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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天賜牧師夫婦一生蒙神恩寵的見證   【转换成简体版】 

 

我叫賴天賜，在我的一生中，曾經經歷過五次生命危險，都是神救了我，在這五次驚險中都

有一些神蹟，我想說一說，神在這五次生命危險中是怎麼救我的，同時也談一談在我近 80年

的生命裡，神是如何與我同在的。 

第一次驚險是我在台肥六廠時發生的，這家廠是美國與台肥公司合作的，由美國人管理。

1958年，它正在試車，還沒有正式開工，我那時剛剛高中畢業，就去那裡上班，每個月大約

800台幣，這是挺不錯的工作。 

事情發生的時候，正值農曆過年期間，我為了多賺點錢，選擇不回家，留廠加班，因為加班

一天是平時三天的工資。 

生產肥料的流程中，需要從空氣中分離氫氣去生產氨氣和尿素，氫氣分離後要在冷卻塔中冷

卻，冷卻塔的鐵壁非常厚，因為冷卻塔有安全閥，壓力過大就自動噴出來減壓，因此從設計

考慮是非常安全的。我平時都坐在氫氣冷卻塔的旁邊，因為過年期間不是很忙，就在那裡和

工友們聊聊天。 

但是那一天我卻沒有坐在冷卻塔旁，而是去了隔壁的壓縮機房。就在這時，冷卻塔的安全閥

出了問題，壓力過大沒法減壓，工廠發生了大爆炸。爆炸強度非常大，連辦公室的天花和玻

璃全都碎裂了，那時我在壓縮機房，突然聽見“嘭”的一聲巨響，壓縮機房的碎玻璃飛向我的

臉，頓時我滿臉是血，我以為是世界末日，遭到原子彈攻擊。 

我整個人受到驚嚇，拚命朝醫務所跑，到了醫務所醫生檢查了我之後說，你只是受了一些皮

外傷，沒有生命危險。 

後來我去看爆炸現場，只見一片狼藉不堪，粗大的工字鋼都被炸斷了，附近的許多鐵件和機

器設備都炸碎了，如果我像平時那樣坐在冷卻塔旁邊，那我肯定沒命了。 

但是那天非常奇怪，我去了壓縮機房找朋友聊天，使我躲過了生死一劫。這時候我已經信

主，我覺得沒有神的看顧，我是不會有這麼幸運的。因為神在我的生命中有使命，我在 19歲

時看到過兩個異像，一個是到美國傳福音，一個是到亞洲傳福音，這兩項使命還沒有開始完

成，我的時候還沒有到，神不會讓我離開這世界的。 

在台肥六廠出了這件事之後，我得了嚴重失眠，就不太想在那裡工作了。當時我認識頭份的

一位芬蘭宣教士，他每個月有 300美元的費用，但又要租教堂，又要維持自己的生活，費用

非常緊張，沒有錢去請同工。恰好在這時，芬蘭有一位職業婦女，願意每個月出 20元資助宣

教士，讓他在頭份請同工。 

當時 20美元正相當於 800台幣，於是這位宣教士就給我寫了封信，問我願不願意去，而我當

時因為不想在台肥六廠工作，也寫了一封限時專遞的信給他，當這兩封信還在空中交叉傳遞

時，我已經急不可耐去頭份找他，他見了我問道：你收到我的信了？我說沒有啊，我不知道

啊，我給你也寄了封信。於是我們倆人把情況都說了，神就是那麼奇妙，他在我們倆人心裡

做工，我就到頭份做了傳道人。 

我在頭份做了九個月的傳道之後，感覺到有些壓力，因為我當時要出去探訪和宣教，想找芬

蘭宣教士和我一起去，但他跟我說，那是我的工作，應該我自己一個人去，我當時心裡有些

不願意，我覺得你是宣教士，宣教也是你的工作呀。如果我一個年輕人去叩門，膽子不夠

壯，資歷不夠深，很難做出成績，還不如不幹。 

另外一個外在原因是，當時我的很多同學都進了大學，而我又不比他們差，卻在做宣教士，

我還是想去讀大學，不想現在這麼年輕就做傳道人。 

當時芬蘭宣教師勸我，但我是個年輕人，血氣方剛，一不高興就離開了。芬蘭宣教士夫婦對

我非常好，讓我和他們一起吃住，把我當他們的兒子，所以我決意離開的時候，他們非常不

捨，流了很多眼淚，但我當時心很硬，我還是決意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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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到新城東南鹼業公司上班，我立刻又患上了嚴重的失眠，有時上班都不能專心，導致出

事故讓公司損失了不少錢，但公司也沒有為難我。 

我生命中的第二次遇險，是有一天晚上，我要去新城水泥廠的福利社買東西，當時傾盆大

雨，我就穿著雨衣，把頭包得嚴嚴實實的，在路上一直低頭往前衝，我根本沒有注意看兩邊

是否有火車。當我剛剛跑過火車道，火車就“嗡”的一聲巨響從我身後擦過，前後就差了不到

一秒鐘，我被嚇出一身冷汗，我也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如此僥倖，我相信是神又救了我，原來

神一直在眷顧我。 

就在我人生非常煩躁的時候，我當兵的通知到了，在當兵的兩年期間，神也非常恩待我，我

在新兵訓練兩個月完之後，就讓我去兵工廠上下班，晚上也可以出營，禮拜天可以去做禮

拜。這時候我的屬靈方面又開始復興，我又開始正常去教會追求。 

兩年兵役結束後，我想我必須考大學。但在考大學之前，我先到新北投的一家新加坡的華僑

投資的制瓶公司工作，有一天我去郵局寄信，碰到胡春櫻，她剛好在讀神學，暑假在孤兒院

幫忙帶小朋友，我以前在教會注意到她，但每次看到她聚會一結束就匆匆離去，以為她不愛

主。在這一天郵局相遇後，我通過交談，知道她比我更愛主，所以就恢復接觸了，這使得我

的靈性更加提升，朦朧的愛情力量，促進我更加發奮向神。 

因為我有呼召要侍奉神，我想如果能和春櫻這樣既美麗又聰慧，也一心向主的女性在一起，

那該有多好啊。對一個未來的傳道人來說，找到一個好配偶，將來能幫助我侍奉，那是一件

美事。想到這裡，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她，向她說明了我的心意，並希望她能夠禱告，新方

向。我給春櫻寫的第一封信就這樣說，在世人的眼裡是很冒昧的，她收到這封信，也確實很

驚訝，因為在神學院，有不少外省籍的同學都對她很青睞，但她的父親一定要她嫁給客家

人，而她自己，給自己的要求是，不但要嫁給客家人，還要嫁給客家人中的傳道人，這個難

度就非常大，本來客家人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信主，而信主的人裡，做傳道的就更少了，簡直

是大海撈針。 

所以我這封信寄給她之後，她就開始禱告。很巧的是，不久，她父親也給她寫了封信，說賴

家有個兒子是客家人，也是基督徒，你要不要考慮考慮呢？但她父親並不知道我要做傳道

人，而我在信中表示出要做傳道人的決定，正符合了她心目中的要求，所以禱告之後一切就

通達了，過了幾個月，她回了一封信給我，我們就開始聯絡和接觸了。 

在制瓶公司工作了幾個月後，我去了台北大同公司，同時我又去補習考大學，補習三個月

後，考入大同工學院的電機系。我去上大學後，就到台北神召會去聚會，那時我的靈性就很

正常了，教會的牧者和宣教士覺得我學習和做事很認真，對主非常敬虔，是個可造之材，因

此對我非常好，給我非常多的實踐和提升機會，禮拜天讓我帶年輕人，學習傳道講道。 

在大同工學院時是半工半讀的，白天工作，晚上在夜間部讀書，家裡不能提供任何經費，所

有開支都要我自己想辦法。 

在大同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大同的董事長很認真的訓練我們，先進去做苦工，抬很重的鋼

鐵，我是很能吃苦的，我願意吃苦，整整磨練了三個月才讓做機械加工的工作，這時候我的

工作就稍微輕鬆些。 

這段時間我和春櫻的交往非常頻繁，感情升溫很快，因此我們就訂婚了，我們教會的貝老牧

師聽到這個消息，感到非常高興，他跟我們說：為了讓你們結合在一起，我已經暗中禱告了

六年！終於神聽到了我的禱告。於是他為我們舉行了訂婚儀式，就在我們家鄉訂婚。我是在

1964年 2月 4號訂婚的，到 1965年的 7月 26號我們才結婚。 

當我們結婚時，我們還非常懵懂無知，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夫妻生活，我們一直信耶穌，信的

很認真、很純潔。我們在信耶穌後，一直不說謊話，不貪心，只是一心向神的生命，感謝

神！神也一直很保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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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結婚的時候，我們手裡都沒有什麼錢，所以苗栗的貝老牧師就把家裡的花拿來，頭份

白牧師的車也拿來當花車，頭份的芬蘭牧師載我們去台中度蜜月，他還幫我們當攝影師。我

們就這樣簡單而隆重地結婚了，三天的蜜月度完後，我們就到大湖神召會，有兩天的佈道

會，之後就回台北投入學習工作。 

大學畢業後，我進入一家美商通用器材公司，我當時外語很好。1968年，我們教會有很多原

來在美國顧問團工作的姐妹們，當時美國顧問團撤離台灣，可以把這些姐妹無條件地移民美

國，那時候我們教會就有不少姐妹去了美國和加拿大。因此我就想，那我也來試試看，因為

神原來給過我異像，要我在美國服侍神，我一直牢牢記得這件事。 

不過我移民美國沒有條件，而當時移民加拿大非常風行，所以我就申請移民加拿大，馬上就

批准了，我就準備要去加拿大。我工作沒有多久，一個同事有一天興沖沖地跟我說： 

“老賴，現在移民美國也很好申請，只要是理工科畢業就可以了，現在美國很需要理工科人

才。” 

我當天就叫我太太去美國領事館拿了申請表，填好以後第二天就交過去，當時領事館有一位

徐先生，他拿了我的申請表，進去一下出來就說： 

批准了！美國勞工部認為你們符合移民條件，批准你移民美國，你現在可以去辦護照。 

我當時嚇了一跳，怎麼一送進去就批准了？就可以去辦護照？我就到台北火車站對面最大的

台灣旅行社，申請辦理全家的護照，經辦人員問我： 

“你憑什麼可以辦？” 

我說憑美國國務院勞工部給我的批准函，他說他從來沒有辦過，對不起，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也不能給你辦。 

被當場潑了一頭冷水後，我想這可真糟糕，不過我有凡事禱告的習慣，於是靜下心來向神禱

告。接著我決定找一個小一些的旅行社試一試，於是就找了一個小的國賓旅行社，接待我的

是一位蔡經理，我問他能不能幫我辦全家的護照，因為當時台灣有規定，45歲以下的男子不

能隨便出國，要隨時準備服兵役打仗。 

蔡經理聽了我的情況，答應替我辦，但是要貴一些，要 15000元台幣，這等於我三個月的薪

水，我硬著頭皮就答應了。一個月以後蔡經理通知我說，護照拿到了，我也不知道他走了什

麼門路，做到了這一點。 

當時我沒有經驗，以為護照拿到了，就很快能夠去美國，於是立刻把工作辭了，沒想到領事

館還要我等簽證，而且一等就遙遙無期，這可讓我有些為難。 

這時候因為越南戰爭的影響，很多西方宣教士從越南離開，他們就轉移到台灣宣教，我就幫

著這些宣教士做翻譯，跟著他們在全台灣跑來跑去，藉著這個機會，我正好遇到了基督教界

的不少知名人物，包括聖地亞哥（San Diego）的著名神醫佈道家。我當時也沒想到，實際上

神就是用這種方式鋪平了我後來去聖地亞哥的道路，這真是神的恩典。 

另外，去美國還有一件難事，就是要找一個經濟擔保人。對找到這樣一個美國人，我們實在

一點頭緒也沒有，因此我們就向神禱告。不久，教會有一個姐妹打電話給我們說： 

賴弟兄，這個禮拜六有一件事情要請你們幫忙，我要結婚了，要在地方法院找兩個當地人做

公證人，你們可不可以做我的公證人？ 

我說當然可以呀，那天到了法院才知道她的丈夫是美國人，是 IBM公司在台北的一個經理。

做完公證第二天她先生就回紐約去了，她送完飛機就到我們家，問我們：你們去美國的事辦

得怎麼樣了？ 

我說，萬事俱備，就差一個經濟擔保人了，必須擔保我三年之內在美國不能給美國政府造成

任何經濟負擔。擔保人的條件是美國公民，有工作有房子，收入還不錯。 

這個姐妹馬上說：我想我的丈夫可以幫助你，我打電話跟他商量一下。第二天她就告訴我可

以，要我把文件寄給她，因此這件事就開始順利辦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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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去美國的時候，我們全家先去了加拿大。 

1970年 2月 3號，我帶著 2100美元到了溫哥華，一下飛機就看到有人舉著“Stephen Lai”的牌

子，我覺得很奇怪，我在這個城市沒有認識的人，也沒有約人來接機呀，所以我很疑惑地跑

到跟前去說： 

我是 Stephen Lai，你是接我嗎？ 

他說我是馬弟兄，在日本航空公司工作，我來接你。 

我說我不認識你啊，他說不要緊，是一個林大夫叫我代他來接你的。 

我說林大夫我也不認識啊，他說沒有關係啦，今天晚上就能見到，他讓我把你送到汽車旅

館。 

當天晚上林大夫就開車過來，說要接我去他們家吃飯洗澡，我又疑惑地問他，我不認識你

啊。他說沒關係啊，是一個加拿大 Victoria（維多利亞）的牧師，叫我來接你的。 

我說，我在 Victoria不認識什麼加拿大牧師啊。 

林大夫再次說，沒有關係，您就照我安排的做吧。 

第二天為了感謝這位加拿大牧師，我們專門還坐船去維多利亞島的房子那裡，但他的房子裡

沒有人，我們就留了一個字條表示感謝。 

到最後我們才搞清楚，是台灣神召會的一位年長的師母，知道我們的行程，為了給我們一個

驚喜，特別請他在加拿大的女婿來接我們，但因為女婿有事，又輾轉託了兩個人才接到我

們。 

但是因為我在溫哥華沒有任何基礎，我又想找一個工程師的工作，所以一個星期也沒找到工

作，這讓我非常焦慮，雖然我不斷禱告，但神沒有給我回應，於是我準備去多倫多，那是一

個更加寒冷的冰雪世界。 

多倫多是大城市，我覺得工作機會可能更多，我也決定不一定非得找工程師的工作，條件較

差的工作也可以，先幹起來再說。 

當時我的二女兒又發高燒，2月 10號到了多倫多後，我也非常著急，第二天就查黃頁，找到

當地的一位神召會陳牧師，他是從香港來的，我向他訴苦說： 

陳牧師，我們是台灣來的新移民，我覺得這裡冰天雪地，又找不到工作，我很想回家。 

陳牧師趕緊安慰我說： 

千萬不要回家，千萬不要放棄，所有的新移民剛到這裡都是這樣的，我馬上就來看你。 

陳牧師很有愛心，馬上就開車到旅館來看我，安慰我們，和我們一起禱告，要我們一定要忍

耐下去，他們一定會幫助我們。 

第 3天， 陳牧師帶我們去找房子，遍地冰雪，我們從來沒有在冰上走過路，春櫻還大大摔了

一跤。我們找到一個租金 100元加幣/月的小房子，有兩個房間，我們就安定下來了。 

然後我就到多倫多的勞工處去申請工作，我說我是機械師，有哪些技能。對方一聽就說，

啊，我們需要。就把我推薦到一個做砲彈彈殼的工廠去。 

那個工廠的機械加工設備都非常巨大，需要很大的力氣才能把螺絲鎖緊，很多人高馬大的意

大利工人在那裡幹活，但我這個亞洲人力氣不如他們，他們擰緊的螺絲我都擰不開，很快就

發現自己不能勝任，第三天就辭工了。 

我到勞工處去要求換一個工作，他們很快就給我安排到一個做露營冰箱的工廠去，這裡的工

作我可以勝任。但做了不久之後，因為公司的生意不太好，又開始裁員，我雖然沒被裁掉，

但換到另外一個部門。 

就在這個時候，我的美國簽證到了。 

當時美國移民局的官員問我：怎麼我在申請表上填寫可以去 Any place （任何地方）？我說我

不知道美國的地方啊，對方說你不能這麼填寫，你必須填一個具體的地方。我想了想就填上

聖地亞哥（San Diego），我給那裡的一位佈道家做過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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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到美國的第一站就是聖地亞哥。 

1970年 11月中旬，我們買了四張機票，身上還剩 2100美元，和我從台灣帶到溫哥華的錢一

樣。落地之後，我們花了 1200元買了一輛車，600元買了一部電子琴，租了一個最便宜的房

子，每月租金只要 90元，剩下的 210元還要買一些機械工具。 

我們感恩節在一位美國牧師家吃飯，牧師對我說，你要找工作，你的孩子要吃肉。我說是

啊，我是要找工作，但工作怎麼找呢？牧師馬上就說，我帶你去找工作。 

牧師很快帶我去一家公司，跟老闆介紹我是從台灣來的宣教士，老闆一句話也沒說，也沒有

看我，就答應僱用我，只因為我是宣教士。 

於是我就找到了工作，那陣子我接連考了三次駕照也沒有考過，牧師就和他的姐姐每天輪流

接送我上下班，他們真的是充滿了愛心，我對他們非常感恩。直到考第四次，我才考過拿到

駕照，這才開始自己開車上下班。 

公司是一家生產各種各樣感測器的高科技企業，當時我在公司裡不敢做工程師，我只敢做技

工，我在那裡工作了半年後就申請去讀研究生。這個時候我對自己的狀態很滿意，我是一個

很能吃苦的人，也是一個對現實生活很容易滿足的人，現在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我們家在

聖地亞哥生活無憂，前途光明，我非常感謝神。 

也就是那一陣子，老闆娘有一天夜裡睡不著覺，就到公司裡查看人事檔案，突然發現我是電

機系畢業的，現在還在讀研究生，她心裡就充滿疑惑：怎麼這樣的人在公司做技工呢？ 

第二天老闆娘就來找我：你為什麼在我們公司做技工？ 

我說：我會做呀，我能勝任啊。 

老闆娘說：這不是會做不會做的問題，而是你不應該做技工，你應該做工程師。 

後來我認真想了想，覺得這是主在通過老闆娘幫助我，祂當天晚上感動了老闆娘去查資料，

然後提升我做工程師。主真的是在處處顯現祂的大能和對我的眷顧啊，感謝讚美主！ 

我覺得我對主的熱忱也感動了主，所以主才幫助我。我非常愛主，當我剛到聖地亞哥時，我

就積極尋找教會，那時只有一個講廣東話的中文教會，其他都是英文教會。後來我又找到了

UCSD（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附近有一個國語的查經班，就是梁傳播弟兄辦的。 

大約在 1971年感恩節前，我們的查經班基本人數已經有了 30多人，因此大家就想在這個基

礎上建立一個教會。為了給教會找一個合適的地點，我們弟兄們聚在一起，不斷禱告。後來

我們在 Downtown（市中心）第十街附近找到一個很大的場所，大約可以坐一千人，這個場所

的主人已經逝世，他在遺囑中規定，這個地方永遠不能賣，永遠只能用於教會，不要租金，

只要付水電費即可。這個場所當時完全空著，沒有人用，於是我們就進去了，這真是神的恩

典。 

梁傳播弟兄是飛機公司的一個工程師，是當時教會創立的主要牽頭人，他非常愛主，對自己

很節省，家裡沒有沙發只有鐵椅子，賺的錢都奉獻給主了，他不僅捐了很多錢給教會，而且

捐錢幫助大陸傳道人的生活。後來梁傳播弟兄又去做針灸醫生，發明過針灸儀器，也賺了不

少錢，他把這些錢也捐獻給了教會。 

到了 1972年，梁弟兄說，我們要買自己的地方建教會，因為那個地方可以容納一千多人，但

我們總是只有一，二百人坐在前面，有些不相稱。於是我們新找了一個地方，就是聖地雅歌

國語禮拜堂現在的地址。 

當時主要是梁弟兄在講道，我和其他的弟兄輔助，同時我還是全職的工程師。教會的發展逐

漸進入正軌，但我和梁弟兄之間就教會禮儀有了一些分歧，比如他堅持女性要戴帽子，教會

的負責人要給弟兄姐妹們洗腳，我感覺這些規定減小了教會的包容性，使一些本來想來教會

的人不來了，於是我就想離開。 

這時有一位姓殷的年長弟兄從新加坡來，他原先從上海搬到新加坡，他是MIT（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的博士，和梁弟兄關係很好，我跟他講了我的想法後，殷弟兄對我說：千萬不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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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你至少要忍耐十年，這是為了你好，要鍛鍊你的性格，謙卑柔和。殷弟兄是個很愛主的

人，對聖經也非常熟悉，他這麼一說，我就答應他了。現在看來，那十年的鍛鍊對我幫助非

常大，殷弟兄果然有先見之明，我感到主是通過他對我的未來做了指引。 

  

在我們還沒有搬進新買的教堂之前，發生了我的第三次歷險。那時國語禮拜堂經常請吳勇長

老來講道，他在洛杉磯，我常常需要開車去洛杉磯接他。有一次我開車去洛杉磯接了吳勇長

老之後回聖地亞哥，那個時候我開車不夠老練，這次我就跟在一輛大卡車的後面，這輛大卡

車裝載了滿滿一車鐵皮，但是它沒有捆綁得很結實。我正開著車的時候，突然發現前面卡車

的鐵皮滑下來了，我頓時毛骨悚然，因為這個鐵板如果滑到我的車上，一定會把我們倆斬

首，但是我根本沒有看左邊車道，就條件反射似地把車猛往左邊打，通常這樣做是極其危險

的，一定會引發嚴重的車禍，但那時我也顧不得了。 

感謝神！當時左邊沒有車，那塊鐵板果然滑落在我原來的車道上，但好在後面還沒有別的

車，所以沒有引發事故。這次驚險讓我再一次感到神與我同在。 

  

到了 1980年底，我在國語禮拜堂已將近服侍了十年，我覺得時候已經到了，我和幾個要好的

弟兄商量，我們要去開荒一個新教會。那個時候，聖地亞哥沒有什麼國語教會，所以我們就

開了一個聖地亞哥聖經教會。剛開了沒幾個月，就有兩個創始弟兄，因為說方言的問題離開

了。那時我們聖靈充滿，認為說方言是可以的，但他們兩位不認同，認為這個教會把他們的

孩子教會說方言了，不好，因此他們就離開了。 

我們當時主要做 UCSD研究生的工作，神也很眷顧我們，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研究生。從 81到

85年，我們大約帶領了十幾位研究生，他們後來都成為高級知識分子，大部分做了教授，也

有幾個做了牧師。其中有一位郭俊豪，是當時台灣海軍買了美國的軍艦，被選拔送到聖地亞

哥來受訓的，他也來我們教會，我們帶領他信主，被聖靈充滿，他也非常愛主，現在他在高

雄做一個幾千人大教會的主任牧師。 

  

這時，發生了我的第四次歷險。1980年 10月，那時候我們家住在聖地亞哥的一個老小區，那

個房子已經有七八十年的歷史，是一個很老的房子，我常常跟師母講要換一個房子，但他總

是不肯，他覺得這些鄰居都很熟悉了，住在這裡很好。但我總跟他說要搬，到了 10月份她快

要生我們的小兒子了，突然她就同意搬家。 

那個時候房子很難賣，有一家中介公司給我們擔保說，房子按我們的價錢能很快賣出去，賣

不出去的話他們就自己收。有了這個承諾，我們在 11月就搬家了。 

沒想到剛過一個月，在聖誕節的時候就出了一件事。我們原來的房子是在街角上，我們隔壁

有個年輕男子是開出租車的，還沒有結婚，他那天晚上回家，發現他藏在床底下的 500美元

現金被他父親拿走花掉了，因此他心裡充滿了憤怒，但是他又不能把這憤怒發洩在他父親身

上。 

這個年輕人在狂怒之中想，這些鄰居可能平時也看不起自己，因為覺得開出租車是一個不怎

麼樣的職業。想到這裡他惡從膽邊生，抄起一把步槍，裝滿子彈，也拿了起一把手槍，也裝

滿子彈，他要拿自己的鄰居大開殺戒。 

他拿著槍就去敲鄰居的門，當時我們的鄰里關係都非常好，所以有人夜裡來敲門，都會去開

門。第一個被敲開門的鄰居，當場被“砰”的一聲射殺，第二個也當場被射殺。當他敲第三扇

門時，裡面感到外面有些異常，就沒有開門，這個年輕人見沒人開門，就更加暴怒，拿槍朝

街上停著的車，射擊油箱，要引發火災，讓鄰居們出來救火時再行兇。 

我們家當時就緊挨著他家，如果我們沒有搬家，他第一個就會敲我們家的門，那我一定會去

開門的。這事情一想就讓人 害怕，感謝神，神知道我們經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所以讓我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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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避開。另外，神在我身上的使命還沒有完成，他有異像讓我到中國宣教，但這時我還沒有

去，所以神不會讓我這麼離開的。 

  

到了 1985年，神的呼召臨到我的頭上，忽然間在我心裡面聽到了一種聲音：我的時間已經到

了，我已經 45歲了，人生已經過半，我再這樣在世界上忙碌下去，也就不過如此了，神不要

我再帶職服侍了。 

在我 31歲至 35歲的五年中是我最忙的時候，同時在做四件事：在公司當全職的高級工程

師、在學校念研究生、在家裡當全職父親、在教會做服侍講道。我帶職服侍做的很辛苦，但

也是很甘心，我們也沒有拿錢，而且常常將自己的收入奉獻出來。 

但我是不是還要把時間用在其他的地方，而不是專心侍奉主呢？ 

我也有些擔心我全職侍奉的話，收入應該怎麼解決呢？ 

另外，我覺得我的職業生涯還沒有到最高峰，我還在成長期，我應該在職業生涯到巔峰的時

候，再退下來全職服侍神。這樣別人也不會說我是因為工作幹不成了，才出來服侍神。 

這些想法在我的心裡一直很糾結，因此我就一直向神尋求，到底應該怎麼辦？ 

在每次讀聖經時，神一直感動我，但我還是沒有太找到神指引的確據，這時發生了一件神

蹟。 

有一天，老闆娘很緊張地來找我，她那時管理公司的財務，她兒子管公司的技術，她把我叫

到一邊跟我說：今天中午我們一起吃飯。我說好啊。 

在午飯期間，老闆娘跟我很鄭重其事地說：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的兒子也做了一個夢，我們兩個做的都是同一個夢，夢見你要

離開我們公司了，你告訴我，是不是有這回事？ 

我說：我目前正在考慮，好像覺得神要呼召我出來，全時間服侍祂。 

她說，如果是神呼召你，我不會攔阻你，但如果是別的公司邀請你，你要換工作，我就要攔

阻你，因為我們公司需要你，我希望你一直能做到退休。如果神真的呼召你，你要走的話請

提前通知我。 

當時我在公司做高級工程師，所有有關生產方面的工程問題都由我負責，已經在公司忠心工

作了將近 15年，因此公司很器重我，因此老闆娘這麼緊張是可以理解的，我很認真的告訴

他：如果我要走，我會提前告訴你的。 

這時，神又通過另外一件事啟示了我。有一位MIT的研究生來加州拜訪，第一次到我們教會

聚會，我們完全不相識，他主動找到我說：弟兄，我有個感動，覺得你要搬家了。我跟他

說：謝謝你這樣告訴我。然後我就知道這是神的啟示。 

另外，我在洛杉磯還認識二位牧者，他們從 1971年開始就鼓勵我全職侍奉，我們也常常邀請

他們到聖地亞哥來舉辦各種特會。這一次，他們專門從洛杉磯到聖地亞哥來找我，很認真地

對我說： 

賴弟兄，聖地亞哥聖經教會不是你個人的，他是神的，你不要抓著不放，你放掉了，神會接

過去的，我們鼓勵你出來和我們一起服侍。 

我被他們醍醐灌頂似地教導了一番後，有一些警醒，我對他們說，我要尋求。 

後來有一天，洛杉磯有一家教會請我去講道，這是我第一次被請到洛杉磯去講道，師母特意

給我準備了三明治、蘋果和便當，因為我想他們大概不會請我吃飯，因為我常常去那邊聚

會，從來沒有人請我吃飯，他們認為吃吃喝喝很不屬靈。所以我想我講完道，肯定沒有人請

我吃飯，我就帶了自己的午餐去。 

結果那天散會後，有三個中年姐妹分別來請我吃飯，其中有一個說請我吃燒餅油條，從 70年

到 85年，我都沒有吃過燒餅油條，我太高興了。吃完以後，她還好心地買了一大包燒餅油

條，讓我帶回聖地亞哥給家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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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我順道去拜訪了一位蔡姊妹，到了他家他很高興的對我說，賴弟兄你來得正好，

我正好蒸了一盆年糕，你帶回去全家可以吃。 

等到我把年糕放在車上，準備啟動開車回家時，聖靈就感動我： 

你這個小信的人啊，你以為侍奉我，我不會供應你嗎？你看，你能吃飽，你全家都能吃飽。 

回家後第二天我讀聖經，正好讀到馬太福音 6:25“所以我告訴你們，要為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

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馬太福音 6：33“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們了。”所以神就這樣啟示和安慰了我，我就不再為將來要吃什麼穿什麼而擔心了。 

儘管有了這些明確的提示，但我還是想拖延，這次我為自己找到的拖延理由是： 

讓我把孩子安頓好再出來吧，我的二女兒剛剛才讀 12年級，大女兒剛剛讀大學，這正是需要

花錢的時候，我怎麼可以這個時候丟了工作出來全職服侍呢？而且我的教會現在除了我以

外，沒有別的傳道人，我也沒有安排好接棒的人，再給我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啦。 

但是在這樣拖延的時候，我的內心很不平安，聖靈一直在我的心裡做工，讓我想出來全職服

侍的心情越來越迫切。 

那要到哪裡去傳道呢？這在我心裡有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按照每天的讀經進度，讀到馬太福

音 9:35“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我頓時明白了，顯然神就是要我走進各城各鄉，我原來一直在聖地亞哥，那我應該離開這

裡，那離開這裡要去哪裡呢？我打開地圖找一下，發現 Orange County (橙縣) 有很多 城市(23

個城市)，於是我就決定去橙縣。 

知道我要離開聖地亞哥，聖地亞哥聖經教會的眾多弟兄和姊妹都挽留我，認為我要全職服

侍，完全可以就在這個教會服侍，沒有必要離開聖地亞哥。但我因為收到神通過MIT那位弟

兄給我的啟示，同時又讀到馬太福音的這一節經文，認定神是要我離開聖地亞哥，因此就堅

定了去橙縣的決心。 

但定下要去哪裡的決心很容易，真正要走卻有很多困難。當時我在聖地亞哥有兩棟房子，我

必須把它們賣掉。但 1985年正是房地產低潮期，房子很難出手，這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

是，我去橙縣必須贏得孩子們的支持，孩子們已經在聖地亞哥過習慣了，他們在這裡有很多

朋友，我如果猛然要離開，他們哭鬧起來怎麼辦？ 

於是我為這兩個問題向神不斷禱告，同時也想印證我對神的啟示是否理解正確？如果我的孩

子們反對，要等他們讀完畢業才願意，那該怎麼辦呢？所幸的是，當我的女兒告訴他的同學

我的這個打算時，她同學的父母主動找到我們說，你的女兒可以住在我們家裡直到高中畢

業，繼續她的學業，吃住都免費，請你安心出去傳道。 

當我跟我的老闆娘說了這個決定後，老闆娘很惋惜，但她說，既然神呼召你，你就安心去

吧，你有什麼需要儘管跟我說。她是個很愛主的人，她每一年都有大約 3000到 5000美元奉

獻給教會，他也很愛我們家，我大女兒上大學時，他還專門送了一台電腦。後來我在橙縣的

教會創辦後，他就馬上開始寄錢給我們。 

我的女兒和兒子們禱告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女兒和我領養的兒子，還有另外兩個兒子一起來

找我談話，他們很鄭重其事地告訴我： 

我們已經為這件事禱告了，我們願意成全你！ 

我真的非常感謝兒女們對我的理解，他們知道我一直想出去侍奉主，他們覺得如果自己阻

撓，不讓父親成就自己的想法，他們會很愧疚。我的二女兒和三個兒子一起對我說：我們願

意陪父親離開聖地亞哥。感謝主！ 

至於房子的問題則解決得比較順利，我們把這兩套房子一放在市場上，雖然市場非常清淡，

但我們那兩套房子一個月內全部賣出去，大約剩下 9萬元，我們準備拿這個錢付橙縣那邊買

房的首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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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請一位孫弟兄在橙縣為我們找房子，他很熱情的對我們說，沒有關係，你們現在還沒有

找到房子，你可以先住在我們家。我們就在他家住了一個月。 

找到房子辦了買房手續後，我們就立刻開始在我家有禱告和讀經聚會，我在橙縣基本上沒有

任何資源，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而聖地亞哥聖經教會則從外州找了一位黃牧師來接手，他們也做得非常不錯。 

我在確定了創立教會後，就和當地的同工講了這個情況，他們就跟我說：好，我們在今年的

夏令營會上給你按立。 

1985年 7月，見證使團所舉辦的暑期夏令會有 800多人參加，在 Azusa大學舉行。7月 7日主

日那天，有史弟兄帶領的按牧團，為我舉行的按牧禮，我被按立成為牧師，那次夏令會就只

給我一個人按立。當時的見證使團很少給人按立，並頒發證書，但他們很隆重地按立我，並

給我頒發了證書。 

另外按立的當天，還發生了一件汽車加油的神蹟。當天早晨我請陳瑞曾弟兄開我的法國小車

去聖地亞哥接一個弟兄來赴會，我給他車的時候卻忘了把油箱鑰匙給他，當時油箱裡只剩下

1/4格油，我那天心情很激動，這些事情都沒有注意到。 

陳瑞曾弟兄現在是德州大學物理系的系主任，他是美國科學院的院士，在世界學術界相當有

名，在中國也有一個高科技公司。當年也是我們在聖地亞哥聖經教會帶領他的。 

陳弟兄當時開著我的車，想等到油箱的油快沒有了，再去加油。沒想到油量表 1直沒有降下

來，他就一直開，來回跑了 250多英里，油量表還是有 1/4格油，沒有減少。陳弟兄也感到很

奇怪，他就把這事告訴我：“今天有神蹟發生在你的車子上，車子跑了那麼遠，油量表還是保

持不動。” 

我想難道是神要證明給我看：你來侍奉我，不用擔心沒有錢買汽油，我會充充足足地供應

你，使你可以為我奔跑。大會結束後，為了再次證實汽油的神蹟，我自己駕車送盛善喬老弟

兄回 Ventura家（離 Azusa大學約有 70英里），到了他家，油量表還是沒有動！於是我跟盛

弟兄分享這個神蹟，他對我說：“弟兄啊！神已經證明給你看了，趕快去加油吧，不要試探神

啊！”於是我在回家的途中，把車開到一個加油站去加油！一停下來，車就自動熄火，油量表

立刻降到零，我知道神藉著這個汽油的神蹟，向我保證了祂是信實可靠的神。 

  

雖然我被按立做了傳道人，但新教會的開創工作依然很艱辛。我在橙縣一沒有正式的教堂，

而沒有會眾基礎，可以說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我們一直忙著在找地方，夏令會的一個週六史弟兄一大早來找我，我就和陳瑞曾一起去找地

方。但這天是週六，那到哪裡去找地方呢？我們就想去學校吧，因為學校有禮堂。但是週六

學校都休息，怎麼找到辦事的人呢？ 

在頭天晚上我已經讀到了路加福音 22:8-13“主耶穌吩咐彼得和約翰去，為他和門徒們預備踰

越節的宴席的事，主預先告訴他們，當你們進了城，必有一個人拿著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

就跟著他，到他所進的房子裡去……他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你就在那裡預

備……。”這使我想起這段經文，我們就勇敢的上路了。 

非常奇妙的是，當我們到了 Huntington Beach一下高速公路，就看到一個特殊中學，走進去正

好碰到一位先生，拿著一桶水迎面而來，我們立刻上前告知我們的要求，他很詫異的說：“你

們今天來的真巧，我們校長平時週六從不來學校，現在他正在辦公室，我帶你們就去跟他談

吧。” 我們見了校長之後說我們要一個會堂，大約能坐 300人左右，校長立刻很高興的帶我們

去看他們的會堂，果然非常漂亮，也非常合適，校長很客氣的說：“你們看看可以嗎？如果可

以的話需要 800美元/月，再加上工人的費用，因為我們這裡是有工會的，你不能自己擺設桌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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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時基本上沒什麼錢，但我們因為頭天晚上有路加福音的啟示，有這個拎水桶的先生迎

接我們，和這位從來不在學校的校長等著我們，我覺得這就是神的意思，另外這個地方也非

常合適，於是就憑信心很爽快地答應了。 

接著，一件奇妙的事情接著發生了，我把我被按立的事情寫了一個見證，大會中有一個姊妹

看到了，她就告訴她父親，說今天有一位工程師被按立了，他要成立一個教會，是完全憑信

心的。這位姊妹的父親是台灣保力達公司的董事長，他是一位很愛主的老弟兄，他知道了這

個消息後，就說我要支持他，所以在我創立教會的頭一年，他每個月給我 1000美元。 

另外，春櫻也因為她從前在聖地亞哥聯邦銀行主管的推薦，到了 Fountain Valley的聯邦銀行

工作，從 7月 22日週一開始上班，每個月有 2000元，加上我這 1000美元，還有平時弟兄姊

妹受到感動，奉獻的兩百、三百，所以教會的經費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春櫻和我都非常清楚，奉獻出來全職侍奉，是要走信心的道路，沒有固定的薪資，事先也不

知道生活費用從哪裡來，史弟兄告訴我們，相信神會供應，因為他與他的同工們都是沒有固

定薪資，完全憑著信心仰望主生活的，我也十分清楚知道他的同工們的生活都是非常的艱

苦，沒有自己的房子，也無法自己租房，開的車幾乎都是二手車。所以非常感謝主，為春櫻

準備了一份銀行的會計工作，至少全家有健康保險，還可以供應全家的伙食費用。就是這

樣，從 1985年至 1992年，在七年的時間裡我們學習了靠著信心生活，其樂無窮。 

還有在那個時候，我們的大女兒告訴我們，她要自己打工來賺取學費，我們就給他買了一部

1960年代的老爺車，經常出些小狀況。他在畢業後才告訴我們，他大學四年間生活非常艱

苦，一面在聖地亞哥癌症實驗室打工，一面讀書，有時幾乎都想要買狗糧來充飢，同時他也

向政府貸款，以解決經濟結據的困難。不過神也很愛他，他在實驗室裡認識了她現在的丈

夫，是他打工的老闆，從瑞士來的生物科學家（Principal Scientist），現在他是我的大女婿，

在灣區 Genetic大藥廠擔任首席科學家。 

我們利用特殊學校的這個會堂，在 7月 19號開了一個三天的特會，因為有很多兄弟姊妹的支

持，所以這三天開得非常熱鬧，每天都有兩三百人到場。但到了第二個主日就只剩下二十幾

位了，這就是我們教會創立時的基本會眾。我們就向主恆切禱告：主啊，我們教會每個月都

要有人受洗，請保佑我們！那個時候我們禱告的非常多，常常學習憑著信心禱告。 

主垂聽了我們的禱告，非常恩待我們，頭一個月就有兩位受洗，接著就是三個人，越來越

多。那一段時間，我們眾人一心，日以繼夜地努力探訪，到處尋找福音朋友，為了接送一位

王老姊妹聚會，我們請陳弟兄或是我自己，每個主日來回兩趟，開車四個小時，就是為了得

到一個人，如此兩年如一日。要做好一個教會，尤其是一個新創立的教會，必須要捨得下苦

功，我們這樣做，都是為了服侍好主，榮耀主，我們都沒有一絲的猶豫和怨言。 

不久我們把家打開，每個週三上午開始有一個追求聚會，開始傳講聖靈充滿的真理。那是渴

望追求聖靈充滿的姊妹們，從台福教會來了不少人，主日聚會的人數也不斷增長，很快到了

50多人，週五晚上的查經聚會也保持在三四十人左右。 

那時我們每個主日都有聖餐，還守著一餅一杯的老規矩。當時我是唯一的牧師，還請了一些

同工來輔助，我覺得這個老規矩很不衛生，也有些人不習慣，所以就想分成小杯。就因為我

要改變從一個大杯禱告後分成小杯，我們中間開始意見不一，有些同工堅持必須一個杯，使

得聚會中鬧彆扭，禱告變成了宣告自己的一杯信仰。於是我毅然決然的找了林弟兄，一同去

會見史弟兄，與他交通我們的做法，但最後還是無法溝通，總有一批人不肯改變。 

終於在 1986年底我們分裂了，持守一個杯的肢體們離開了我們，大約一半的弟兄姊妹走了，

我們心裡十分難過。不過我們堅持認為這只是一個小的做法不同而已，並非違背了聖經的真

理，於是我們留下來的三十幾位肢體再接再厲，努力傳福音，不到半年，聚會人數又回到了

四五十人，哈利路亞，教會進入了正常成長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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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時間我每天一大早起來就不斷的禱告，從六點禱告到八點，連續禱告了兩年。說起禱

告，我要多說兩句，那兩個小時我是用方言禱告的，是用我的靈在禱告，在心靈裡面向神禱

告，所以連續禱告兩小時，我一點也不枯燥也不累，而且有與神同在的奇妙感覺。我認識一

位馬來西亞的貝牧師，她曾經有 20多年每天只要睡三個半小時，她無論晚上幾點睡覺，每天

早上 3點半就起來禱告，常常有十幾個小時的禱告，她的精神很好。她有個姐姐，專門開放

了一個禱告殿，24小時都有人不停地去禱告，她幫助了很多憂鬱症和精神疾病的人，她是一

個很奇特的人。 

離開的那一群人另組了一個教會，但是在十年後，這個教會就關門了，因為畢竟老規矩不符

合時代的要求，信仰不與時俱進，就不會有生命力。 

教會在主的眷顧下，不斷健康成長。我的風格是不斷請一些世界著名的講員到教會來講道，

舉辦特會。那個時候我非常喜歡去參加特會，遇到有好的講員，在會後我馬上回去和他交流

並邀請他來我們教會做幾天的分享，這些講員都是聖靈更新有恩膏的講員，他們多半會答

應。 

我記得其中有一次，我請到了愛德華米勒（Rev. Edward Miller)，他是阿根廷基督教大復興五

大領袖之一，當時他已經 70多歲了，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有經歷的人，是個謙卑柔和的人。在

我們與愛德華米勒合作了一次後，我們每年都邀請他來辦特會，持續有十幾年的時間，他對

我們非常好，每一次都住在我們家，好像是我們的父親，一直到他回到阿根廷被主接回天家

為止。他把喜樂的靈帶進我們中間，我們在禱告中開始經歷被聖靈擊倒。他也給我們分享了

許多關於真正復興的秘訣，他告訴我們，復興不是到外面擊打魔鬼，而是跪下痛哭悔改的長

期禱告，聖靈才是真正復興的帶領者，神蹟奇事是聖靈自己的作為。他告訴我們，他沒有帶

領一個人信主，全都是聖靈自己帶領人來信主的，他也沒有醫治過任何一個人，全都是聖靈

自己在醫治人，他是我多年的導師和遮蓋。 

我覺得我從愛德華米勒牧師的身上學到了很多好的功課，就是要把自己隱藏起來，高舉耶穌

基督，這樣神就得著了榮耀。這些真正委身愛主的教會領袖，願意吃苦，願意背十字架，不

在乎別人的論斷，只要神喜歡就可以了，他們給我們立下了很好的榜樣。 

我們做牧師就是需要有這樣的性格和操守，我們不是為名為利為自己，我們是為了遵循神的

旨意，我們就是這樣走下去，再苦也要堅持走下去，但是神也不會虧待我們。 

除了米勒牧師，我們還邀請了有先知恩賜的神僕，有聖靈恩膏的其他講員，中外都有，甚至

有從非洲來的，有從印度來的，有從烏拉圭來的（米勒牧師的女兒 Annie和她丈夫 ken 

Schislers牧師）；還有我們非常喜歡的 Samuel Doctorian牧師，我們經常給講員送機票錢，每

次都為他們收愛心奉獻，主也沒有虧待過我們教會的開支，同時我們還經常帶著同工們四處

參加特會、追求、領受、學習等等， 

通過請不少世界級的講員到教會來辦特會，我們吸引了很多追求信仰的弟兄姊妹到教會來聚

會，他們非常渴慕靈命增長，而且非常熱心地委身，到 1998年已經有了 250人。 

  

我們的建堂基金一直是大家願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從 1985年到 1998年 4月大約積累了 26萬

美元。這時有一個弟兄從別的教會來，他來了不久發現有一處教堂在賣，就約了我和感興趣

的同工一起去看，發現這個教堂非常不錯，要價 135萬。其中有一個姐妹是老姐妹，他那天

也跟我們一起去看，他說：我一輩子都是買教會的，我覺得今天你們看的這個禮拜堂是神要

給你們的，我奉獻 2萬塊。然後我們二十幾個人，大家一起在禱告，都非常平安，所以我就

決定向教會報告。 

接下的一個主日，我向大家報告說：我估計那個教堂大約 120萬美元可以買到，我們現在只

有 26萬美元，如果我們今天能夠收到 35萬美元的建堂基金，那我們就有 60多萬，可以先付



 12 

一半的首付款。現在我們大家禱告一下，然後給每人發一張單子，大家自願填寫你願意捐助

的金額，我們最後彙總，看總共募集到多少。 

當時我這個信心是大的，因為我們 13年才募集到 26萬美元，而現在要在一天之內募集 35萬

美元。而我們事先都沒有通知大家，只是這麼說了之後再進行禱告，就把單子發給大家，能

不能成完全靠神的旨意。 

最後募集到的錢就是 35萬，可能比 35萬稍多一點，最後一張單子填寫的是 10萬美元，這位

充滿愛心的女士說我捐 10萬，但還要回去和我先生商量一下。這位女士就是夏大萊姐妹（她

幾年之後也被按立做了牧師），她的父親曾是香港匯豐銀行的董事長，沒有她最後這 10萬美

元，這個教堂肯定就沒法買下來。 

最後弟兄姐妹們，總共捐獻了 60多萬，所以總建堂基金就有了 90多萬，我們決定付 70萬做

首付。果然，我們和這一家教會談妥了 120萬，，原來這家教會是因為人數增加，要買更大

的教會，所以才把這個教堂給賣掉，這真是一件美事。他們要求我們三個月內付清買教堂的

所有費用。 

所以另外的 50萬，我們就向台灣的一家銀行貸款，因為美國銀行都不願意貸款給教會，因為

他們覺得教會的收入沒有保障，如果不能按期還本付息，他們又不方便把教會掃地出門，因

為那樣會影響銀行的聲譽：你居然能把神的家都趕出去？你也太沒有愛心了吧！但台灣的銀

行瞭解中國人，他們知道中國人不會賴皮，尤其是侍奉主的人會講誠信。後來我們拿 50萬貸

款，在七年左右就全部還清了。 

買了新的教堂後，我們在 1998年 8月 1日正式搬進去，而我們的教會地址也是 9881，這真是

一個有趣的巧合，這更讓我們相信，是神供應了我們。 

我生命中的第五次驚險，就發生在這所有事情都很順利的時候。，讓我們搬到了新教堂後，

我們繼續舉辦很多的特會，有一次我用車載了一位講員，走 10號公路的高速公路去一個山

上，忽然間發現前面 50公尺左右，有一輛車停在快速車道上，一個男人在車尾換輪胎，我心

裡“咯噔”一下：這可怎麼辦？那時我開一輛白色的 volvo，我拚命的踩剎車，volvo咆哮著一

下子撞到安全島上，然後又撞回來，最後才停在離那個男人大約 30公分的地方。 

我下了車看看，只有車燈玻璃壞掉了，車子沒有多大的問題，還可以開。我想：如果當時不

是及時剎車，我就會把那個男人撞死，而且我自己也會出生命危險。我也感到很奇怪，為什

麼居然有人敢在 car pool快速車道上換輪胎？為什麼開始我沒有注意到他，直到相隔 50公尺

才發現？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件事最終是神救了我，感謝神！ 

但是教會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在教會搬進新址一年多後，教會已經發展到一定的規模，

我個人也有了一定年紀，於是需要考慮有人要接棒的問題。如果要接棒，就必須要有詳細的

治理章程。雖然教會成立以來，有一些大概的規章制度，也有執事會，但是因為大家都相信

我，那些規章制度定的都比較概念化，大部分沒有真正實施。不過我在教會裡從來不接觸金

錢，以保證財務透明公開，讓教會在大家放心的情況下發展。 

因為要制定詳細的教會治理章程，有些弟兄有了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就憑神的帶領，

按神的原則治理，不用像其他教會那樣有很多規條，以後大家又要選舉，這些都是屬世的作

風，我們不需要這樣。 

但是我認為為了教會的健康發展，詳細的治理章程是必要的，因為意見不合，大約有二三十

人就離開去新開了一個教會， 

  

師母春櫻生病醫治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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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神特別恩待我，我自己的身體一直不錯，我今年 12月就要滿 80歲了，血壓有點高，

所以我吃控制血壓的藥，膽固醇也稍有點高，醫生要我吃膽固醇的藥，我就乖乖的吃，血糖

雖然沒有什麼問題，但醫生要我吃東西注意，我就注意。 

而且我走路走的非常多，因為醫生跟我說，腳是我們的第二心臟，我們上面的心臟負責把血

泵出去，腳負責把血液打回來，二個心臟都工作得很好才能平衡，身體才能保持良好健康。

我非常注重走路，所以到現在身體還很好，感謝神！ 

師母的身體就一直不太好，她這輩子開過 12次刀，連美國的醫學專家都感到很驚訝，如果是

一般的人，早就不在世了。確實，如果沒有主的看顧，沒有主的恩典，她是很難活到現在

的。她今年已經 79歲了，每一次我們都一起出外宣教，她跟我一樣時常為有病痛的人禱告。 

春櫻在家是長女，為家裡打拚，很辛苦，她十八歲那年得了嚴重的氣喘，氣管都軟掉了，看

遍了苗栗的中西醫，天天吃藥，但一年多也沒有任何好轉，那時候她骨瘦如柴。她當時已經

信主，但在家裡遭到父親的強烈反對，每次她去做禮拜，回來後都會受到父親的責打。 

就在春櫻久病不好的時候，主的強烈呼召臨到了她，她決定離開家，奉獻自己去讀神學，當

她拿著一本聖經，幾乎一無所有地走出家門，在苗栗火車站坐上火車，在火車上她向神禱

告： 

神啊，我現在什麼也沒有，我要把自己奉獻給你，我一切都不在乎了。 

奇妙的事發生了，她的氣管變硬了，氣喘病竟然得到了主的完全一致，後來再也沒有犯過，

這真是一個神蹟。 

她到了神學院以後，神學院的伙食很差，一個禮拜只吃一次肉，平時只有青菜，但她卻紅潤

健壯起來，她的媽媽被她感動，一個月後把她的兩個皮箱從苗栗送過來，看到女兒居然健康

起來了，大吃一驚。 

1973年初，當師母剛剛生下大兒子，她得了嚴重的過敏症，那個時候我們就在國語禮拜堂，

每次參加主日崇拜，她就要帶一大疊紙巾，因為不斷地流出大量的鼻涕眼淚，連晚上睡覺都

不能安眠，只能坐著。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們不斷地向主呼求，陳醫師給她針灸，找各種醫

生給她看，什麼用都沒有，反而越來越嚴重，連頭都開始痛得不得了。 

有一天，殷祖藍老弟兄跟師母說：你那麼辛苦，我要過來為你爭戰。他到我們家來，和我們

一起禱告，與過敏症病魔進行爭戰。爭戰的時候神就感動，他就跟師母說：既然你吃了那麼

多藥，一點用都沒有，那就把這些藥停了吧。師母聽到這話，就把所有的藥都扔掉了，但他

還保留了一個小小的針筒，希望留著以後為主作見證。 

我們在一起連續禱告了幾個小時，不斷地恆切禱告，但師母還是發現身體不通暢，禱告沒有

蒙應許，她反思了一陣子發現：我雖然恆切禱告了，卻沒有交託，這是對主小信啊，這樣不

行，我必須要交託！ 

於是師母把最後的針筒也丟掉了，立刻，她的呼吸通暢了，一年多的過敏症徹底好了，得到

了神的完全醫治，直到現在也沒有再犯過，哈利路亞！ 

1995年，師母發現血壓挺高，家庭醫生就給她吃降壓藥，發現血壓降不下來，進一步檢查發

現眼壓也升高了，他認為問題比較嚴重，就安排去看眼科醫生，眼科醫生檢查後說：你的眼

睛沒有問題，但你的眼壓這麼高，我建議你去看腦科。 

腦科的醫生腦科的醫生在做 CT檢查時，叫我進去看，在她的小腦裡面有一個腫瘤在她的小腦

上面有一個腫瘤，像橘子那麼大，馬上就要給她開刀，明天就要開刀。 

當時正是 12月底，這個 12月底有愛德華米勒的特會，我跟醫生商量：等我們這個特會完

了，過了年以後再來開刀可以嗎？醫生說，OK。 

96年 1月 2號我們到一個天主教醫院，有一位猶太醫生主刀，為春櫻開了七個半小時刀，在

這期間，春櫻經歷了靈魂出竅，看到自己的身體，手術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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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術室後她整個人插了許多管子，臉全部腫起來，在加護病房 ICU裡面。我的女兒在 ICU

裏面一直哭，一直哭，教會的兄弟姊妹也為她的健康而禱告，有一個姊妹甚至在禱告中發

願，希望用自己的生命和師母換。當時的情況確實非常嚴重和危險，兄弟姊妹也非常情深意

切。 

手術結束後回家休養，整整四個月不能站立，不能獨自洗澡，因為全身沒有力氣，人也特別

消瘦，大概只有 35公斤，教會的人都以為她要走了，賣墳地的人都上門來推銷，因為大家都

知道這戶人家有一個人要走了，不過當時我們沒有跟他買。 

那時候，師母每天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就看著窗外的橘子樹在漸漸變黃，她就不斷地唸著：

生命吞滅死亡！生命吞滅死亡！這樣子不久，那棵樹又慢慢活過來了。在那一年，有三次她

的血壓高到 236度到 168度，按照一般的情況，這極其容易導致中風。 

那個時候我們的醫學常識也不夠，她在床上，又不吃，又不喝，應該是嚴重脫水，但我們一

無所知，遇到那麼高的血壓，還不知道要將她送醫院，直到有一次問題很嚴重了，我們才叫

急救送她去醫院。 

即使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春櫻還是非常支持我的服侍工作，她總是說教會的事情最重要，

你去忙教會的事情吧，不要管我，所以每禮拜禱告會一定要叫我去主持，主日聚會也一定要

叫我去，她永遠把主擺在第一位，但是有一天我要去洛杉磯參加牧者的會議，春櫻猶豫著跟

我請求：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去啊？她當時是太難受了，可能感覺到要生離死別，才對我這麼

說。 

教會的弟兄姐妹也很關心春櫻的病情，他們蒐集了很多偏方來幫助他，其中有一個偏方是吃

小麥粉，所以春櫻連續吃了不少小麥粉，把身體吃的太涼，最後導致吃任何東西都要吐出

來。 

但是感謝神，在神的眷顧下，她終於慢慢的好起來，到了 1997年的復活節那天，陽光非常燦

爛，她的狀態也很不錯，我就鼓勵她說:今天是復活節，一切都復活了，你也要復活了，你起

來開車吧。 

剛開始她還有點擔心，我在旁邊一直鼓勵她，她居然開得非常順，從那天起她就恢復開車

了，哈利路亞！ 

春櫻的腦瘤是良性的，但在手術切除的時候，因為怕傷及腦組織，就留下了 10%沒有完全切

乾淨，因此很容易復發，確實也有不少病人復發，因此她每年都要去複查。 

1997年底，我們去阿根廷參加神醫佈道家安卡羅的醫治佈道會，這個安卡羅的經歷很特別，

他以前是做花生生意的大企業家，後來神拯救他、呼召他，他很有權柄，藉著聖靈的恩膏醫

治了很多人。 

我們去參加安卡羅的特會，神感動春櫻，要春櫻去摸安卡羅的衣裳，用信心說，我就是這樣

摸到了耶穌的衣裳！於是春櫻就跑到前面去，安卡羅在講台上走來走去，春櫻用力伸直手去

摸他的西裝，安卡羅就按手為她禱告，春櫻立刻被聖靈擊倒，整個人倒在地上，我趕快把她

扶起來，因為前面的人太多了，我怕她被踩壓到。 

這時安卡羅又在講台上走了過來，春櫻馬上再撲上去用手摸安卡羅的衣裳，她再次被擊倒，

我要趕緊把她扶起來。 

特會結束，春櫻走到會場門口時，有人請她為他們禱告，春櫻一按手，那個人就被擊倒了，

聖靈的恩膏也領到了春櫻的身上，感謝主！ 

從那以後，春櫻也很有信心為病人禱告，從此之後，每年春櫻去照 CT和MRI，都沒有任何

問題，神徹底醫治了她的腦瘤，哈利路亞！ 

2001年在做健康檢查時，春櫻檢查出初期的乳癌，於是做了右乳全切手術，因為癌症沒有擴

散到淋巴結，所以就沒有做放化療，只是吃藥進行控制，一直吃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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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後又去做體檢，發現左側乳房也得了癌症，於是再進行全切。在這同時，師母感覺右側

還有問題，一檢查又是癌症，可能是以前的手術沒切乾淨，也可能是左側的癌症擴散到了右

側。 

這樣就必須做化療和放療，那樣就非常辛苦，我每個禮拜五都要把她再到洛杉磯接受放療，

整整進行了六個月，頭髮全部脫光，食慾也非常差，整個人非常辛苦。當時我們教會有兩位

醫生，他們認為師母是癌症復發，能不能活下來還是個問題。 

最後在主的看顧下，春櫻又逐漸康復了，哈利路亞！ 

接下來，春櫻的腳盤又出了問題，在上面長了一個黑色的東西，後來是硬硬的，經過檢查發

現也是一個癌。腳部手術開刀挖的很深，醫生給他縫合後，每一次都裂開，每個禮拜去換

藥，傷口都裂開，總是無法癒合，而且也無法找到原因。 

後來有一次去換藥，正好醫生不在，有一個男護士在，他很溫和地對我們說：今天醫生不

在，我來給你們換藥，我和醫生做的都是一樣的，但我另外再加上一點，我是個基督徒，我

為你們禱告。 

我們告訴他，我們也是基督徒。那一次經過他禱告後換藥，傷口就癒合了，再也沒有裂開

過，感謝神！ 

春櫻一直患有子宮下垂，她有一次去看婦產科醫生，醫生就給她開刀，把她的子宮拿掉。因

為當時她已經 60多歲了，醫生認為她的卵巢也不需要了，就一起拿掉了。 

2016年春櫻去體檢的時候，發現右邊的頸動脈堵塞很厲害，醫生說這會影響 大腦的供血，所

以需要趕緊開刀，如果不開刀的話，你有 95%的可能性會因為頸動脈堵塞，而成為植物人。 

我們聽了這句話，就同意趕緊開刀。醫生接著說，講你的頸動脈有問題，那你的心臟大概率

也會有問題。做了心電圖之後，表明心臟也有些堵塞。 

於是醫生先解決心臟的問題，做了一次手術，在心臟裡放了三個支架，然後再做頸動脈手

術。前面一次手術花了 4萬，後面一次花了 16萬，感謝神，都是保險公司付的，我們沒有付

一分錢。 

2017年 4月，我們春天回台灣，台灣成功大學的一位醫學教授是我們台南福音堂的一名執

事，我們很要好，他那次很好心地免費為我們做了全面檢查，然後對春櫻說： 

“師母，你的肝有癌症啊，有一個腫瘤。” 

這可怎麼是好呢？我們沒有準備到台灣來檢查身體，更別說做手術了。 

如果要在台灣手術，因為春櫻的心臟不太好，醫生認為有很大的風險，而且在台灣做手術，

護士還要自己去請，很麻煩。 

於是我們決定回美國做手術，比原計劃行程提前了一個月，我們五月回到美國找到腫瘤醫

院，這邊的醫生通過 CT檢查後，認為春櫻的肝部只是長了一個血管瘤，沒有什麼大問題，不

需要開刀，我們每三個月觀察她一次就可以了。 

聽到這個消息，我們就相信了，就很放心很快樂，我們感到很高興。 

但是只過了一個月，2017年 6月份春櫻雲進行常規檢查，照大腸鏡，醫生很驚訝的說，你的

大腸有很大的腫瘤，是癌。接著醫生給她做了一個全身 PET 檢測，然後又對她說：你的肝裡

也有一個癌。 

結果肝部的那個血管瘤是癌，不是良性的瘤。 

沒想到醫生接著說，你的兩個腎上各有一個點，還有甲狀腺也有一個點。 

我想這一下可麻煩了，於是我們教會發動了 40天的禁食禱告，這是我們教會第一次發動這樣

的禱告，每餐都有人禁食。 

我們的兒女和女婿媳婦們也為他們的母親著急，他們通過各種關係，在美國尋找最好的腫瘤

外科醫生，最後小兒媳在洛杉磯的一家頂級腫瘤醫院找到一個（ Dr. Hong）Hong醫生，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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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來美國的，他出過九本教科書，寫過上百篇的有關癌症治療的文章，是這個領域的世界

級權威。我們就決定找他去開刀，但我們的醫療保險不包括這家醫院，必須自費。 

當時我們有 10萬美元的積蓄，我就說把所有的這些錢拿出來救命吧。孩子們都表示，他們來

承擔醫療費，感謝神，賜給我這麼好的兒女。 

我們找機會帶著所有的資料去找了那位 Dr. Hong醫生，他看了資料後就說：你這個手術很簡

單，我們可以做，我們可以把肝和大腸一起做，不過要自費。 

我們毫不猶豫的說，自費我們也願意。 

沒想到這位醫生想了想突然說，在洛杉磯有一家醫院，我親自訓練的一名醫生在那裡，他的

技術和我一樣好，你們可以到他那裡去做。這樣你們的費用就可以由保險公司付，你們一毛

錢也不用出。 

2017年 9月 1號開刀， 大腸切掉一尺，肝切掉 1/5，禮拜五開刀，禮拜六就起來，就可以吃

東西，下個禮拜二就出院了，週末我們就帶她去餐館，她就可以吃牛排了。 

禮拜天的時候，春櫻去教會做主日崇拜，其他人見了她，很驚訝的問她：師母你怎麼了來

了？你不是要做手術嗎？ 

春櫻回答說，手術已經做過了，現在好了。教會的教友們大吃一驚，都覺得很稀奇。 

在安排開刀之前，麻醉醫生和春櫻談話，麻醉醫生看了春櫻的資料後，很驚訝的跟她說，從

你的經歷來看，你現在還能來開這個刀，你真是一位神奇的女士。 

確實，春櫻的得病和治病經歷，加上她生兩個兒子，做了兩次剖腹產，她總共開過 12次刀，

這些經歷中充滿了神蹟，也顯現了神對她的愛，如果沒有神的看顧，也許她早已不在了，感

謝神！哈里路亞！ 

  

下面談談我經歷的神蹟奇事： 

我在非洲遇到的最大神蹟，是在莫桑比克，我和海蒂貝克在一起，他們常常舉辦大型巡迴佈

道會、復興大會。 

有一次我們到一個鄉下去，租了一個很大的會堂，在那裡敬拜的時候，忽然間，我看到一個

人很奇怪的裝扮，全身穿的衣服有些黑黑的，手裡操著一個類似琵琶的樂器，有很簡單的幾

條弦，上面裝飾了一些美麗的羽毛，身上穿的衣服很奇怪。 

這個人進來後跟著我們的敬拜儀式，一起跳舞，我覺得這個人有些奇怪，就通過翻譯問他： 

“請問你是基督徒嗎？” 

他說：“不是”，但他也在那裡敬拜。 

我說：“你要不要信耶穌呢？”他說：“我要啊”。 

“那我來帶你做禱告好嗎？”他說：“好啊”，他說的是葡萄牙文，我講的是英文，我們中間有一

個翻譯。 

然後他跟我一起做禱告，我很開心把他帶到主面前，跟他一起的還有一位婦女，我就問他：

“這位女士是誰？”他說是我太太，我就問：“能否帶她太太一起禱告？一起信主？” 

他說我的太太是個啞巴，已經六年不會講話了。我就對他說： 

“那麼我們先禱告，讓她能講話，然後再一起信主。”他說好啊。 

於是我就為她做了按手禱告，用的是英語，就這樣開了她的口，她也開始講話，從此她就信

主了。 

後來有人告訴我說，這個男人是我們這一片鄉村功夫很高的巫師，大家都害怕他，因為怕得

罪他之後被他詛咒。我覺得自己能夠這麼容易就把他帶著信主，可真是一個大神蹟。 

當天晚上海蒂貝克和我們大家一起，就把這個男人那個琵琶似的樂器和衣服都在院子裡燒

掉，燒的時候那個樂器裡面有一股股綠色的火苗跳出來，這些就是邪靈，這個巫師之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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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功夫，就是他在彈琵琶的時候與邪靈在一起，接著宣教士們就送給他一些新的衣服，

讓他開始新的生命。 

海蒂貝克去非洲是我們教會第一個贊助她的，我們給她買了一張單程的機票。她在去非洲之

前，有一年的時間和我們在一起，就在我們教會。我們和海蒂貝克有很親密的關係，所以我

們才會去莫桑比克宣教。 

給非洲宣教的時候，我和海蒂貝克的一個主要同工住在一起，經他按手禱告就從死裡復活的

就有二十幾個，最長的已經死了三天，還讓很多瞎子重見光明。 

神在這些落後地區和國家有很多的神蹟，因為這些地方條件很差，人們常常容易得病，他們

缺醫少藥，信主之後就特別虔誠，特別依靠和信賴神的醫治，因此神蹟特別多。 

我第一次為啞巴按手禱告治好啞巴，不是在莫桑比克，是在昆明。 

1992年，我第一次到昆明，當時是去政府許可的一個三自神學院。這個神學院是海底貝克的

父親在美國神召會募款，然後到昆明買了一個學校建立起來的，專門訓練少數民族的年輕傳

道人。我去的時候正好有一些七八十歲的老牧者回來訓練一年，有一半是原住民的年輕人。 

我當時是去講授聖靈的課程，講這個課程裡面充滿了非常多的神蹟奇事，我就不一一講細節

了。我是非常相信醫病趕鬼的人，我在講課期間，常常為學生們禱告，為他們禱告醫病。 

漸漸的，這個信息就傳播出去了，就有病人從外面來。有一次，學生們帶了兩個啞巴來，我

就開始禱告，兩個啞巴就跟著我一起開口禱告，這是我第一次藉著禱告治好啞巴。後來這個

神蹟傳出去，外面來的病人就越來越多，我們不敢讓他們進學校，因為沒有足夠大的地方可

以容納那麼多人。 

其中有一個當地陶瓷廠的廠長，他的兒子吸白粉成癮，搞到家裡所有的東西都被他賣光了，

這個廠長異常煩惱，他有個朋友正好是神學院院長的兒子。院長的兒子就告訴這個廠長，說

我們學校來了一個美國牧師，為病人禱告，有很多奇事發生。 

於是廠長就帶著他的兒子來學校，當時我正在講道，教室裡坐滿了人，他和兒子就坐在外面

的走廊上，他的兒子平時每 15分鐘就得吸一次毒，如果不吸就全身難受。那天我的講道很

長，有一個多小時，他兒子居然沒有發作。 

後來在禱告的時候，他們把他兒子帶來第一個禱告，我那個時候禱告也很有神的恩膏，我不

需要碰到人，只要把手舉起來，對方就會被擊倒。他一過來我就為他禱告，我還沒有說幾句

話，他就砰的一聲倒下去了，他倒在地上，全身有些顫抖，毒鬼的靈離開他，他就不會再渴

求毒品了。 

第二天這個廠長把兒子帶到學校，找到神學院院長問：我的孩子能不能來上神學啊？院長笑

著回答他說： 

“你的兒子還不是基督徒，怎麼上神學呢？“ 

廠長急忙說：“那我們就趕緊信耶穌吧。” 

就在前幾年，雲南有一個人通過網絡搜索找到我，給我發了一個信息，告訴我，他是 20多年

前我去昆明那次，他被聖靈充滿的，然後回到他的原住民村子裡，現在他的村子裡都是基督

徒，而且都被聖靈充滿，他很想見我，問我能不能再去雲南。 

我收到這個信息，就去昆明見他們，他們告訴我說，我當年播下的聖靈之火還沒有熄滅，現

在還是很復興，對他們幫助很大。 

  

我們國語禮拜堂也出過一個大大的神蹟，那是 1980年左右，我去新開聖地亞哥聖經教會之

前。以前國語禮拜堂有一個姐妹叫利百加，姓李，住在 LaJolla，她原籍是中國東北。利百家

在東北的時候，18歲之前曾經因為盲腸開刀，那時候神呼召她做傳道人，要她去讀神學，但

她沒有去讀，而是選擇嫁給了一個醫生。這個醫生後來去了紐約，成為有名的心臟外科專

家，非常有錢，後來到了聖地亞哥。80年代初，她們在 LaJolla的房子就值一百多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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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生前的 18個月，利百加的先生突發心臟病死亡，利百加受到太大驚嚇，連續 18個月

晚上不敢睡覺，都是開著電視到天亮，身體受到很大的影響，她當時 60歲，有一兒一女，兒

子有輕度憂鬱症，女兒很正常。 

那一陣子我每次主日講道結束，就看到利百加匆匆忙忙地離開，我心裡感到很奇怪。有一天

我講完道之後，就把她叫住，問她為什麼總是這麼匆忙的離開，她非常悲哀地說：如果我不

是個基督徒，我就自殺了。 

我大吃一驚，趕忙問她是怎麼回事，她說你到我家來，我告訴你。 

晚上我到了利百加的家，她滿面愁容地告訴我：我得了不治之症，是一個沒有辦法治療的

癌，是所有癌症裡面最惡毒的。醫生告訴我說沒法動手術，最多只能活三個月，要我趕緊處

理家產。我的家產已經都處理好了，現在我要把我上天堂的手續辦好，以前我雖然是基督

徒，但對神馬馬虎虎，因為家裡很有錢，也沒有好好敬拜神，現在我沒有其它的想法，就是

一心準備見耶穌了。 

我跟她說，李姊妹，以賽亞書 53:5說：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

醫治。你可以向神禱告，請求祂醫治你啊。 

她說：有這麼回事嗎？我說有啊，聖經上這麼說的呀。 

她說：真是慚愧，我平時都不太讀聖經的。 

我說，神既然有這個應許，祂一定會醫治的，你相信嗎？ 

她說我相信。我說，那我們就來禱告，醫生說只有三個月，我們就要禱告。 

於是我找了一些弟兄姊妹，我們一起為她恆切禱告。三個月以後得百加打了個電話給我家

裡，那時候我上班，下了班家裡人告訴我，李姊妹請我晚上到她家看神蹟。 

我們晚上到了她家裡，她很興奮、很激動，她跟我們說她的病情，她的癌症是從盲腸里長出

來的，長出了一個非常硬的腫瘤，差不多有兩寸厚，從腹腔把肚皮頂破，突出到肚皮外面

來。醫生對這樣的惡性腫瘤無計可施，只給她說最多還能活三個月。平時她不得不用紗布把

腫瘤包起來，每隔 15分鐘裡面會衝出一股體液，她必須趕快把紗布換掉，不然就會臭出來，

所以她每次主日崇拜聽講道後，就得匆匆趕回家換紗布。 

當天晚上，她把紗布打開來給我們看，她說我這個只給醫生和護士看過，我的子女都沒有看

過，因為太可怕了。現在這個腫瘤雖然還有大拇指那麼大伸在肚皮外面，但比以前已經大大

縮小了，我現在去看醫生，他們說可以做手術了。 

在醫院動手術的那天，利百加穿了一身白色的紗裙，帶著鑽戒，打扮的非常漂亮，我感到很

驚訝：李姊妹，你今天不是開刀嗎，為什麼打扮的那麼漂亮啊？ 

她說，我擔心我今天會死在手術台上，那這就是我最後的一天了，我要漂漂亮亮地去見耶穌

啊。 

我們就為她禱告，她進去做完手術，右邊腹腔切除了不少組織，右邊腹腔都凹陷下去了。第

二天我們再去探望她，她告訴我們說，醫生將切下來的組織去化驗，找不到癌細胞，所以醫

生說我沒有癌症，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我們大家都為她鬆了口氣，剛要顯出高興的笑容，她又接著說，我的右腳不知道被什麼割著

了，整條腿完全沒有知覺，不能動了。我以後就不能開車，不能走路了，這可怎麼辦啊？ 

那個時候我很單純，也非常有激情和膽量，同時受到禱告醫治她癌症的鼓舞，我滿有信心地

對她說：李姊妹，神能夠把你的癌症治好，這點小小的右腳問題怎麼能治不好呢？這不就是

個簡單的問題嗎？我們來一起禱告吧。 

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也沒有想到神經被割斷後會收縮的，連醫生也沒法把斷開的神經拉在一

起，再重新連起來，但我對這些一點都不知道卻幫助了我，否則我可能沒有信心去大膽鼓勵

大家向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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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一起禱告完之後，我很虔誠又很認真的宣佈：現在奉耶穌的名，把你的右腳趾動動。

利百加的右腳趾果然動了動，然後她又抬了抬右腿，果然一切都好了。真的就全好了，真是

太奇妙了，我們也覺得太奇妙了。 

出院之後，利百加在家裡休養了三個月，這三個月我們經常去看望她，她雖然能夠自主行

走，但因為右邊腹部少了一大塊，所以右邊還要撐個枴杖。到滿了三個月後，我們決定到她

家去做一件使徒行傳中，彼得在美門對一個瘸子做的事：奉耶穌的名，你起來行走。 

那天我們到了她家之後，就跟她說：李姊妹，我們要跟你讀一段聖經，就是使徒行傳第三

章，彼得在美門治療那個瘸子的事。接著，我們一起讀這段經文，並恆切禱告，禱告結束

後，利百加對我們說：不要扶我，讓我自己來。 

於是她從沙發上站起來，沒有依靠枴杖，就走了六七米到電視那裡又走回來，我跟她說：你

可以自己這麼走了。她擔心自己不能開車，又過了兩三個月，她可以開車了。 

利百加後來又活了 30年，她常常在聖地亞哥的各個華人教會為主作見證，一直是神的敬虔兒

女，她活到 90歲才被主接回天家。 

  

2011年農曆過年後，我在法國巴黎一個溫州人的華人復興教會，那幾天我住在一個董弟兄的

家裡，他是做布匹批發的大生意人。教會裡有一個張弟兄，他的父親從中國來巴黎看他。 

有一天，這個張弟兄把他的父親帶來，問我可不可以為他的父親禱告？他的父親眼睛瞎了，

只有微弱的光感，他在中國和法國的很多醫院都看過，醫生確診是雙眼視網膜損壞，完全沒

有復明的可能。我說禱告當然沒有問題啊。我和師母兩個人就為他父親禱告，禱告完了之

後，他的父親眼睛也沒有復明，張弟兄就把他父親扶著回去了。 

那一年 12月的聖誕節，我們參加這個復興教會在禮拜五晚上的一個聚會，大概 7點開始，我

坐在前面。這時有一個人過來找我： 

賴牧師，您還記得我嗎？ 

我認真看了看這位弟兄：我記不起來呀，抱歉。 

他說我就是今年農曆過年的時候，那個眼睛看不見的弟兄，經過那次禱告之後，我的眼睛逐

漸恢復，到現在完全可以看見了，現在讀聖經都沒問題了。 

張弟兄非常開心，後來我們去巴黎，都是他接待我們，他的眼睛一直很正常，他也一直非常

開心。 

醫治就是逐漸的好轉，瞬間能夠好轉那是神蹟，那是異能，和醫治是有分別的。有的疾病並

不是馬上就能好，只有通過不斷禱告，然後慢慢地好，這就是醫治。主耶穌的醫治當然和我

們不一樣，他是有大能的，祂能夠瞬間把各種病症都治好，祂是神。 

我們的醫治就是漸漸好的，要不斷禱告，神為什麼讓我們慢慢地好呢？是為了堅定我們的信

心，也讓我們在屬靈方面學習功課。 

我們在為病人禱告的時候，是盡著愛心和信心：神啊，您憐憫他！ 

我們並不確知每一次禱告都能醫治成功，能否醫治成功，取決於他與神的關係，醫治是靠神

完成的，主權完全在神。如果他當時醫治好了，但後來又墮入罪中，那麼很可能舊病復發。

所以醫治禱告是要和改變生活習慣、敬虔信主相結合的。 

  

有一次我們在馬里蘭開一個晚上的神醫佈道會，很多病人從各地趕來，其中有一位 40多歲的

中年婦女來找我，她說她患有很嚴重的血漏，從十幾歲來月經起就每天滴血，從來沒有停

過，她的母親也是死於這種病。現在她的女兒 14歲，也開始有血漏，非常痛苦。 

她問我：我可不可以來禱告？你也為我禱告，也為我的女兒禱告，不過我女兒不在這裡，她

在家裡。我為她們倆都做了禱告，散會後她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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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以後，她從馬里蘭打電話到我家裡，她說：賴牧師，我要給你講一個見證。一個月

前，你那天晚上為我們做禱告的時候，我感覺到我的血漏當時就停了，我女兒也是那個時候

就好。但我們不能確認是不是真的好了？所以就等了一個月真的是好了，才打電話告訴您。 

七年之後，我們又在馬里蘭開神醫佈道會，她帶她的先生一起來表示感謝之情，她說：這七

年，我們的病再也沒有復發過，我已經完全好了，我女兒也已經讀完大學工作了，我這次來

就是要特意感謝您。 

真是很奇妙，神的工作。 

這些神的醫治證明，即使到了今天，只要我們有信心，神就會醫治我們。有些人有醫病的恩

賜，我相信神給了我醫病的恩賜。我曾經給很多神醫佈道家做翻譯，他們也常常為我按手禱

告，這給了我很多的信心和恩膏，感謝神！ 

  

感謝天父，感謝主耶穌，感謝聖靈 

親自施恩給我的全家 

 

3男 2女，3個媳婦，2個女婿，7個孫子，6個孫女，2個孫女婿，第三個孫女今年夏天即將

在義大利結婚，全家 28口人。各個都蒙主恩典，從小愛主，一直在教會裡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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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尋根之旅 2017 

 

 
 

2018 聯合國之旅 

 

 

 

 

 

 

 

 

 

 

 

 

 

 

 

2018 葛培

理圖書館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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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溫哥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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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照片是我 70歲生日時拍攝的。 

 
 

以下照片是大孫女婚禮時的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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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dia 畢業 

 

 

 

 

以下照片是三孫女婚禮時的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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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聖誕節小孫女與夫家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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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孫女訂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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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照片是大女兒一家在歐洲旅遊 

 

 

 

                                

 

 

 

 

 

左邊照片大女兒夫婦 

 

右邊大女兒及三個女

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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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上與二女兒們合影 

       左下 2017 肝與大腸手術。    右下媽媽與大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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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照片是二女兒畢業 

 

 

二女婿 Hanford畢業 

 
 

二女兒竹君婚禮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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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兒全家照 

 

 

以下是 Paul畢業，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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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and Lily Tsao Family 

 

 
大兒子主恩結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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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婦馬利亞醫學院畢業典禮照片 

 

 

 

 

 

 

 

 

Wedding 

photos of 

Daniel and 

Mary 

 



 33 

 
 

Nolan , Jackson and 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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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 2 sons 
 
               
   Mary and 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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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and Mary Lai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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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守望婚禮照片 

 
 

 

 

 

 

 

 

 

 

 

 

 

美儀與祖父 

 

 

 

 



 36 

小媳婦 Joanna 畢業典禮               守望 UP畢業典禮 

 

 

 

 

 

 

 

守

望

哈

佛

畢

業

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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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