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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美國全福會之聲夏季版。2021年我們已經過了一多半，我們深深

感受到上帝的大愛是那樣新鮮而又持續不斷地傾瀉 在我們的生活中，“……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 我們心裡。” （羅馬書 5:5） 

在本期中，您將看到我們最近的美國全國代表大會的圖片。在大會開始之

前，來自美國各地的男士們在福音燃火隊外展活動中一起工作，與邁阿密地

區的人們分享為什麼“我們是世界上最 快樂的人”。結果看到308人禱告並接

受耶穌為他們的主和救 主……“如果你口裡認主耶穌，心里相信神叫他從死

裡復活，你 就必得救。因為心里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羅

馬書 10:9-10） 

在接下來的幾頁中，我們相信您會歡喜閱讀來自下面幾位人士的生命改變

的見證：Ted DiBiase、Jorge Segersbol、Marty Celaya 和 Bob Nations。我

們祈禱，當您閱讀時，您也將受到鼓勵。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

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 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 3:5-6） 

當您有機會時，請將本期 VOICE USA 傳遞給其他人，他們將有幸聽到有關

上帝多麼愛他們的“好消息”。 

他以愛為旌旗在我以上！

邁克·波斯特萊威特（Mike Postlewait）， 
美國全備福音商人團契 總會長 
電子郵件：  

     mike.postlewait@fgbmfiusa.life

歡迎來到美國  “全福會之聲”

mailto:mike.postlewait%40fgbmfiusa.life?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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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宣言 
我們的使命宣言 
1. 在世界各地領人信主，尤其是男士

2. 挑旺激勵信徒， 使人歸回神

3. 幫助信徒在聖靈裡更新和成長

4. 訓練及裝備信徒投入大使命

5. 以團契生活建立肢體，彼此服事

6. 在基督裡合一，做肢體聯結的橋樑  

7. 做耶穌所做的事情……甚至更多。 
（約翰福音14:12）

我們的核心價值目錄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
誡命更大的 了”。（馬可福音12:30-31）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承諾：    
· 愛–為他人的利益犧牲
· 誠信–選擇做正確的事
· 關係–重視他人
· 承諾–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永不放棄
· 網絡–積極建立與他人接觸的渠道
· 培訓–裝備自己完成使命
· 變革–依靠神轉化世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請訪問我們的網址： 

www.fgbmfiusa.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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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至 22 日美國全福會年會
在邁阿密多拉的洲際酒店舉辦。全福
會年會的與會者在離開時都精神煥發
並被聖靈重新充滿活力。所有人都經
歷了讓人激動的團契、大有恩膏的演
講和美妙的敬拜音樂。三天的大會帶
下巨大的合一，被描述成如同沉浸在“
大愛的海洋”。 

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進入他的安息”
。這 是聖靈 賜 給 新英格蘭地區代 表 
Roger Ringuette 的領受。 

在美國大會之前，福音燃火團隊在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呈扇形展開，由塞
爾吉奧·奧塞格拉 (Sergio Oseguera) 
帶頭。聚會中308人接受了基督進入他
們的心中！ （見第 7 頁消防隊照片） 

美 國 全 福 會 全 國 禱 告 主 任 D a v e 
MacBurnie介紹了大會禱告團隊。在
大會召開前幾個月，他們一直在Zoom
聚會和祈禱。西北地區總監Bill Wilson
分享了Demos Shakarian 的願景。 

2021美國全福會 

Mario Garcia

George Segersbol and Neil Nelles

John Carrette

Ron Bauza

Bill Bacon

Larry DeNofio

Jaime Sol

Tim King

Roger Ring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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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會特別報導

Andrew Kaminsky

Norm Cheever

Sergio Oseguera

Joel Swallow

Dave MacBurnie

Stan Hoerman

Sandy Cantu

美國全福會總會長 Mike Postlewait 
特別強調聖靈正在呼喚行在愛中的男
人和女人回歸上帝。 

國際全福會總會長馬里奧·加西亞 
（Mario Garcia） 為美國大會祝福，
並兩次有力地挑戰聚集在一起的男女
要被聖靈“挑旺燃燒”。 

每位區域主任都分別報告了他們所
在區域的發展情況。道格·伍利 (Doug 
Woolley) 主持了整個分會代表們的會
議，其中包括選舉美國全福會總會長。 
Mike Postlewait 謙遜地接受了他的連
任，並再次擔任下一屆三年任期的美
國全福會總會長。包括馬里奧·加西亞
在內的領導層也都聚集在邁克身邊，
奉上帝的名祈禱，祝福他個人，以及整
個團契。 

婦 女團契 的女 士 們 也 舉 行了為 期 
三小時的特別會議。Charlotte Car-
rette 和 Sandy Cantu 為女士們服
事。不少人給出了精彩的報告。其中
包括西班牙裔分會国家副总裁兼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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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Segersbol和東部區域主任
約翰 德貝里 (John DeBerry) 就非裔
美國青年外展活動進行了令人興奮
的最新消息。拉里·德諾菲奧 (Larry 
DeNofio) 給出了對賬報告。 Norm 
Cheever 講述了 God-Mobiles 的成
功，而 An-drew Kaminski 談到了監
獄部委。 Tim King 講述了 Zoom 會
議在全球範圍內的巨大影響。

人們是通過“上帝的任命”參加大
會的。這在一對一的祈禱中多次得到
體現，其中許多人在他們的特定情況
下獲得了神聖的突破。約翰·卡雷特 
(John Carrette) 和海梅·索爾 (Jaime 
Sol) 一起在最後一個關於治愈、異象
和聖靈的晚間服務中一起服侍。整個
人群都被這兩位受膏的演講者重新
煥發活力。 

來自 邁 阿 密 的 會 議 協 調 員 J o s e 
Sikafy 總結得最好：“作為一個全國
大會，看到其他國家的支持和團結真
是太棒了。”我們感謝Jose和整個邁
阿密團隊，他們做到了這一點。■

2021美國全福會 

Jose Sikaffy

 Bolanitos

Doug Woolley

John DeBerry

Praying for our USA President

Mike Corey and Bill Wilson

Ladies of the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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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會特別報導
2021 FGBMFI 美國大會 • 邁阿密

福音燃火隊
我們去給予愛、希望和信念！另外，我們也收到了那個！ 

邁阿密福音燃火隊經歷了： 
• 聖靈的同在。
• 所有福音燃火團隊成員在精神上絕對團結。
• 奇蹟是由未悔改的人體驗到的。
• 一直以來，上帝都與我們同在。
• 當我們共同努力時，一切皆有可能。
• 新成員們享受福音燃火隊的體驗。

结果。 
做出308项决定，追随基督!

特別感謝 Sergio Oseguera（美國福音燃火隊國家主任）的精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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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摔跤明星

Ted DiBiase
我成為百萬富翁

泰德•迪比亞斯 (Ted DiBiase) 作為摔跤手獲得了冠軍，在他的職業摔跤
生涯中獲得了 30 個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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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開始了我的摔跤職業生涯。追隨我父親的腳步
（“Iron Mike DiBiase”）並非易事，但我堅持了下來：常常是
博洛尼亞三明治果腹，通宵達旦騎在摩托車上，一離家就是數
週之久。相信我，我的身體確實“付出了代價”，才讓我成為摔
跤界的佼佼者。 

世界摔跤聯合會主席文斯·麥克馬洪對我說：“我想創造一
個典型人物，他會成為一位骯髒的有錢人，大把撒錢卻從不當
一回事。他是那種可以買任何人或任何東西的人。他是一個以
金錢為上帝的角色。我看他是一個以“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
為座右銘的人，泰德，你將成為所有摔跤中最炙手可熱、最討
厭的那位狠角色。只是我還沒有確定該用什麽名字稱呼他。” 

我相信我很少錯，我大聲說：“我知道我們應該怎麼稱呼
他。不如就叫百萬富翁如何！” 

剩下的就是歷史了。我的摔跤生涯飆升至“超級巨星”地
位。在麥迪遜廣場花園溫布利體育場 80,000 人的面前登場比
賽，一次又一次的在胡克- 霍肯中心、超級巨蛋、東京巨蛋、國
內和國際電視節目中獲得冠軍腰帶。我已經非常習慣世界各地
百萬富翁的“壞男孩”生活方式。 

無論我走到哪裡，所有人都看得出我在欲望上不懈努力地的 

我成為百萬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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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從我 進入到 摔跤 行
業，現在看起來所有的犧牲
都是值得的。換來的是一流
的待遇、五星級酒店、豪華轎
車和酒——沒有什麼能阻止
我。連洋娃娃和彈球機都是
以我這個百萬富翁的名字設
計的。 

摔跤業的市場和名氣在不
斷提升和發展中，摔跤比賽
仍是全球最大的體育娛樂產 

業，而且還在前前所未有的
增長中。當我第一次成為百
萬富翁時，對於誰是好人，誰
是壞人，是有著非常明確的
界限。在當時，道德的標準就
是“犯罪無需付 出 代價”。現
在，通過控制金錢和掌控“人
民想要什麼”，現今不僅是壞
人當道，還有更壞的人。而且
是惡棍得到尊榮。

“在這場成功的旋風中，
《百萬富翁》不再是公眾的
表演，而是更真實的我。”

 為了我的名人地位，我開
始屈服於那些一波接一波向
我襲來的誘惑。我生命中最
重要的人是我自己——不是
上帝，不是梅蘭妮，更不是
我的孩子們。 我的妻子梅蘭
妮 (Melanie) 和我在一起，風
雨無阻。我不是一個完 美的
丈 夫或 父親。但我的驕傲太

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百萬美元男子因其風格和對擂台的
掌控而深受摔跤迷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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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無法真正向她承認這
一點。我常常是籍著去到下
一個體育場或活動來逃避現
實。因這很容易讓我“進入角
色”！ 

有一天，我的妻子向我提
出了我對她 犯下的 一些 罪
過。我咽了口唾沫，承認了自
己的錯誤。面對梅蘭妮迫使
我面對自己。“我現在要做什
麼？”難道這是上帝給我的“
警鐘”！ 

我的一位牧師朋友邀請梅
蘭妮和我參加在芝加哥的一
個青年大會，幫助修復我們
婚姻中的裂痕。傳道人的信
息像來自上帝的激光束一樣
在我身上鑽了一個洞。“接 受
耶穌基督為你的的救主， 你
的罪將被赦免。”這一切對我

來說都開始變得有意義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個人周遭生
活發生崩潰的原因。上帝曾多
次試圖引起我 的 注意。現在
我終於站在了一個我可以傾
聽的地方。 

他邀請那些想要得到這種
寬恕的人從座位上站起來，
走到房間的前面。那是我生
命中最重要的時刻。平時，我
是不會希望任何人看到我有
任何情緒的，但那一晚並不
是一個“正常”的夜晚。我是
第一個回應的人。我最終走
到了十字架的腳下。多年來，
我本應承認基督，但我自私
地堅持自我。我終於重生在
神的家裡了！那是1992年初
春。 經過長時間的考驗，我
向我的妻子梅 蘭妮證 明了 
自己。 聽到她親口說她願意

泰德•迪比亞斯 (Ted DiBiase) 是 WWE 名人堂職業摔跤手，以其作為惡
棍“百萬美元人”的角色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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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在一起，直到今天，我永
遠感激上帝給了我這樣一個
美妙的女人。

儘管我的生活發生了改
變，但這只是個人旅程和過
程的開始。這是一個漸進的
成長，因為我還生活在摔跤
的世界裡。面對我的妻子是
我真正降服的時候。這就是
為什麼門徒訓練如此重要。 
你會失敗，甚至可能失敗幾
次。但上帝是信實的，縱然我
們不是。 

我最終離開了世界摔跤娛
樂協會，和由泰德·特納(Ted 
Turner)主持的世界摔跤錦標
賽。我也顯得更“乾淨”了。 
在我發現脖子上長出兩個椎
間盤突出之後，我轉去做了三
年的賽事評論員和播音員，
最終，在25年的職業生涯後，
我離開了職業摔跤。 直到今
天無論我走到哪裡，人們還
仍然記得我。 我曾經祈禱，“
上帝，赦 免我，我浪費了那麼
多的時間。”但我意識到上帝

不會犯錯，也沒有任何意外
發生。我所經歷的一切都是
上帝帶我必須要經歷過程的
一部分。這是我的“曠野”經
歷。當我在世上還是個罪人
時，神就為我搭建了一個平
台。上帝允許我成為“百萬富
翁”。上帝允許我在全國和世
界範圍內出人頭地，並最終
利用這種聲望為他的王國帶
來榮耀。這就是我現在正在
努力做的。 當我最終開始出
去分享我的經歷時，我開始

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Ted DiBiase 現在是一名基督教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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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上帝是如何使用我為上
帝觸摸人的生命。我第一批
禱告的人中，其中就有一位，
當他接受基督進到他心中
時，簡直是崩潰了，而我哭得
比他還厲害，因為我意識到
神只是用我帶領人來到他面
前。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認識！
成千上萬的人通過我這位新
生的 “百萬富翁”與耶穌基
督建立了個人關係。我講道
不是為了給那些想被娛樂的
基督徒撓痒癢的。我正在向
迷路的摔跤迷伸出援手，將
他們吸引到福音中。 

我使用百萬富翁的角色。
他是魔鬼，是世俗的縮影。
他的神就是金錢。在我的演
講開始時，我說得很清楚。
到那天晚上結束時，我從那
個角色中走出來，我分享我
的心和福音。我的見證有一
個非常強大的效果。他們意
識到真正的力量是耶穌基督
的力量，是上帝藉著聖靈賜
下的能力！ 每個人都有他的

價值。有位有真正的男人對
我 說 ： “泰德，我們不能
被買來，因為我們是被耶穌
基督的寶血買來的！” Ted 
DiBiase因他與耶穌基督和他
的家人的關係，立志以遵

行上帝旨意成為他生命
的滿足 。Ted與 他 可 愛 
的 妻 子 Melanie 結婚將
近 32 年，他們有三個兒
子：Michael、Ted Jr. 和
Brett。Ted 挑戰男人和女
人成為有品格和正直的人。 
Ted “百萬富翁”的角色也
曾在 WWE（世界摔跤娛樂協
會）重新出現，在那裡他特別
露面給他的許多粉絲。■ 
www.milliondollarman.com 

Ted DiBiase … 我成為百萬富翁



14

By George Segersbol
Texas

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找尋
真理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生病，
因此當我的朋友在外面玩時，我卻不
得不呆在家裡，。我開始問… 為什
麼？人生的目的是什麼？等等。 

時光飛逝，大約20歲左右，我在大學讀書
的同時，在一家銀行工作。在參加一次約會的
時候，我聽到心裡有個聲音在問：這就是你
想要的生活”？我覺得很奇怪，我們就離開
了迪斯科舞廳。當我回到家時，我開始哭了。
我對自己說： “我知道生活確實有更多的東
西，但 我 在 哪 裡 可 以 找 到 它 的 真相？”。
所以我開始閱讀很多關於哲學、新時代等方
面的書籍，只要是我能找到的。我還訪問並
參與了不同的宗教——儘管我內心深處感到
某種平靜，但我知道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很多天來，有一位同事一直邀請我去參
加聚會。他跟我談論耶穌，就像他親自認識
他一樣。我嘲笑他，但我意識到他總是很平
靜，一切對他來說似乎都很順利。我告訴他
我會去參加他的一次聚會，但前提是他答應
不再打擾我。 

15

找尋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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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George Segersbol 擔任 FGBMFI 美國執行副總裁兼西班牙裔分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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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聚會中 當聚會進
行了一段時間之後，那個地方
開始聚集了許多看似非常謙
虛的人，他們很平靜，似乎人
人充滿了歡樂。我聽到負責
會議的人說：“每個人都聽說
過耶穌，但很少有人親自認識
他”。我說：“我會邀請耶穌到
我心裡，但我不 想 成 為 你 宗 
教 的 一 部分”。他微笑著回
答：“這 不是關於宗教……而
是關於 你和他之間的關係”。
我做了一個簡短的祈禱，我立
刻感到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從
我的肩膀上冒了出來。即使我
看不見他，我也感覺到主的同
在在我面 前，我 淚流 滿面。
房間聞起來像是充溢著茉莉
花香。那天之後，我的生活永
遠改變了。 

今天，我娶了我美麗的妻
子 瑪 麗 亞 · 埃 琳 娜 （ M 
a r i a Elena）。我向上帝求

給我一位妻子時， 在夢中 看
到 了她。 

我曾經營一家窗簾公司，
還擔任過新市場開發人員，有
機會回到大學攻讀學位，看到
上帝為我打開大門，同時給予
我對商業和機遇的洞察力。我
曾到過我們國家的許多州以
及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分享
見證神的良善，讓人最終了
解真理是什麼。目前，我擔任 
FGBMFI 美國執行副會長兼西
班牙裔分會主任。 ■ 

gsegersbol@aol.com 

找尋 真理 

George and Maria Segers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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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我適合在哪裡？ 

By Marty Celaya, 
California 

已故 FGBMFI 國際主席 Richard Shakarian、Marty Celaya 和 Ron 
Weinb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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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歲那年，我求耶穌進入我的生命。在天主教家
庭長大，我總是聽說過上帝，但我不認識他。 

一天晚上和朋友出去喝了幾杯啤酒後，我走進我父
母家的臥室，在我的床邊跪下，說： “上帝，如果你是
真的，請給我看看！ ” 

從那時起，我接受了耶穌為我的主和救主，成為了
基督徒。我很快就加入了一家當地教會，在那裡我
開始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在許多事工中服務。在我二
十多歲的時候，我結婚並組建了家庭。接下來你知
道，我們漂亮的孩子，薩拉和亞當來到了這個世界。
在這些成長的歲月裡，我是一名電工，一直參與某種
類型的事工。 

快進到 1996 年。六月的一個晚 上，我
正在禱告，我聽到聖靈對我 說：“你很快 
就會做不 同的事 情。”我不太明白這一
點，所以我 繼續我的電工工作和在教堂
服務的 生活。 

同年 11 月，我的好朋友，福音 傳道者蒂
姆·斯托里 (Tim Storey) 帶 我到全備福
音商人團契的總部會見 當 時的國際總會
會長，理查德·沙卡里安。理查德讓我多
待幾天，好熟悉一下這個團契。幾天后，我不得不回
到我的建築工作。 

1997 年 1 月，當我們進入新的一年時，一位自稱

我聽到聖靈

對我說：“你

很快就會做不

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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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是預言家的女士稱說她有話
要對我說。當時我正好參加
一個好萊塢聖經研習會，她
站在加利福尼亞州比佛利山
莊的酒店大堂，問我她是否
可以為我祈禱。 從她嘴裡說
出來的預言，當時的我根本不
知所云。 

她說：“主讓我看到，你很
快就會站在政府領導人和 商
界人士面前！”我不知道她在
說什麼。 我和藹地感謝她，

然後繼續我的路。 
兩個月後的中午，我接到了 

Ron Weinbender 和 Richard 
Shakarian 的電話，詢問我是
否可以在國際總部與他們見
面。 當我到達時，他們一起
提出，邀請我加入全福會的工
作，擔任美國全福會的主任。 
美夢成真！ 

直到這個時候，我一直都在
問主說：“我適合做電工的地
方是什麼？”當時由基督徒商

馬蒂•塞拉亞 (Marty Celaya) 在禱告中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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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適合在哪裡？

人和平信徒組成的大型事工
機構還很少。我謙虛地接受了
這個職位，這是一個全新生活
的開始。在接下 來的幾年裡， 
能與Richard Shakarian 和 
Ron Weinbender 

並肩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大的
榮譽之一。 

在國際總部工作的這幾年
裡，我有幸與 Jerry Jenson 
博 士一起工作，為這本精彩
的Voice雜誌寫作。我會寫下

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分會的
見證。代表總部在美國各地的
分會發言，走遍全國真是太棒
了。正是在早年，我在團契中
認識了很多很棒的人。 

1999年離開團契工作後，我
繼續成為財務領域的商人，以
及作家、牧師和牧師。 

我多年來繼續與我的好朋
友 Richard Shakarian 密切
合作，在許多項目上參與協
助該團契，包括幫助籌備協

國際總裁 Mario Garcia和  
Marty Celaya。

Marty Celaya、Vangie Shakarian 
和 Irma Ce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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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FGBMFI 成立 50 週年。我
很榮幸能做為Richard的得力
助手之一和他 同事， 並且 為
Richard和Vangie Shakarian 
寫作了幾本書。 

多年來，作為團契的終身成
員，我成為了 Shakarian 家族
的牧師，直到今天我仍然是這
個家族的牧師。在理查德·沙
卡里安生命的最後幾年與他
密切合作，我更感榮幸能在
他家中拍攝他的致詞演説給
在洪都拉斯舉行的世界 大會
的會眾，這也是他無法參加的
第一個世界大會。 

主允許我與Richard家人們
一起站在理查德的床邊，為他
祈禱七個星期，因我們相信在
他最終進入天堂見主面之前，
上帝會醫治我們的總會長。我
很榮幸能與Richard家人和許
多優秀的領袖們一起，共同
協調主持了我們的國際總會
會長的追思告別儀式，有許多
來自世界各地的領袖們參加了
這個儀式。 

2019年，當我們的新國際主
席馬里奧·加西亞讓我的妻子
唱歌時，另一個夢想變成了現
實， 他讓我在危地馬拉的世

請幫助分發 VOICE USA 雜誌，以觸動世界
各地的生活。在您的章節中分發它們或用作
巨大的見證工具！

建議捐贈：
一盒 100 份雜誌 100 美元

網上訂購： www.fgbmfiusa.life
或電郵：operations@fgbmfiusa.life

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https://www.fgbmfiusa.life/
mailto:operations%40fgbmfiusa.life?subject=


23

界大會上當著數千人的面發
表演講。再一次，我和我的妻
子非常幸運，因為馬里奧邀請
我擔任 2020 年第一屆虛擬世
界大會的主持人。我的妻子艾
瑪用歌聲拉開了開幕式的序
幕。我們真是太榮幸了。 

今天，我 和我的妻子 仍然
與我們親愛的朋友 Vangie 
Shakarian 和她美好的家庭
保持密切聯繫。 Vangie 非常
親切地為我的新書《你的人
生故事還有更多，過你的終
極生活》撰寫 了前言 。謝 謝
Vangie。 

有一天，當我問主，像我這
樣的人適合在哪裡時，他確切
地知道我應該在哪裡。全備福
音商人團契永遠改變了我的
生活。我與世界各地的兄弟姐
妹建立的友誼一直是我生命中
最大的喜樂。 

今天我和妻子一間位於南
加州的激勵社區教會牧會。 

我的業務是在財務、保險和投
資方面幫助家庭。經常有人問
我，“你是牧師 、 作家 、 製 
片 人 ， 你 還 是 什麼？”我
對他們的回答是， “嗯，我
實際上是一個自豪的全備福
音商人，可以做很多事情，為
神量給我的，我更是永遠感
激不盡。 ■

主，我適合在哪裡？

訂購 Marty Celaya  
的  新書在線

martycbooks.com

英語和西班牙語合二為一！

https://martyc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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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未稱呼 
祂主人 

鮑勃國家（右）和他的兒子亞當在他們的公司。

By Bob Nations, Misso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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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當時我們是第一基督教會的成員，我和妻子
邦妮去了一個長老會的複興聚會，同行的還有一位來
自衛理公會的演講者（亞瑟·富布賴特）（這似乎預示
著一個普世性的作為將會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一直在尋找、渴慕和渴慕真理以及與上帝的
關係。我們記得他們在那次復興大會上教我們的
歌……“耶穌，耶穌，耶穌，這個名字有點意思……
主人，救主，耶穌，就像雨後的芬芳……”我們一遍又
一遍地唱著學習它第一次，我們的心知道……我們從
未稱他為“主人”……這位我們一生都認
識的上帝……我們一生都在教堂聽到過
的那一位……我們在教堂裡畫過的那位
我們一生都在假期聖經學校......我們一
生都沒有被授予“大師”的位置。邦妮和
我都是在去教堂的家庭中長大的……但
俗話說：“一生都住在教堂裡，並不會讓
你成為基督徒，就像住在狗窩裡會讓你
成為一隻狗一樣。”
上帝一生都在呼召我們。我們都記得我們的洗禮經
歷、一首歌、一次佈道或夏令營，這些都是神親切地
在呼喚我們的心歸向祂的時刻；然而我們總會很快
回到我們自己的老路上。可最終，神會在我們的石心
動工，去除一切的磚石和硬塊，讓我們心成為好的土
壤接受神的種子。  
我們有一位多麼耐心的救贖主！在那之前，我們見
過神蹟、醫治，甚至是教會的青年領袖，生了兩個孩

我們從未稱呼 
祂主人 

“在教堂裡度過
一生，並不會讓你
成為基督徒，就像
住在狗窩裡不會
讓你成為一隻狗
一樣。”

鮑勃國家（右）和他的兒子亞當在他們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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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仍然沒有把我們的祝福
歸功於他，也沒有把我們生活
中的君王放在眼裡。但在復興
的那個晚上，我們準備降服！ 
重生後，我們的牧師告訴我
們，他對我們有些擔憂，因為
我們能 談論的 都是 耶穌。所
以，我們離開了那個教堂，我
們 的心不 斷在 燃燒，我們手
裡拿著綠色的小聖經，還有和
我們同在的主耶穌。 
聖經立即向我們展示了耶穌告
訴門徒，我們要接受聖靈的洗
禮！所以，我們熱切地照著去
做了！沒有把手按在我們的身
上，沒有樂器在背景中演奏，
也沒有人們高喊哈利路亞，我
們就受了神靈的洗！在家裡，
只要按著聖經的指引和耶穌
的教導，我們就被聖靈充滿，
開始說方言，正如聖言所說！
祂太真實了！ 
神創造了男人和女人，要在他
裡面一起事奉！領受聖靈一
個月後，我們參加了第一次全
福會的商人聚會！哇塞！從此

我們就沉浸其中，每一個見
證、歌曲、經文、預言、教導都
是我們飢渴靈魂的盛宴！我們
接受 的 越多，我們想要的就
越多。我們閱讀和背誦經文
越多，我們想要的就越多。我
們越做聖經的工作，我們就 
越 想做。我們必須分享！！我
們必須告訴大家！！邦 妮 問 
FGBMFI 的一位領導人，“這種
情況持續了多久？！？” 他 輕 
聲 回 答 ： “ 大 約2000年。” 
然後上帝對我說：“如果你把
你的事業給我，我就給你我
的……” 
我希望上帝擁有它……我在
公司的工作；我們在家工作； 
……不 僅 僅 是 一 種 夥 伴 關
係，而是對我們生活中每一
部分的所有權……所有……
所有……所有……所有。！他
讓我和他做生意。起初我不
確定我的工作是什麼，但他
解釋說：鮑勃和邦妮，你們將
到世界各地向所有受造物傳
福音“……奉我的名，你們將

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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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鬼；你會說新的方言；你要
拿起蛇；如果你喝了致命的東
西，它絕對不會傷害你；你會
為病人按手，他們就會康復。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
證實所傳的道。阿
們” 馬可福音的結束正是我
們福音的開始。 
國際全福會的空降福音之 擧
將我們帶到了菲律賓、巴西、
以色列、澳大利亞、所羅門群
島、美國，並在巴拉圭逗留了

6個月。 世界大會使我們與世
界各地的兄弟保持聯繫。在家
裡，我猛然發覺到我運動外套
的口袋竟是為了Voice雜誌而
設計製作的。 這樣我的口袋
裡就可裝滿雜志，讓我無論走
到哪裡都可以與他人分享我
隨身携帶的Voice 見證。 
但在空降福音行程之前和沒有
很多教學或培訓之前， 
我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與另
一個家庭和他們的 3 個孩子
在一起。我們游泳，然後一起

我們從未稱呼祂主人

Bob Nations 隨身攜帶並分享 VOICE 的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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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餐和團契。就在我們打掃
衛生的時候，我們聽到雪莉的
爸爸說：“雪莉，趕快從游泳
池出來。”我們朝泳池看了一
眼，其他孩子正坐在泳池邊玩
耍……同時她爸爸喊道：“雪
莉，你馬上從泳池出來 ！！” 
聽到 聲音，我們都跑向了游
泳池。我從8英尺高的牆上跳
下來，衝進水里，把雪莉軟弱
無力的屍體從水中拉出來，放
在混凝土地上。當我們開始
心肺復蘇術時，我們都立即開
始用方言禱告。雪莉的身體從
頭到腳都是藍色的，沒有任何
反應，沒有呼吸，沒有任何動
作。當邦妮做心臟復蘇按壓
時，仍然不停地用方言祈禱，
她 看到（ 睜著 眼睛）一個泡
泡人影覆蓋著雪莉的鼻子和嘴
巴，那個像臉一樣的泡泡上帶
著邪惡的假笑……那個人影
說，“我現在已經擁有了她！”
接下的一刻，耶穌通過邦妮說
話， “死亡之靈！命令你離開
這 個孩子！” （它通過邦妮的

嘴，我們都聽到了，這肯定不
是她的主動意願，是從耶穌而
來）她嚇了一跳，但隨後以主
的權柄，邦妮重複了一遍：“死
神，奉耶穌的名要你離開這個
孩子！”隨著這個命令，雪莉
的身體深處開始發出隆隆聲，
並從她的胸腔中發出，她開始
嘔吐。死 亡 離 她 而 去 ， 生 
命 回歸！！讚美神！當她的身
體恢復顏色時，我們把她抱
了進去。很快，醫務人員就到
了，給她做了檢查。他們的報
告是，她的肺部沒有任何積水
跡象，也沒有對她的身體造成
任何損害！讚美神！那天晚上
晚些時候，我們回到游泳池，
對發生的事情充滿了疑問。
正是在那裡，主讓我們回到
馬可福音，說：“……就是奉
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
（我們的例子是池水），手按
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門徒出
去，……。主和他們同工，用神
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通過

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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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的 神跡奇 事的 印證。耶
穌為他自己的使命給了我們“
在職培訓”！ 
我們有許多人因著聖靈充滿的
洗禮得醫治、釋放、拯救。從
耶穌而來的異象、預言、夢、對
個人的話語都是主希望給我
們每個人的，如同日常生活中
人人應該擁有的一部分。我們
知道人生的每一步（無論方向
如何）都出自上帝的命令。我
們對他來說是寶貴的，我們永
遠不必懷疑他在哪裡，因為他
不會離開我們。我們屬於他！
是被呼召，被揀選的！是君尊
的祭司！是得勝的！不僅是征
戰者！ 還是大 能的 勇士！是
至高者的兒女！我們是他的！

我們單單屬於祂！ 上帝為我
們所預備的是這個世界遠不及
的。沒有任何的事業、成就、博
士學位或頭銜可以將我們提
升到上帝要將我們提升到的
成就、獎賞、和平和快樂！它
比眼睛可以看到或耳朵可以
聽到甚至是您思想所能想到
的還要多 得 多 ！ 祂 是 至 高 
無 上的……萬主之主……萬
王之王……全能的神……祂
正在尋找我們！祂要我們全心
全意地屬於祂！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豈不
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
我們嗎？他只是在等我們。 ■ 
bandbnations@yahoo.com 

我們從未稱呼祂主人

鮑勃和邦妮國
家和他們的家
人。



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奉你兒子耶穌的名來到你面前。 我承認我因我的罪與你分
離，我想與你和好。 感謝你赦免我所有的罪，因為耶穌為我所
做的……“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
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
治。” （彼得前書 2:24） 

聖經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
救。”（羅馬書 10:9-10）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我相
信耶穌從死裡復活是為了我的稱義。 我承認耶穌是我的主和
救主。 

我現在得救了！ 感謝父神！ 感謝主耶穌！ 感謝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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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禱告
與耶穌建立個人關係

请做这个祷告，开始在基督里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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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奉你兒子耶穌的名來到你面前。 
我承認我因我的罪與你分離，我想
與你和好。 感謝你赦免我所有的
罪，因為耶穌為我所做的……“他
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
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
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
得了醫治。” （彼得前書 2:24） 
聖經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
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馬
書 10:9-10）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我相信耶穌從死裡復活
是為了我的稱義。 我承認耶穌是我的主和救主。 
我現在得救了！ 感謝父神！ 感謝主耶穌！ 感謝聖靈！ 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
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使徒行傳 2:1-4）。 
這種經歷被稱為被聖靈充滿。約翰預言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
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馬太福音 3:11） 
當您憑信心接受耶穌為您的主和救主時，您就接受了聖靈！你因信接
受了救恩的禮物。所以開始祈禱……憑著信心，我已經領受了聖靈。
感謝父神，聖靈住在我裡面，因為耶穌在他的話語中應許他會這樣做
（約翰福音：14:16-17）。現在期待說方言，因為信徒在五旬節那天說
方言。感謝上帝，當聖靈發聲時，你也會。當聖靈通過你祈求上帝完美
的旨意時，你會得到祝福、加強和授權。 
注意，你必須先相信你已經接受了聖靈，然後你才會說方言！ 

禱告領受聖靈的洗禮
禱禱禱禱
禱禱禱禱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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