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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于一個天主教家庭，母親家族是第三代基督徒家庭。從小我就很喜歡教堂美麗又寧寗的氣

氛，却從不曾知道人如何能與天父建立起一個親密的關係， 也對聖經中記載的很多奇蹟充滿疑惑，因

此成長後逐漸遠離天父也遠離了教會。 

         1996 年 12 月，父親突然因心臟病去世，從台灣奔喪回美後, 常陷于“子欲養, 而親不在” 的傷痛

及父親究竟去了快樂的天堂或是可怕的地獄的疑惑中， 遂開始尋找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恰巧當時公

司內部有一個聖經查經小組，於是加入他們，想探討這本書如何看待生與死？或許能從中找到答案。 

        開始查經後，常聽小組內基督徒同事提到凡是相信主耶穌又願意跟隨他的人，就可以把重担交托

給他；有疑惑時，也可以向他尋求。我總是一頭霧水，不知平凡的人如何能得知這位看不見又摸不著

的神的旨意？但因喜愛書中很多的教導，不止論到人如何來，人將來何去，連生活中各層面: 夫妻之

道，孩子教育，處世智慧，社會公義，均有清楚闡明，於是我決定真心誠意地邀請耶穌成為我生命的

主人。受洗那天，淚流不止，只覺自己好似浪子回家，深深懺悔的浪子正歸回到父親溫暖的家中。 

         1998 年 9 月，因丈夫工作單位調動，全家由南加州遷到北卡 Cary 市。次年 3 月因参加了北卡聖

經教會所舉辦的 “如何教養孩童”講座，就開始了我們全家第一次教會生活。我也從此開始了每天清

晨讀聖經詩篇二章, 箴言一章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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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捩點的記號 

記念 1999.11.02 大車禍經歷神 
楊幼莉 姊妹 

聖誕節快樂 



          1999 年 11 月 2 日早上九點，我遭遇了一塲致命碰撞車禍 (Fatal Collision)，當塲昏死，似乎毫無知覺，却

又依悉感到自己掉入一個無底深淵，不知身處何方，也不知時間，只覺驚恐不已。 我在急救室 5 個半小時

後，終於被救活，而穿過車道中心線撞上我的對方年輕大學生，却不幸因傷勢過重而不治身亡。 

        當下午 2 點半左右，我被護士推去恢復室的時刻，我的意識才甦醒, 而聖經的兩句話，奇妙又清晰地在我

腦海中「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詩篇

27:1)，正是當日清晨我按著順序所讀聖經中的一段。長久以來，我不明白人如何得知神的旨意或指引？因他看

不見又摸不著！但在那一刻，我終於明瞭神或許有很多方式向人說話,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藉著他的

話語 - 聖經。因著這個大疑問被解開，雖然身上有重大傷痛：顏面，胸腔肋骨，手腕，脚腂⋯我却在療傷的日

子裏充滿著喜樂。 

        大約傍晚５點左右，外科醫生來到我的病房拆開我前額的包紮縫合傷口，當我從鏡中看到跨越整個前額的

裂傷，心中居然興起一個想法 “這是一個紀念神曾與我同在的記號，就如同雅各立枕石紀念神曾在夢中向他

顯現（創 28 ： 1-22）”。接著另一個想法又興起: “這是一個象徵喜悅的微笑Ｖ形”。當這些思維在我腦海中

廻盪時，我真是激動不已，這不就印證了聖經中耶穌說的話: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

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翰 14:27）。 

        因著那場大車禍，我確實有了“從前風聞有你，如今親眼見到你”的經歷，也深刻體驗到我所信的是一位

又真又活的真神。從那天起，我對聖經再無懷疑，因為是 神的話改變了我的生命，而我額頭的傷痕正是我生

命轉捩點的記號。 

2020 年一月一日,小兒立武在聖保羅市明尼蘇逹州參加

歲末新年的感恩聚會,會後有一位姊妹來和我談話,原

來她還不是基督徒,我就抓住機會和她傳福音,我一邊

傳福音一邊心裡為她禱告,求神感動她願意接受耶穌做

她個人救主。感謝神她在新年元旦接受耶穌做她個人的救主。 原來她是明尼蘇達大學學生,在校園中

揀到今晚聚會消息,就來參加這次聚會,使她靈魂得救成為神的兒女，真是傳福音有時,因為 Covid-19

暫時不會去明尼蘇達,信主也有時， 願把榮耀歸於神。 

回家後,我的最小媳婦身體感到疼痛,因為她的預產期到了,小兒立武和我一起載她去醫院,因為是第一

胎,歷經十八小時的痛苦,於 2020年一月一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出生,感謝神保守母女平安,孩子取名陳

若蘭, 真是生有時,求神保守她一生的道路,也祝福立武夫婦在那邊的服侍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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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感恩見証 黃撒拉 姊妹 

紀念我們敬愛的蕭以正弟兄, 一生忠心服事主, 

足為典範, 如今安息主懷, 永享天福, 祈求主

看顧保守蕭大姐、二姐及家人, 繼續靠主堅強, 

蒙 神給予安慰祝福與鼓勵。 



     修殿節 1 後，大祭司在家擺設筵席，請了祭司

長，祭司，撒督該人，法利賽人，文士，和長老

們。晚宴後，說說笑笑地談論他們聽到一些市井

的消息。 

    「我聽到，」祭司說，「有人看見救贖以色列

人 2 和拯救的角 3 興起了。」 

    「我聽到，」文士說，「有人看見以色列的安

慰者 4。」 

    「我聽到，」長老說，「有人看見人們盼望救

贖 5 耶路撒冷的已經來了。」 

    「我聽到，」長老說，「有人看見天使，聽見

天使宣告大喜的信息 6 ，就是萬民的救主基督，

在大衛的城誕生了。」 

   「假消息！」撒督該人說，「沒有天使 7 。」 

   「宣告君王誕生的應該是王室的人，」法利賽

人說，「怎麼會是卑微的牧羊人。」 

   「救贖以色列人和拯救的角興起了，」大祭司

疑惑的說，「也是假消息了。」 

   「我班裡的一位祭司撒迦利亞說的，」亞比雅 

8 說。 

   「十七個月前，輪到他值班 9 。他進聖所燒香 

10 ；進去很久，出來後，就啞了。後來就聽到他

妻子懷孕了。」 

   「他們都上了年紀，都是義人，」祭司長說，

「以利沙伯終於不再被羞辱了。」 

   「他們帶著剛出生的兒子來行割禮 11 ，取名約

翰。」 

   「這時，撒迦利亞就開口了。說他進聖所後，

看見天使加百列 12 ，聽見天使說他的妻子會生被

聖靈充滿的兒子，要起名叫約翰。他不信，天使

就讓他成為啞巴。」 

   「為此事，他感謝神，就預言神要興起拯救以

色列人的角。」 

   「又有人看見天使，」撒督該人說，「還是一

位祭司。」 

   「他聽見，天使說約翰有以利亞的能力 13 ，要

像拿細人 14 一樣侍奉神。就預言約翰是至高者的

先知；要為救贖主預備道路 15 ；要傳罪被赦免 16 

的救恩。」 

   「一個叫西面的人，」文士說，「說他看見以

色列的安慰者。」 

   「西面是公義虔誠的老人，」長老說，「聖靈

啟示他會看見神應許的基督。」 

   「有一天，西面在婦女院看見一對夫婦帶著剛

出生的嬰兒來行潔淨禮 17 ，要把這頭生的歸給神 

18 ，和帶來兩隻獻祭的雛鴿 19 。」 

   「他們是極窮的人家，」法利賽人說。 

   「西面接過那嬰兒，就稱頌神讓他看見救恩 20 

，他死也瞑目了。」 

   「他就預言神預備了照亮外邦人的光 21 ，那是

以色列人的榮耀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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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 ! 聽見 ! 看見 ! 
任世光 長老 



   「撒迦利亞也預言，」亞比雅說，「神要眷顧

祂的百姓 23 ，施行救贖 24 ，和晨光會照亮在黑

暗死蔭裡的人 25 ，帶領他們走上平安的路。」 

   「西面又預言拒絕這孩子的會永遠滅亡 26 ；接

受這孩子的會與神同在；這孩子的母親心要被刀

刺透。」 

   「有一個常年在聖殿的女先知，」另一位長老

說，「說她看見人們盼望的救贖主。」 

   「這女先知名叫亞拿，是亞設支派法內力的女

兒；結婚七年後，守寡了八十四年，現在應該也

有一百多歲了。」 

   「她看見那來割禮的嬰兒，感謝神的救恩，就

開始傳講童女馬利亞看見天使加百列和馬利亞蒙

神恩典讓她懷孕生子的事。」 

   「又有人看見天使，」撒督該人說，「這次是

一個童女。」 

   「童女，怎麼會生子 27 呢，」法利賽人說。 

   「馬利亞和約瑟已經訂婚；約瑟是個義人 28 ，

他知道是這神的旨意 29 。」 

   「凱撒奧古斯督要男丁都回鄉登記戶籍。約瑟

住在拿撒勒，是大衛的後裔，就帶著馬利亞回伯

利恆。」 

   「到了伯利恆住進客店，馬利亞就生了頭胎兒

子，用布包著，放在馬槽裡。」 

   「馬利亞聽見天使說過，神要把大衛的王位賜

給這嬰兒 30 ，他要作王直到永遠 31 。」 

   「牧羊人在伯利恆的客店裡看見天使說的臥在

馬槽裡的救贖主基督 32 。」 

   「有什麼記號？」大祭司問。 

   「天使說馬槽就是記號。」 

   「君王怎麼會在馬槽裡呢，」法利賽人說。 

   「天使說馬利亞生的是聖者，是神的兒子；就

是那嬰兒，天使給他起名叫耶穌。」 

   「褻瀆神！褻瀆神！褻瀆神！」大祭司站起來

撕裂衣服。 

    約翰漸漸長大，心靈健壯，住在曠野，直到他

在以色列人中公開露面的日子。 

    耶穌漸漸長大，強壯起來，充滿智慧，有神的

恩典在他身上。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對他的喜愛，

都不斷增長。 

    阿們！ 

（跟據路加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編） 

參見經文： 1 約翰福音 10:22 ； 2 詩篇 111:9 ;  3 撒母耳記下

22:3 ；詩篇 18:2 ； 4 以賽亞書 40:1-2 ； 57:18 ； 5 創世記

49:18 ； 6 撒加利亞書 9:9 ； 7 使徒行傳 23:8 ；路加福音

20:27 ； 8 歷代志上 24:10 ； 9 歷代志上 24:19 ； 10 歷代志

上 23:13 ； 11 創世記 17:12 ；利未記 12:3 ； 12 但以理書

8:16 ； 9:21 ； 13 瑪拉基書 4:5 ； 14 民數記 6:2-3 ； 15 以賽

亞書 40:3 ； 16 耶利米書 31:34 ； 17 利未記 12:1-5 ； 18 出埃

及記 13:2 ； 19 利未記 12:6-8 ； 20 以賽亞 52:10 ； 21 以賽亞

書 42:6 ； 49:6 ； 60:3 ； 22 以賽亞 45:25; 46:13 ； 23 以西結

書 29:21 ； 24 西番雅書 3:15 ； 25 以賽亞書 9:2 ；詩篇

107:10 ； 26 以賽亞書 8:14 ； 27 創世記 18:14 ；以賽亞書

7:14 ； 28 馬太福音 1:19 ； 29 馬太福音 1:24-25 ； 30 以賽亞

書 9:7 ； 31 但以里書 2:44 ； 7:14, 18, 27 ；以賽亞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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