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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   
 

我們所受的試煉是何等的大， 然而神的恩惠更是無比的大！今年一月， 我敬虔的愛妻伊麗

婭娜感染了冠狀病毒。我以為她可能會性命不保。我們教會多次為她禱告。世界各地的牧師和其他

基督徒也為她禱告，並給予她安慰和支持的信息。一位巴基斯坦的傳教士每天早上都會從這世界的

另一邊給她打電話！神回答了禱告， 我的妻子完全康復了！我要感謝所有為她禱告的人。  
我的人生警句一直都是腓立比書 4:13。我將引用整段經文。聖經說： 
 

“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 或飢餓； 或有

餘， 或缺乏， 隨事隨在， 我都得了秘訣。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 腓立比書 4:12, 13） 。  
 

當伊麗婭娜患病時，基督給了我和伊麗婭娜力量。 當我們歡喜並感謝神醫治了伊麗婭娜時， 基督加

給我們力量。“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 都能做。 ”  
3 月 24 日， 我們終於賣掉了位於洛杉磯市中心的舊樓房。 這棟樓房如今屬於一個韓國教會

。 這筆錢將用於改良我們位於聖蓋博的新教堂。 顏國輝將擔任我們新教會——大洛杉磯華人浸信會

幕——的牧師。  
4 月 11 日， 我們在一間豪華的貝弗利希爾頓酒店聚會， 慶祝了我的 80 歲生日（ 我的生日是

次日） 。 我收到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傳教士和基督徒的生日賀信。 我們的兒子羅伯特·萊斯利支

付了宴會餐飲以及與聚會相關的一切費用。 羅伯特是一位聰明而且有成就的商人。 多米尼加共和國 
畢士大基督教教會（ Bethesda Christian Church）  的牧師魯佩托·麥迪納（ Ruperto Medina） 專程飛到這

裡參加聚會， 並作了開場的禱告。 我們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 
5 月 3 日， 我們的網站 www.sermonsfortheworld.com 添加了 奧裡亞語 的宣道文。 奧裡亞語是

印度的眾多語言之一。它是三千多萬人的母語！我不從這些宣道文上索取任何金錢。 我唯一的願望

是用盡可能多的語言向全世界傳播福音。 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宣道文均無版權的原因， 人們可以按自

己的需要來宣講或使用它們。每週我們都會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子郵件，感謝我提供這些信息。 
5 月 14 日， 一件大事發生了。 我們的孫子 羅伯特·萊斯利·海默斯四世 誕生了！他是我兒子

羅伯特與其妻 金（ Jin）  的兒子。 他們還有兩個女兒， 哈拿和撒拉。 這孩子是我們的第一個、 也是

唯一的孫子。 我稱他為 “ 小鮑勃” 。   他是一個不錯的夥伴，我祈禱神會召他成為一名傳道人！ 
 
 
 

你可以到 WWW.SERMONSFORTHEWORLD.COM 
閱讀數百則宣道文 四十六種語言 全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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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加給了我力量 —— 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 無論我是飽足還是飢餓， 無論我是充足還是受苦

。  今年六月，我中風了。從那以後我就一直在家休息。我有一位專業的看護幫助我，但我最大的幫手

是我的妻子伊麗婭娜。不管怎樣，我永遠不會放棄福音事工。每週我都會錄製一段視頻信息，播放給我

們的會眾，並刊載在我們的網站上。 在我的一生中， 基督加給了我力量！ 
我經常給我們的教會講 瑪麗蓮·法尼克（ Marilyn Farnik） 的故事。很久以前，她還是三藩市北部

馬林縣的一名少女。 瑪麗蓮信了耶穌。如果瑪麗蓮去吸毒或與男孩子發生性關係，她的母親能夠容忍—
—但這位母親不想她的女兒與基督有任何關聯！她把瑪麗蓮趕出了家門。瑪麗蓮仍然忠於救主。她現在

和丈夫傑瑞一起到捷克共和國傳教。 8 月 26 日， 傑瑞和瑪麗蓮到我們家拜訪我。 他們介紹了他們的事

工。 我們錄製了一個視頻， 並放給了教會看。 他們是何等的福氣！看到神的恩典拯救人並使用他們為祂

服務是多麼的美妙。正如使徒約翰說的，“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

” （ 約翰三書 4） 。  
8 月 29 日， 顏國輝（ Jack Ngann） 被指定為我們教會的新牧師。 顏國輝是美國出生的華人。 他已

婚， 是兩個孩子的父親。 我是榮譽牧師， 現正在培訓他擔任牧師的工作， 就像我的牧師林道亮博士曾培

訓我一樣。顏弟兄是一位優秀的基督徒，我們對他寄予厚望。請為我們的新教會和他在那裡的事工禱告

。  
9 月 22 日， 我們在聖蓋博的新教堂的翻修工程開始了。 這建築將於明年初投入使用。 它位於數

十萬華人中間。  
10月份， 伊麗婭娜的父親拉法埃爾（ Rafael Cuellar） 從危地馬拉飛來， 在我們家住了幾個星期。

他是一位紳士， 非常具有活力——如果你知道他已經 90多歲了，就會更同意這點！10 月 29 日， 我們在

我們家與會眾慶祝了他的 91 歲生日。 
11 月 21 日， 我們在家里為全體會眾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感恩節宴會。這非常可口！我們要感謝伊

麗婭娜、顏國輝、和我們的執事 曼西亞（ Manuel Mencia） 烹飪食物和準備晚餐。 
這已經是一年了！所有的榮耀都歸於神，祂回答了我們的禱告；以及基督，祂拯救了我們的靈

魂。 我想起了 喬治·貝弗利·謝 於 1991 年在 蘇格蘭 格拉斯哥 的葛培理宣道大會中唱的歌詞：  
 

感謝你天父，將聖子賜給我們 
又賜下聖靈， 直到地上工成就。  
   (《 有一位救主》 詞： Keith Green, 1953-1982)。  
 

在我們慶祝救主的誕生時， 讓我們一同歡呼：“ 感謝你， 天父。願耶穌基督受稱頌！”  
 

 
 

我在前排中間， 和我的孫女一起， 哈拿在左邊， 撒拉在右

邊。在後排，從左到右：伊麗婭娜的父親拉法埃爾，伊麗

婭娜的母親琳達，羅伯特·萊斯利的妻子 金， 小羅伯特被父

親羅伯特抱著，我的妻子伊麗婭娜，我們的兒子衛斯理，

伊麗婭娜的姐/妹伊薇特。  
    

       奉主耶穌的名，  
 
 
 
 
 
 
 海羅伯牧師 
 D.Min., D.Rel., Th.D., L itt.D. 
     腓立比書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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