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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回首过往的时光，主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祂

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何其感恩！我们数算神给我们美好的祝福，愿弟

兄姐妹和朋友们一同看到神的奇妙作为，将颂赞荣耀都归给神！ 

  

("")*+,- 

——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

居所。（诗 43:3） 

我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用生命的见证和不断的祷告来影响

我们的生命；“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是她常年的祷告。

因家中接待聚会，我们小时也算是耳濡目染，但大部分还是“凑个热

闹”的感觉，对神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和经历。因着她不断的祷告和神

的恩典，在上大学时我终于受洗归入基督。进入婚姻后，神把对儿童

的负担加给我，我似乎对那些主日来“凑热闹”的小朋友们特别能感

同身受，真是期盼他们能比我能更早认识神，在这白驹过隙的人生

中，不枉费那美好的年少时光。我先生一直经营家族企业，结婚几年

后，因着家族亲人间委托担保出现的问题，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到

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是继续经营，忍受尔虞我诈？还是选择重新开

始？在祷告中经历了黑暗的一段时间，神似乎也没有给我们打开另一

扇窗。父母也一直为我们祷告，求神带领我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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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父亲的朋友提议让我们家移民，父母都很赞同，但我们从没有

移民的想法，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为了寻求明白神的带领，我们

2019年第一次去到墨尔本，就在快回国的前两天，在祷告中求神给我

们一个印证，结果得到神的回复：明天你就看到了！第二天是主日，

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主动带我们去到一个教会，参加了主日的敬拜，

第一次遇见了骆牧师和飞珊师母，在他们的祝福祷告中，我们感受到

他们身上基督的香气；后面还参加了小组的见证会，让我们在迷茫中

看到了曙光和方向。虽然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和一群不认识的弟

兄姐妹，但我们就像拿到了爱的凭据，愿意把人生的方向盘交托在主

的手里。 

我们递交完申请后，特别顺利的交接了生意，随后国内疫情就爆发

了，若不是神的引导和保守，停工和封城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真不

敢想象！疫情爆发后的新年，竟然是我们和家人一起过的最平安喜乐

的新年，感谢神带领我们的道路。 

  

.""/0+12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却曾应许生活有

力，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勋，危难有赖。”2020年十月份在签证下来

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仍然继续等待了一年，相信神必给我们预

备合适的时间。当时直飞的单张机票价格以万元起，然而我们买到全

家四人机票总共才万元，我们都惊叹于神的恩典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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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的影响，航班也常取消或延期，所以我们所有的住宿行程

都没有提前预定，真是踏上一趟完全未知的旅程啊！然而，就凭着信

神必预备，这一点点的信心，神就给我们大大的祝福！在候机厅确认

起飞时间后，我们在 app上花了几分钟就订到了一个合适的公寓，但

只能定 2 周的时间；在换乘下一趟航班的短短时间里，又收到父亲的

短信留言：之前带我们去教会的那个朋友要搬家，所以房子要出租

（十天后可以入住）；他的邻居有辆新车要转卖，问我们有没有意

向；我们感觉就像被神一个个的恩典大礼包给砸晕了，我们就在这样

什么都没准备的情况下，神为我们预备好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现在我们住的地方，遇见的同伴，竟然都是神在两年前就已经预备

的，正如祷告中神回应的：明天你就看到了！虽然当时我们并不知

道，但现在都明白了！主啊，感谢你的带领！ 

  

3""45678 

我们在神的祝福下，登陆十多天内就安顿好了一切，没想到神还给

我们预备了一份“大礼包，这安排真是太美好了！神藉着他可爱的牧

者，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大餐。除了主日敬拜和周六的晨修，骆牧师

还邀请我们参加了一期门徒造就的课程，在课程里解开了一些过去在

读圣经过程中的困惑不解的地方，还有特别有压力又难懂的经文，有

时真是被辖制而不自知；特别感谢神，藉着骆牧师让我们更深的体会

到基督的爱和为父为母的牧者心肠，以深入浅出的比喻和讲解，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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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多年生命中的亮光和异象分享给我们，带领我们以属天的身份看

基督走过的道路，给我们效法主耶稣的动力和盼望！这白白领受的生

命恩惠，真是新年伊始最美好的礼物！ 

新的一年，疫情的阴影虽未散去，生活工作都将面临全新的挑战，

但神是我们的诗歌盾牌，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愿主也继续更新

我们，使我们在知行团契“知/行/传”的异像里，活出基督的香气，

和弟兄姐妹一同追求那充满盼望的丰盛人生！亲爱的朋友们，也祝愿

你们停下辛苦忙碌的脚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

他的人有福了！（诗 3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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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弟兄邀请我参加周六早上的弟兄团契，我因为周六要上班，

就心安理得地婉拒了。当时心里还暗暗庆幸，可以不用每周六早起

了。 去年知行团契成立不久后，张涛就经常打电话来鼓励我参加知行

团契的晨修，最初我也是一直婉拒，理由是晨修时间跟上班时间冲突

了。张涛依然每周打电话鼓励我参加，牧师也时不时发微信邀请我参

加晨修。实在抹不下面子了，我就应付他们说，等到周六安排得开，

我试试。到时间了，张涛就打电话来提醒我上线了，我就上线但潜水

不发言。 牧师时不时也点名提问我，我因为没有做准备，也没有认真

听，就尽量不开声。次数多 了，我又觉得不好意思，就开始花些心思

提前预习一下，一边做工一边听着大家的分享， 时不时也主动分享一

下。没曾想牧师点名向我提问的次数就多起来了，我不得不多花点功

夫做好预备，以免尴尬。不知觉中，竟然觉得晨修有点意思，尤其是

碰到有人分享引起共鸣时，激发了我认真读圣经的兴趣。 

 

有一天，张涛跟我沟通说，能否帮忙配合一下牧师，挖掘一些问题，

让大家来一起思考、 分享。我当时想，这个简单呀，提出问题，让别

人去回答。试过几周后，发现好像不是那 么容易了。提出的问题如果

跟研讨的中心不一致的话，容易跑题；光提问题，没有引导， 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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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回答的人摸不着方向；没有适当的参考经文，无法引起大家的共

鸣和兴趣。这就让我不得不更加努力地提前做预习准备工作，也更多

地去认真思考和咀嚼圣经中的话语，每周跟提前跟牧师电话请教、交

流自己的想法和看见。 学习、思考、交流得越多， 看见也就越来越

多了，从中受到的启发也越来越多，我开始喜欢上了查经。  

."""$<="D"EF+GH 

又过了一段时间，牧师和张涛开始鼓励我辅助牧师带领晨修。我的第

一反应是自己没有准备好，时间上也不允许，因此感觉到左右为难。

牧师就鼓励我先不用急着答复，先祷告， 等有感动了再答复。 我

想，即便祷告，神也不会叫我停工来准备晨修的。我就祷告说， 神

啊，你看我每周六早上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带领晨修呢，求你找到合

适的人选帮助牧师。祷告后，我心里就感到特别地平安，不再有压

力，全然交托出去了的感觉。 没曾想，墨尔本很快就迎来了第六次封

城，周六不得不关门歇业。就这样，我开始尝试着配合 牧师带领晨

修。 这样运作一段时间后，牧师和张涛又继续鼓励由我来主导带领的

工作，他来把握现场的方向和解惑。我又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

马上就要解封了，我担心太太不会同意我周六不上班而参与晨修。而

且开始有不少客户抱怨我们周六不开门，也担心会影响到生意。牧师

就继续鼓励我先祷告，等有感动了再答复。等我把想法告诉太太时，

她居然答复我说， 她不反对。那一刻，我再次感觉到主的神奇力量，

居然会感动我的太太支持我参与晨修。 那一刻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感动

是无法言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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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修过程中，有弟兄姐妹反馈说，我们的查经带领让大家可以应用到

自己的生活和日常行为中，每次都有共鸣，有很多想分享的。这种反

馈也大大地鼓励了我，让我更多地从应用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学习和分

享圣经。  

 

总结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1. 如果不是张涛弟兄和牧师的不断鼓励，我几乎不可能参与到晨修

中来，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得着。因此我们也要做鼓励他人和传福

音给他人的那位，让神得荣耀；  

2. 当自己无法作出正确抉择时，要常常祷告，让圣灵来感动和带领

自己作出正确的判 断和选择；  

3. 神的话语不光要通过查经来学习，也要通过实际的行动来进行见

证，让自己和大家 得更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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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平安喜樂的踏入 2022年，真是要為 2021年感恩！過去一年新

冠疫情肆虐全球，日常生活及群體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作為基

督徒的我，總是在學習凡事謝恩，不要在遇到困難或不如己意的事情

時給魔鬼留地步。感謝主！在嚴峻的疫情下，神保守我和家人平安渡

過 2021。小女兒在醫院工作，每天穿梭在高危的環境中與病人密切接

觸，感謝主在保護她的同時，更賜她在工作上獲得滿足。一家人平安

是福，當將一切榮耀頌讚歸予我們的天父！ 

."IJK,L+M 

其次是感謝神在疫情大流行其間的安排，在教會實體活動停滯的時

候，神感動駱牧師每天早上開展綫上晨修組群，經過半年多在綫上學

習真理，神更讓弟兄姊妹們彼此認識，加深了解。其後，神使用駱牧

師和張濤弟兄建立「知行團契」，我和 Alice被神感動，一同説聲

「阿們」便加入「知行團契」這個大家庭。感謝主帶領我們走進新的

階段，與弟兄姊妹們同作主工。我和 Alice感謝神在 2021年的帶領，

為我們預備這個大家庭。感謝主！我們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予我們的

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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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和 Alice及 Jana 的永居簽證，經過漫長及艱辛的處理程序，

現已經進入決定性的階段，需要不住的禱告及眾弟兄姊妹們的代禱支

持，我和 Alice每天都在期待移民局傳來的好消息，一天又一天的等

待，每天都在盼望，每天都在等候，那種心情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感謝主，在整個漫長的等候過程中，神所賜出人意料的平安充滿了我

和一家人，從未因為等候和困難而憂傷及失望，總是得到神的話語而

堅固站立，更要感謝主賜給我們一眾弟兄姊妹、牧師和師母，與我們

同心合意禱告，共同參與這場屬靈爭戰。我和家人深深感受到弟兄姊

妹們的愛，非筆墨所能形容。感謝神賜給我和家人的平靜安穩！神的

恩典夠我用，以馬內利神同在！再將榮耀頌讚歸給我們的天父！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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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三月起，我在工作中经历了许多困难。我的工作得不到我主管

的认可。一开始我以积极的态度，配合上司的一些指令，就相当于在

正常的工作下又增加了许多额外工作量。这样的状态持续到七月份左

右。主管的态度 没有改变。这个过程使我陷入了近九个多月的黑暗

中.羞愧，惧怕，不安，愤怒， 失落。我的睡眠和 情绪大受影响。 

 

一夜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 （诗篇 30：5）。 虽然在写这一篇见证

时，我还没有完全走出这段黑暗。我愿意分享这一段经历能够来荣耀

神，也坚强自己的信心。这一段历程，全靠神的恩典保守。也全靠着

祂的 瑞玛 （Rhema）。 

."^WXY_`Da+bc 

我一直认为是职场精英，所以当我的工作成果受到责难的时候，最早

的反应是羞愧不已，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这一段的经历，使我开始

思考我的人生价值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神 要除去我心中的偶像。第一场的属灵战争就是 在这一点上展开

的，我里面原来的那一点因专业带来的成就感，神慢慢通过这样的环

境要拿走。所有不属于祂的，祂都要剪去。我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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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意。所以， 尽管有疑惑， 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但是我知道 

我的安全感和价值感， 不应该建立在工作的成就上。 

3"^WXY_"de^fghi"j"kI_"lI_"`I 

当情绪受干扰无法平静的时候，感谢神，他吸引我， 使我非常渴慕他

的话语。这一年诗篇伴随着我每天醒来。圣灵通过大卫的经历， 向我

说话。我开始进入了大卫 的属灵经历。他 在旷野中流连失所，平白

无故被扫罗追杀了 14 年左右的。大卫许多诗篇是在无数次险些落入

敌手之时写下的。我发现这些诗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王毫不隐

瞒他的内心深处的痛苦，他的惧怕，孤独，绝望，无奈等，但是每一

次，他都仰望神，宣告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赞美。 他每一次都

选择用信心来宣告，神是他的磐石，山寨、盾牌，是他喜乐盼望的源

泉。感谢神，这些诗篇中大卫所经历的，也向我的灵说话，成为了我

每天的提醒。 

kI 

每当我自己因思虑汹涌而无法入睡的时候，我也像大卫一样地问，我

的心哪、你为什么在我里面愁烦？ 

问上帝，是警醒保守心，是划分一个界限的时候。让自己明白什么是

自己的情绪里发出的声音。圣经中“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

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

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 5：7-8）。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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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们， 他明白他的儿女们忧虑的时候， 就是给魔鬼留机会的时

候。 所以忧虑来临的时候，特别需要警醒， 保守自己。 

有时， 问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无人之处。我用日记的方式反思我

的思虑。 做一个分别的工作， 然后祷告， 让自己安稳在主的不放手

的爱中。这样的争战是天天要打的。 

 

lI 

在纷乱的思绪中，我们要去听的大牧者的声音。他的声音，才是给与

生命的声音。 是爱的坚固。我们才有新生命。才在他里面复活过来。 

 

在过去的一年中从读诗篇中得到新的感受，听圣歌，敬拜赞美神、思

念天上的事情。成为我每 

天的灵粮。常听的几首歌，特别鼓励到我： 

1. 如鹰展翅上腾： 脱去一切的缠累，求神恢复自己荣耀圣洁的形

象，等候神加力量，迎接新的挑战； 

2. 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仇敌不仅是外在的环境，他要夺走我对神

的赞美，也是里面各种肉体软弱而产生的情绪。如果放任这些情

绪，我们就不再在基督的磐石上建造生命。 

3. 还有一些古典的赞美歌曲。我心灵得安宁- It’s well with my 

soul. 有福的确据（ Blessed assurance; 唯在基督里（In 

Christ alone） 

这一些赞美歌，是历代基督徒的生命见证，这些歌带着圣灵恩膏来向

我说话。真实的信靠,带来真实的安稳。虽然九个月中， 环境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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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我也意识到我几乎跌倒，但是靠着每时每刻的抓住神的话语，

我最后能够得力安稳在主的话语中。 

`I 

选择看什么，也是属灵争战之一。特别 当环境中黑云密布的时候。是

要看神的供应！要操练感恩！ 

在每天的散步，看每日清晨的阳光，听动人鸟语，看花开的美丽。看

蓝天白云的纯净。让自己的心凭信心进入神的创造。 这不容易， 但

是这些就是争战， 争战是要花功夫的。都是我们操练不忘记神恩典的

时候。 

更深理解了以赞美进入他的院的奇妙 （诗篇 100：4）。。。 

m"nopG1 

神明白我们里面的渴望，我们和主同行， 就是放下重担， 脱去一切

缠累， 求神回复他造我们 

的荣美形象的过程。在风浪中， 单单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大能宝座，等

候他的必从新得力 （从新生命中得力）。 

风雨中，主的保守更加真实。我周围不乏因为工作的压力陷入了深度

的忧虑的真实例子。 我感谢主，在这一年的风云密布的时候，我虽近

乎失去内心的平安 （burnout），但是靠着主的话语和真实的属灵争

战，我学习到我里面的喜乐和安全感必须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已

经成就的奇妙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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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非常感谢在知行团契的第一年，感受到了 弟兄姊妹真实的爱。感

谢你们的祷告！ 相信神必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他的工作！ 

我在写下见证的第一稿后， 我有一种感动， 神要带领我进入突破。 

过了 2 周，我得到了另外一份合意的工作。我明白神让我把安息放在

他上面， 我也相信， 在将来的工作中， 也是依靠他而站立得稳！在

世界上做他的盐和光。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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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21年在基督里的长进，我想就是有这份幸运，能够与这么多有

追求的弟兄姐妹建立了知行团契生命得造就。 

 

回想我们刚到澳洲之时，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在各种压力、在阴郁的情

绪中反反复复。感恩神，也感谢牧师，特别在疫情封城期间，他兴起

了每日灵修，渐渐使我们心得着释放。 

 

人都爱看神迹，可神迹在哪儿呢？——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向耶稣

要神迹，耶稣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

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

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是的，神迹就在上帝兴起的

环境中，是偶然背后的必然，是必然背后的“爱”的使然！——有多

少次的软弱颓丧，就遇见多少次美好的“恰好”：弟兄一个接一个的

来店里探望、姊妹明里暗中的关怀、背后的祷告与支撑、物质上的给

予和照顾，一个个都是可爱的天使显现，一颗颗都是爱的行星环绕！ 

 

弟兄姐妹诚实无伪的爱心，践行主爱的命令，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上帝

的奇妙慈爱与真实！无法不被这样的爱感动，更无法不将这样的爱传

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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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新春的两周中，牧师特别为国内肢体开设了‘效法基督的门

徒培训’课程，我们也参与其中，真的非常感恩，也打开了我们灵里

的看见，特别看到国内家人在真理上的渴慕和各样生活中的艰难与不

易。在课程结束后反馈到心被释放与打开，让我与张涛弟兄很受感

动，看到主的福音何等伟大，人人都需要被救赎，也立志愿将余生为

主摆上，为主福音拯救的大能去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新的一年、在新的挑战中、更在主的心意更新中，愿主使我们更谦

卑，向更多弟兄姐妹学习，共同效法基督美好的生命，更多得胜老

我，行出主所赋予我们的价值，活出更多生命能量的见证荣耀主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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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这个孩子来之不易,是神赐给我们的最美好礼物。在我的认知

里,既然他是神给我们的礼物,那就是我们的,我们肯定是会好好爱惜

他,把最好的给他,把他抚养长大。在我儿子出生后的五六年里,我内心

深处一直这样认为:“我是他妈妈,他是我的,我所做的都是为他好,他

得听我的!”在他幼小时,自我意识还没有那么强烈,我们的关系还是很

融洽的。我也一直以为我的认知是没有错的。 

 

在他五岁半的时候,我们全家移民到澳洲,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踏足过的

国家,就直接迁移过来了。这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和性格正在慢慢形

成,经历这么一个大的环境改变,不管对他还是对我们夫妻两个,都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由于语言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不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

会出现各种难题和意外,这是每一个新移民的必经阶段。当我发现,作

为学习了二十多年英文的成人,竟然没有一个连 26 个英文字母都没有

认全的小朋友融入得更快的时候,我是既震惊又为他感到骄傲的。与此

同时,我也发现“他的脾气渐长”这个问题开始深深的缠绕着我。这边

的老师都很尊重每个小孩的看法和观点,在学校老师和孩子的相处方式

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回到家里,虽然我不像很多虎妈那样,对孩子有

这样或者那样的要求,但是在我根深蒂固的思想里,经常会站在一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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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来和他相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 

12:34)这就导致我日常和孩子沟通的言语上,没有“尊重”,只有“我

是为你好的”教导。经常因为我的教导开始,和孩子的冲突也就开始

了。孩子不听从的时候,我也掩盖不了自己的怒气,反而说出更多尖锐

的话语来。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错的地方,这就让我和孩

子的关系陷入了一个不良的循环里。 

."ç+1é":è9+R} 

感谢神,让我们一来到澳洲就找到教会,并没有离开,而且比以前在国内

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主的话语。 在一次小组学习中,有姐妹提

到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篇 127:3),他们只是主交给我们托

管的产业,不是我们私有的。如果我们连主赐给我们的产业都没有照顾

好的话,是对主极大的亏欠。这个提醒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是啊!我们该

怎么样管理好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呢?其实圣经里一直都有告诉

我们该怎么做： 

 

歌罗西书 3:21—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以弗所书 6:4—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

警戒养育他们。 

提摩太前书 3:4—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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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认识到我以前和儿子的相处方式是错得不能再错的,我是把他当

作我的私产,因为我是“为他好”,怎么对待他都是对的。这个“为他

好”并没有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和尊重他的角度来处理。我开始反省

自己平时和孩子谈话,聊天的语气和方式,常常提醒自己“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

所书 4:29)如果和他的谈话他听不进去的时候,我学会让自己及时闭

嘴,因为生气的时候说出来的话语通常都不是那么好听的,也容易惹他

的气。我先生比我温柔,他常常会提醒我言语或者方式有不当的地方。

在这以前,我都是对他的提醒嗤之以鼻的。感谢主,祂又通过另一个姐

妹的口来提醒我。我开始学习操练接受先生的提醒,也学会了把对孩子

的教导和神祷告/交托。 慢慢的我发现,虽然很多时候,我和他说的事

情他不一定马上去做,但是他过后是有改变或者有行动的。而且,我们

的关系也更亲密了。当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难免不了有摩擦,我们仰

望神,倚靠神,这些摩擦会很快消失,不会造成损伤。我们的生活和生

命,因为有主的同在,都发生了令人惊喜的改变。现在,我还在学习,怎

么做一个好妈妈,希望能不辜负神的托付,更多的为主作荣耀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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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段时间或某种环境，经常会让人产生某种无形的恐惧和担忧，而

这种担忧往往会成为现实，有一部分也许是我们人为的造成，但有一

部分也许是我们过分的担忧所致，也是一种疑惑让内心失去了信心和

自信导致失衡，一旦失去了信心使人心慌心乱，恐惧所导致的结果就

必然发生成为现实，这也许就是我以前所领受写的，有些灾难其实是

因自己混乱或不该有的意念所“求来的”，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

心，就可能是什么样的生活，一颗阳光 正义 喜乐 富有仁爱没有恐惧

之心的正念就尤为重要，因为人所想的就会成为人所求的，我们的内

心生活完全可以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这也就是说我们所求的真的

会成为现实！ 

 

怎样排除我们心中这无形的恐惧呢？就是信，相信有一位无所不能 无

处不在又满有慈爱的天父，祂不会弃我们而不顾、任邪灵魔鬼来吞噬

我们的心灵而对我们的身体 生活造成伤害，祂会随时保护我们，阻止

那些无形却藏在我们内心的 邪灵魔鬼所制造的恐惧担忧的生成，为我

们排忧解难，平息我们心中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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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因为恐惧担忧差点丢了生命，四年前，我刚做好这辆车子的时

候，一直在心里有一份恐惧，就是担忧我迟早要因这辆车子重摔一

次，因为心里总想着自己做的，无论从技术和经验 车子的结构都不能

给予自己足够的安全感，总要因为自己的不足而造成后果付出代价，

果不其然，我执着的意念为我求来了祸端，在一处平地上，我因躲前

方一个玩耍孩子，一轮子碾在一块砖头上而造成侧翻，不到三分钟，

身上多出伤口已经血流满地，孩子的奶奶见状赶紧大喊，呼来了数十

人才将我同车子一起扶起，简单的做了止血，随后做了治疗。当时被

扶起的第一感触是 我还活着，孩子的奶奶不停的责怪着孩子，我说：

不要怪孩子了，我这不还能说话吗！这是我的劫，我早就知道，也可

以说我就在等这一天，摔过之后我心里到感觉踏实，因为按我的估计

和想法我不知道这一摔我还能否起来，其实我是未知的，这下我放心

了，所以我没有抱怨，反而欣慰了，因为我活下来了！ 

 

此后，在（@仁爱）弟兄姊妹的帮助下，对车子做了进一步的改装，为

自己也积累了经验，更在心里也树立了信心，一次惨痛的代价让自己

不在急躁，不张狂，更稳重，不恐惧，更能平静的预判做出一个稳妥

的路线和速度， 

 

我没有因此一摔而退缩胆怯，反而信心倍增，没有了恐惧反而操作娴

熟，我去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去过陡峭险峻的山坡，也许事后都有些

后怕，但当时的我是平静的，是信心十足的，是充满平安的，因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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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安喜乐的我已经见证了神的荣耀，谦卑 平静 智慧 信心，更是平

安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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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经意的问题又让我陷入了凌晨的沉思当中，为什么认识你这么

久没见你伤心抱怨过，没见你心情低落悲观向人诉过苦呢？为什么你

总是阳光喜乐没有负面情绪呢？ 

 

我针对这些问题也问了自己，是什么原因让我忘记了过去，忘记了伤

痛，真的是我从来就没有经历痛苦吗？难道过去那些亲人接二连三的

离世，疾病所给自己造成的身心痛苦只是一个假象吗？当然不是，这

些都是真实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过来的，但为什么明明经历了伤

痛，却看不到一点伤痕！是因为愈合的完整？是谁拥有这样的医术，

让一个经历了及大创伤的心灵却没有一丝抱怨的伤痕，是什么，我真

不知道这除了神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谁又配得如此的荣耀！ 

 

对，是祂！是祂让我忘记了过去，抹平了伤口，给了我依靠，给了我

平安！是祂在母腹中就拣选了我，在生活中磨练了我，在受伤的时候

治愈了我，在需要的时候给予了我，是祂用爱为我疗伤，用爱来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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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来滋润我的心田，用爱将我曾经被打磨的痕迹抛光，直到祂看为

可使用 合心意的器具，成为可荣耀祂，可彰显祂奇异般技能双手的时

候！ 

 

亲爱的主啊！这便是我喜乐的源头，被治愈的双手，是我存在的价值

和理由！是圣灵存在的见证，是你十字架舍命为我们换来的重生！ 

 

在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删除键，有一个筛选键，我会删除掉痛苦的经历

和记忆，我会筛选掉没有意义价值的信息，因为不删除掉痛苦 快乐就

无处容身，不筛选过滤、随时清理大脑的垃圾，我们的大脑也会因为

垃圾病毒而运算不畅死机！ 

 

如果我们连自己都无法使别人相信，我们又有何颜面使他人因我们而

相信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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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团契》这个名字诞生于新冠疫情最严重的 2020年。当政府宣布

封城后，我们连续六个月在 ZOOM上进行晨修，没有一天停止过。 逐

字细读《彼得前后书》、《雅各书》、登山宝训（马太福音 5-7

章），我和张涛弟兄都得到圣灵的光照，深深体会到耶稣的心：他来

是帮助我们遵行诫命，哪怕是再小的一条诫命。知道了，就去行出

来，行出来再去教别人也去行。我们都有一个看见：教会的主要任务

是培养人去效法基督。基督作为律法的总纲，我们效法基督就是活出

律法的全部，认识基督一点，就效法一点。。。。有了这个看见，主

带领我放下服侍十三年的地方教会。短暂休息两周后，我们和张涛夫

妇一起，在 2021年三月底创立了知行团契！  

."G1a+Æõ"

一转眼，知行团契就一周年了。我很感恩，主特别地惠顾我们这个小

小的团契。一年来，由于频繁封城，线下聚会的次数屈指可数，绝大

部分时间是在网上进行的。感谢张涛夫妇打开自己的家，让我们一有

机会就可以线下一起敬拜主。 

这一年来，大家在主里的话语中，在彼此相爱中成长；我们的同工合

一喜乐，在圣灵的带领下侍奉的果效十分明显： 

（1） 张涛弟兄带领下的知行领袖团队， 彼此配搭，行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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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话语事工在短短时间内整理出《马可福音默想》、《如何建

设天国》等，作为属灵资源可以更好传播。 

（3） 张怡姊妹带领我们敬拜赞美，精心预备每个主日的歌曲，配

合证道。 团队也因久源弟兄加入而壮大。 

（4） 邹明能弟兄逐渐由不参与， 到参与， 到主领周六晨修，他

的成长见证了神的道吸引人来追求他。也得到大家得好评。我

也愿主兴起更多的人参与带领。 

（5） 单亮弟兄 在一开始就负责我们的影音系统，精心尽力， 使

这些系统一直稳定运作。对我们网上的服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我们的官网也建立起来，最近的内容不住丰富起来。 

（6） 月祷告会在蓝文华，曾雪仪和王飞珊姊妹带领下已经启动。 

（7） 去年冬天，在少有的一个可以集体聚会的时间段，在乔姊妹

的家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退修会 （感谢乔姊妹!）。弟兄姊妹

和睦相聚，大家品赏马铭弟兄的香喷喷的烧烤，见证， 交

流，主的爱自由流淌，那个温馨回忆仿佛昨日。有弟兄姊妹形

容知行团契像一个“家”，这道出基督的心，他渴望他的门徒

彼此相爱，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8） 知行团契的会友们 蒙神的感动，积极地奉献，从经济上支

持知行团契的事工。使得我们知行团契在经济上运作是畅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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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一年，是我们知而行，行而知的一年，知而传福音的一年。知

行团契充分运用网络这个平台，传播神的话语。我们在邓姊妹的帮助

下，建立起《知行晨修网》这个微信公众号，一年来我们发表了 200

多篇灵修作品，也感激乔姊妹的声情并茂的配音，使这些作品的可读

性有显著提高。 

虽然受到众所周知的限制，我们后期的文章常常被封，但是我们的公

众号订阅人数不住攀升，接近 9百人。最为可喜的是，通过人传人，

绝大部分的订阅者来自于大陆。也通过公众号，不少读者访问我们周

日聚会的 ZOOM 号，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周日讲道后进行互动讨论，更

是让国内外肢体有机会倾心交流，为所有人带来不小的益处。他们也

有人参加我们周六晨修，当我们上午 7.30半早起参加晨修，国内的肢

体是在凌晨 4.30 参加我们晨修的！这是感人的，也是让神喜悦的美

事。例如，吴姊妹就是其中一位，她带来的服事残疾人的故事一直在

鼓励我们，而那位残疾人发表的文字也给我们带来鼓励。 

 

我们也利用 ZOOM的便利，在周六、周日之外开办工作坊。例如，春节

期间，我们开办的《效法基督做门徒》的系列讲座受到国内肢体的强

烈反馈。我们知行团契的属灵资源可以有效地传出去，可以使更多人

也明白做门徒就是效法基督，做到知行传三合一！ 

疫情接近尾声，我们很快会找到一个固定的聚会点，敬拜的时间和方

式都会有所调整。但是我相信知行团契的属灵基因：“知而行，行而

传”已经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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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的天国异象，把福音传遍普天下。 有了网络，有了“家”一

样的团契，福音不仅滋润基督在当地的身体，也祝福在全世界属于他

的基督身体，不仅包括已经得救的，也包括将要得救进入神国的人。 

我的祈求就是在这个伟大的思想格局中，我们人人都体会到在神的恩

典的感动下，靠圣灵带领，敢于走新路子！更深地认识基督，爱上基

督，效法基督，并且乐于、善于传扬基督，一举扭转常见的教会内卷

化的弊端，形成开放活泼、成长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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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
https://www.zingfellowship.org.au
也可以扫描以下二维码登入网站

新冠大流行期间，蒙神 我 异象。 我 在新的信息 代，
能够把知，行， 全面地实 出 ， 辟出一种新的知行平
衡的敬拜模式。

我 在2021年4月 始了知行团契， 仿佛一粒种子种到地里，
我 相信按照基督的教 ，我 样做的 候，它可以成长成
一棵参天大 。能够 多 多的人成 知行 合一的健康
的基督徒。 

我 是一群 主耶 基督的人。

我 愿意效法他，投身到自己的生命见 和其它的方方面面。
并且把福音 周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