梁家祺日記

主啊！求祢憐憫！
第一日
經過 12 個小時的漫長飛行，再加上 10 個小時的火車，終於在 16 日清晨 4 點 20
到達焦作。算算從離家到現在已將近 40 個小時。我卻不覺得累。真是感謝主的一
路保守。
我的大女兒 Sharon 到火車站來接我。看到她心裏真是安慰，也放下了心中的一切
憂慮。在這幽黑寒冷的清晨，我到哪里去找焦作福利院。到了福利院看到希望之家
在 6 樓的安養病房，感覺像是回到家了。Robing and Joyce 夫婦把這安養病房佈置
的非常的溫暖，舒適。院中的管理也非常的好。看著這一塵不染，充滿著愛的地
方，真是心中滿了感謝。謝謝他們這一對外國夫婦對我們中國孩子的付出。若不是
神的愛感動著他們，誰能有這樣的愛啊！
Sharon 帶我參觀了院中的一切，也向我介紹了院中的 12 位小嬰孩。每一位都有著
不同的重病。看著他們心中直呼求神“主啊！憐憫他們！主啊！告訴我當作的事，
我願意來服事這些孩子們“
安頓好行囊，洗了個舒服得澡就跟 Sharon 搭公車到城裏採購。沒想到焦作有這麼
大的百貨公司及超級市場。我們很順利的就買了大包小包地回到福利院。下午我終
於有時間可以更多的認識這些嬰孩。
“春意＂是這裏 12 位嬰孩中唯一被認定是“無可救藥“的，她出生時脊椎外露，
經過手術後卻不幸嚴重感染。她的頭，腫脹的有如一個大皮球。她每天只能躺在小
床上，由於頭太大，她連翻身的能力都沒有。我看著他微紅的臉，張著一對美麗的
大眼睛，不停的轉動著，真是心痛。我默默的求神憐憫她，悅納她。坦白說，我真
的不知道該如何為她禱告。只能一直呼求神照著他的慈愛憐憫“春意＂，照著祂的
信實醫治“春意＂。因為耶穌喜愛世上所有的小孩。耶穌已經為她受了鞭傷。已經
為她死，又為她活了。雖然醫生已經放棄了她，但主不會放棄她。定有美意在“春
意＂的一生。
“思念＂是院中最可憐的嬰孩。他十八個月大，患有嚴重的腦麻痹。他的全身僵
硬，不時地抽搐，造成他全身的疼痛。他總是不停的用沙啞得聲音哭。除了給他肌
肉鬆弛及止痛藥以外，醫生並無其他的方法來醫治他啊。據阿姨說他從沒有笑過。
我將他抱起，看著他因疼痛而緊皺的眉，因抽搐而緊閉的嘴，彷彿是電影“Lord
of Ring”中的那忮小怪物。一方面令人憐憫，一方面又令人害怕。我把他抱到窗
下，讓陽光照在他的臉上，一面默默的向神禱告“主啊！求你的光照在死陰幽谷的
“思念“。求你除去撒旦在他身上的一切捆綁。求你憐憫“思念“求你恩待他，求
你醫治他“我一直禱告到他僵硬的身體柔軟在我的懷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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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煮了一道榨菜肉絲面，Sharon 吃了直說這是她來此多日吃過最好吃的一頓
飯。飯後和 Sharon 騎腳踏車到附近的湖邊走走。沒想到，寶刀未老，居然還騎得
不錯。只是夕陽西下，寒風刺骨，凍得耳朵都快掉下來了，看到了湖，我們就打道
回府，說下次再來。睡前 Sharon 問“媽媽會不會有時差，睡不著覺？如果睡不
著，可以起來看 babies，順便看看阿姨是不是在偷懶。“我說“不會的“躺在床
上，禱告著，禱告著，就不知道了。
第二日
一聲“哎喲！碰到了頭“把我從睡夢中驚醒。原來是 Sharon 睡得太熟，碰到了
頭。他因為到火車站接我，昨晨 2 點就起床了，經過了一天，也真夠累得了。看看
外面天色仍黑，一問才知道是早上 7 點了。感謝主！真的沒有時差。Sharon 說“媽
媽好棒！“記得昨晚禱告神指教我因當如何做，就起來繼續我的禱告。感謝神又給
我一天來愛這些孩子，來為他們禱告。
沒來得及吃早飯，就進了育嬰室。看到一位在痛苦中呻吟的嬰孩。阿姨說他整天整
夜都不睡覺的哭。（並非大哭，而是呻吟）若是他小睡片刻，也是為了醒來再哭。
“冬河“已近 1 歲了，卻只有 2，3 個月嬰孩的身量。送他去北京，醫生也檢查不
出他的毛病。只知道他的生命一天天的消逝。我抱起他柔弱的身軀，聽著他無力的
呻吟。因為太虛弱，他連抬頭的力氣都沒有。念著他的名字“冬河＂我想他莫非是
在冬天的河裏被人揀了起來，就像“摩西“當年一樣。將他抱到我的房間，就迫切
的為他禱告。求神讓他能長大，能親口來向耶和華唱詩，能親口說“耶穌愛我” 。
我想著他長大張著口唱“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的模樣，看著他熟睡在我懷中
安詳的臉龐，就不禁愛他。突然，淚水奪眶而出。想著經上的話，“耶穌看著他，
就愛他“‧像我這樣缺乏愛的人竟然愛他，主啊！你更是愛“冬河“你從他未出母
腹就已知道他，你照著你的旨意將他從千萬孤兒中帶到這兒，你必有美意在他身
上，主啊！求你一定要讓他長大，在他身上，要顯出你奇妙的作為。他必要口稱你
為主。他必要讚美你的名為聖。“冬河＂在我的床上睡了一個半小時才將他抱回給
阿姨餵奶。謝謝聽我們禱告的主，“冬河＂喝下去的奶，必要使他成長壯大。
焦作安養院是 Sharon 及幾位朋友在一年半前開始的。經過這一段的時間，很多東
西都開始有了故障，需要維修。沒想到 Sharon 居然還很 Handy，修好了不少的東
西。我也捲起衣袖，幫著她開始敲敲打打的，修理起東西了。下午抽空和 Sharon
騎車到城裏採購修理需要的零件。我們到了山陽商城，在一間間的路邊小店中尋找
需要的零件。在這兒買東西真的不是容易，無論你向店家問任何的問題，得到的答
案幾乎是千篇一致律的“沒有“或是“不知道“。好不容易買著部分需要的零件。
騎車回到福利院，我心裏還真是得意。感謝主，我竟然可以騎那麼遠的路程。
“雪顏＂是一位非常嬌小的八個月女嬰，出生就有畸形足，雙腳向內灣曲著，一對
大眼睛，有著長長的睫毛，卻看不見。她總是靜靜的躺在小床上，舉著自己的小
手，很認真的看著。抱起她輕輕的身體，我真的不知道該如何為她禱告。像她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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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足殘障，雙眼失眠，甚至智障的女孩，如何能平安的長大？但聖經上明明記著，
“瞎眼的得看見，瘸子起來行走“。我將“雪顏“舉起，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紀
念“雪顏“，求主開她心靈的眼睛，得看見造她的主，乃是愛她永不改變得主，也
是負她一生責任的主。我的信心太小，不敢奢求主開她的眼，醫她的腳，但是我卻
深信，主必負她一生的責任‧
晚上 Sharon 要求阿姨在洗澡後將所有的嬰孩抱到辦公室，她要一一的檢查他們。
接著一個一個香噴噴的嬰孩被抱了進來。我幫著量體重，看著 Sharon 很仔細的檢
查每一個嬰孩，一幅醫生的模樣，使我都嚴肅起來了。她記錄下每一位元嬰孩的成
長情形，病情的進展，並且詳細的詢問每一位阿姨有關嬰孩的生活習慣。望著她一
方面很嚴肅地和阿姨討論，一方面又很輕鬆，愛憐的逗著懷中的嬰孩，我不禁為她
的智慧和愛心感謝神。

第三日
今天一早 5 點就起來了。怕吵醒 Sharon，跑到隔壁的辦公室看 Linda 為我預備的蓋
恩夫人小傳。讀完默默的向神禱告求主幫助我敬虔的度日，活在主的旨意中。
Sharon 一向喜愛整潔，看見儲廠室堆積著由各地捐來的衣物，奶粉和各總用品，
就決心要把儲廠室整理乾淨。儲廠室位於樓下樓梯間，沒有暖氣到達的地方。雖然
外面豔陽高照，氣溫卻只有 5 度左右。我和 Sharon 穿著大衣，帶著手套，花了好
幾個小時終於把儲廠室收拾得整整齊齊。看著一箱箱冬夏不同尺寸的衣服整齊的放
在架子上，心裏真是很快樂。
院中有幾位超過 6 個月的嬰孩，阿姨們每天只餵他們牛奶和米粉。Sharon 認為這樣
的營養不能滿足成長中的嬰孩。我們就開始設定一套營養食譜並要求阿姨每天加著
餵給 6 個月大的嬰孩。我當然就義不容辭的為他們預備嬰孩食物。這兒的物質缺
乏，再加上寒冬，真是不容易有各樣的變化。想想我們在美國的小孩真是幸福。
每當走過育嬰室，總是要進去看看嬰孩們，尤其是我禱告過的孩子。心中不斷的呼
求神，“主啊!你是信實的，以定要照著你的慈愛應允我們的禱告，憐憫這些孩
子，恩待這些孩子。
傍晚，兩位由英國來在福利院當義工的朋友來找 Sharon，福利院是政府經營的孤
兒院。那兒的設施和環境都不如希望之家。福利院的一位阿姨要照顧 10 位孩子。
而 HPH 的阿姨只要照顧 3 位嬰孩。想想他們的愛心，實在很受感動。邀請他們留
下一起用餐，飯後有很好的交通，得知他們都是弟兄姐妹，更覺得親切。晚上依依
不捨的從育嬰室回到房間已經將近 11 點了。感歎時間真是不夠用。

第四日
預備好孩子的營養餐，卻發現有一位阿姨不願意合作，覺得沒有必要（或是偷
懶）。今天一早將將營養餐拿到育嬰室，再次向阿姨強調營養的重要。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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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 帶著權柄的要求阿姨配合，很佩服她，也很感謝神，求主祝福她手上的
工，也在一切事上保守她。
“石榴＂是一位長的非常清秀的小女孩，16 個月大，不知道為什麼，醫生宣佈她
“腦死“她每天靜靜的躺著，睜著漂亮的眼睛，東看西看，卻像在另一個世界裏。
由於腦麻痹，她的四肢完全不能動彈。軟弱的任由人擺佈。將她抱進房裏，看著她
真叫人憐愛。問"主啊!你的美意在那裏？求你讓我看見“一面唱著“Jesus loves you
this I know”一面幫著“石榴“做復健運動。忽然，“拉撒路出來！“這句話很鮮明
的出現。我看著“石榴“張著烏黑的大眼睛，看著不知道的世界。迫切的為她禱告
“主啊！求你憐憫“石榴“求你恩待“石榴“求你顯你的神蹟，就像當年呼喚拉撒
路。求你呼喚“石榴＂從她那不知道的世界出來。若是不出來，求你進入她的世界
尋找她，讓她得知你愛她，讓她得看見你，瞻仰你的榮美。然而，在這個世界裏，
求你保護她。因她如此的軟弱。你的話說，“你的能力要在軟弱的身上張顯出來
“主啊！“石榴“真是軟弱，求你彰顯你的能力在她軟弱的身上。求你護披她，讓
她活在你的愛中。我禱告很久“石榴＂仍然無意識的看著我任憑我一直呼叫著“石
榴＂出來。只求神垂聽我的禱告，進入她的世界向她顯示主對“石榴“永不改變的
愛，因為神就是愛。
傍晚和 Sharon 座車到焦作市中心辦事。焦作市中心真是繁華，高樓林立，車水馬
龍。就像是記憶中的臺北市。Sharon 熟練得帶著我穿梭在大街小巷中，很順利的
安排好我們離開焦作後的行程，也為幼稚園買了個蒸鍋。晚餐邀請了那對英國朋
友。他們帶了一位 11 歲的小男孩“芝然“來。“芝然＂因為耳聾，被丟棄在福利
院，由於年紀比較大，在福利院裏沒有任何人注意他。11 歲了從沒受過教育既不
會讀也不會寫。這對英國朋友開始很熱心的教他。看著“芝然＂學著用刀叉吃完一
份牛排，我們都很開心。飯後，帶著他們到書店買了一套中英對照的習字書。這對
英國朋友決定開始教“芝然＂學中文。真是感謝他們的愛心也求主紀念他們手上的
工。但願“芝然“借著他們的手，不但能認識字，更能認識造他，愛他的主。

第五日
雅各 5：14-16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
“友朋＂是 5 個月大的小男孩。初見到他時，幾乎不敢對這他看。從沒見過如此長
像的嬰孩。他有著嚴重的兔唇，眼睛因為淚腺沒發育全，一對眼睛斜垂著。因為兔
唇，每當他呼吸的是後，不斷的發出呼呼的聲音。嘴因為不能合起來，不斷的噴著
口水。抱著他，看著他，憐憫之心不覺油然而生。呼求主“主啊！求你讓我確實看
見，“友朋＂是你照著你的形象而造的。讓我知道你在他身上的美意，使我可以依
照你的心意來為他禱告。“友朋“很安靜的躺在我的懷裏，雖然他用嘴呼吸，看起
來非常的痛苦，但是他卻是很少哭鬧。阿姨們都說“友朋是最乖的嬰孩”‧想著
“友朋“雖然沒有漂亮的外表，但是神卻給了他美麗的個性。不禁為此感謝神。是
的，經上記著“越是不漂亮的，越要添加他的美麗。“主啊！人是看外表，但你卻
4

梁家祺日記
是看內心的主，求你紀念“友朋“求你施憐憫的手恩待他，讓你的榮美在這為人厭
棄的身上張顯出來。“友朋“曾被送到北京要求開刀醫治他的兔唇，但是卻被退了
回來，覺得不值得為他開刀。求主為他開路，求主讓他能活下來為主作見證。信實
得主，求你保守他，禱告著，禱告著，再看看“友朋“覺得他還是真的很可愛。
“子孝＂是一個號稱“藍嬰＂的小男嬰。5 個月大，長的圓圓胖胖的，很愛笑，一
逗就笑，笑起來還有一個小酒窩，就像一個人見人愛的小嬰孩。唯一不同的是，由
於先天性的心臟病造成缺氧，他全身呈藍紫色的。除非送到國外開刀，否則難以長
大。Joyce 夫婦為“子孝“安排了國外的醫生為他動手術，卻無法拿到他的護照。
由於所有的孤兒都屬國營福利院，辦理護照需要福利院提出申請，福利院往往百般
刁難。對於“子孝“的申請案件只得到一句話“正在改組，需要等上幾個月“據
Joyce 和 Sharon 看，“子孝“等不到幾個月的。抱著“子孝“，他無邪的對我笑
著，好像這一切都和他無關。將他抱到主前，“主啊！求你將“子孝”記在你的生
命冊上，羔羊的血已經為他灑下，救恩的門已經為他打開，他屬你，你也屬他，求
你按著他的名字呼叫他，帶領他前面的路，無論生，無論死，你都是他的神，他是
你草場上的羊。更求你為他開江河，讓他的護照能順利的辦下來。
中午，抱著“雪顏“躺在沙發上讀著“慕安德烈“小傳，讀到書中用以賽亞 42：
16：我要引瞎子行不認識的道，領他們走不知道的路。“讀到此，心中很得安慰，
看著懷中安睡的“雪顏“再次為她禱告，更是為神美好的應許獻上感謝。原神照這
他的話語，成就他的美意在“雪顏“的身上。

第六日
帶了好些聖詩聖樂的 MP3 CD 來，卻找不到可以播放 MP3 的播放機。今天，突然
發現房間有一台 DVD 的機器，試了一下，居然可以用來播放 MP3 的音樂。真是
太高興了。聽著耳熟能詳的詩歌，整個人都被重新激勵起來了。感謝主！
每一次經過“思念“的房間，看著他扭曲著身體，疼痛的呻吟，常常有一種想逃的
感覺。但是每當我把手放在他的頭上，撫摸他的臉，他就會安靜下來。夜裏常常想
到他，總覺得為他做的不夠。一聽到這悅耳的音樂就想到他。或許這些詩歌可以幫
著一起來安慰他，讓他安息在主的懷裏，減輕他的痛苦。很興奮的將“思念“抱進
房裏，他仍然皺著眉頭，緊咬著雙唇，全身僵硬的像一根木杆子。一面讓他聽著音
樂，一面幫他做復健運動。漸漸的他全身一點點地柔軟下來，心裏感謝著主，也不
停的為他祈禱。看著他安祥的睡著了，才發現他其實也是一個很漂亮的小孩。坐在
他旁邊，再次讀著“慕安德烈小傳“書中摘錄雅各 5：14-16“出於信心的祈禱，
要救那病人“這句話大大的安慰我的心。我更要迫切地為這些孩子禱告，也要將代
禱的需要傳給更多的弟姐妹。讓更多的禱告來托住這些孩子。
“瑞傑”，4 個月大，可算是這些嬰孩中最幸福的一位，除了嚴重的分裂上齶和分
裂唇外，他四肢健全，頭腦也清楚。看著他轉動著靈活的眼睛，知道他是一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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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孩子，不禁要為他感謝主。只要一些手術，他就可以正常的和一般小孩一樣
長大，更或者被一個好家庭收養，我為他感謝主，也求主保守他的靈魂，為他預備
一對愛主的父母，能從小帶著他走在神的正路上，愛主，服事主。也求主為他預備
一位醫生願意為“瑞傑”動手術。聽著 DVD 播放的詩歌，想像著“瑞傑“張著口
唱詩歌的莫樣，非常的興奮，主一定聽我們的禱告。
“雪顏＂真是非常的惹人疼愛。不知道為甚麽，她不會哭也不會笑，只會發出像小
綿羊般的聲音，來表達她的需要。我稱他為“小可愛“。8 個月大的她，只有 2 個
月的身量。我每天都要抱抱她，為她禱告。因為實在放心不下她。也沒有足夠的信
心，神已經聽了我們的禱告。感謝主，一次又一次地，藉著他的話，藉著他僕人的
傳記，來提醒我，他是信實的主。抱著“雪顏＂讀著“本仁約翰小傳“，沒想到，
像本仁約翰這麼一位神所重用的僕人，竟然也有一個瞎眼的女兒。我看著書上說，
神賜福給他失明的女兒，使她聰明。我祈求神也賜福給“雪顏“有由神而來的智
慧，真認識神，信靠神走她一生的道路。

第七日
每天早上起來的第一件事就是為孩子們預備營養餐。感謝主，經過幾天的摸索與學
習，已經能勝任愉快了。準備完，為每一樣食物禱告，求神加上祝福，使孩子們吃
了身，心，靈都成長健壯。
經過這些天來，天天為孩子們禱告，卻天天仍看見他們在痛苦中。禱告中得到的些
許安慰，似乎又不見蹤影。呻吟的仍然呻吟，哭的仍然哭。有時真是手腳發軟，心
裏下沉。感謝主，每天早上靈修時往往從神的話語中重新得力。馬可 9：23“你若
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詩篇 37：7“你當默然依靠耶和華，耐心等候他“詩篇
68：5“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
是的，基督是一切，又在一切之中。這兒的一切事都有主自己在掌管。他本是守約
施慈愛的神，又是滿了憐憫與恩典。他的美意是要賜福給一切求告他名的人。我只
要專心的求告他的名，為這些孩子們禱告，迫切的求，神必定會聽我的禱告。照著
他的美意，成就他所定的旨意在孩子們的身上。感謝主！自己來安慰我，加添我的
心力，讓我能提起軟弱的手，邁開沉重的腳，再次為孩子們不住的感謝，禱告。
由北京來的補給品遲遲未到，我和 Sharon 幾乎天天都得出去採購，尤其是尿布 12
個小孩一天下來還用了不少。尤其有好幾位嬰孩同時腹瀉，因著每天的練習我的騎
車技術也進步不少。但是常常會想要是有一部車多好，每一次出門買一趟東西總要
花上 2‧3 小時(路途遠，騎車能載量有限)求主紀念這個需求。
“子國“是這裡最小的 Baby，大約一個多月非常地弱小，他的頭骨未發育全，出
生時被壓擠而重疊，他的心肺似乎也未發育全‧他呼吸困難氣喘的很厲害，由於缺
乏進一步的檢查也沒有具體的治療方法，醫生說他可能活不了多久，長不大了‧我

6

梁家祺日記
抱著瘦小的身體看著他清秀的臉龐，他睜著一對清亮的眼睛著看著我，我無法相信
他會就此逝世‧更無法忍受他要在永火裏的想法，我迫切地為他禱告求神的恩典臨
到“子國“求耶穌的血遮蓋他，使他靈魂甦醒使他得稱為神的兒子得在永世裏與耶
穌一同快樂。他的名為“子國“他要在神兒子的國度裏成為神的子民神要做他的
神。我也求神用大能的手來撫摸他身上一切不完全，求主來使他完全讓他能長大位
主作見證，主的能力要在他這不完全的身上彰顯。

第八日
時間過的真快轉眼來此已經一周了，雖然我的心意是專心為每一位嬰孩禱告，但常
常因為日常瑣事分心，今早在主面前專心將自己獻上，願我的心思意念完全屬於
主，願我手上的工，嘴唇所出的言語，都能榮耀神，願我存著敬虔地心不住的禱告
來過每一分鐘。早上讀了慕勒小傳深深的被這本書感動，何等羨慕慕勒弟兄對禱告
的認識，無論在什麼事上他都單單仰望神，求主也幫助我每天忠心地在祂面前為這
些孩子禱告，我若照著祂的旨意求，相信主必要垂聽我的禱告。
“海生“是這些嬰孩中哭的最大聲也哭的最多的一位，他才四個月大患有嚴重脫
腸，醫生也診斷他有蒙古症。但每一次看著他靈活轉動雙眼，我和 Sharon 都覺得
他非常的正常，只是脫腸造成他疼痛，若是他生長在美國，一個小小手術就能治好
他。我將他抱到房裏一面唸著耶穌愛你，一面在神的面前尋求如何替他禱告，想著
主的恩典是夠我用的這句話，突然明白是主的恩典夠“海生“用的，迫切地為“海
生“求神用恩典除去他的疼痛，我將手放在“海生“的腹上呼求主，主啊！求祢施
恩典的手來堵住他身上的破口。主啊！祢更要救他的靈魂，讓他的靈魂體都在祢裡
面得到安息。主啊！祢的恩典是大過我們所求所想，祢的恩典是夠“海生“用的‧
求祢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求祢的榮耀在他身上彰顯。感謝耶穌愛他，我們一起在
主面前等候主的旨意成全。
“海洋“是一個 2 個月大的小女嬰，她非常的瘦小，卻有極大的嗓門‧哭起來，從
走廊的這頭都可以傳到那頭‧好在她很乖‧並不常哭‧她有先天性的心臟病，又有
嚴重的分裂唇和分裂齶‧雖然如此，她有著一頭的黑髮，再加上一對亮麗的眼睛，
真是很可愛‧由於她不常哭，總是被蓋在搖籃裏，常常被遺忘她的存在。我將她抱
起，帶到主的面前，來向主呼求，求主紀念“海洋“，恩典臨到“海洋“。在她這
微小卑賤的身上，張顯神的大能。使用她成為神家中的樂器。藉著她這原本破裂的
嘴，來歌頌主的奇妙大愛，來傳揚主的偉大作為。也求主為她開路，預備一個在地
上的家，養育她成主的使女，帶領許多的人回天上的家。
“春陽＂是十二位孩子中年紀最大的一位，將近 3 歲了。長的真實人見人愛。他患
有嚴重的腦麻痹，全身癱瘓，不能有意識的活動自己的脛骨。“春陽“就像他的名
字，春天的太陽。每次見到他，都被他那無名的喜樂感染。只要一叫他的名字，他
就露出燦爛的笑容。我抱著他為他感謝主，喜樂的靈真是膏了“春陽”‧將他交在
主的手中，主啊！求主紀念“春陽＂，成為他靈魂的錨。“春陽“真是軟弱，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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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連一根指頭都抬不起來。但是主，你是他靈魂的錨，又堅固，又牢靠。你總不撇
下“春陽“為孤兒。你要成為他一生的支柱，扶持他，使你的能力，在他這極其軟
弱的身上，張顯出來。
來焦作服事的日子已近尾聲，心裏對這些孩子，真是依依不捨。每一天恨不能有更
多的時間來抱抱他們，逗逗他們，更為他們多禱告些。神的話提醒我“我必不撇下
他們為孤兒“是的，它們雖被肉身的父母遺棄，但是神卻將他們揀起。自己來做他
們的阿爸父親。以豐盛的慈愛來憐憫他們，以恩典為他們年歲的冠冕，以大能的膀
臂來護披他們，以他的全有全足來供給他們。感謝主！有神作他們的父，他們還怕
什麽，我還擔心什麽呢？我的心真是得了很大的安慰。求神幫助我，忠心的與神同
工，用禱告來托住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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