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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現代傳媒，向普世華人宣揚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

神蹟彰顯的因子
蘇揀選牧師

主耶穌在世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迦拿一個娶

親的筵席上，祂將淡水變為美酒。一提到迦拿婚筵

「淡水變美酒」，我們就會想到，耶穌也能使我們的

生命產生奇妙的改變。

這段耳熟能詳的經文，蘊藏著豐富的屬靈啟

迪。想想：為什麼水變酒的神蹟發生在迦拿？迦拿

（Cana），意為「蘆葦」，是拿撒勒北邊的小村莊。
如果不是因為「水變酒」的神蹟，恐怕今天很少人知

道迦拿這個地方。為什麼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發

生在這麼小的地方呢？因為，那裡有讓神蹟彰顯的 

因子。

一、第一個因子─馬利亞
    
馬利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試想如果沒有馬利

亞在場，這個神蹟很可能不會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

發生，因為耶穌說過：「我的時候還沒有到。」馬利

亞的屬靈生命至少有三個特質：

1、留心觀察

照猶太人的習慣，娶親的筵席要連擺 7天（士
14:12）。當時眾人都在歡喜地享受著美食佳餚，盡
情歡慶。忽然，「酒用盡了」。正因為馬利亞是個留

心觀察的人，才及時發現主人家的需要：「酒用盡

了！」當今忙碌的生活中，我們是否還能留心觀察到

別人的需要、難處或缺乏呢？

 
 2、愛心關懷

酒沒有了，在一般人看來，會覺得「與我何干？」

俗話說：「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是世界價值觀

帶給我們的影響。但是，馬利亞卻滿了關切之情，主

動伸出援手，來到耶穌面前，為他們代求，把需要告

訴主耶穌：「他們沒有酒了。」

「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4）盼望神激發我們的愛心，當我們看到人有需要
時，主動伸出援手，想一想「有什麼我可以為他（她）

做的嗎」？

3、信心代求

馬利亞來到耶穌面前，放下了母親的架子，以單

純的信心，將他們的需要告訴耶穌：「他們的酒用盡

了」。

她完全相信耶穌會按著祂的方式，用最好的方法

解決問題。馬利亞只是對用人說：「祂告訴你們什麼，

你們就做什麼。」這句話顯示出馬利亞對耶穌絕對的

信靠。馬利亞是單憑信心代求的人。信心的禱告，就

是交託。讓我們謙卑地放下自己，以信心將難處、需

要、問題告訴神，交託給神，讓神用祂的方式、方 
法、時間作祂要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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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個因子─用人

我們不知道有幾位用人？但是，用人在這個神蹟

的彰顯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神蹟」是神的作 
為，是神說話、作事留下來的記號，顯出神的榮耀、

帶下神的恩典、證明神恩惠的福音。神願意人與祂同

工，配合祂的作為。用人的生命也有三個特性：

1、自我隱藏

經文沒有提到用人的名字有特別的用意，說明在

神的工作中，人是應當隱藏的。在這件事上，主知道

「他們是誰」就可以了。在我們的服事中，求主幫助

我們，記念別人的參與、勞苦、付出；對於自己，讓

我們有願意隱藏的心。當我們甘願隱藏自己時，神的

作為就彰顯出來了。正如施洗約翰所說：「祂必興 
旺，我必衰微。」（約 3:30）

2、努力盡本份

「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

（約 2:6）一桶水，希臘文 metretes，相當於 9加侖，
每口石缸可以盛兩三桶水，相當於 18-24加侖。耶穌
吩咐用人把石缸倒滿水，他們就照做了，而且是「倒

滿，直到缸口」（約 2:7）。這說明要在我們身上顯
明神蹟的恩典，需要努力殷勤，盡我們當盡的本份。

3、全然順服

耶穌說把水倒進去，他們做了；又說：把水舀出 
去，他們也照樣做了；還對他們說：「送給管筵席的」，

他們仍舊做了。這是很不容易的。任何有頭腦的人都

知道，在那個焦急緊張、想方設法解決難題的時候，

把水送給管筵席的，不是在添亂子嘛？主人家是要罵、

要打的。用人身上有一種特質，就是「全然順服」。

當人照著神的吩咐去做的時候，神蹟就發生了！

三、第三個因子─管筵席的人

在四福音書中，明確記載的耶穌所行的神蹟有 35
件。而這位管筵席的人，則是第一位享受到神蹟恩典

的人。第一個嘗到甘醇、芬芳美酒的人，不是馬利 
亞，不是耶穌的門徒，乃是管筵席的人。

1、認真負責

當時的情況，這位管筵席的人一定是焦頭爛額，

彷彿熱鍋上的螞蟻。就在他束手無策時，忽然用人把

一些液體送到他面前。你想他會怎麼辦？如果是我

們，我們會怎麼辦？「趕快送去，已經來不及了，還

不趕快送過去！拿給我幹嘛呢？送去給客人呀！」如

果管筵席的是這樣子的話，大概他就不是第一個嘗到

美酒的人了。這位管筵席的人，雖然焦急，仍是認真

負責、嚴格把關，親自嘗了嘗「那水變的酒」。正是

因為他認真負責，就第一個嘗到了主的恩典，嘗到了

美酒的滋味，經歷到了耶穌所行的頭一個神蹟。

2、願意嘗試

換個角度想，當用人把這些液體送來時，管筵席

的人一定「大吃一驚，怎麼可能？」他清楚知道「酒

已經用盡了」，很難相信，這些液體會是他最需要的

酒。驚喜又充滿懷疑，正是他的心情寫照。但是，雖

然有懷疑卻願意嘗試─自己先嘗一嘗。當管筵席的

人用信心去嘗試時（約 2:9），一嘗嚇一跳，他嘗到
了上等的美酒，嘗到了主恩的滋味。

遇到難處，正是我們用信心經歷主的時候。今天

的問題是，我們常常在等待觀望，卻不肯憑信心去試

試，憑信心支取神的恩典，耶穌可以把水變酒，耶穌

同樣可以解決我們的困難，改變我們的現狀，滿足我

們每個人的需要。

其實當時，神蹟已經成就了，水已經變成了酒，

但是如果管筵席的人不肯嘗一嘗，他依然與神蹟無

份，神蹟依然沒有在他的生命彰顯。正如大衛在詩篇

34篇 8節說：「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
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因著這個嘗試，神蹟

臨到他，也臨到眾人，賓主盡歡，神人同悅。

結  語

邁進 2021年時，盼望你我在事奉、工作、家庭 
中，一起效法馬利亞的留心觀察、愛心關懷、信心代 
求；學習用人的自我隱藏、努力盡本份、全然順服；

也像管筵席的人，認真負責、願意嘗試，成為讓神蹟

彰顯的因子，讓神的作為成就在我們生命中，使我們

在神的面前不斷經歷更新突破、領受恩典，也成為別

人的祝福。



有個貧苦人家的小男孩，在別人眼中是個不好

學、成天在外玩耍的野孩子。他白天忙著捉蟋蟀和蚱

蜢，晚上就忙著追捕螢火蟲。這個好玩的小男孩長大

之後，卻成了「舉世無雙的昆蟲家」。貧苦對他來說，

到底是禍？是福？

一生與昆蟲為伍

法布爾（Jean-Henri Fabre）生於主後 1823年，
法國南部的一個農村。從小就酷愛大自然的他說： 
「我們所謂的醜陋和美麗、骯髒和乾淨，在大自然那

裡是沒有意義的。」在他的眼中，神所造的一切生物，

都可愛極了，沒有什麼讓他覺得厭惡的。當時一般

讀生物系的大學生，都是用顯微鏡觀察已經釘死的標

本，而法布爾卻喜歡研究活的標本。他把昆蟲養在籠

子裡，或者到野外實地觀察。由於他走遍森林山野，

從事研究，因此有人責問他說：「為什麼不用正統的

方法，在實驗室裡做研究呢？」法布爾回答說：「你

們是把昆蟲開腸破肚，而我是在牠們活蹦亂跳的情況

下進行研究。⋯⋯你們是研究死的，我是研究活的。」

法布爾研究昆蟲的態度不但真實，而且非常嚴

謹，絕不會「人云亦云」。他年輕的時候，讀到一本

有關昆蟲的書，作者寫著：「母的地蜂把甲蟲殺死，

然後餵給幼蜂吃。」法布爾去仔細觀察後，發現母地

蜂並沒有把甲蟲殺死，而是很準確地刺中甲蟲的神經

中樞，使甲蟲麻痺，不能動彈，然後就把甲蟲帶回蜂

巢，作幼蜂的新鮮食物。這個發現對別人來說，可能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只覺得很有趣。但是對法布爾

來說，卻是促使他改變的轉折點，因為從那個時候開

始，他就不再輕易相信科學的權威了。

法布爾對任何事物都要先親自觀察，親自觸摸；

不是只有一次，而是兩三次，甚至是沒完沒了，直到

沒有任何懷疑為止。比方說，他仔細觀察油甲蟲的生

活史，才知道幼蟲在花朵裡面，等採蜜的地花蜂飛來

後，就偷偷地爬到地花蜂的背上，到蜂巢裡面去偷吃

蜂蜜。法布爾用了四十年的時間仔細研究甲蟲，然後

才發表論文。為了要對昆蟲做精確的研究和實驗，法

布爾也不惜付出昂貴的代價。他在研究蟬的時候，就

借用了當時市政府的大炮，去觀察蟬對炮聲的反應。

法布爾很驚訝地發現，震耳欲聾的炮聲對蟬毫無影

響，蟬照樣在叫。他因此斷定，蟬的叫聲雖然很吵，

但是蟬自身卻是聾的。

昆蟲界荷馬

法布爾寫過好幾本書，其中最著名的鉅作，就

是《昆蟲記》，有十卷那麼多。從主後 1879年寫到
1910年，歷經 32年才完成。法布爾在書裡，不但真
實地記錄了昆蟲的生活，還透過昆蟲的世界，來影射

人類的社會和眾生相。法布爾的這部鉅作，不但使他

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也使他贏得了

「昆蟲界荷馬」的美名。 
在《昆蟲記》裡面，法布爾除了對各種昆蟲的生

活史，有很真實、很詳盡、又很有趣的記錄之外，

對法國東南部的樹林、田野和花草，也都有生動的

描繪，尤其是他對真菌的研究，更是這個領域裡的佼

佼者。法布爾曾經為真菌畫過 700幅水彩畫，他也詳
細描述不同塊菇的香味。菇類現在已經成了人類喜愛

的健康食品，據說美食家真的能夠從各種不同的塊菇

裡，吃到他在書上提到的各種香味。

法布爾認為，一個人的成功不是單靠機會，他 
說：「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所以，法布爾一生

勤奮好學，不斷把握機會，主動去學習新的事物。法

昆蟲之友法布爾 
古  苓

大人物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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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絕不熱衷名利，在他非常有成就、非常出名的時

候，他很謙虛地說：「我只不過是一盞燈，照亮了我

面前那一塊路而已。」法布爾在主後 1915年過世，
享年 92歲，他一生用了 80年的光陰來研究昆蟲。他
喜愛昆蟲，不是只把它們當作研究的對象，可以說他

是真正的「昆蟲之友」。

從自然界認識造物主

法布爾在他的著作裡，雖然沒有直接提到他的信

仰，但是讀者可以從他對大自然的研究態度，間接感

受到他對造物主的虔誠敬愛之心。法布爾的研究暗示

出，神所造的自然界是井井有條的，而且在其中有無

窮廣大的領域，正等待著人類去學習和研究。這就幫

助讀者發現，造物主何等偉大，又何等有智慧。

詩篇 104篇 24節說：「耶和華啊，祢所造的何
其多！都是祢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滿了祢的豐富。」

是的！三位一體真神透過聖經和祂所造的萬物，來向

我們啟示祂自己，所以我們越多讀聖經，越多親近

大自然，就會越多認識真神，並且越多體驗到祂的 
豐富。

註： 本文有關法布爾的事蹟，參考顏
路裔編選的《小事情真故事》。

（請掃描二維碼觀看視頻）

    《
大人物小故事》《大人
物小故事》徵文徵文

人物選擇：
1、古今中外各階層的已故大人物（未過世者尚未蓋棺論定） 
2、正面的人物（最好是有基督信仰的人，帶出正面積極的信息）
3、反面的人物（必須帶出警戒性的信息）

內容撰寫：
1.要口語化，看不到文字也能聽懂。語氣類似紀錄片的旁白，或劇本的旁白。
2.不用第一人稱。不須詳述生平，重點放在有趣、又有激勵性的部分。
3.從大人物的事蹟帶出屬靈信息。
4.至少有一節經文作為總結。

稿分段：

1.第一段開場白，字數在 50到 100字，吸引人收看該視頻
2.插入片頭
3.撰寫事蹟
4.總結的教訓
全篇字數 1600-1800字，包括標點符號。

稿約：
＊所有來稿，編輯都可能潤飾、修改，以符合節目播放。

＊文稿末尾請附上基本資料，含真實中英文姓名、筆名（若發表時要使用筆名）、

    聯絡方式（Email、電話及住址）。並簡介您的專業、工作、來自哪裡、現居何處等。
＊請電郵至 kairos@kairos-usa.org，註明投稿欄目。來稿錄用後，將敬奉稿費以致謝誠。
＊ 文稿一經採用，製作成影音作品，播出時必然註明原作者。作者同意授權本機構用於網路、影音節目。
開路者保有影音作品所有版權。

＊請勿一稿兩投。未被選錄，恕不另行通知，敬請見諒。歡迎電郵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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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2年創立開路者學院，至今已走過了八個
年頭，目前的學院網站已是第三代的版本。創辦學院

的初衷，是為海內外華人基督徒提供一個線上聖經研

讀的網路平台，讓有意進深卻沒有機會成為全職學員

的基督徒，利用時間完成聖經各書卷的學習。

學員可以靈活按照自己的時間和進度上課，有空

時可以多學，忙的時候可以少修，目前已有五十卷聖

經書卷的課程上線。以多媒體視聽的方式是我們的特

色：聽─有聲書、看─錄影書、讀─文字教材，這一

多元立體化的教學獨特，也不受課堂大小，距離遠近

的限制，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區學員的參與。

感恩的是，這八年間已有千餘位學員參與，人數

仍不斷在增加。特別是疫情期間，神學院與聖經學校

的關閉，這一平台還成了那些原來在聖經學校及培訓

班上課的學員們的雲端課堂。

我們很高興每天都收到學員們的學習和考試記

錄，前不久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員順利完成了整卷

書的學習，並通過考試拿到單課修讀證書。我們祝賀

他，也希望其他學員以他作榜樣，努力學習。

開路者學院也是眾教會和弟兄姊妹查經學習的資

料庫，為沒有時間和計畫系統修課的學員提供了「查

經直通車」。不須註冊登記，可直接來學院網站查找

資料，為教會的查經聚會及帶領小組的牧者和義工領

袖提供方便之門。順便提醒一下，登記註冊和上課都

是免費的喔！

隨著雲端服事越來越被欣賞和使用，除了聖經研

讀欄目之外，學院還計畫逐步增加信仰與實踐、教牧

輔導等方面的課程，以回應牧場及群羊的需要。請您

和我們一起為此禱告！

開路者學院─線上聖經研讀的平台

星期三的下午，Matt和 Sally
夫婦在台北中壢家的電話響起，是

開路者香港辦事處的 Herman打來
的，約好的祈禱會開始了。Matt和
Sally是開路者的好幫手，2019年中
從香港移居台灣，並繼續參與香港

開路者的工作。祈禱會是以電話會

議形式舉行，共 10位弟兄姊妺參
加，都是香港開路者的骨幹工作人

員，大部分是義工，也有半職同工。

這個祈禱會一直在香港辦事處

進行，我們圍坐在小小的地方祈

禱，甚覺親切，遷居海外的就以電

話聯繫。2020年差不多一整年，我
們都未能與海外同工見面，透過電

話，大家仍然熱切參與，就像真正

見面一樣！

全球性的疫情，加上香港本身

的社會事件，自 2019年 6月以來
的十多個月，香港人都在困難中渡

過，教會的聚會和活動停止了，信

徒的不同政見更引發分裂，這一切

都有待修補，有待復元。

混亂和苦難讓世界停頓下來，

2020年香港開路者很多外展工作
都不能推行。感謝主，我們的其他

事工還可以如常進行；其中開路者

陳美麟

香港事工

開路者香港辦事處 2020 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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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近況

嘉賓來訪，熱情參與媒體事工

去年 12月 2日，著名舊約學者邵晨光牧師師母，和正道福音神學院
教授蘇文隆牧師來訪。開路者鄭黃鳳瑛執行總幹事和蘇揀選牧師熱情地

接待，除了帶他們參觀，詳細介紹開路者的媒體事工，並探討在媒體事

工上共同服事的可能性。感謝主，蘇文隆牧師當天便參與了節目攝製，

邵晨光牧師也在數週後，接續來開路者攝製節目。敬請搜尋 YouTube上
「開路者視頻」，訂閱關注我們的頻道，第一時間收看牧者們的精彩節目。

「睿聽心晴」新增2個「信仰與實踐」系列

為回應弟兄姊妹對「信仰與實踐」課程的探索與需要，「睿聽心晴」（微信公眾號）開設了《漫談精神衛

生健康》及《門徒觀輕談》兩個新系列，很榮幸邀到陳志平牧師和陳榮超牧師 /博士擔任欄目主講人。陳志平
牧師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畢業，之後到美國福勒神學院深造，又經過專業學習，

獲得洛杉磯心理諮詢及精神衛生治療師的專業執照。他的講座有助於消除人們對

精神衛生疾病的恐懼，認識精神衛生健康的重要，能幫助我們關懷有這方面需要

的人；陳榮超牧師是神學博士，牧會多年之後退休，目前潛心投入神學研究和教

學的事奉，是香港崇基神學院客座教授。兩系列講座分別在每週主日播出。

筱芬醫師談保健

為提供新冠狀病毒疫苗信息，家庭科醫生陳筱芬醫師在《筱芬醫師談

保健》系列，和大家比較了三種疫苗的差別，並回答 5個常問問題。12
月 28日播出後 5天，已有將近 600個點擊。在各國科學家努力之下，大
部分疫苗都已進入最後階段，傳出好消息的疫苗效力都在百分之 50以上。
三種已在注射的疫苗都必須施打兩次，中間間隔三週。筱芬醫師說，流感

病毒和新冠病毒是兩種不同病毒，一種疫苗只能針對相應的病毒才有效。

流動網站上的「每天想一想」欄目

是由一組義工團隊負責，每天一段

靈修短文、金句或畫作。2015年
11月開始至今已發布超過 1800個
小品，值得鼓掌！

開路者學院的課程也正常上

傳，共上傳了《詩篇》、《士師

記》、《耶利米書》和《箴言》四

卷書；另外，每週寄發的電郵「生

命旋律」，從版面設計、文字編 
寫，以至群組的發布，都是香港開

路者的工作，也沒有因疫情停頓。

值得一提的是，開路者查經教

材的配置產品如播放器、USB棒
等，都是經香港開路者在中國深圳

採購。2019年我們訂了一批播放
器，原定 2020年初交貨，但因疫
情爆發，工廠停工無法完成。感謝

神，8月份左右中國逐漸恢復正常
活動，我們的訂單在 10月份出貨，
小先知書電子課程的 USB棒也順
利完成製作，趕著配合各地寄送。

2020年，開路者香港辦事處已
踏入第十三年，上帝的恩典滿滿，

十多位弟兄姊妹在主內團契中互相

支持幫助，為開路者的工作獻出心

力，雖然一年不能見面，但熱切的

事奉心懷不減。不正常的日子終會

過去，我們著眼對未來的盼望、對

神的依靠，一步步跟隨地走衪開展

的路。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

們務要堅固，不可動搖，常常竭力多

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

主裡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陳志平牧師

蘇文隆牧師（右起三）、邵晨光牧師（右起二）

陳榮超牧師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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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與代禱

非常感謝開路者，這次寄來的

《保羅書信》查經系列 U盤，
我們用了，特別的好。因為有兩個

插口，一個是傳統插口；一個是最

新款式的插口，新插口速度很快。

這種三合一的查經方式：聽、讀、

看的結合，使得學員們的學習變得

更容易了。（中國大陸牧者）

我（玫瑰）把《睿聽心晴》分享

給一位慕道友，對她幫助很

大。慕道友回應：這幾天在聽《睿

聽心晴》，感覺真好，心裡很平和

快樂，感覺自己一天天變好。初期

有些恐懼不安，不知該不該信，現

在覺得聖經真是更完美的哲學，我

真的感覺到他真實的存在。（中國）

我叫李燕，今年 79歲。2019年
11月我和老伴在醫院病房裡受

洗。因年事已高，不便去教會，但

又極度渴望神的話語，就在 2020
年一月，由於機緣巧合，應該是神

的安排吧！一位牧者為我們安排，

寄來了這台小小播放機──伴我同

行，對我這樣的老年人來說真是雪

中送炭！不僅內容吸引人，聲音也

那麼有溫度，潤物無聲地帶領我一

篇篇地聽下去，靈裡得到極大的滋

養和滿足。但自己的滿足不是最終

的滿足，我身邊還有幾位老姊妹，

希望她們也能得到神最美的祝福，

所以麻煩再寄來幾台，準備送給她

們。謝謝你們第二次的免費贈送，

讓我們這些眼神和腿腳都不便的老

人在家裡也能吃到靈糧。（中國）

疫情期間，我們身為長者蝸居家

中，日子很難過。十分感恩無

意中在 YouTube看到這個讀聖經
節目。主持人講得十分清楚，聲音

和諧悅耳，字字鏗鏘。我尤其喜歡

男主持林彬先生輕重音用得恰到好

處，表情相當自然；女主持芷珊小

姐溫柔中亦不忘帶出主題，他們十

分合拍。在短短十分、八分鐘，便

把聖經解釋得很清楚。對我們長者

真是恩物，因為閱讀聖經有時眼睛

疲倦，不一會兒就覺得眼花。看這

個節目，令我多些機會接觸聖經、

《伴我同行《伴我同行──隨身聽》隨身聽》
國語版、粵語版

隨身攜帶，不需WiFi

播放器裝置開路者 30多年精心製作的聖經查經節
目，含《聖經導讀》和《查經有聲書》系列，靈修單
元及讚美詩歌

免費贈
送，自

由奉獻

12020年 10月到 12月裡，粵語「聖經好好聽」視頻節目已經完成
了《雅歌》和《約拿書》兩卷書的錄影，即將進入剪輯階段，預

定今年在 YouTube播放，我們拭目以待。非常謝謝林文旌長老夫
婦義務擔任主持人。每集查經節目裡，他們無論在表達和衣飾上，都是

細心互相配搭好。邀請懂粵語的弟兄姊妹每天收看，和他們一起有系統

地查考神的話語，也為他們的錄製和神的話能開啟人的心禱告。

2感謝神賜給開路者寬敞的攝影棚，也賜下現代化的設備，使我們

的錄像事工能夠不斷往前邁進。求神加添同工們智慧和能力，在

新的一年，製作出更多榮神益人的節目。也求神加添訂閱 YouTube
上「開路者視頻」人數，收看開路者每天更新的節目，透過更多點擊，

接觸更多上網瀏覽的人。

明白聖經，在靈命上增長很多。很

遺憾太遲看到這節目。我誠意邀請

各位多向朋友介紹這上乘的節目。

（Susanna Cheung）

向你們分享鼓勵和感謝的話：

一、我將開路者播放器送給我

母親，她非常喜歡，迫切想聽裡面

的粵語講道和音樂。母親有焦慮和

睡眠問題。她說睡覺前聽著音樂，

不但滋潤也平靜她的心，可以安然

入睡。她說這是最棒的聖誕禮物。

二、15年前，我想成為心理健康
方面的宣教士，但因請款沒通過，

可以從事的職務也落空，夢想沒有

實現。我非常失望。後來也想與神

學院去中國宣教，只因諸多障礙，

這樣方式也行不通。但如今神實現

了這個夢想，我不須旅行外出，障

礙移除，透過在家錄製視頻就可以

接觸許多人。我等了 15年，在神
的時間，祂使一切成為美好。謝謝

你們，成為神對我內心渴望和禱告

的答案。（黃倩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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