4066
卫理公会福恩堂
5 Levington Road, Eight Mile Plain, QLD 4113
墨爾本華恩堂基督教會
2 Batman St, West Melbourne VIC 3003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基督教機構
神州福音協會(澳洲)Chinasoul(NSW)Limited
990 Victoria Rd, West Ryde, 2114
* 榮耀書局 Glory Bookstore
1/ 1-3 Belmore Street, Burwood, 2134
*澳洲聖經公會 Bible Society Australia
5 Byfield Street, Macquarie Park, 2113
在全世界傳揚神的話語
Spreading God’s Word throughout the world.

注:以上地址均為聚會地址。
加#號為非通訊地址。
加*號為雪梨華人基督教聯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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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傳播協會簡介

神州傳播協會成立於1999年。
2000年，以基督教立場探討中國五千年歷史的七集電視片《神州》
製作完成。
2003年，反映1949年以來中國教會發展史的四集紀錄片《十字
架——耶穌在中國》製作完成。此片已被譯成近20種文字，並被耶魯大
學選為“宗教與全球化”課程教材。
2005年，直接介紹耶穌的四集電視專題片《福音》製作完成。
2011年，反映海外中國人信仰歷程的九集電視紀錄片《彼岸》製作
完成。
在此期間，神州傳播協會還製作佈道培靈系列光盤75部，其中包括
馮秉誠《科學信仰人生》、《我們是神的見證》；遠志明《我為什麼信
耶穌》、《到耶穌這裡來》、《唯獨耶穌別無根基》、《這一生最美的
祝福》和《生命、家庭、傳福音》；張伯笠《活出豐盛的生命》等。並
出版遠志明福音專著《我為什麼信耶穌》。
作為迦南詩歌的海外代理，神州傳播協會發行了音樂CD《十字架的
愛》、卡拉OK《主啊我讚美你》和《迦南詩歌精選52首》樂譜。神州傳
播協會網站發佈了全部迦南詩歌1500多首的詞曲和演奏。
神州傳播協會的福音產品，一直向中國大陸十三億人免費提供。自
2010年，有2.5萬套、價值40多萬美元的福音產品送往大陸。這些產品被
複製傳播數以百萬計。

神州傳播協會

CHINA SOUL FOR CHRIS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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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P.O. Box 1600, Rohnert Park, CA 94927 USA
電話:1-707-585-9588
傳真:1-707-585-9581
網站:www.chinasoul.org 電郵:info@chinasoul.org

贊助商 SPONSORS

最新推出
遠志明講道光盤和著作

歡迎訂購
電話：1-707-585-9588 傳真：1-707-585-9581
上網：www.chinasoul.org 電郵：info@chinasou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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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最好的獻給神 用生命見證神 將榮耀歸給神
敬拜：小敏
獻唱：黃綺珊
劉冠霖
蔣麗萍
陳金鑫
徐池
見證：鄧萃雯
張軍
信息：遠志明
演奏：林美婓
黃濱
合唱：雪梨迦南聖樂團
樂隊：迦南聖樂團電聲樂隊
編配：徐璜
指揮：楊永康
顧問：黃安倫

籌委會主席：黃偉華
會務總監：蔡宏基
音樂顧問：黃安倫
顧問：黃彼得、朱光華
馮約瑟、謝友德
梁定仁、呂家聲
羅勵鵬、梁錦洪
李九、鄭智斌
陳文禮、劉孟萍

禱告組： 鄭智斌
財務組： 王德
票務組： 姚正魁
音樂組： 楊永康
影音組： 談譜春
場務組： 何銳明
接待組： 張雅琪
跟進組： 鄭鷗
宣傳組： 宋天祥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 凡我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