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拳擊重量級冠軍 
喬治·福爾曼  



1952年12月27日星期六星期六，托馬斯·尼克 （Thomas Nick-

el）在聖靈的帶領下，通宵駕車前往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克利夫頓

（Clifton）的自助餐廳，自願奉獻他的印刷設備來出版《全福會之

聲》。這種聖靈的工具成為“全備福音商人團契”的商標。自

1953年以來，無數的商人不分男人和婦女，他們生命因聖靈而改

變的見證，為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們帶來身心的激勵和醫治。 
 

我們歡迎您來到第一版《VOICE USA》，這個冊子分享了幾

位被上帝之愛感動的人士他們激動人心的故事。“神愛世人、甚

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約翰福音3:16-17） 
 

我們相信，當您閱讀喬治·福爾曼（George Foreman），諾姆

·謝弗（Norm Cheever）和艾倫·施穆克（Alan Schmook）在本期

中改變人生的見證時，會感到很蒙福。“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

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啟示錄12:11） 
 

我們祈禱，並鼓勵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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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閲讀這期美國的VOICE，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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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ŵŝŬĞ͘ƉŽƐƚůĞǁĂŝƚΛĨŐďŵĮƵƐĂ͘ůŝĨ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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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宣言 
ϭ͘�在世界各地領人信主，尤其是男士 

Ϯ͘�挑旺激勵信徒， 使人歸回神 

ϯ͘�幫助信徒在聖靈裡更新和成長 

ϰ͘�訓練及裝備信徒投入大使命 

ϱ͘�以團契生活建立肢體，彼此服事 

ϲ͘�在基督裡合一，做肢體聯結的橋樑 

ϳ͘�做耶穌所做的事情……甚至更多。

（約翰福音ϭϰ͗ϭ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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ϭϮ:ϯϬ-ϯϭ）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承諾： 

ͻ愛–為他人的利益犧牲 

ͻ誠信–選擇做正確的事 

ͻ關係–重視他人 

ͻ承諾–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永不 

  放棄 

ͻ網絡–積極建立與他人接觸的渠道 

ͻ培訓–裝備自己完成使命 

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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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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回世界拳擊重量級冠軍的最年長的男人 

冠軍頭銜，喬治·福爾曼（'ĞŽƌŐĞ�&ŽƌĞŵĂŶ）。 

重量級拳擊冠軍 

喬治·福爾曼 (*(25*(�)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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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聽到我親愛的媽媽一直在說… “哦，主啊！”我

並不是很明白。我以為當我有一天有了足夠的錢，我就永遠不需

要聽到我的母親再說這樣的話，“哦，主啊。” 

 

拳擊職業的經理人向我保證，“喬治，有一天，您將擁有大

量的汽車，凱迪拉克的車隊，而且您會變得非常富有。您可以擁

有任何想要的東西。”因此，我轉為了職業拳擊手。 

 

我的職業生涯從此真正開始了一個接一個的淘汰賽。我想成

為有錢人和名人，並成為世界重量級冠軍，所以我就可以堵住我

親愛的母親的嘴說：“哦，上帝。”我只是不想再窮了。我想擁

有那些凱迪拉克的車隊。 

 

牙買加金斯敦的一個晚上，在那兒我正與喬·弗雷澤（Joe 

Frazier）拳擊比賽。我和我的經理都知道，如果你選擇擊倒喬·

弗雷澤（Joe Frazier），他實際上更希望如此。如果你沒有贏他，

他反而會失望。那一刻終於來到，我們面對面站著，相互凝視著

對方。我看著他的眼睛。心想：“最好喬·弗雷澤（Joe Frazier）

不要低頭，那樣他會看到我的膝蓋在不停的發抖。”但是經過兩

輪比賽，我成為了世界重量級冠軍！ 

 

現在，我是世界重量級冠軍，我擁有凱迪拉克的車隊和很多

錢。 

媽媽的話伴隨著我！ 
喬治·福爾曼（'ĞŽƌŐĞ�&ŽƌĞŵĂŶ） 

在先前的 &'�D&/世界大會上的見證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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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的“ƌŽƉĞ-Ă–�
ĚŽƉĞƐ” 避 免 了

福爾曼的超強威

力。 

我當時處在最佳狀態，我

在側面打了他，他跌倒在我

身上，他在我耳邊小聲說：

“喬治，這就是你的全部

嗎？”我不違認，“是的，

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知道我遇到了麻

煩。我正在尋找退場的出

口。是我躺在地板上，數

著，“一，二，三……。”

我眼睛向上看著阿里在尖

叫，“我告訴過你。”我

想：“小子，我真想再給你

一拳！”阿里繼續著，您聽

說過“ZŽƉĞ� Ă� ĚŽƉĞ”嗎？聼

好，我就是ĚŽƉĞ！ 
 

我知道我下次會痛擊他。 

我從來不相信宗教這種東

西，似乎不真實。我擁有一

切的錢，我需要祈禱什麼？

那就是我對信仰的感覺。 
 

我的比賽不斷在獲勝。 
 

終於到了在扎伊爾與阿里

一決勝負的戰鬥時刻。我以

為我會去到那兒，輕而易擧

擊倒他兩三個回合。收錢走

人就是了。我覺得沒有人能

承受我的拳擊力量。阿里也

一直對我說：“你是最偉大

的。你是最棒的。”我也毫

不猶豫的認為，“是的，我

當然是。” 
 

在前幾輪比賽中，我擊敗

了阿里，大約在第六回合， 

ϲ 

FGBMFI 美國 ▪ 全福會之聲 



下一次我會叫阿里永遠不

得翻身 。所以我開始努力訓

練。我再次成為世界第一的

競爭者。我把錢寄給了媽

媽，可她仍然說：“哦，主

啊！” 
 

一次，我與一位名叫肯尼

·楊（Kenny Young）的年輕

人拳賽。到第十輪，他把我

擊倒了。經過十二輪比賽

后，結果已定。我想：“對

我來說沒什麼大不了的。這

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他

不過是偶然得手一次，我還

是擁有我的名聲。”之後，

我去到更衣室裡休息等待。 
 

當我冷靜下來，我在更衣

室裡反省想：“我仍然是喬

治·福爾曼（George Fore-

man）。我仍然與ABC Sports

簽有合同。我仍然富有。我

的銀行里還有錢。我可以回

到德克薩斯州馬歇爾的牧

場，在那兒退休，如果我

想……，然后死去！” 
 

“死亡”是如何進入我的

思想中的？等一下。我的銀

行里有保險箱和錢。我現在

可以退休，再就是死。 那死 

又是如何臨到的呢？我强壯

無比。我不要死。那個拳擊

賽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

我不會捨棄我想要的生活！

我快速走動著，畢竟，我必

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個聲音臨到我說：“你

相信上帝嗎？”當然，我相

信。“如果你相信上帝，那

你為什麼害怕死？”等一

下，很多人都相信上帝，我

確實也相信上帝，但我只是

不能接受這種宗教信仰裡的

許多東西。我想：“這些年

來我一直很富有。我可以買

任何我想要的東西。好吧，

我仍然是喬治·福爾曼。我

可以裝箱很多東西並捐錢給

慈善機構等。” 
 

我聽到一個聲音對我說：

“ 我 不 要 你 的 錢 。 我 要

你！”然後我知道那是上

帝。我有機會聽到以前從未

聽過的。我說：“上帝，我

相信你……” 
 

就在我要說出下一句話之

前，我的雙腿就癱了下去。

就這樣，我好像“脫離了今

生”，進入深深的沉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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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有人把我吸進深海。

沒有什麼可保留的。我走

了，我死了。我向後看，看

到了我曾經工作過的所有東

西：我的錢，我的股票，我

的保險箱，但是好像有人把

所有的東西都拿走了。它不

見了。我知道對我沒有任何

的希望。 
 

這時我生氣了。我說：

“我不在乎這是不是意味著

死 亡 ， 我 仍 然 會 愛 你 上

帝。”當我這麼說時，好像

是一隻巨大的手伸了進來，

將我拉出那個黑暗的地方。

我更加相信上帝。伙計們把

我從更衣室的地板上抬起來

放在桌面上。我能感覺到血

液流過我的靜脈，所以我不

再害怕。我悠閒地意識到，

如果我死了，我將與上帝同

死。我說：“韋伯，挪開你

的手，因為祂頭上的荊棘冠

冕在讓他流血。”我看到有

鮮血從我臉上流下來。而我

從沒有拳擊比賽中受傷，我

看到鮮血。“你在他們釘死

祂的地方流血了！”我跳下

桌子大喊 ：“耶穌基督已在 

我身體裡面活！”我告訴大

家我必須清潔一下自己。我

冲了個澡，洗漱一番自己。 

“哈利路亞。我被潔净，我

已經重生了！” 
 

我大喊：“我要出去拯救

世界。”我開始向人們介紹

耶穌基督。一切靠著耶穌，

我有了新的力量。 
 

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財

富，但在那間更衣室裡的那

一刻，我感受到了我想要的

一切。在不到六秒鐘的時間

內，我擁有了自己一生中想

要的一切。之後，我被催促

去到重症監護室。 
 

那差不多是三十年前了。

人們一點一點地開始稱我為

“ 喬 治 兄 弟 ” 或 “ 老 牧

師”。我被任命為傳道人，

直到今天，我還是主耶穌基

督的教會中的傳道人。 
 

我的生活證明了上帝從沒

有放棄我。但是，你不能以

傳教士的身分賺到拳擊冠軍

的收入。一天我終於告訴我

妻子，我已經破產了，必須

回到拳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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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擊是我唯一真正了解的行

業。她說：“不要這樣做。 

他們會殺了你。”我召聚孩

子們圍到桌子旁說：“你們

覺得怎麼樣？” 他們以“去

吃你的飯！”的表情看著

我。我知道我該怎麼辦了。 
 

我又回到不停地拳擊，同

時也受著人們的嘲笑。他們

開各種關於喬治·福爾曼的

笑話。“他將永遠不會再成

爲冠軍。他太老了。”但是

在1994年，我成為奪回世界

冠軍的最年長的男人！ 
 

上帝使我在各行各業中都

非常成功。我相信這段經文

說：“無論我的手碰到什

麼，我都會昌盛的。”把手

放在祂的手中。你觸摸的一

切都會豐盛。上帝把我帶到

了世界上的各個地方，但我

從未忘記講過同樣的故事，

耶穌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甚至在今天，沒有什麼事

能比把耶穌基督帶進你的生

活更美好的了。我祈求上帝

完全掌管並使用我的生命。 

我有幸旅行世界各地，向人

們傳揚上帝對我的偉大作

爲，不在於你是誰，不在於

你 聽 到 母 親 說 “ 哦 ， 主

啊！”多少次，也不在於你

有多麽的不堪和軟弱。 
 

但是上帝揀選了我，使我

夢寐 以 求 的 一 切 變 成 了 現

實，並超乎我所求所想。我
們永生的上帝可以為您做同
樣的事情。無論您是誰或來

自哪裡，都無關緊要。只要

把 你 的 生 活 交托給他 。 記
住，上帝不想要你的錢。他
要你！“哦，主啊！” 
ǁǁǁ͘ŐĞŽƌŐĞĨŽƌĞŵĂŶ͘ĐŽŵ 

sK/���h^��編輯 

鮑勃·阿姆斯特朗（�Žď��ƌŵƐƚƌŽŶŐ） 

與喬治·福爾曼（'ĞŽƌŐĞ�&ŽƌĞŵĂ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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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建立門徒

諾姆·謝弗 



她在祈禱，“上帝幫助我們！”然後主聽到了我母

親的祈禱。我七嵗時，媽媽帶我們去參加了為時一

個月在堪薩斯州威奇托市舉辦的上帝中央集会的復

興大會。爸爸說他不想去，因為他聽說他們是講

“聖靈從滿”。 
 

經過一週的言語和身體煎熬，他帶我們去聽了福

音傳教士拉爾夫·威爾克森（Ralph Wilkerson）的

講話。這是關於上帝之愛的有力信息。經過三場祭

壇的呼召之後，佈道者跳下舞台，直奔我父親。我

能聽到他懇求爸爸將他的生命轉交給耶穌。 

邁出兩步後，傳道士回來說：“這可能是對您來的

聖靈的感動。這可能是您最後的機會。您可能會在

一週內死亡，然後您將去哪裡？”好吧，那是爸爸

所能做的。他鬆開執事導引的座椅排序。當他碰到

祭壇時，他開始在地板上向上帝大喊。這之后他向

變了一個人。他變得比較友善，關心家人。媽媽多

年來第一次爲他感到高興。 
 

在看到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極大差異之後，我也開

始感到好像有某種東西進入我的體內。在一個主日

要去教堂之前，我敲了父母的門。爸爸讓我進來。

我說：“爸爸，我想認識改變你的那個耶穌。”我

們都跪在床邊。我高興地要求耶穌寬恕我所有的罪

惡，進入我的生命。一家人全都得救了，我們得到

了牧師一直在傳講的新生命。 
 

剛好在那段時間裡，也是我在學校遇到嚴重的學

習問題。我看到一些字母和數字都是反的，多次重

復讀同一句子也不得要領，而且我變得十分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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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 

EŽƌŵ在鳳凰城 

&'�D&/�美國年會 

上作見證 

這很有可能就是之前不為人

知的多動症（��,�）。結

果，為了引人矚目，我成為

了全班的小丑，被人嘲笑。

因著上帝的救贖，一直困擾

我的學習障礙被治愈了，同

時我順利升入了三年級。 
 

大約在同一時間，波音飛

機公司關門了，我的父親在

亞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得到

了一份工作。隨之而來的

是，我們跟隨我們的牧師從

堪薩斯州來到那裡的一所小

教堂，稱為神的中央集會。

這是我們真實了解見證，拯

救和屬靈恩賜的地方。這確

實是一個全福音教會。 

這時，我自學彈吉他，在

合唱團裡唱歌，並有很多獨

奏表演，我開始沉迷於音

樂。 
 

當我14歲那年，一個住離

我家僅兩戶距離的人，專門

請我幫他搬家。我很高興能

提供幫助。他邀請我進入他

的房子，立刻，我意識到牆

壁和祭壇上的X級藝術品。那

裡有血液從一個倒的十字架

滴入碗中。他在留意我，我

很快就知道是怎麽回事。他

說：“我們有能力在音樂界

為您帶來巨大的財富和聲

譽。” 他拿出一份音樂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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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我面前，同時擺出一把

匕首，說道：“只是一點點

刺破；然後用你的鮮血簽

名。” 
 

幾年來，聖靈一直在與我

談論屬靈爭戰。我知道他的

聲音。他告訴我不要閱讀合

同，也不要獻血。我起身

說：“不。”當我走出去

時，他說：“如果您改變主

意，那就回來。” 
 

那天晚上，聖靈告訴我把

聖經放在胸口。我平和地睡

到凌晨2點30分。我突然驚

醒，在房間的四個角落都是

惡魔的眼睛，一個巨大的惡

魔貼在我的臉上呼吸。我的

床離地面至少四英尺，但是

那個巨獸無法壓死我，因為

聖經遮住了我的胸部，讚美

神！我只是說，“哦，是你

邪靈！奉耶穌的名命你離

去。”所有的惡魔就立刻消

失了！謝謝耶穌！ 
 

一覺安睡醒來，聽到媽媽

在喊：“早餐準備好了！”

我回答到，只要五分鐘就

好。需要我做什麽嗎？我敲 

了那鄰居的門。他很高興見

到我，邀請我進來。我說：

“不，我不用進來了。你昨

晚派你的同伴來打擾我了

嗎？”他說：“為什麼?是

的。”我告誡他停止他的計

劃，並說“我奉耶穌的名，

捆綁你和魔鬼，阿們。”他

退後一步說：“還有別的

嗎？”我宣告說，奉耶穌的

名，你回到神為你準備的地

方去。然後，我為在耶穌裡

的勝利感到高興，並回家享

受了媽媽的雞蛋和培根。 
 

我們的家人開始學習明了

啟示錄12章11節所說的話：

“弟兄勝過它，是因羔羊的

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在我21歲的時候，我的一

個朋友帶我到帕蒂·布恩 

（Pat Boone）的家。帕蒂的

妻子雪莉·布恩（Shirley 

Boone）立即邀請我進入她的

後院。她告訴我，她的父親

雷德·弗利（Red Foley）設

有一條規矩，就是從不將事

情視為理所當然，尤其是面

對生活中的重要關頭。 

ϭ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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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姆·謝弗和桑迪·謝弗（EŽƌŵ�Θ�^ĂŶĚǇ��ŚĞĞǀĞƌ） 

ϮϬϮϬ年大选前祈祷会在華盛頓特區。 

當時我剛好要去就讀位於加

利福尼亞州哥斯達黎加梅薩

城市的一所南加州聖經學

院，她很想知道我是否確認

耶穌基督成爲我個人的救

主。“是的。”我毫不猶豫

回答她。我感謝她幫我再次

確認我的救贖。哇，這種見

證就是一個好的榜典範，讓

我更加看重公開與他人分享

我的見證。 
 

我相信耶穌呼召我們進入

世界，並建立門徒，一對一

地與人交談並指導他們。 我 

們可能會問他們是否有些事

我們可以與他們一起禱告，

帶領他們認識耶穌。 
 

後來，我找到了'K�DK�
�/>�，這是一個能邀請男女都

來認識耶穌，贏得靈魂的利

器。通過鼓勵他們每日祈禱

和閱讀神的話語得以靈命成
長，建立一個相信聖經的教

會，並加入我們的全福會或

是婦女分會，同時能隨時隨

處分享我們的見證！神為自

己的榮耀，祂能改變一切的

處境。   上帝拯救我們脫離罪 

ϭϰ 



惡，不再受魔鬼的轄制。神

也醫治了我，當凱瑟琳·庫

爾曼（Kathryn Kuhlman）為

我禱告時，我的脊椎不自然

彎曲即時得到醫治，從軍隊

4F分類恢復到1A分類。病得

醫治的同時，我就從軍服

務，成為一名軍牧助理。 
 

上帝將使我從青年時代的

失敗帶到了FGBMFI的音樂部

長，老師，藝術家，校長和

職場事奉的同工。我覺得我

已經從以前膽怯變成了在基

督裡大有信心； 我深信“靠

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我凡事

都能”。從一個在棕櫚樹

下，在主面前唱歌的小男

孩，變成為在全福會中職場

服事的勇士。在過去的15年

中，我擔任亞利桑拿州的全

福會會長，完全是上帝恩典

才有可能。 儘管我們經歷了

許多考驗，但我和我的妻子

桑迪（Sandi）以及我們的兩

個女兒和六個孫子都蒙受祝

福，並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裡取得勝利。 

當我們一大早起床時，我總

是請上帝指導我們。每天我

們都會得到上帝的命令。我

們的FGBMFI創始人和世界總

會會長曾寫下了重要的話：

我們只有與上帝合而為一，

才能進到終極的人生層面。 

是的，在祂裡面，我們生

活，活動才擁有真正的自我

價值。 
 

我們願意捨棄自己的生

命，按照耶穌所說的去做門

徒嗎？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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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訝的是，只要一把很小的鑰匙，就能解開困擾人一生的束

縛。那是ϭϵϳϰ年的春天，我以為我已經走到盡頭了。我所有的努

力似乎都以失敗告終。我一直被自己的不安全感困擾著…… 

我當時認為，這是我所面

臨的最艱難的決定之一。我

相信我的妻子和我應該去看

望父母，尤其是父親。 
 

我與父親的關係從來都不

是很好。我們都是在錯誤觀

念下成長的，習慣使用“建

設性批評”概念來對人。幾

代人下來，在我們的家庭中

一直缺乏敞開的愛和感情的

表達，更多保有的是對期望

過高和表現不佳的批評的傳

統。 批評只會助長我一生的 

不安全感。 
 

這一切始於ϭϵϱϬ年代初，

當時我是俄克拉荷馬州西北

部一個農業家庭的第二個兒

子。我的哥哥表現出色，舉

止 好 。 在 我 的 整 個 童 年 時

代，父親一直在問為什麼我

不能夠像哥哥一樣。我們都

在智商測試中，測試出了接

近天才的水平。但實際情況

卻是我不斷失敗，他表現出

色。我會用心完成當做的作

業，卻由於擔心自己做得不

及哥哥，我難得上交作業。 

ϭ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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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養成我一事無成的心態和

失敗模式，並在接下來的20

年裡一直困擾著我。 
 

我一生中有許多真正關心

我的人，常常試圖找出我的

問題所在。導致來更多的是

我的父母，老師，輔導，醫

生和我的憤怒。我從來沒有

真正想過得自由釋放是什麼

意思。 
 

我曾辭掉過我大部分的工

作，因為我以為老闆會在我

的第一次審查中開除我。多

年後，我發現我的一些雇主

對我的工作是感到非常滿意

的，以至於他們計劃提拔

我，卻不明白我為什麼要辭

職。 
 

1970年秋天，在我大學一

年級的時候，我回到家中，

並參加了我的家庭教會的見

證活動。  那個星期六晚上 

艾倫·施穆克 

（�ůĂŶ�^ĐŚŵŽŽŬ） 
在&'�D&�分會的 
許多會議上發表講話。 

我接受了耶穌基督作為我的

救主。哇，我感覺好極了！

我不再害怕死亡和下地獄。

我的父母和姐姐也和我在同

一個週末接受了耶穌。第二

年夏天，我的父母問我是否

接受了聖靈。我不知道他們

在說什麼，所以他們解釋給

我更多關於耶穌的事。我請

耶穌用聖靈為我施洗，祂讓

我開口講出方言，我得到聖

靈充滿的憑證。 

ϭϳ 



這為我的救贖提供了新的見證

和信心的力量。但是，我仍然

定期要處理沒有安全感的問

題，這些問題影響了我的學術

生涯和我的工作表現。 
 

我的浪漫生活從未如此美

好。我在高中時只和一個女孩

約會，但後來她發現了她的

“意中人”並嫁給了他。我的

下一個女友看起來像是我未來

的妻子，但第二次我也沒有成

為她的“意中人”。我覺得自

己已經變了。所以，我放棄了

約會。實際上，我並沒有放棄

喜歡女孩的經歷。我只是害怕

犯更多的錯誤而受到傷害。但

是儘管我不願意約會，我並不

孤單。我求上帝向我展示他選

擇了誰作為我的伴侶，因為我

對自己的決定沒有信心。 
 

ϭϵϳϮ年ϳ月ϭϱ日 ， 我娶到

超乎我夢寐以求的女孩。聖經

說，神能成就遠超過我們所求

所想的事。當他超自然地將我

的婚姻安排給帕蒂時， 我才

發現我生命中這段美好時光的 

奇妙之處，竟然是我們還是

在訂婚兩週後，才開始了第

一次的約會。 
 

我現在知道耶穌為我得完

全救贖付出了代價（包擴在

心靈上，情感上，精神上，

身體上和財務上）。如果我

在1970年接受耶穌基督時就

知道了這一點，那麼我本來

可以獲得情感上和精神上的

自由釋放。可悲的是，你所

不知道的事會害你不能自

拔。 
 

我父親在服務他的一個朋

友時得到了釋放捆綁我生命

的鑰匙，他的這個朋友有兩

個兒子，情況和我和我的哥

哥相似。出乎意料的是，我

父親意識到他是我問題的一

部分。爸爸只是說：“艾

倫，你被矇騙了。請原諒

我。”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父

親向任何人道歉。他的悔改

和我的寬恕消除了撒但用來

控制我超過22年生活的束

縛。 
 

我父親的悔改得以讓上帝

的手介入， 摧毀仇敵在我身 

ϭ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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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作為。但是，我仍不知

道如何獲得完全的自由釋

放。恢復您丟失的東西是一

回事，而享受您曾經擁有的

東西則是另一回事。我知道

我需要做點什麼，所以我開

始做我以前害怕或失敗的事

情。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

我從入門職位做起，由一個

鞋店店員升為一家商號的經

理，監管著好幾家商店。實

在是妙不可言，如果你樂意

讓神來主導你的生活，看看

神可以做什麼？ 
 

在1970年代中期，我加入

了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

（FGBMF），因為它是商人交

流信仰和相互鼓勵的好地

方。也是大約在同一時間，

我和我的妻子開始舉辦專門

為青年人開辦的夏令營會，

從四個州的十幾間教會，有

多達250名的年輕人報名來參

加。好不冒險！我們在接下

來的十年中持續在做這件

事。直到我們開始逐步退出

青年營時， 我參與到在我們 

艾倫不僅學習並傳授道理，而且

還是受人尊敬的商業房地產評估

經濟人和顧問。 

州FGBMF所有職場男士推廣和

大會活動舉辦的協調落實工

作中。從一個沒有安全感的

年輕人到領導商人的會議是

多麼大的一個跨越！ 
 

我的職業生涯始於1976

年，當時我是父親公司中的

商業房地產顧問和評估師。

在與父親一起工作的頭幾年

中，我們經歷了起伏不定。

有時我認為他是一個糟糕的 

ϭ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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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施穆克 

（�ůĂŶ�^ĐŚŵŽŽŬ） 

通過聖靈的工作， 
感動了許多個人。 

老闆，我確定他以為我是一

個毫無價值的員工。19 8 5

年，我購買了父親在Schmook

評估公司的剩餘權益。 
 

憑藉著以往的聲譽，我很

得意找到大有建樹的機會，

並在父親的房地產評估行業

中建立了堅實的基礎。自

1985年以來，我們的公司已

成為解決不常見房地產問題

的知名公司。大型公司，金

融機構，政府機構和個人經

常向我們求助，特別是在他

們有困難的房地產要處理之

時，而這些活動通常會轉為

“一種”資產。 我們的專長 

能幫助解決獨特的估值問

題，這就導致我們的許多競

爭對手將任務轉交給我們。

如今，Schmook評估公司憑藉

其在評估困難的商業房地產

資產方面的專業知識而在地

區上獲得大家一致的認可。 
 

上帝賦予解決難題的智慧

並不僅限於房地產市場。我

曾對公立學校的學生，商

人，評估師和FGBMF負責人進

行過教導，指導和培訓。上

帝允許聖靈啟示的恩賜在我

的生命中彰顯，並讓能接觸

到許多似乎找不到問題答案

的個人。  

Ϯ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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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轉到美國的全

備福音商人團契。 2015年，

我被要求在國家執行委員會

中擔任行政工作。2018年，

我當選為FGBMFA的主席。從

我謙卑的開始到領導一個國

家組織，在您認識到上帝的

恩典和恩寵之前，似乎極不

可能。我相信上帝對我們生

活的旨意幾乎總是比我們的

歷史或我們的期望更大。 
 

 

我有機會與許多的FGBMF

的分會，教堂，廣播電台以

及TBN的本地“讚美神的事

工”分享我的見證。每次，

令我感到驚訝的是，許多人

在自信和不安全感方面遇到

麻煩。當我們祈禱時，上帝

使他們得自由釋放。 
 

 

現在，我生活中最恐懼和

最失敗的部分轉變成為新的

契機，成為上帝藉著我的手

幫助別人的機會。 

我更關心神對我下一次工作

的考核，現在我可以和人們

一起祈禱，爭取更多，更好

的工作和獎賞。哇，上帝難

道不是偉大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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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Ϭϭϱ年ϯ月ϭ日，我失去了我

最好的朋友，我的妻子。她

經歷了 與 癌 症ϯ年半的 抗
爭。在失去了ϰϮ年的伴侶之
後，我仍在學習如何生活在
一個陌生的新世界中。 但
是，我再次有機會體驗神解
決不可能的能力，我期待著
他為我的未來的計劃。 

艾倫(�ůĂŶ)和帕蒂·施穆克(WĂƫ�
^ĐŚŵŽŽ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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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哭求，“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 

六個步驟  得到救恩        
1. 感恩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 羅馬書3:23 
“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 – 路加福音18:13 
 

2. 悔改 
“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路加福音13:3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使徒行傳3:19 
 

3.認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
們一切的不義。” –約翰一書1:9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羅馬書10:9 
 

4.棄絕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當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華，耶和
華就必憐恤他；當歸向我們的神，因為神必廣行赦免。” –以賽亞書55:7 
 

5.相信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
永生。 ” –約翰福音3: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馬可福音16:16 
 

6.接受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 
–約翰福音1:11-12 



國際全福會世界大會  2021/7/15-17  
墨西哥新萊昂州蒙特雷PabellónM會議中心 

DŽŶƚĞƌƌĞǇ,EƵĞǀŽ�>ĞŽ,DĞǆŝĐŽ�-��WĂďĞůůŽŶ�D��ŽŶǀĞŶƟŽŶ��ĞŶƚĞƌ 

住宿酒店 

機場 

大會註冊費 

今天開始註冊 



2021年美國全福會年會  
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2021/5/20-22 

大會主題： 
“進入祂的安息” 

期待藉著美好的團契，受膏的講員和同心的敬拜而被主挑旺，重新得力！ 

今天就註冊：� 

星期六上午的會議對公眾開放……不收費！ 

大會酒店 

通過以下網址在線預訂酒店： 

•FGBMFI特惠房價為129美元（含稅），配有一張特大號床或兩張特大號床。 特  
 大床房可使用免費的滾軸床。 

•房價中每天還包含兩份歐陸式早餐。提早入住或延遲入住的酒店費用，將在大 
 會開始之前或之後的三天內同樣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