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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6: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本期收錄的見證文章，是從2015-

2018年間在本教會受浸的弟兄姊妹中挑選

的。根據本教會規定，決志信耶穌後的信

徒，如在本教會受浸，先要參加教會的

“浸禮班”學習，並寫下自己的個人信主

得救見證。編輯部先和這些被選的弟兄姊

妹聯絡，徵得本人同意後，在本期刊登。 

 其實，刊登個人得救見證文章，一

直是本刊的首選，因為這讓我們有血有肉

的看到，弟兄姊妹生命的翻轉和歸依，如

何從不信，罪惡中的掙扎，到信的心路歷

程，見證神的話與聖靈的大能。 

 我們教會每年安排兩~三次浸禮，每

次都有很多親戚朋友前來觀禮，我們有照

相和錄像給受浸的弟兄姊妹，記錄下這一

人生中等待已久的難忘與神聖的時刻，本

期的每一篇見證文章，都是他們從心底裡

發出對父神的讚美，罪債被贖與靈魂得救

的感恩。 

 

 

希伯來書4: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 

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 

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 

 

 他/她們就是自己周邊熟悉和了解的

人，讓我們心服口服，只有上帝的靈才能

改變一個人的心。 

腓立比書 2:10-11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 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與父神。 

 

 在科技超級發達的今天，要找到自

己想要的信息資訊，一切就在你的指尖

上，只要敲上幾個鍵，很容易就得到了。

感謝主，在一個小小的手機上，我們就可

以隨時隨地，讀神的話，看到好的靈修見

證文章，在線基督教期刊。這也給我們編

輯部很大的挑戰，我們認為，刊登教會弟

兄姊妹的信主見證，靈修心得，牧者心

聲，以文章與詩歌的型式呈現，是本刊最

好的定位，獨一無二，其他地方，找不到

這些信息，是在所有其它信息資訊之上的

一個空白填補，希望也成為弟兄姊妹最大

的鼓勵和幫助。我們現在每期出版約一百

份。 

 最近，賴若瀚牧師在我們當中舉辦

培靈會，第一堂信息就給了弟兄姊妹九個

字： 

 知天命 – 明白神的心意 

 握天書 – 研讀神的話語 

 蒙天恩 – 領受神的恩惠 

 

 願弟兄姊妹寫下你這次培靈會的見

證和心得感想，分享給教會眾弟兄姊妹，

在下一期中，我們刊登，願神祝福你的文

字。 

對著萬人為祂作見證 - 編輯部 
“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對著萬人為他作見證。” 

使徒行傳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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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信仰神之前，無任何宗教信

仰，認為與人為善，真誠做人，作好本職工

作便可。我出生於一個大家庭，是在解放

後，共產黨領導下成長起來的，沒有宗教信

仰。但是家庭教育始終如一，祖輩、父輩對

家裡的一代一代都要求較嚴，都以孔孟之道

為精隨，進入家教，如何做人“忠孝禮義

信”是施教的核心，對我印象十分深刻。直

到進入學校，後衝淡了家庭教育，接受“無

神論”“作共產主義接班人”“全心全意為

人民服務”。但是小時候所受的啟蒙教育記

憶深刻，其烙印是永在，善良、正義、誠信

是我做人的守恆。 

對上帝神的認識是很晚的，初接觸神的聖

經，是2007年，去日本探親時，巧逢日本人

牧師每週去女兒家傳福音，並送去各種聖經

故事小冊子，聽了，看了聖經的有關故事

後，初步反思：大自然的萬物與人類的起源

的偉大課題，以及傳說中的神話，科學家論

斷“進化論”的學說，也在頭腦裡激烈撞

擊，找不出答案，無從深究，只好糊裡糊塗

的繼續過日子。 

 虔誠的日本牧師，曾贈我一部聖

經，我對此十分珍視，試圖從中找到答案，

決心通讀聖經，但收穫甚微，理不出頭緒。

聖經 是神書，十分深奧，含義喻義太深刻

神奇了！ 

 後有幸在一份雜誌上看到一篇紀實

旅遊回憶散文：西方國家，一個四口之家的

一對年輕夫婦帶兩幼小的孩子，在乘坐遊船

的夜晚航行中，男士帶一個孩子在三等艙，

女士帶小的孩子在頭艙，當男士在手不釋卷

的讀著聖經上說：“今晚我要讓你們這些糊

塗人交出你們的性命“時，輪船起火了，他

帶著孩子快速跳上救生船！當時有人呼喊： 

“老人，小孩子優先上救生船！”男士立馬

放下孩子下了船，此時雄雄大火已吞了一

切，無法也沒有機會施救了。最終這對父子

也在得救者之中，神保守了這虔誠的基督

徒。 

 此事件對我震動很大！對神更有較

深的信念，這個真實的故事，使我陷入深深

的思考與感動之中，我信上天有靈，神保守

眷顧所有虔誠的，信他，愛他的所有世人。 

 今年因生活中的重大變故，壓力

大，心情十分失落，後來美到兒子家住，心

情仍很低落，實感悲觀無助。後兒子帶到傳

福音的聖殿—教會，聽福音，因為是初次到

此，信徒們對我十分熱情，關切。接著我就

準時參加查經班的學習，那裡的兄弟姊妹們

對我一見如故，十分熱情友好，我倍感親

切，溫暖，十分感動！ 

 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覺得心情好

多了！我深信是神在保守我，眷顧我這個不

幸的無知的人。我很喜歡來教會，也有了喜

悅與歡笑，這就是神在保祐我淨化罪惡，無

知的靈魂的見證。 

 神是萬能的，沒有神哪有天地萬

物，那年10月份強烈的颶風來襲弗州時，我

們正處於最危險的風眼位置，十分危急，但

神保守了我們，為我們消災免禍，保護了我

們的生命財產，感恩神的大能大愛，我們的

一生一世都不能忘記感恩，感恩是我一生的

功課。 

(呂青菊姊妹於2017年12月10日受浸) 

感恩是我一生的功課 
 

呂青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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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中國這樣一個無神論的國度來到美國

看望女兒及孩子們，起初看到他們虔誠學習聖

經，參加查經、主日崇拜， 我不禁心生好奇。在

接下來的教會活動中，我遇到許多兄弟、姊妹，

他們敬虔、熱情、誠實、友善、喜樂。他們都是

有很高的文化水準的人。我感到在聚會中人跟人

是很平等的、喜樂的，沒有什麼思想負擔，大家

都很坦誠，這是我一生很少遇見的，使我對信仰

耶穌基督的人有了初步認識。 

 五月初我女婿吳忠華開車帶我到阿拉巴馬

大學參加二女兒畢業典禮，途中與我談起基督信

仰，並播放莊祖鯤《信、望、愛》的光盤，讓我

更多的了解耶穌基督。之後，在阿拉巴馬大學我

遇見陳教授夫婦，他們是我二女兒信主的領路

人，都是滿頭白髮七十多歲的老人。但是他們對

於事奉主是那樣勤勉熱情，甘願捨棄自己的兒女

子孫的溫馨家庭生活，在學校教會裡引導、組

織、培訓學生信主幾十年如一日。那一晚兩位老

人繼續與我談聖經，並拿出他們在耶路撒冷考察

中 “死海古卷”及相關歷史資料照片，來證明聖

經是神所默示的，是靈是生命。就是那一晚我的

心門被打開，兩位老人帶我決志信主。 

 在2014年9月13日劉廣華老牧師主講的民歌

證道大會上，因著老劉牧師呼召“外邦人”信

主，我又一次當場決志歸主。我感到這一次公開

決志的信心比5月初決志的信心有了進一步的增

強。以後，通過研讀聖經，經常參加教會團契活

動，以及在兄弟姊妹的幫助下，我對神的話語的

認識有了更深理解，同時也深知人活在罪中是何

等軟弱，對主耶穌救贖我的靈魂的盼望又增加幾

分迫切。 

 9月底回大陸，參加本地教會主日崇拜，給

我很大震驚，一個三千人教堂坐無空席，加了凳

子還到處站滿了人，不足三、五公里距離設立了

兩個教會，可想信主人的飢渴。同時，我也時時

聽到對基督徒不利聲音，特別是家庭教會。於

是，我默默的禱告：求主耶穌基督保守他們。12

月中旬，我回到美國後決心接受浸禮，做一個真

正的基督徒。我渴望主耶穌基督的恩典救贖我的

靈魂，使我的信心以及行為漸漸得以完全，為主

成為世上的光和鹽，預備行各樣善事。 

 在成聖的過程中，我積極參與星期三、星

期五查經，主日學、主日崇拜，學習研讀聖經，

早晚禱告、重視靈修生活。積極參與教會事工，

查經後的清潔事工，飯食事工等，十分熱心，信

心很大。隨著時間推移，因為自己的“老我”，

世俗觀念的時時影響和攪擾，就是感覺不到與神

的同在，在靈修禱告中求主保守引導，但聽不到

神的聲音，一度思想恍惚，信心軟弱，還經常抱

怨神。 

 但是事實不是這樣，在這次開車的事故中

我才體會到神對我的保守和試煉。8月16日我開車

去上班，在桑瓦絲路西頭第二紅綠等處，躲避前

車闖到護欄，車損毀很厲害，人安然無恙。因為

出家門遇到第一紅綠燈到跟前紅燈就亮了，第二

個紅綠燈也是這樣，當時我就禱告求神保守交通

平安，結果還是出事了，當時我就抱怨神，為什

麼不保守我? 

我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梁增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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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幾天我禱告靈修中我才體會到神對我的

保守和試煉，感謝神。我在決志、浸禮時就將自

己完全交給神，本身遇見主就很晚，為主做工時

間不是很多，應該珍惜。特別在黃弟兄追思禮拜

會給我很大影響，他服事教會二十年，參加事奉

時的年齡與我現在差不多，他走的時候得到了神

的祝福。以後牧師、執事在台上也不斷呼召基督

徒參與教會事工，我在下面聽了很扎心，感覺就

是在呼召我。結果什麼樣呢？我從大陸回來到中

國城超市工作，當時感覺很好，有錢拿，又遠離

了寂寞，但是這不是我當初本意。做了不久在飯

食事工中腿被燙傷我沒有警醒，不久我手掌開始

出現關節炎，日漸加重，我有所警覺，就在靈修

禱告時求告神保守引導，說：“神啊，如你不叫

我工作，需要到你面前事奉你，你就提示我”。

因為自己驕傲，我要用自己意志來試探神，我想

聽到神的聲音。但神是慈愛的，祂通過我開車的

事故保守我，提醒我，我做了這一段時間工作收

入，被看病、車的損失耗費差不多。現在我應該

認罪悔改，停止現在的工作，回到主的跟前，謙

卑順服於主。感謝神，立定心意後第二天我的手

關節炎就不那麼僵硬了（7月17日我們全家到波士

頓旅遊一週回來後手是原樣並沒有好轉）。 主如

此大的恩典，我還等什麼呢？正如詩篇23章寫到

的，我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梁增喜弟兄於2015年4月5日受浸) 

我決定跟隨主 
梁玉華 

 

我信主前的生活 
我信主前沒有方向，做什麼都沒有意義，有做事情時或說話，不會考慮別人，脾氣不好，明知道自己錯了，

嘴硬不會認錯，做我自己就好，有時在想，一些信主的人，做事或說話還不如不信主的人。 

 

 

我信主時的情形 
我經過一件事，那是我在做試管嬰兒的時候，我11個卵配成了1個，1個的機率很小， 

一個星期內我發現有血，然後打電話給老公，他說給醫生打電話，去醫生那裡，於是，我給醫生打電話， 

醫生叫我馬上去她那裡，我放下電話，我就跪下祈求主，保守我的寶寶，在這個時候，我只能依靠主， 

我知道我還沒有信主，我想我的祈求主是能聽見的，因為他是大能的主，因為他在保守每一個人， 

他用他的身體釘在十字架上替我們贖罪，三天後復活，我想信主會保守我的，於是我就去了醫院， 

驗了血，回家之後，我還是繼續求主，過了一會兒，醫生給我打電話，說我懷孕了， 

於是我感謝主，是主保守了我的寶寶。 

 

 

我信主後的改變 
信主後，讓我改變了我的想法，人做不到的事，主能做到，因為主是萬能的主， 

我在做任何事，我會想到主，這是不是主所喜悅的事， 

如果我錯了，我會有勇氣承認錯誤，在生活方面，有什麼事， 

我會祈求主，在喜悅的時候，我會感謝主。 

這是主給我的，主顯示了他的大能，所以我決定跟隨主。 

 

 

 

(梁玉華姊妹於2017年12月10日受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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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馬諾，來自中國天津，我的父親是個完

全的無神論者，母親算半個佛教徒吧。說她是半個

佛教因為她的信其實多半是懼怕神靈，和抱著臨時

抱佛腳的心理，有事時才去拜佛上香，平常的日子

裡靈修的功課從來沒見她做過。記得小的時候每次

被大人們帶去廟裡，總是要跟在大人後面擠過一大

群人，來到各類菩薩面前一通跪拜，不知道原因，

也不明白求的什麼，只知道大人們說我得怕那些菩

薩們，給他們磕頭就對我有好處。小的時候不懂

事，也就跟著大人們做，長大了就開始想為什麼要

做這些事，難道說，出了事心裡害怕的時候，就去

花大價錢買香火，燒給神明求平安，有苦難時才臨

時抱佛腳，救各路神仙保祐度過難關，這就是宗教

信仰嗎？那我寧願和我父親一樣做個無神論者，有

困難靠自己努力解決，倒比花錢買看不見的東西來

的實在，所以在出國以前，我是沒有接觸過基督教

的，再加上看著我母親這個半個佛教徒和對於佛教

的各種疑惑，我對宗教信仰也沒再感興趣過了。 

 之後出國留學四年，畢業後工作一年，今年

年初結了婚，漂泊在異國他鄉的日子總共算起來有

快7年了，第一次來到珊瑚泉浸信會是畢業剛開始找

工作那會兒，我還記得那天是我和我老公第一次來

到教會，我們在眾人面前介紹了自己，禮拜過後，

一大群主內的兄弟姊妹過來和我們打招呼，後來和

大家一起吃了午餐，又聊了很多我們當時面臨的困

難，很多兄弟姊妹都主動幫助我們找住的地方，有

的幫我們找工作，確實幫不上忙的也都特別誠懇的

和我們說“我為你們向神禱告，神一定會眷顧你

們！”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一下子找到了我在異

國他鄉的娘家，教會裡的人們像個大家庭，熱情又

真誠，彼此幫助彼此關愛，一開始我只是覺得這些

人真是好人，每個人都這麼善良。後來我和老公每

週日都來禮拜堂做禮拜，週五晚上也參加愛加倍小

組的查經班，慢慢的我才發現，教會裡這些人的真

誠和善良都很相似，都是學著聖經的話語，聽著天

父的教導，一步一步活出了神兒子的樣子。這些人

因為真心信神，真心愛著他們的阿爸父，自己也就

真的成為了神的兒女們，彼此真心相愛和關照，成

為了一個在異國他鄉的大家庭。 

 後來我因為工作原因去西雅圖生活了一年，

今年五月份又回到了弗州，又回到了這個大家庭，

日子一天天過著，在主內兄弟姊妹們的幫助下，我

也慢慢學會了向神禱告，和神說我的秘密。很多時

候我覺得神真的能聽到我的禱告，因為很多次我禱

告祈求的事情，神都會安排牧師或者執事把那件事

放到主日那一天，作為當天的話題給我啟發和講

解。太多次這樣的巧合，讓我不得不相信，這都是

神的安排，是天父在用他的聖靈藉著牧師和執事們

來告訴我該怎麼想，該怎麼做，讓我重新得到平

安。 

 親愛的天父，感謝你在我孤獨無助的時候，

差遣你的僕人帶我來到你的面前，感謝你把我揀選

出來，給我這樣的恩典來認你作父，罪孽一身的我

完全不配，但你卻不嫌棄，還用你的愛眷顧著我。

阿爸父，我需要你！我願意打開我的心門，接受耶

穌基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惟有基督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

顯明瞭。”《羅馬書》5：8。這世間真的沒有一種

愛能大過你的愛，這麼偉大的你，卻愛了這麼平凡

的我，我只能日日蝦米到你的面前，用我敬畏的

心，歌頌你，讚美你，感謝你赦免了我的罪，我願

一生追隨你，也求你管理我的一生，讓我活出你的

樣子，榮耀你的名！ 

(馬諾姊妹於2015年12月6日受浸) 

榮耀你的名 
 

馬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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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棄和他一直走下去， 

直到永遠 
 

趙騰 

 來到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已經半年多
了，很感謝教會對我的幫助和支持，特別是李
瑋哥和愛加倍青年團契給我的幫助，和這群心
所屬神的朋友在一起，讓我在美國的生活變的
豐富且有意義，他們給我帶來的除了一起活
動，一起學習樂器外，更多的是愛。之前在中
國基督教對我來說是個陌生的詞彙，他幾乎沒
有出現在我的生活中，來到美國這個國家之
後，我才漸漸的接觸到基督教，開始他給我帶

來的是新鮮和好奇，但當我真正走進教會且融
入其中的時候，我發現教會這個基督耶穌的大
家庭給我帶來的不僅僅是生活方面的幫助，更

多的是愛和包容。 

 很多人都說基督徒和其他人不一樣，以
前我沒有什麼感覺，一是我身邊幾乎沒有基督

徒，二是那時候太自我，往往認為自己認可的
才是正確的，但是當我真正融入其中時，我才
感覺到基督徒的不同。還記得李瑋哥第一次來

接我去教會的場景，他帶著他的兩個可愛的兒
子來我家門口接我，李瑋哥給我的感覺很好，
很親近，我感覺他和其他人不太一樣，但是那
時的我卻說不出來，總感覺他人很好，很關心
我和我的家庭，來到教會後，當我第一眼看到
那會堂正中間樹立的十字架時，我感覺到很震
撼，十字架讓我產生對這裡的敬畏和尊重，也

深深的吸引著我。 

 漸漸的我融入到了這個大家庭裡來，並
且和 LUCY 姐，露露，張帆，曉璐，DANNY 等愛

加倍的小夥伴們成為了朋友，我們主日崇拜之
後會一起去看電影，練習吉他，有時候還一起
吃晚飯，這些都給我這個來美國不久的年輕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其間我利用閒暇時間，學習
了一些關於基督耶穌的事情和聖經知識。剛開

始只是當故事看，李瑋哥每星期也都會給我講
解相關的知識，讓我認識到三位一體的神才是
那真的救世主，只有依靠主耶穌，才能得到救
贖。漸漸的我能感覺到聖靈的存在，他時時刻
刻都在我的心中，並且通過他們這些小夥伴傳
遞給我，現在想想我這一路走來，其實全是基
督耶穌的大能，在背後幫助著我，支持著我，
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決定信主的，這幾個月，
我學習到了很多，受到大家的影響也很多，在

最初的兩三個月，解決了我的一些基本問題和
疑惑，比如說耶穌是誰，他為什麼降世為人，
信靠他我們能夠得到什麼等等，我自己私下也

會嘗試與神溝通，向他懺悔認罪。 

 可以說我是漸漸的被上帝所感動的，相
比起來某些人有明顯的得救經歷，我的得救卻

是在每一次去教會和聚會之後慢慢沈澱而成
的。每一次來到教會，我都感覺我與神的關係
更近了一些，這種關係很難用語言來形容，但

他卻揮之不去，讓我時常被感動，令我有明顯
改變的，可以說讓我有較大感動，讓我下定決
心信靠主耶穌基督並且認清自己心所屬神的
事情是在有一次主日的晚上，我和王曉璐、莉
莉 、DANNY 來到張帆家的一次禱告。這次禱告
主要是張帆為了幫助 DANNY 能夠留在美國而
發起的，DANNY 因為身份問題可能要面臨回國

的處境，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幫助他在工作和申
請 H1B 的事情上，我和 DANNY 其實挺談得來
的，主要在學習樂器方面有挺多的共同話題，
為了幫助他，大家真的都很努力的在各個方面
下功夫，那天的禱告，是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一
次禱告，因為之前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禱告
過，還是有些緊張的，但是當我說出那些話語
的時候，我認為和神其實不是那麼的遠，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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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預備你的心並認真的向他訴說，神也會細細

聆聽你的話語，那次禱告讓我非常感動，特別
是大家為我禱告的時候，我能感覺到耶穌基督
的愛，我能感覺到他的聖靈注入我的心，讓我
的心變的柔軟，變的寬容，從那次起，我開始

自己在家禱告，向他認罪，接受他為我的救主，
我的心也從此改變了，真的很感謝神能夠接納

我，寬恕我的罪，讓我能依靠著他而活。 

 我很想對親愛的天父說，感謝你引我到
你的殿中，我知道這一切都是你的旨意，感謝
你赦免我的罪，讓我有一個真正的家，有時候，

人是不會意識到自己的缺點和罪過的，就像曾
經的人，自大，自私，總感覺到自己的想法都
是正確的，自己的做法都是最好的，直到我認
識到了你，親愛的阿爸父，是你讓我認識到我

內心的罪，你的愛，熔化我的心，改變我，讓
我的心更加包容，更加有擔當，有愛心，雖然

現在的我做的還遠遠不夠，但是我的心是屬你

的，我渴望活出你的模樣。 

 認識主，讓我認清自己，認清未來，我很
清楚主耶穌基督給我帶來的救贖還有那永恆
的盼望，我也知道只有依靠著主，我的生命才
有意義，這意義不是來自人世間的，而是主給
我的，我把我的靈魂交給主，讓他住入我的心
裡，我也希望我能夠一生跟從他。我知道會受
到撒旦魔鬼的試探，我知道我會受到物質和金
錢的誘惑，我也會被家庭工作等事情所糾纏，
就像是屬肉身的會去迫害屬靈的一樣，但最大

的敵人其實還是自己的內心，內心的墮落，貪
夢，自私，慾望等都會成為我在屬靈道路上的
絆腳石，特別是對於我來說，所以我也希望主
堅定我的信心，讓我能夠不離不棄和他一直走

下去，直到永遠。 

(趙騰弟兄於 2016 年 3 月 27 日受浸) 

棄暗投明 

--受浸十五週年書懷 

 

福音似火熔頑鐵， 

年近花甲悟辟邪。 

幸哉決志膺浸禮， 

誠然定睛仰神爹。 

洗心革面效義僕， 

脫胎換骨臻聖潔。 

不負救主殷殷愛， 

高擎十架步天階。 

 

注：1，頑鐵—喻己原本心腸頑梗。 

2，辟邪—摒棄邪情私慾。 

3，膺—接受。 

4 ，神爹—即天父。 

5，義僕—順服神旨意。 

6，臻—達到……境界。 

7，殷殷—豐盛且深切。 

 

薛翔青2018年9月 

 

 

中秋暢想曲 
 

今宵花好月圓，清輝如霜。 

幾多人，放飛夢想， 

“舉杯邀明月”，憧憬人間天上。 

幾多人，聚焦人寰， 

“把酒問清天”，探詢生命真相。 

 

若何慾壑難填，無度無量， 

怎耐人情寒暖，世態炎涼？ 

憑麼命運驟變，如夢如幻， 

總是風雲叵測，禍福無常？ 

 

財氣橫溢居然神情沮喪， 

艷福簇擁兀自心境悲涼； 

聲蜚內外無奈纏縲病榻， 

權傾朝野旋即禁錮班房。 

 

昏庸之輩，百思不得其解， 

頑梗之人，一生難逢平安。 

若向高山舉目，定睛穹蒼， 

必見基督殊榮，永鑄輝煌！ 

 

 

感謝主耶穌，獻身十架上， 

代我們揹負沈重罪狀， 

給我們應許永生盼望， 

向我們傳揚救贖福音， 

為我們架設通天橋梁。 

 

十字架是光天耀地的燈塔， 

衝破黑暗，專為世人心路導航； 

十字架是昇天入地的界標， 

生死關頭，引領信徒奔赴天堂； 

十字架是頂天立地的豐碑， 

一舉成就，萬民救主萬邦君王； 

十字架是改天換地的號角， 

基督旌旗，永垂不朽永世飄揚！ 

 

薛翔青 於2018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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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introduced to Christianity at a very 
young age. Back in the Philippines, where I grew 
up, my family and I would go to church every Sun-
day. I also went to a Christian high school and sur-
rounded myself with “Christian” friends. With all of 
these Christian influences in my past, I hope I’d be 
more mature in faith by now or pretty far along 
with my walk with God. But it wasn’t until recently 
that I realized that all those years attending ser-
vices, singing hymns, reading the bible daily, felt 
“hollow “and ritualistic; as if they became more of 
a systematic “chore”. 
 I’m sure all those influences have shaped 
me for who I am today. It certainly laid some basic 
foundations for my identity as a Christian. In 2003, 
my mom and I immigrated to the US and had to 
live with my aunt back in the Bay Area. We attend-
ed he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in Oakland; they 
had Sunday school and young adult fellowships as 
well. In retrospect, I wasn’t maturing in Christ 
there either. Maybe because I was young, distract-
ed, and didn’t have the right heart to grow in my 
faith at the time. 
 In 2006 my family decided to move to Flori-
da to live with my uncle who told us about CBCCS. 
Coming from a Chinese church in California, we 
wanted to continue to attend one in Florida. For 
close to a decade now, I’ve been attending CBCCS 
and for the longest time I’ve only attended the 
Sunday service and would leave immediately after. 
Fellowship with the church family was non-
existent. I’m very grateful that we have dedicated 
youth leaders at CBCCS. To name a few: Eric, Dan 
and Michael.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y are the 
reason why YAF continues to grow and be fruitful 
to this day. I confess that I’ve made up excuses 

from attending Sunday school before. This didn’t 
stop Eric from asking me almost every Sunday after 
service to attend Sunday School or YAF on 
Wednesday nights. After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 
had no excuse not to attend both. Finally, attend-
ing both YAF and Sunday school has been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could have ever made in my 
life. 
 It was in YAF that I’ve come to realize that 
my Christian life should not be separate from my 
life outside of church. I find this fact very important 
for every Christian. Especially when I’m with non-
Christian friends, family or even co-workers. My 
actions, reaction, and how I present myself should 
be a reflection of Christ, and my motivations must 
always be to glorify Him. It hasn’t been easy, but 
I’m proud to say that I’ve been bolder in declaring 
my faith to everyone in my life. I pray to God that 
he gives me the right words to say to those around 
me who try to discredit or misconstrue my faith. 
 When I fall into temptation, I constantly 
remind myself that in Jesus I’m renewed by grace 
and that my life is not my own so that I can turn 
away from sin. It also helps that I have brothers in 
Christ, and we help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I’m encouraged because I actually feel like I’m tak-
ing steps forward and moving a part of my life that 
has been stagnant for a long time. As I understand 
from Baptism class, to submerge myself in water 
publicly is to display and proclaim my faith to God. 
I believe that I’m ready to do so. I don’t claim to be 
a perfect Christian. In fact, I’m nowhere near it. 
Nevertheless, I feel being baptized is a big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Just as the song says, I have de-
cided to follow Jesus and there’s no turning back. 

(Brother Gan was baptized on March 2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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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not a coincidence that I came to 
know Christ. During the end of my ju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I met Calvin Chan whom I am really 
thankful for and who also goes to CBCCS. I did not 
know him nor was friends with him at all during 
junior year. We had to get in groups of two to do a 
final project for a class, and I was put together with 
Calvin. I thought he was a Buddhist, but I was sur-
prised when he told me he was so excited to go to 
Fuge for the summer. I asked him more about Fuge 
and the church he is at. At first I had no interest in 
knowing about Christianity and God because I my-
self hated Him for not knowing who He is. After the 
project, summer was approaching us. We were 
friends through that project, but we didn’t keep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I thought Calvin was 
a little weird. But he shared with me about his tes-
timony and how Christ saved him, so I was fascinat-
ed and motivated to get to know who God is. When 
Calvin came back from Fuge, he encouraged me to 
visit his church,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Coral 
Springs, to “check it out”. Well, for me, as a person 
who had no idea who Christ is, it was kind of hard 
to go to church, but I gave it a shot anyway. The 
first Sunday service, I still remember vividly when 
Pastor Scott was preaching that God is love and 
grace, and this verse is printed in my heart till the 
last day of mine on this earth: Romans 8:38-39 “For 
I am sure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or angels nor 
rulers, nor things present, nor things to come, nor 
powers, nor height nor depth, nor anything else on 

all creators, will be able to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That verse Pas-
tor Scott was preaching about has empowered me 
and moved me to get to know God more. I know 
that my life is broken and nothing on this earth can 
heal it except for the love of Christ and his ultimate 
sacrifice. Also, my family is a broken family before I 
came to accept God. I thought finding attention 
and love from other people was enough for me, 
but I never realized people are human just like me. 
They sin just like me, and eventually they will leave 
me. I was depressed while in high school and want-
ed to find an easy way out of the problem. But 
after I became a believer, everything was changed 
one by one. I started to come to church more, 
opened up with people about my current situation 
and I saw everyone accept who I am and love me 
for being myself, just like the unlimited love that 
He was for everyone and we should follow his foot-
step. One step at a time, first I learned about who 
Christ is and what he has done for us and the gos-
pel. Secondly, I want to be one of his disciples and 
spread His Word. Lastly, I want to be baptized so 
that I allow the church to be my witness and hold 
me accountable for my words and actions. As a be-
liever, I highly believe that He had sacrificed for us 
and it’s important to know and accept his death as 
our savior. I am serious about my faith and want to 
get baptized with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Coral 
Springs. 

(Sister Hsu was baptized on December 0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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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y is the moment your granddaughter 
rushing towards you with her giggling excited 
laugh, arms half raised and ready to be hugged. 
She yelled, “Gong Gong”. I embraced her. She held 
me tight. “Naya, my pretty girl”, I said. I felt her 
taut body. I felt her excitement. I love her. My 
grandson Nolan came hugging with us. He is my 
most favorite grandson although I only have one. 
This happened the moment I stepped out of my 
ride in front of my daughter’s house. 

 Everything I work for is worth that moment. 
I struggled hard for it and I earned it; never realiz-
ing it’s God’s gift and His blessing to me and my 
family.  

 Telling my grandchildren Bible story every 
night when I was with them has been my duty. 
They long for it and Nolan remembers every story. 
This has been a challenge because I have to read, 
remember, and organize my thoughts in order to 
“tell” a story.   

 I enjoy being with kids. After my retirement 
I worked with the NYC Education Department tu-
toring elementary school kids for three years. 
Again, I prepared the topics and subjects the same 
way I prepared to tell a Bible story.  

 Telling Bible stories has brought me closer 
to God. My life since kindergarten have been with 
God, at least that’s what I thought. When people 
ask me my belief, my answer was “I am a Chris-
tian”. I was wrong.  

 My moving to Florida give me the oppor-
tunity and time to know much more about Jesus 
and  get to understand His teachings, His love, His 
sacrifices and His promises. Pauline and I searched 
for a Church and we found o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Coral Springs.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Church members 
who have so generously welcomed us. Especially, I 
like to thank Deacon Bill who has been my mentor; 
Cletus, David and John in the men’s Bible study 
group who hand-hold me to this day of my Bap-
tism.  

 I shall make it right. 

 

(Brother Ho is scheduled to be baptized on  
 December 0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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