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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餘在美國曉士頓兩年的生活分享 7/2009- 5/2010
各為主內弟兄姐妹平安:
我能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我在美國兩年得生活, 我深感榮幸, 因為 這是主在我的生命中
的作為, 是主的名得榮耀的時間, 阿門!
我的分享有三大部分 : 神的計劃, 神的帶領, 神的獎賞
有人會說, 到美國是你自己的心意, 為甚麼硬要跟神扯上關係? 大家聽的時候, 可以驗證一
下這是人力可以做到的, 還是這位全能神奇妙的作為.
(一
一)

神的計劃 --

在兩年前, 我發覺我的生命年年如是,營營役役,不停地在心靈的曠野兜兜轉轉, 找不到出路,
那時感到學校的工作與教會的事奉拉鋸. 有很大的爭扎,我深信這樣的生活絕不是神的心意.
我很想我的生命有喜樂, 與神的關係有進深的發展, 但我沒有具體的焦點 和方案. 就在我們
的祈禱小組裡, 我把這個模糊不清的意念擺上: 求神給我一個異象, 一個新的異象。
啊 , 等了好幾個月, 毫無改變的跡象, 因為來年的工作分配已差不多要定下來, 又再重複
等啊等
去年的生活模式。 神啊, 你可否聽到我的禱告? 就在零九年四月的一個早上, 神給我一個意
念: 工作要暫時停下來, 修補與兒子的關係, 去服侍他。 或許, 先 讓我交代一下我跟兒子
的情況:兒子從零四年開始到美國留學, 當時我們已分開達六年之久。 在香港一起的時後,
已經有很多衝突, 關係疏離, 我很想跟他修補關係, 服侍他, 也希望能找到一間可以幫助他靈
命成長的教會。 那時兒子在畢業前就找到工作, 他也打算在美國房產低沉的時候買房子。
這事實告訴我兒子已進入人生的一個重要的里程,那麼, 能有機會跟他同走這段 路, 也是挺
有意思的決定吧! 那麼如何打發時間? 讀神學應該是個一舉兩得的好主意罷, 一則可以學神
的話語 (我多年的心願), 二則 我也很喜歡在英語的國家生活, 籍此提升自己的英語能力, 事
奉 跟工作的矛盾, 就不是已經解決了嗎? 但是, 神卻沒有告訴我明確的時限, 譬如是一年還
是兩年? 因為是無薪的假期, 我心想:一年就夠了! 我先後跟教會牧者, 家人和校長商量, 一
切都很順利, 但校長卻因行政理由, 要求我申請兩年的停職, 一年是不批准. 我當時感到很
為難, 離開家兩年好像是長了一點, 失去兩年的手收入也需要審慎得考慮。慶幸經濟能力還
可以, 因為原來要負擔兩個孩子的教育經費, 現在變為一 個, 而且, 兒子還可以負擔我在美
國的生活經費；劍雄也 抱著 ‘成人之美’ 的心態, 支持 這個兩年的決定。就是這樣. 我在美
國兩年的信心歷奇, 就這樣開始了!
一年好還是兩年好?
一年好還是兩年好

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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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其實已經發生了, 究竟是一年好還是兩年
好呢? 當然是兩年了, 一年的話, 讀神學的計劃是不
能實現的。原來頭半年 (09 的 秋季) 我要考海外學
生的英文試(原先以為可以申請豁免)、 協助兒子
新屋搬遷 和安頓 和辦理繁複的神學院申請, 在很
倉促的情況下, 才可以在 2010 年的 春季入學, 到
11 年的 5 月畢業, 剛好是兩年的時間. 我不能不虛
心地敬畏這個看透 萬事的全能神。
人 心 籌 算 自 己 的 道 路 ． 惟 耶 和 華 指 引 他 的腳步。

誰來替我教會
誰來替我教會的
教會的侍奉崗位呢
侍奉崗位呢?
崗位呢

話說我在教會的事奉問題, 還沒有解決, 因為在事奉的中途, 找誰來替我的崗位呢? 當時, 提
了幾個名字, 我的丈夫是其中一個, 我立刻有很大的反應, 我從來沒有想到他是我的替代人
選, 因為他在教會的時間不長, 只有很少的事奉, 對教會生活不是很投入。 所以我立刻向神
禱告, 這若是祂的心意, 就給他這個機會, 讓他在執事會侍奉神吧! 他是最後一個考慮, 因為
之前的兩位都推辭, 他就抱著’沒有所謂’的心態, 當了教會的執事。 兩年之後, 他已是執事
會主席,就是因為我的離開, 神就給他這個服事的好機會, 可能神又在他的身上, 開始另外一
個故事吧!
詩 34:8 你 們 要 嘗 嘗 主 恩 的 滋 味 、 便 知 道 他 是 美 善 ． 投 靠 他 的 人 有 福 了 。
(二
二)

神的帶領

來美的計劃已經訂下了, 那麼我就跟著神的帶領, 開始這一個驚險刺激的信心之旅。第一個
問題我要問的, 就是我應該讀哪一所神學院呢? 入讀達拉詩神學院 (DTS)是不是神的心意呢?
當時我只是想讀神學, 真的不知道要到那一所神學院。我就問陳國平師母, 她一說就是 DTS,
我只知道它在 Houston 有分校, 但還沒有把地點 (因為兒子的住址還沒有確實) 跟學費弄清
楚.後來到了美國, 才知到學費比兒子讀大學還要貴, 自己也沒有甚麼獎學金, 也覺得不應讀
這些'名校', 免得加重家庭的負擔 , 所以我 很想找一些'普通' 的神學院。 就在這一刻, 劍雄
就來電告訴我, 說學校可以給我津貼, 是學校假期的工資, 兩年的津貼, 就可以支付我八成的
學費,我即時的反應是:'是真的嗎? 那就很明顯 DTS 是神的心意, 他給我很清晰的確據, 不用
再舉棋不定。但是, 當時我心想:為甚麼神不供應我全數的學費呢? 直至我畢業回港後, 看
到公積金的紅利, 全部加起來, 剛剛就是學費的全數,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神真的是那麼信實,
錢的確不能難到祂!
神的預備與供應真是超乎我所想所求, 在時間和金錢方面, 我都是從人有限的角度, 來評估
神的無限, 真的求神讓我能更進深的認識他, 相信他的大能和信實。

另外, 對於一個不會開車的我,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交通問題。 雖然我有國際車牌,
但沒有機會操練, 也沒有自己的車, 所以還不能開車。 我很遲才知道神學院的位置, 還不太
遠, 我問兒子, 走路行嗎? 他說沒有可能. 最後, 問題還是解決了, 就是坐公共汽車.。但是要
花較長的時間,而且, 因為在分校上課, 有些課是在晚上, 巴士都沒有了, 而且晚上獨各兒在
路上走不安全, 兒子在 Houston 還可以請他幫忙, 但他不在怎辦? 在神真的是無難成的事,
祂為我預備了一位住在 Katy (在 Houston 的西邊,可順路送我會家) 的女同學, 她很好, 不單
下課送我回家, 在早上也來接我, 她說她從來沒有坐過公車, 很難想像我要時常乘坐公車上
學的辛苦。現在回想起來才奇怪, 這位同學就出現在我首學期唯一的晚課的一班!
第一個學期平安過渡, 下學期怎麼辦? 因為大家的選科不一樣, 上課的時間也不一樣, 不可
能再碰到住在 Katy 或類似的同學。這個時候, 恰巧是我來到休士頓西區中國教會 WHCC
的時間, 上文不是說要為我的兒子找一間合適的教會嗎? 神巧妙地透過一個非基督徒的朋
友, 讓我有機會接觸這教會。 我跟兒子都很喜歡, 積極參與這教會的活動, 並開始服侍。
WHCC 部份肢體負責一個福音電台: 粵語 飛揚。他們歡迎
我唸新聞系的女兒到電台實習。
去年六月女兒從香港到 Houston 粵語 飛揚 電台實習, 那
時我才知道, 竟然沒有公車到電台, 那麼女兒怎樣每天到電
台上班 呢 ? 這個時間,到 WHCC 的一位姊妹出場, 她竟然
主動地借出她的 Lexus 給我, 我怎樣開這部名牌車? 太大
壓力了! 最後她就安排了另外一輛 van 仔給我, 加上弟兄 從旁指導, 那麼女兒和我上課的交
通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感謝神, 我最後買了車, 在我的國際駕駛執照到期之前, 我也考到了車
牌!
考車牌前有 教會弟兄 跟兒子教路, 和教會的禱告, 更有其他姊妹 帶我上高速公路操練.就是
這樣,神一步一步的帶領, 使我在生活上獲得更多的獨立和自由。原來我其中一科要到 Katy
的教會觀察作 attachment, 給我帶來很多的方便。
感謝神在學習上給我的預備和引領!
感謝神在學習上給我的預備和引領

除了要克服交通問題外, 還有語文的問題. 雖然我是英語老師, 但學校和教會學的聖經都是
英文, 所以聽跟閱讀都有困難, 開始時看聖經的時候, 要中英對照 和時常翻查字典.不敢問問
題, 怕弄錯發音 。到後來跟同學熟了, 才有膽量向他們請教。 同班的同學都很積極的提問,
聖經基礎很強, 提醒自己真的要好好的認真學習祂的話語, 以前真的浪費很多時間. 很感謝
神在 WHCC 教會有很強的真理教導, 培靈會, 差傳年會分享, 有很高質素的基督教電台, 弟兄
姐妹也很樂意分享網上有關神學的資源, 牧師和師母也很關注和支持我的學習。神也給我
一個很安靜 、無干擾的環境來讀書。除了簡單的家務外,我是可以完
全投入學習, 孤單的時候, 還有這隻可愛的小狗相陪。

開始的時候, 我是一廂情願的來服侍兒子, 原來不經不覺,兒子已經很獨立, 很多事情都是他
教我, 譬如 如何買平的東西, 英文, 電腦, 家庭中很多東西都由他來修理, 他也時常鼓勵 我讀
書不要單求及格, 要對自己作高要求, 我的成績有進步, 他也有很大的功勞。
.

(三
三)

神的獎賞

當時真得很害怕學業不及格, 那怎樣跟家人, 教會和學校交待? 記得 WHCC 的姊妹鼓勵我
說,:'知道自己不行, 就行了!’ 神的恩典確實豐富, 祂知道我越軟弱, 就越加給我幫助, 我就這
樣的禱告: 神, 你是我唯一的幫助, 請你做我的導師, 並賜我智慧和專心, 教我不要害怕困難,
讓我能榮耀你!'
讀書的路途, 從烏雲蓋頂, 慢慢到撥開雲霧見青天。 最後一科在 spring term 五月完結, 但我
仍獲批准在五月畢業. 感恩不盡, 謝謝祂給我一個完美的結束。
2.自己只希望跟兒子一起, 並順利完成學業。 其實,很擔心事間不夠, 沒有想過要去到甚麼
地方遊玩, 也不想花費。
1.

但神就是那麼愛我, 籍著女兒跟丈夫來美探望, 讓我有機會
到紐約, 拉斯維加斯和大峽谷遊玩, 讓我在緊張的讀書生活
中,與家人共敘, 增添無比的歡樂。
3.最重要的成果當然是認識神的話語, 經歷他豐盛的恩典. 之前真的對聖經不太尊重, 連聖
經都想買二手, 現在才知道, 神的說話就代表神, 是完全正確無誤的。這兩年我緊緊的跟隨
祂, 更認識祂的屬性, 是絕對的公義, 卻滿有慈愛 ,祂的話語對所有人,在甚麼環境都合用, 真
是寶貴的. 我在這裡的學習其實是個開始, 我要窮一生一世來學習他的話語, 明白祂的旨
意。
4.’凡事依靠神’ 這句話以前講多, 現在真的是天天靠神的看顧和供應.無論是健康, 功課, 與
兒子的關係, 心靈的孤寂, 教會的生活, 出入的平安 等等, 都發覺自己可以 做的很有限, 神才
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我們的知心朋友, 感恩的是神帶領我們找到一間好的教會, 無論是牧
師,師母, 弟姐妹, 每一個都是那麼親切, 有愛心,最重要的是,兒子和他的女朋友都喜歡
WHCC,希望祂也會成為他們將來的屬靈的 家。

我想若我在兩年前沒有向神禱告, 順服他的帶領, 我相信我一定會錯實失了很多信心磨練的
學習, 很難經歷神這樣豐富的恩典。 祂的確是那位信實, 慈愛的神, 路縱是難行, 我們只管
努力靠神向前, 勝利仍屬耶和華.
箴 21:31 馬 是 為 打 仗 之 日 預 備 的 ． 得 勝 乃 在 乎 耶 和 華 。
我這兩年在美的經歷, 就是一個信心的路程, 信心是磨練的功課, 苦難的成果。
希 11:6 人 非 有 信 、 就 不 能 得 神 的 喜 悅 ． 因 為 到 神 面 前 來 的 人 、
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這是我最大的得著. 尋 求 他 的 人 , 真的獲得他得賞賜。縱然路途並不平坦, 有時狂風, 有
時巨浪, 但神應許祂的恩典夠我們用, 我經歷長期手疼, 一度打擊我學車的動力, 但畢竟沒有
防礙我正常的生活, 車牌仍然可以順利拿到, 還得到弟兄姐妹的關心和禱告。
五月七號是 DTS 的畢業
典禮, 很開心有三個俊男
一起陪我到 Dallas 參加這
個難得的盛會,
從院長手中接過這張文憑,
真得很開心,感謝神無條
件的恩典 和家人犧牲的
愛的成果. 今天的裝備,必有他的心意, 我願意順服他的帶領。
第二天是母親節, 我從兒子手中接到一張母親節卡, 載滿了欣賞和安慰的話語, 另一邊箱, 在
Facebook 收到女兒親手設計的母親卡, 還有劍雄給我的祝
賀.這些對於你們來說可能是常有的祝福, 但在我這個景況,
正如沙漠裡的一杯涼水, 一陣透心的涼風, 逐一鼓勵我繼續
上路。
當你覺得你的屬靈生命停滯不停, 需要他的亮光和帶領,大
膽 向他祈求罷, 祂必成就!
在結束之前,在我的故事裡, 有兩個人是很重要的. 一個是玉鳳,另外一個是美蘭, 他們兩個都
是我的祈禱組員, 在美國有兩個城市 是很重要, 一個是休士頓, 另外一個是達拉斯,美蘭, 偉
堅的姐姐就住在達拉斯,記得我在去美國前, 因為郵誤的問題, 很遲才獲得簽證,最後一分鐘

才可以確定機票往休士頓, 但立刻就要到達拉斯作課前輔導, 在哪裡舉目無親, 誰來接機和
送我到神學院呢? 就是全靠偉堅的姐姐和姐夫, 來
接機和送我到神學院, 晚成了一個星期的輔導, 也
有他們送我到機場. 有關玉鳳 什麼事? 原來他的嫂
子的弟弟是住在休士頓, 跟我們的住處也算近, 他
是車行經紀, 除了幫助我買車和在生活上給我很
多提點外, 是他介紹給我們這間教會. 神的安排真
奇妙, 他的嫂子的弟弟不是基督徒, 但他卻希望我
能參加一間好的教會, 我跟我的兒子找了大半年,
去過五六間教會, 我們一到這個教會就很喜歡, 崇拜後就參加主日學, 也參加哪裡的 粵語青
年小組, 也參與詩琴的侍奉, 他和他的未婚妻也在這間教會接受婚前輔導, 我希望他們一家
也會參加這一間教會.
多謝弟兄姐妹無微不至的愛、禱告及守望, 你們的勞苦和愛心必不徒然, 盼望主再來的日子,
他必親自賞賜.
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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