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擊重量級冠軍

喬治·福爾曼

歡迎來到全福會的全福之聲的美國春季版。當您開始為 2022
年制定計劃時，請考慮參加我們在洛杉磯將要舉辦的全福會成立
70週年慶典，當時Demos Shakarian 因爲接受異象，而成立了國際
全備福音從業人員團契。請參閱本期有關 2022 年 7 月 14 日至 16
日 FGBMFI 世界大會的詳細信息。當我們期待聖靈的大能澆灌
時，興奮會越來越高！“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
並不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
（哈巴谷書 2:3）信息翻譯
在接下來的幾頁中，我們相信當您閱讀以下改變人生的見證
時，您會得到祝福：Darryl Strawberry、Dave MacBurnie、Moe Rivera、John DeBerry 和 Bill Bacon。
他以愛為旌旗在我以上！

邁克·波斯特萊威特（
）
美國全備福音商人團契 總會長
電子郵件：mike.postlewait@fgbmfiusa.life

全福之聲雜誌自
企業幫助贊助

成立以來一直是其基石。我們呼籲個人和
持續進行下去。 我們設置了三種類型贊助商：
白金… 每季度 1,000 美元
黃金… 每季度 500 美元
銀... 每季度 300 美元
您可以通過聯繫美國全福之聲編輯鮑勃·阿姆斯
特朗成為VOICE贊助商。
Bob的電子郵件地址是: VOICEUSA@fgbmfiusa.life
或撥打 (
聯繫 B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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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誰
我們的使命宣言
在世界各地領人信主，尤其是男士
挑旺激勵信徒， 使人歸回神
幫助信徒在聖靈裡更新和成長
訓練及裝備信徒投入大使命
以團契生活建立肢體，彼此服事
在基督裡合一，做肢體聯結的橋樑
做耶穌所做的事情……甚至更多。
（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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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核心價值目錄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 ─ 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
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
要愛人如己。（馬太福音

全福會之聲

:

-

你無法選擇你的後果
4

連接到大能的源泉
12

）

祂翻轉了我的生活
Moe Rivera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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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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傳奇
DARRYL STRAWBERRY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我有很多天賦。 14 歲那年，我就知道
我會去大聯盟打球。
我看到了一個為辛辛那提紅人隊效力的人。我看到了一個
“完美的”棒球運動員，他就是皮特·羅斯。當我看到皮特·羅斯
和他打球的方式時，他的棒球服很髒。我對自己說：“這傢伙是
棒球運動員！這就是棒球運動員的樣子。”我當時就意識到這就
是我想做的事情。
一開始我遇到了一些挑戰，通過了
小聯盟。我不得不在小聯盟中經歷一
些考驗和磨難。我甚至差點放棄。在
19歲時，我在弗吉尼亞州的林奇堡。
人群在看台上說種族誹謗。我記得我
的經理。他一直告訴我，“不要抬頭
看那裡！”如果我抬頭看那裡（在看
台上），我可能會拿著球棒跑到那裡
並打死其中的一些人。
但我總是對人們心存感激。我總是
想把人帶在我身邊。那時，我每天都
在抽大麻。林奇堡的組織認為我瘋
了。我只是迷路了。我沒有方向。
勞埃德，那個原先應該是我室友的
人，來到了球場。他在我之前來到更
衣室裡。他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大哥。
他看著
4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

是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中最令人恐懼的重擊手之一 。

我，問：“你怎麼了？你需
要整頓一下！”在本賽季剩
下的時間裡，我開始理順。
我開始一點點成熟。

大門為一切的事敞開；包括
我想做的一切。沒有人對我
做或不做有任何發言權。我
在新秀年賺了 35,000 美元；
在我的新秀賽季結束後，我
繼續簽下了一份價值 800 萬
美元的合同。這也帶給我有
一種難以掩飾的成功的興
奮。

我沒有成就什麽偉大
的特質，因為我從一開始就
就處在破敗光景中。
我在比賽中處於巔峰
始把事搞砸了。真的挺難。
當我穿上製服時，我在外面
看起來很好。但我的內心完
全崩潰了。就像大多數男人
一樣。他們的外表看起來不
錯，但重要的是內在，我們
的性格。

我一生中不具備有男人的
形象。因我沒有父親教我如
何負責任。你可以選擇你的
罪，但你不能選擇你的後
果！不管你是誰，後果都會
發生！我有一大堆後果要
來，因為我過著與上帝完全
隔絕的生活。

我年輕，是一名職業棒球
運動員。當我在
年贏得
年度最佳新秀時，我立即成
為了“明星”，之後我繼續
參加了八場全明星賽。隨之
而來的事情太多了。

即使在今天。如果你在紐
約打球，那你就和波士頓毫
無關聯；當時就是那個樣
子。我認為這永遠不會改
變。我在大都會隊和洋基隊
時。我有機會能夠擊敗 Sox。

狀態時，人們看到的是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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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波士頓球迷真的就不喜歡我。粉絲很
棒。但你必須從玩家的角度理解這一點。
也有一些玩家會很在意自己個人的認知。
即使粉絲們在噓我。好吧，至少他們知道
我在球場上！

作為一名職業運動員，有時我不
得不跳出框框思考。如果我們如此看重自
己，我們將永遠無法兌現承諾。你可以在
那種氛圍中表現得很好，但你不必有自
我。許多職業運動員都有巨大的自負，但
我沒有。但是當你的職業生涯結束時，你
是誰？不能再玩的那一天終將到來。你必
須明白，你不可能永遠做到這一點。從世
俗的角度來看，我所取得的成就給我留下
了遺產，但作為一個男人，我是誰？我可
能有名氣，有事，有名氣，但最重要的
是，我到底是誰？有些人繼續做偉大的事
情。有些人繼續成為體育分析師等。在我
職業生涯的最後，我想做一些上帝為我準
備的事情！我感謝上帝在神的規範下學到
了所有這些教訓。我現在能夠來到做神工
作的地方了。
我爸爸從小就酗酒。我父親不是一個

好人。我們真的是被拒絕和抛棄的感覺。
每次他喝醉回家，我們都會躲起來害怕。
我們到達了最後一刻的那個地步。他喝醉
了回家，掏出一把霰彈槍，說他要殺了全
家人。我和我的兄弟們開始行動了。我大
Darryl 在一個男士聚會中演講

約 14 歲；我哥哥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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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爸爸把獵槍放在沙發
上。他追著我媽媽。我媽媽
後來告訴我們，她已經從霰

然後我得救了。這就是我
喜歡認識上帝的原因。祂會
讓你負責。我不得不回到我
父親那裡進行補償。不管他
對我做了什麼，上帝讓我回
去向我父親懺悔。他在醫
院。上帝對我說話，告訴我
去見我父親並向他懺悔。祂
說：“這與你無關。你需要
請求他原諒你，讓他遠離你
的生活。”

彈槍中取出了子彈，但我們
當時並不知道。羅恩走進廚
房，抓起一把屠刀；而我就
在他身後。我進去拿了一個
煎鍋。我媽媽看著我們，給
了我們一個眼神，“現在就
出去！”她讓我們去鄰居
家。我媽媽看到那天晚上我
們要做一些我們會非常後悔
的事情。我們正準備殺了
他！要不是她把我們趕出家
門，我們早就殺了他。我們

我拜訪了他，問他：“你
能原諒我讓你遠離我的生
活，讓你的孫子遠離你
嗎？”他點頭“是”，眼角
同時流出了淚水。那是我失
去它的時候。當我躺在父親
的腿上時，我哥哥看著我。
我哭著說：“我很抱歉，”
因為我沒有讓他認識他的孫
子孫女。然後主告訴我帶領
我自己的父親做罪人的禱
告。我在這裡：為那個拒絕
我並毆打我的人；我就帶領
我的父親做認罪的禱告。六
個月後，他去世了。我只記
得上帝對我說話並提醒我：
“這與你無關。

遭受了毆打。他讓我脫掉襯
衫躺在床上。他從真空吸塵
器上取下延長線，用它打
我。
我父親和我的爺爺一模一
樣。爺爺也是個酒鬼。父親
也是看到爺爺毆打母親。這
就是他所知道的。父親重複
了他父親所做的同樣的事
情。我和父親的關係真的是
破裂了。我繼續打職業棒
球。17年來，我恨他。我從
來沒有和他發生過關係。
7

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我給了你恩惠，你怎麼敢不給他恩惠！”哎喲! 我和我哥哥開車
回去的路上，我只是在哭。上帝對我說，“我給你的恩典，你需
要學習把這種恩典給別人。”他提醒我，一錯再錯不等於回到正
確。神在這中間告訴我，“寬恕不是為了我父親，而是為了
我。”這就是為什麼我這些年來一直處於崩潰狀態。
上帝會因為你做正確的事而獎賞你。
如果我沒有像我這樣的好妻子，我可能永遠不會學會做正確
的事情。她是我開始學習如何做正確事情的原因。如果我知道我
在做什麼，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做？上帝讓她進入我的生活，成為
我的助手，幫助我了解如何做出正確的決定。她幫助我看到了不
同的事物。
我媽媽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她單單
充滿了愛和喜悅。她一個人撫養了我們五

個人。她沒有尋求任何幫助。她剛好就做
到了。她照顧我們，她把我們養大。她沒
有把我培養成異教徒和好色之徒。她的態
度是，“如果你要這樣做，你就要為此付
出代價。”她一直為我們祈禱。她是一位
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女士。我會習慣戴著
棒球帽進屋。她會告訴我，“在家裡脫掉
帽子；否則我就打掉它！”
她與我的成功、名望、金錢和我
所做的一切無關。母親為我們祈
禱，因為我們迷路了；我們人生
是破碎的。她在55
歲時去世
了，我姐姐在她的床底下發現了
這本日記。在日記中，她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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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在為我們的得救禱告。
最終我會得救；我會帶領我
的家人歸向主。這一切都是
因為我的母親和她的祈禱。

“這會發生的！你只是需要
等和看。上帝呼召了你。你
將成為其他人的榜樣。一切
都會按部就班的成就。”

雖然她沒有在活著的時候看
到它。我記得她死在家裡的
時候。我直視她的眼睛。她
很擔心我們。我告訴她她可
以放手，因為我的家人一切
都會好起來的。所以，她放
手了。當她去世時，我非常
傷心，因為我的生活不正

我記得我姐姐里賈納她臨

在我正處於職業生涯的巔
峰時期。媽媽告訴我我要當

終臥病在在床上時。主對我
說：“飛到加利福尼亞。去
她的病房。讓所有人離開房
間。帶她到我這裡來！”我
走進她的病房，說：“里賈
納，你知道主改變了我的生
活。你願意接受主嗎？你準
備好了嗎？”她說：“是
的。請為我祈禱。”我們手
拉手，我帶領她做罪人的祈
禱。大約一個月後，她去世
了。

牧師；我要成為一名傳道

人們問我：“你如何對付

人。她告訴我，我要帶領全
家歸向主。當時，我被毒品
和一切搞得一團糟。一天晚
上她告訴我，“我們需要祈
禱。”我說：“好。”她
說：“你會經歷的。但主告

罪？”我跑開。我不會搭理

確。她按原則以正確的方式
撫養我們。她沒有讓我們的
生活比任何人差。

它；“因為罪的工價乃是
死。”這是真實的現實。聖
經是清楚的。我認為人們對
聖經的重視程度不夠。當您

開始自己認真閱讀時就很清

訴我，他會完全得到你。你

楚了。他會給你啟示，祂是

被呼召講道。你被召去傳

誰，祂是誰在你的生活中。

道。”我的回答到：“媽

祂會清理你的生活。罪是致
命的。我不認為人們了解它
是多麼致命。

媽，我需要喝一杯！老媽，
你生病了嗎？”她告訴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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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為人們了解它是多麼致
命。我們都會失敗。我們都會
有掙扎。我在罪中生活了這麼
久。

生活方式。我不得不改變我
正在做的事情。我必須承諾
成為一個男人並開始逃避罪
惡。罪很能讓人樂在其中；
但它是致命的。在一天結束
時犯罪會帶來後果。我們必
須達深刻理解。我們不必生
活在其中。人們說：“事情
就是這樣。”不！魔鬼在騙
你。事實並非如此。但是你
的肉體告訴你事情就是這
樣。你的肉體想要快樂。當
你開始餓死你的肉身，你的
精神就得餵養；那就是你變
得不同的時候。你需要不斷
的餵養成爲一個“精神
人”。

我清楚地記得特蕾西（現
在是我的妻子）醒來的時候。
我們是男朋友和女朋友。我們
在“搭訕”。她說：“我需要
和你談談。”她已經決定不再
和我同床了。她說：“我不會
再和你發生性關係了。”我不
敢置信的回答：“什麼？”特
蕾西 告 訴我 ： “ 我要 跟 隨 耶
穌！”那是我生命中的決定性
時刻！我的人生經歷讓我明瞭
了一些事。我知道我愛她。她
想要脫離開她的肉體部分。她
要潔净她的生活。然後我需要
潔净我的生活。這會讓永遠改
變我的人生軌跡！

罪是不能輕忽和隨便處之
的。我在裡面呆了這麼多
年。我知道那是什麼樣子。
在一天結束時，它是空的。
我內心很空虛，因為我渴望
一些不真實的東西，也不真
正屬於我。需要一個真正的
男人站起來承認這一點。我
認為，當我們了解女性是為
正確的理由而被創造的，而
男性是為正確的理由而被創
造的，我們就不必陷入那些
淫蕩的慾望中。

特蕾西帶我歸向基督。我
非常愛她。她很棒。在我需要
的時候，她帶領我通過她的信
仰、力量、鼓勵和堅韌的愛，
讓我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容易嗎？不，難嗎？是
的。這是對基督的委身，我將
認真對待自己的真實身份。我
打算讓自己擺脫所有糟糕的生
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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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聖靈的能力； 他們不會
尋求幫助。 祂會幫助你克服
任何你正在掙扎的罪。 祂會
幫助你克服它。這不是一夜
之間的奇蹟。這是一個過
程。 你需要依靠祂。 我想很
多時候人們不依靠聖靈，這
就是為什麼他們試圖在自然
中、在肉體中做到這一點。
他們不能得著勝利，因為他
們是在肉體中運行，而不是
在靈裡運行！

只有當你與上帝“立約”時，
你才能獲得這種能力。當你沒
有與上帝立約時，你就會與之
抗爭。我掙扎了這麼多年，因
為我沒有與神立約。我與社會
立約，活在肉體中。我告訴教
會，“我是一個罪人。我只是
不再在罪中打轉了。”我曾經
陷在過犯罪中，但現在不再犯
了。我們認為上帝沒有看到我
們和我們的罪。但他正直視著
我們！他就在那裡看著我

們，知道我們在掙扎。
回到聖經的基本原
理。 聖經對於復雜的人
來說非常簡單。 如果我
們能堅持基本功，就像
我教棒球的時候一樣，
堅持基本功。 當我有掙
扎時，我會下到擊球
籠，我會擊球。 如果你
正在為某事掙扎，那麼
你需要開始推開它。確定
Darryl 和 Tracy Strawberry 一起

您不需要這樣做。幫助來自聖
靈！ 許多人沒有

服事，幫助帶領人們歸向耶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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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 MacBurnie
丹佛 北卡罗来纳州
作為 Fairleigh-Dickinson 大學的一名學生，我接到了一個可怕
的電話。我一直在認真地祈求上帝帶領我的父親。他只是一個 46
歲的年輕人。當我父親去世時，我徹底崩潰了。我變得非常非常
痛苦；甚至對上帝生氣。
多年來，那種苦毒確實使我無法與上帝建立親密的關
係。但我有一位母親，她每天都為我祈禱。她確保我每個星期天
都去教堂。
為了幫助我擺脫苦毒和憤怒，我成了一個工作狂。 1985
年，我是 Continental Can Corp.（後來被 Crown、Cork 和 Seal 收
購）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董事。我願意你稱之為白手起家的人。我
有錢、有車、有船、有鄉村俱樂部會員資格、各種物質。我非常
成功。但我是一個非常痛苦和憤怒的人。我沒有太多的平靜。辦
公室是我的上帝。賺錢才是最重要的。
但我每個星期天都去教堂。我讀了聖經，對耶穌有了很
多了解。但我從來沒有和他有過私人關係。
在 1960 年代中期，我遇到了珍，我的妻子。珍去了我上過的
同一所大學。我必須給她很多讚譽，因為她是一個真正的聖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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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結婚後的 25 年裡，我一直在大陸罐頭國際部工作。我周遊
世界。我參加到一個初創團隊中去建立新工廠。儘管我們有兩個
很棒的孩子，但珍在操持全家都在一起。我有一次離開家很多很
多星期。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忍受我離開那麼久的。我至少有三分

之二的時間不在。我不是一個稱職的父親或丈夫。
回顧這些年，我的生活真的沒有一點平靜。我對失敗有一種
可怕的恐懼。工作和辦公室對我來說很重要。不是主的事。不是
我家的東西。我最重要的是賺錢。
然而，金錢並沒有讓我快樂。我有很多物質上的東西，但我
並不快樂。
1985 年，一位鄰居邀請我參加內珀維爾 FGBMFI 分會。我在
那些人身上看到了幸福。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快樂。他們用方言
禱告。當然，這對我來說很奇怪。我覺得這有點瘋狂。我不明
白。但我確實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平靜；這是一種我沒有的平靜—
—而我想要他們所擁有的！我確實愛主，儘管我與祂沒有個人關
係。當我去參加那次分會會議時，這對我來說是全新的。
會議結束後，我將一本 VOICE 雜誌帶
回家。第二天，我在辦公室讀到那篇

我就在辦公室

VOICE，我來到了“拯救的步驟”，我知
道我想接受耶穌為我的主和救主。我就在

的辦公桌前

辦公室的辦公桌前跪下，用赦罪的祈禱來
接受耶穌！第二天，我在 VOICE 雜誌上寄

跪下，用

出了那張小小的決志卡。他們寄給我一本
書讓我看。
我立刻覺得有一個巨大的負擔從我身上
13

赦罪的祈
禱來接受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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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所有對上帝的憤怒和苦

我開始為聖靈的洗禱告。在

毒，我所有的焦慮，都被解除
了。

一次 FGBMFI 大會中，我不
知道是怎麼回事，主觸摸到

接受主 後， 我的 生活 發

我，我站起來，台上有人，
我宣布：“我要接受聖靈的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曾經
和任何人和每個人打架。我以

充滿！”大約有八個人立刻
跳起來把手放在我身上。他

前總是對每個人都生氣。突然
之間，我開始和大家相處。我

們祈禱的語言只說了幾句
話。我沒有想太多。但是在
我回家的路上，在我的車

以前經常酗酒。主把這一切從
我身上奪走了。他給了我一個
完全不同的天性。祂所做的真

裡，一種美妙的祈禱語讓我
不知所措；它持續了大約一

是令人驚奇。

個半小時。這是一次美好的

經歷。一切都離我而去。

我報名參加了我們教會的
福音爆炸課程和操練；然後我

從那時起，聖靈的充滿就

成為了一名教練。我在那待了
十年，培訓人，挨家挨戶和街

是我的力量和源泉。它將您
與聖靈和上帝的力量聯繫起
來！它給你勇氣和力量。它

頭傳福音。這是一個奇妙的經
歷。當我周遊世界時，上帝極

會給你力量為他作見證。它
給你溝通的力量。它向你展

大地使用了它。我能夠帶領世
界各 地 的人 歸 向 主， 帶 著 聖

示了上帝的方式以及上帝為
你準備的東西。

靈， 接 觸各 行 各 業的 人 的 生
活。神的作為令人驚奇。

在我的生活中，我有過幾
我已經了解了聖靈的洗

次治愈的經歷。

禮。我開始為聖靈的洗禱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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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來就有心律失常。幾年前

戴夫，不要讓邪惡的人奪走

在奧蘭多舉行的

你的平靜！”這提升了我並
改變了我對這個問題的整體

世界

大會上，當
在那
裡時，我上前為此祈禱，因為

看法。我在 FGBMFI 的所有
朋友都開始為我祈禱。我想

醫生 們 非常 擔 心 我的 心 律 不

至少有六個教會為我祈禱。
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

齊。 我 完全 痊 癒 了！ 從 那 以
後，他們再也沒有發現過這種

朋友，所有這些都為我祈

情況。我將榮耀歸給上帝，因
為他在世界大會上治癒了我。

禱。通過手術，醫生去除了
癌症。我已經無癌 21 年了。
他們至今也找不到任何癌細
胞痕跡。

二十一年前，我被診斷出
患有癌症。我對此感到非常震
驚，因為它非常嚴重。醫生告

我的願望是通過我最後一

訴我是晚期了。我需要做大手
術。我不得不承認，我的信仰

次退休的呼吸來侍奉上帝。

已沒有那麼執著。我到了無法
聽到上帝的地步。我感覺不到
他。我以為他已經拋棄了我。
一天晚上，我正在為自己舉辦
一場同情派對，電話響了。我
拿起它，它是

（已故的
國際總
裁）。理查德說：“我坐在這

戴夫·麥克伯尼 (Dave MacBurnie)
是美國 Crown、Cork 和 Seal 飲料質量保

兒祈禱，上帝對我說，你需要
聽到我的聲音。

證部門的副總裁。他和公司一起已經46年
了。他是 FGBMFI 全國總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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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e Rivera
休斯敦, 得克薩斯州
在接受主耶穌基督為

你為什麼花了這麼長

我個人的救主之前，我是一
個叛逆、好鬥、口齒不清的

時間來拜訪，展示你自己？
他回答說：“我總是通過傳
道人、先知和向你傳遞傳單

人，走向了錯誤的方向。但
是通過我慈愛的母親梅賽德

的人向你展示自己；是你離

斯·里維拉的祈禱，這些種子
已經種在地裡，獻給我的上
帝；祂已然聽了。

我很遠。我是阿爾法和歐米
伽，偉大的我！”

年

日，祂親自造訪我。在

我意識到我在很多年前就

我位於休斯頓西南部簡陋的

讀過啟示錄。但那天晚上是
一個美妙的夜晚，因為我接

月

家中，神的光向我顯現。我

受了主耶穌基督進入我的

跪下，認出祂是偉大的“我
是”。我請求原諒，上帝當
然原諒了我。

心，他原諒了我。他挪去了

我問上帝的第一個問題

謝上帝的幫助。他恢復了我

我喝酒的慾望，減少我的口
臭；他徹底扭轉了局面。感

是：“你是誰？

的婚姻和生活。他
16

祂翻轉了我的生活

還讓我有機會在休斯頓西南
部的一個當地教會事奉他。

在星期四中午舉行的。看來

1986 年晚些時候，我妻子
接受了主耶穌基督為她個人
的主和救主。當她接受祂
時，祂就用說方言給我施
洗。

的。這個分會接納了我。我

我是在全福會分會中長大
也常邀請其他人參加我們的
分會。
與此同時，上帝賜予
我成為預備隊領隊的恩典；

從那時起，上帝祝福我，
在我的工作中，也在陸軍預
備役中。我曾在 (MAC) 機動
區域司令部的陸軍預備役部
隊服役，該司令部後來轉變
為第 75 師演習。上帝保佑我
在這支部隊服役 20 年，並允
許我在德克薩斯州胡德堡和
路易斯安那州波爾克堡訓練
士兵，幫助訓練和準備部隊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國家保衛
這個國家。

還擔任多年教會的司庫侍奉
上帝。我是在休斯頓廣場的
一次區域晚宴上認識
的領導層的。我第一次聽到
，我們的創
始人，他激勵和告誡我們。

我不知道後來我會有緣為他
的兒子理查德·沙卡里安
(
同工，擔
任分會主席和副主席。

1989 年，我遇到了一位名
叫喬安妮·格雷羅（Joanne
Guerrero）的出色而又魅力十
足的天主教女士。遇到這位
女士改變了我的生活，因為
她邀請我參加我的第一次
FGBMFI 會議。當時，他們位
位於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中
心。這些非常蒙福的聚會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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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我看到、參與
並參與了許許多多的奇蹟。
太美好了，通過他的聖靈，
讓我能夠與許多接受醫治的
人一起祈禱。
就在 2007 年 10 月 29
日，在休斯頓西北部，我曾
親眼目睹上帝將我的女兒從
一場可怕的車禍中拯救出
來。我事奉永生的上帝，也
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
上帝。最近的祈禱奇蹟是為
一位患有大腸腫瘤的朋友的
母親祈禱，她奇蹟般地痊癒
了。我娶了我的妻子 Ines Rivera（39 歲），我們有兩個可
愛的女兒：38 歲的 Stefany 和
Rebecca，31 歲，還有一個孫
子 Jordan（來自 Stefany），13
歲。

為

美國總會長
翻譯。

總會長
的領導下，這些年來一
直侍奉祂。在世界各地，我
通過團契結識了優秀的男人
和女人。我非常感謝
以及
和
，現在我們的國際主席
所取得的成就。
我也是世界大會的翻譯。

我作為謙卑的國際德州
FGBMFI 分會主席和塞勒姆和
平部教會司庫侍奉我們的永
生上帝。我有幸參加並參加
了許多 FGBMFI 世界大會。
我感謝上帝讓我在

我目前在布什國際機場的
休斯頓市航空部門擔任採購
卡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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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DeBerry，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

我喜歡用我最喜歡的電影
的標題“這是一個美好的生
活”來開始我所有的見證或
教導。我最喜歡的電影是
1946 年與 Jimmy Stewart 合作
的電影。電影進行到一半
時，吉米·斯圖爾特
(Jimmy
Stewart) 希望自己從未出生。
上帝給了他他的願望。因為
他從未出生，致使人都死
了，整個城市不再一樣，走
向消極和毀滅。
我請求上帝向我展示我是
否對地球產生了影響以及產
生了什麼影響，祂真的做
了。上帝向我展示了許多反
思，尤其是在幫助年輕男性
改變生活方面。祂還把我帶
回到走到一個槍手面前，而
槍手正舉槍對準在我的一個
大學室友身上。上帝向我展
示了我並沒有什麽特殊，

但祂的很多子民都在不自知
的情況下或多或少影響了其
他人的生活，。你沒有意識
到你已經影響了別人的生
活；你有一個美好的生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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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你，你的社區會遭受苦
難。

我父親遇到了很多種族主
義。供應商不會賣給他。只
有一個供應商決定賣給我父
親，但我父親不得不開車
多英里去見銷售員購買供應
品。
室內裝潢今天仍
然存在。

我來自一個偉大的家庭。
有九個孩子加上我的父母。
我的父親和母親是我的英
雄。我父親在二戰中服役。
在德國作戰時，我父親受了
致命的傷。他出院時 100% 殘
疾，但這不是我父親的個
性。他自己回去工作，然後
去貿易學校當室內裝潢師。
我父親去北卡羅來納州最大
的室內裝潢公司之一工作。
他想自己創業。我父親於
1963 年辭去工作，開始自己
的事業。看起來這沒有什麼
了不起的，但他對上帝和上
帝賜予的能力充滿信心。

我的家人非常親密。充滿
了愛。我爸爸媽媽每個星期
天都帶我們去教堂。我們去
了主日學，聽到了講道。我
喜歡在主日學結束時去拿讚
美詩歌本。我仍然記得主日
學負責人說：“你們已聽了
記錄的閱讀，是否有任何更
正？如果沒有，我們要讓兩
個小男孩拿起詩歌本。這時
我就會跑去拿讚美詩歌本。
我也是為此去而愛衷去主日
學的。

我父親最喜歡的詩句是：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不
至缺乏”。當他開始這項業
務時，有我的父親、母親和
我的兄弟姐妹。我媽媽從來
沒有在外面工作過。他們有
抵押貸款，汽車付款和其他
費用。

我的世界在
歲那年發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
我父親突然去世了。雖然這
對我來說很壓抑，但上帝還
是把手放在我身上。我開始
在電視上看
和
20

一個精彩的人生

Demos Shakarian。我開始寫信給 Oral Roberts，他會回
信給我。我每週日早上都在觀看完整的福音節目，都是
關於Demos Shakarian 採訪成功的商人。而上帝在那時也
為我安排，也會有這麽一天。
當我父親去世時，我母親立即介入，在
撫養九個孩子的同時接手管理公司。我在 13
歲的時候就下定決心，我不會做任何給我媽
媽壓力的事情。我的大哥、我的姐夫、男性
教育者和社區領袖作為導師開始介入。這就
是為什麼我告訴人們永遠不要低估你的人
生。即使在您不知情的情況下，您也可以改
變人們的生活。

即使在您不知情
的情況下，您
也可以改變
人們的生活。

我在 14 歲時遇到了我未來的妻子。我們在
16 歲時開始認真對待彼此。我們知道我們會在
一起。我們在 24 歲時結婚。我們有兩個孩子，
兒子小約翰和女兒約翰里亞。我真的過著美好的生活。
2013年，我妻子得了肺炎。由於沒有及時治療，傷
到了她的心臟。醫生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會好轉。但
她的心臟繼續惡化。 2018年，心臟醫生告訴我們，如果
她不進行心臟移植手術，她將在一年內死去。我一直在
祈求上帝醫治她的心臟，讓它煥然一新。他們對她進行
了測試，看她是否有資格接受心臟移植手術。您可能沒
有意識到必須進行多少次測試，才能確定您是否有資格
移植的候選人。我的妻子有資格接受移植手術。人們問
我：“我害怕嗎？”我就像殺死獅子和熊的大衛王。在
我們婚姻的早期，上帝已經治癒了我的狼瘡妻子。所
以，我知道上帝會醫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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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心臟通常需要 2 到 8 個月的時間。醫生說我
們要她一直呆在醫院裡等待心臟。我們準備了2到8個
月。她於 2018 年 10 月 18 日進入心臟移植名單。10
月 21 日，她收到了兩顆與她匹配的心臟。是的，不
到 72 小時，就有兩顆心可用。他們在兩
人中取得了最好的成績，並於 10 月 22 日
你能想像接到
凌晨 1 點安裝了她的新心臟。他們每兩個
一個電話
小時給我打電話，讓我知道狀態。你能想
說“我們
像接到一個電話，說我們讓你知道我們把
舊的心拿出來了；一切順利。然後他們打
已經完成了心臟的
電話給你，我們正在植入我們正在播種的
植入，但它不
新心，一切都很順利。然後他們又給我打
電話，“我們已經完成了心臟的植入，但
能正常工作，
它不能正常工作，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
我們不
們將讓她繼續使用機械泵，直到我們弄清
知道...
楚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想關閉她，直到我
們找出問題所在。”
36 小時後，他們又回去發現自己的錯誤並改正
了問題。心臟開始正常工作。又過了 36 個小時，他
們又把她關了。由於他們把管子放在她喉嚨裡這麼
久， 她的 喉嚨 腫了 。他 們 無法 取出 管子 。她 的喉
嚨、 舌頭 和嘴 巴都 腫了 。 她感 染了 。他 們不 得不
Trae 她並在她的胃裡放一根管子來餵她。
在控制口腔區域的同時，她的腸道感染了。與此
同時，她的身體開始排斥免疫系統藥物。他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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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是由於她過去服用的
藥物引起的。許多這些藥物
會永遠留在您的系統中。接
下來，他們必須清洗她的血
液 5 天。他們通過一台機器
將她的血液從她的身體裡排
出，然後又回到她的身體
裡。這讓她的身體開始接受
免疫藥物。

我開始想像我們將來要做
的事情。我一直都知道我妻
子會沒事的。見證的根基是
上帝已經得到了你，只要相
信。我妻子一共在醫院住了
天。
我的妻子回復得很
好。一家人過得很好。我們
的業務“
做得
很好。我是

我的妻子其中還中風過，
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她死
了。你可以想像接到一個電
話：“你妻子的心跳停止
了。我們救她重新開啓來
過，她現在沒事。”我當時
翻了個身又睡了。之所以沒
有驚擾我，是因為上帝在她
住院之初就來找我，告訴我
這裡的一切都有我。你的妻
子是我；她的床是我；椅子
是我，她連接的價值 20 萬美
元的機器是我，護士是我，
醫生是我。我得到了你的妻
子。約翰福音 1:3 萬物是藉著
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
樣不是藉著他造的。我希望
你專注於你和你妻子的未
來。

的區域總監。我的生活
真的是美好的生活！

在北卡羅來納州卡
斯韋爾堡的男士聚會上發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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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BACON
洛根维尔，佐治亚州
我的驕傲讓我失去了一個
家庭；我的妻子、家、兒
子，幾乎是我的生活。
然而有一天，1981 年，我
偶然發現了佐治亞州亞特蘭
大的 FGBMFI 午餐會，我的
生活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我有點超前了，所以
讓我跳回到 1987 年 5 月 2
日。那天我從佐治亞州的亞
特蘭大飛往北卡羅來納州的
夏洛特，途經南卡羅來納州
的格林伍德，為 AT&T 效
力。我的工作是巡視他們的
光導電纜，並阻止任何可能
挖掘地下電纜的人。切斷電
纜的成本高達數百萬，而我
已經多次節省了它。

分享他的見證。

或最安全的工作。我在機器
上遇到過各種各樣的事故：
發動機熄火、葉片撞擊、傳
動裝置爆炸、葉片分崩離
析。我甚至在越南被擊落過
兩次。但我從未受傷！我一
直都有一手著陸的絕技，並
且有幸在不受傷的情況下墜
毀。

直升機飛行並不是最簡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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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特殊的一天，從南卡羅來納州格
林伍德市中心起飛後，就在我避開樹木時，
引擎就熄火了。我知道我遇到了大麻煩；低
空，充滿燃料，無處著陸。如果我上街，人
們會受傷或被殺。如果我嘗試延長滑翔距
離，飛機可能會翻滾並且底朝上起火。

起飛後，就在我避
開樹木時，引擎
就熄火了。
我知道我遇
到了大

正下方是埃克森美孚站，在幾分之一秒
內，我決定將直升機置於 CRASH 模式。

麻煩

接下來我清醒時我已是在醫院的檢查台上。血無
處不在。我不知道，但這都是我的血！這個地方讓
人瘋狂，人們在 哭泣，護 士、消防員、警 察、救

援；真讓人抓狂。他們之前從未在南卡羅來納州格
林伍德市中心發生過直升機墜毀事件，這一事件引
起了所有人的關注。
站在給我做檢查的女人左邊的男人可能是醫生，
所以我問他是否會能叫護士停止用靜脈注射的針扎
我。他看著我說 ：“你是 個幸運的人！” 我說：
“與運氣無關！”為了防止我再次驚恐，他和我繼
續談話。 “嗯，那是什麼？”我回答他們：“是技

能！” “技能？”他問道。 “是的，我和我哥帶有
的技能！” “你哥，你說什麼？”他興奮的叫道。
你要知道，他們只從殘骸中拉出了一個人。在我昏
倒之前，我說：“我的兄長耶穌”，然後就把一切
交給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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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醒來時，我正躺在床
上，管子從我身上出來。護
士問她能不能給我帶來什
麼。我回答說：“是的，一
本聖經”；我們開始了我的
第一次醫院復興！

而我知道這一點。我們都全
然投入在我們的衛理公會教
堂裡。薩拉和我深入參與了
教會的每一項活動。

我教過主日學，是牧師、
教區和福音委員會的主席，
但任助理 指導新人，並
協助我進行錄音帶製作的事
工。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像
在暴風雨中飛翔的鵝一樣迷
失了方向。我有一個過度飲
酒的習慣，每天喝一夸脫，
而
是個工作狂。我們周
圍的家庭結構似乎正在崩
潰，而我卻毫無頭緒。

第二年，由於墜機造成的
並發症，我不得不進行了三
項腦部手術。每次我從麻醉
狀態回來時，我都會要求一
本聖經，聖靈的複興就此爆
發。我被要求在美國各地作
證。
就這樣結束了，現在讓我
們回到開始。
1981 年 8 月 Sara 和我已
很難阻止我們的家庭分崩離
析。 Skip 和 Jan，我們最大的
孩子正在組建家庭。安和里
德在讀高中。薩拉正在做一
份全職工作，而我的生意失
敗了。我已經清醒了 90 天；
十年來的第一次。你知道一
個喝了那麼多年酒的人經歷
了什麼嗎？

年 月
日，在一
個全福音商人團契午餐會
上，每一個生命的觸動都帶
給我生命的改變。
一位客戶建議，如果我的
生意做得不好，我應該參加
中午在紅龍蝦餐廳舉辦的商
人午餐會。我沒有興趣，但
出於某種特殊原因，我在中
午時分來到了那家餐廳前。

必須有所改變，否則一切
都會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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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找到會議並坐在一個
座位上時，他們都站了起
來，好像把我釘在了我的座
位上。如果不是這樣，我早
就走人了。當他們唱著讚美
詩時，有些人舉起了手。我
從未在我的衛理公會教堂見
過這種情況。當一個人祈禱
時，另一個人用另一種語言
祈禱。我覺得這是不尊重
的。演講者做得很好，當它
結束時，我很快就離開了那
裡。其中一個人把我拉住，
把他的名片給了我。當我回
到家時，我意識到給我卡片
的那個人是亞特蘭大勇士隊
的棒球運動員。這給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去了
下一個午餐會去見這位著名
的球手。球手沒有出現，但
聖靈出現了，我被充滿了！

天上的語言。多麼震驚！我
太驚訝了，差點出了事故。
從這一刻起，偉大而奇妙
的事情開始發生。薩拉在
喬治亞州的一次集會
上接受了理查德·羅伯茨
(
服事的内在
醫治。我們一路順風！薩拉
打電話給我們的大女兒，她
和她的丈夫已經在那裡了。
最小的安和她的丈夫在他們
的浸信會教堂找到了目標。

每個星期三，我都會帶里
德去喬治亞州諾克羅斯參加
午餐會。有一天，他說他聽
到的信息就如同他在吃掉了
三大盤的食物。不僅吃了三
盤還能帶走一盤。

我開始了一次聚會的搜
索，包括整個亞特蘭大，直
到北喬治亞州。 Sara 確信，
如果我花盡可能多的時間來
賺錢，就像我尋找更多
FGBMFI 會議一樣，那麽我們
就可以在經濟上獨立。然後
有一天，在 I-285 附近開車
時，我收到了

斯基普
歲時離開家加入美
國陸軍。在不止一種方式上
追隨父親的腳步。他也開始
酗酒。我們覺得婚姻和父親
身份會讓他安定下來，但令
我們沮喪的是，他只會變得
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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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天的一個星期
六，斯基普的妻子佈倫達打
電話給我，哭著說斯基普吸
毒和飲酒過量，在科羅拉多
州丹佛市的街道上昏倒了。
她要離開他，不再忍受他多
年因醉酒帶給她的虐待。我
傷心欲絕，我無能為力。父
母最大的恐懼，就是無法提
供幫助。

仍然很乾枯。可是，里德和
斯基普都是
的終身會
員。
我爸爸是個老頑固的人。
一切都必須恰到好處和就
位。他太直了，我們甚至不
得不穿戴好才能早餐。要穿
上外套和打好領帶。
年 月
日，當他
深夜進入喬治亞州奧古斯塔
的醫院時，我正在阿拉巴馬
州的亨茨維爾作證。當薩拉
聯係上我時，已經是隔天的
早上了。我的第一個衝動是
跑去醫院。主給我的印像是
要安全地吃飯和開車。我大
約下午 點
分到達。全家
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我知
道事情很嚴重。和媽媽及姐
姐聊完之後，我就進去看
他。他們讓他鎮靜並使用呼
吸機。這不是一個美麗的景
象。我感到完全釋懷。醫生
進來問我是否需要什麼。我
讓他解釋顯示器的内容，他
問我是否知道他快死了。我
承認我知道了。

那個星期二，在哈里斯州
長的特別助理傑基·比弗斯
(Jackey Beavers) 的領導下，我
和我的 FGBMFI 朋友在喬治
亞州首府共進午餐。
傑基立即開始為斯基普的
釋放祈禱，因為美國黑人牧
師知道如何祈禱。整個會眾
都被感動禱告、敬拜、讚美
和敬拜。每個人在認罪的時
候，都感覺到聖靈大有權柄
和能力在那個地方運行。
幾天后，那個年輕的兒媳
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斯基普
已經感到十分的乾枯，他已
經帶全家去教堂了。他今天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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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釋說，所有的線都會變
為零，然後就結束了。他想
知道他是否還有什麼可以幫
助我的，我感謝他說：“沒
有。”

那個對我很好的醫生。每個
護士站都報告說沒有人符合
描述。我沒有和我的家人分
享這個，他們不會理解。我
知道這個醫生是耶穌。

醫生走後，我開始與昏迷
的父親交談，向他講述我在
家鄉的童年。在 1940 年代初
期，我和其他小男孩如何在
星期六早上下到馬厩騎騾子
穿過城鎮去進行拍賣。我們
穿著短褲，赤腳，沒有上
衣。年長的男孩會把我們放
在那些美麗的動物裸露的背
上。時不時地，我們中的一
個人會掉下來，他們不得不
停下來，給我們撣去灰塵，
擦乾我們的眼淚，然後把我
們放回騾子身上。

多年來我一直給他發
，但他從沒有回復他讀
過它們。我參與的新事工不
限於是他的衛理公會教堂，
因此，沒有什麽特別可討論
的。不過，我知道他確實讀
過它們。他是一個非常聰明
的人，他不會有任何的錯
過。
我知道
雜誌會觸動
祂的心，就像它會觸動成千
上萬的人一樣！

當我告訴他這個早年的生
活經歷時，我印象深刻的
是，也許他還是個小男孩，
也從騾子上掉下來了。就在
那時，心跳線變平了。他死
了。
我媽媽對父親的病逝接受
的很好。我姐姐卻沒有。然
後我去找
29

请做这个祷告，开始在基督里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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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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聖靈的洗禮是主梩服事的能
力所在。在我們受了聖靈的洗之
後，應該看到我們為基督服事的
不同之處。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
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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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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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全福會

計劃如何參加!

2022年洛杉磯世界大會

請來參加
我們的70週年慶祝！

-

合一，興起，發光

大會講員：

（以賽亞書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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