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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

害，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

都安慰我。”詩篇23篇是我最喜歡誦讀的

經文之一，然而怎麼也想不到有那麼一

天，這“行過死蔭的幽谷”竟然成為了我

的經歷。  

       那是2018年4月22日的事，那天是主

日，我在上海的教會分享信息。這個教會

是2005年5月15日建立的，14年來從最初

的十多位基督徒到如今的近兩百位，一路

上都是神自己的帶領。但隨著初信者，特

別是在職場上的年輕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聖靈提醒我們需要注意他們當中存在的問

題，就是如何教導他們愛主，更愛主。面

對著現實生活中激烈的競爭，他們一方面

很渴慕主的話語，一方面也對工作和生活

上的各種壓力，時有抱怨和牢騷。怎樣使

這部分弟兄姊妹的抱怨轉為讚美，這是我

和一些負責同工交通和禱告的內容。所以

那天講台分享的題目就是：對主耶穌，你

愛祂有多少？  

       那天我引用的經文是主耶穌被人用香

膏膏抹的故事：“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風的

西門家裡，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

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時候，澆在他的頭

上。門徒看見就很不喜悅，說：‘何用這

樣的枉費呢！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周濟

窮人。’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說：

‘為什麼難為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

一件美事。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

是你們不常有我。她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

是為我安葬做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

之下，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

說這女人所行的，作個紀念。’”(馬太福

音 26:6-13) 

       既然耶穌說到傳福音要“述說這女人

所行的”，那就是告訴我們福音必須包含

兩個方面的內容：耶穌愛我為我死，我愛

耶穌為祂活！但是我們實際上在傳福音的

時候，往往非常強調“耶穌愛我”這一

面，而較少強調福音的另一面，那就是得

到救恩的人要愛耶穌，要感恩，要奉獻。

由此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一些初信者和

屬靈生命幼小的信徒，光知道向主耶穌和

祂的教會索取，索取，而卻較少想到自己

應該怎樣好好愛主，更愛主，把最美好的

獻給祂...。 

       信息正分享到這裡時，我突然感覺自

己那根觸摸iPad屏幕的手指不聽使喚，僵

在半空中，再接著，我就失去了知覺，身

體倒了下去...。 

       一直到我次日從醫院急救室回家時，

才知道那天上午的情形確實非常危險：在

短短的幾分鐘內，我的脈搏找不到了、瞳

孔放大了、身體體溫漸漸變涼了，大小便

也失禁了...，面對著這些頻臨死亡的症狀

一個個出現，我們教會有一位弟兄是醫

生，他第一時間就衝上來搶救，同時告訴

大家“情況非常嚴重，恐怕一定要叫救護

車送醫院搶救了”。（最初，為了安全起

見，沒有打電話要救護車） 

       後來，我也看到了當時的視頻、錄音

和照片。那個時候我們教會年輕的牧者帶

祂帶我行過“死蔭的幽谷”  
許錦根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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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大家禱告，求主“救救我們的弟

兄”！許多弟兄姊妹，包括80多歲的老

姊妹都跪下來急迫地呼求主！呼求聲，

哭泣聲，叫喊聲，交雜在一...每當我安

靜下來重聽重看這些錄音和視頻、照

片，我都會感動得淚流滿面！尤其是後

來一些弟兄姊妹起來見證，他們就是在

那一天向主立下誓願：從今以後要好好

愛主，服事主，奉獻給主！ 

       感謝我們的主耶穌，雖然那天的情形

和醫學上猝死的症狀十分相符（我中學

的一個同班同學就是這樣離世的），但

親愛的主耶穌親自帶我行過“死蔭的幽

谷”，未受遭害，又把我健健康康地帶

回到人間，帶回到弟兄姊妹中間。 

       特別感恩的是，那天在此起彼伏的呼

求聲中，我的妻子燕玉姊妹聽到了聖靈

對她說的話，這是《約書亞記》中迦勒

說的“看哪，現今我85歲了，我還是強

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

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

現在還是如何。”(約書亞記14:10b-11) 

她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還是在醫院

的急救室病床上，因此我還有點懷疑她

是否聽錯了。但這一年多來，我整個身

體的感覺好像回到了十多年前的那樣，

在昏迷事件發生前的那兩、三年，我身

體已經很虛弱，出外時連幾百步路都不

想走，而如今，就是走上一萬步都不感

到累，尤其是那個困擾了我多年的“胃

輕癱”病（因長期糖尿病引起的胃消化

功能輕度癱瘓，導致沒有食慾，沒有味

覺）也被神醫治了。 

       事後，弟兄姊妹曾經問我：如果那天

你就這樣走了，有什麼遺憾嗎？我如實

告訴他們，一個服事主的人，最好的離

世時間就是正在服事的崗位上。曾經在

我們珊瑚泉教會熱心服事主的梁明哲弟

兄的爺爺是牧師，他就是在講台上倒下

去回天家的；于宏潔弟兄的爺爺則是正

在為一位患重病的弟兄跪下來禱告的時

候，突發腦溢血而被主接走的，他們的

年齡都不大，都在50-60多歲的時候。然

而，這樣的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們

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對生死問題，保

羅說得好：“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

了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

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

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

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立

比書 1:21-23)我的生命當然不能和保羅

相比，但這也是我的人生目標：“照著我

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

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

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立比

書 1:20) 

       最近，我和Bonnie師母分享這段經

歷，師母動情地說：當年劉牧師患病

時，幾乎教會所有弟兄姊妹都為他禱

告，求主醫治，最後他的病沒有得到醫

治；現在神垂聽你們弟兄姊妹的呼求，

硬是把你從死亡的邊緣救了回來。我們

知道神不偏待人，無論是牧師回天家，

還是你從死蔭的幽谷走過來，都有祂的

美意，但你餘下的日子可真要為主好好

活啊！ 

       我想，這是神藉她的口對我重要的提

醒。現在，每天清晨，當我從睡眠中醒

來，第一句話就是：主耶穌我感謝祢，

又給了我新的一天！這一天，我要為祢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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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中的籌算如同深水，惟聰明人才汲引出來 

（箴言20:5）。 

 

無論是記事，還是寫信，書寫的人都會朝著一個

方向，對著一位觀眾，把所要表達的事儘量清楚

簡单地呈現出來，好讓讀者明白文章的中心點和

作用。上帝賜給我們語言的能力，我想祂主要的

目的是讓我們稱讚與榮耀祂，除此以外，其他一

切都是次要的。正如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讓以色

列的神，讓我們的耶和華得著讚美。祂在我生命

中的工作，祂讓我參與的事工，我想在這行行字

字中來讚美祂的作為。我的存在是次要，但如果

神美好的旨意和意願想要用上我，我的生命是屬

於祂的。就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章10a節說

到，“然而，由於神的恩典，我才成了今日

的我。”在耶穌的身體中有許多未提名的兄弟姐

妹，他們的故事比我的更值得在這裡宣揚，更值

得用來做見證來鼓勵肢體。他們受到的迫害，我

未曾經历過。但我想每一位親近主的僕人都明白

路加福音17章10節，耶穌說的，“這樣，你們做

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要說：我們是無用的僕

人，所做的本是我們該做的。”這裡所分享的

故事都是我所該做，盡一位僕人的本分。耶穌在

暗中告訴我們的，我們要在明處說出來；我們耳

中所聽的，要在屋頂上宣揚出來。我們的歷史其

實是耶穌的故事，祂的存在，祂的出生，祂的死

亡，祂的復活，祂的升天，直到祂的再來。所有

一切，過去，當下，未來，發生的事，都在祂的

掌控當中。祂是書寫我們故事的作者，理所當然

地，這篇文章惟一的觀眾是祂。 

 

2005年的大寒，公曆一月，11歲，頭一次的飛

機，跨越太平洋，來到了美國，上帝的作為。 

事奉中的順服 
 

游德成  

2010年的芒種，公曆六月，18歲，頭一次的離

家，跨越南佛州，來到了大學，上帝的作為。 

 

同年的十二月，被邀請到大學的團契小組，頭

一次的接觸到了聖經，上帝的作為。 

 

2014年的大暑，公曆七月，22歲，新生命的誕

生，因基督的生命，從死而生，上帝的作為。 

 

記得從2014的信主後，我開始愛上了神的話

語，就如對待新婚的蜜月。記得那時候在準備

考試，除了需要的書籍，就這樣每天一起帶著

聖經出門，同一時間也這樣愛上了咖啡。聖經

的話語就像咖啡杯的濾紙，我的思想，我的觀

念就這樣一點一滴地被過濾。神國度的觀念，

神喜悅的事情，神不喜悅的行為，我自己的思

想也慢慢地被改變，這也是上帝的作為。就像

上帝呼召我給予我新的生命，祂在我的心理放

下了對福音的負擔，現在回頭想，這個負擔更

準確的是對未得之民的負擔，就像在羅馬書15

章20節記載，“這樣，我立了志向，不在基

督的名已經傳揚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

造在別人的根基上。”這也是聖經中所提到

的宣教。因為大家對宣教這兩個字的定義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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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解釋，我想在這裡分享一下我的立場。就像

健康的教會有幾個標誌，健康的宣教，符合聖經

教導的宣教也有它的標誌。 宣教的中心點是跨越

文化在未得之民之地建立教會和教導神的話語

（無論這教會是什麼樣的形式，家庭教會，或者

是一個實體的聚會）。而執行這個使命的負擔不

是落在一位宣教士身上，而是通過一個當地的教

會派遣裝備好的，有上帝呼召的弟兄。就在使徒

行傳13章提到的巴拿巴和保羅奉的差遣，從安提

阿的教會中派出最合適而且蒙聖靈差遣的人。 

 

在過去，在2015和2016年，通過兩次兩個暑假的

短宣，還有2017年在台灣一年的服事，一直在學

習和尋找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帶領。現在對宣教有

這樣的立場，也是發現過去的短宣有不足的地

方，在禱告中，在讀聖經中，上帝讓我不斷地对

宣教有更準確的心得。上帝的恩典在我不足的地

方完美地彰顯出來。畢竟，耶穌來到祂所創造的

世界，在十字架上代替你我成為詛咒。祂完美地

順服了天父的命令，祂的義替換了我的罪。最困

難的事已經成了，耶穌已經戰勝了死亡。祂也應

許祂揀選的羔羊不會少一隻，那我所要做的事，

僅是單單的宣告祂的福音。那宣教的目的也必須

建立在祂的死亡和復活，建立在祂的完美的話語

之上。  

 

從2017的八月底到2018年的10月底，我在台灣的

花蓮與當地的一個叫做啄木鳥協會的機構服事。

如果你有去過花蓮，你會發現原來你可以在同一

個地方看到山與海。如果你有機會與當地的原住

民聊天，你會發現原來他們是第三代基督徒，或

者是第二代，老一輩的還會說日語。如果你再住

久點，就會發現他們喜歡開玩笑和冷笑話。 當地

也有許多其他的非原住居民，新移民或者是外地

人。許多家庭的孩子都有阿公，阿嬤帶和我一樣

的隔代教育。隔代教育有它的短處，最明顯的一

個是缺乏真理和人格上的管教。我在機構下，教

過英語，在一個只有2位基督徒的社區與另一個機

構舉辦了10天的福音短宣活動，也在同一個社區

經營機構下的一家咖啡店，帶領查經，帶領門

徒。現在回到了佛羅里達，就像之前提到的，對

宣教有新的定義。也發現我需要神學院的準備，

也在今年的9月開學。上帝寫故事，我只需跟隨耶

穌，順服祂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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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無疆 
 

薛翔青 

    當我們將聚焦的目光定格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的耶路撒冷 ，只見主耶穌強忍著遍體的鞭傷，揹負著沈

重的十字架，一步步向各各他走去。面臨百般凌辱和十架酷刑，主沒有發表類似“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間”這樣的豪言壯語，以體現自我的高風亮節，而是用捨己的實際行動成就了救贖世人的偉大義

舉。主的救恩是何等的神奇絕妙，主的大愛又是何等的長闊高深。因為主耶穌就是神，就是愛！ 

 

主的愛如同“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高山瀑布一樣，令人無法抗拒，無法推諉。 

主的愛恰似“向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溪流泉源一樣，讓人取之不盡，用之不渴。 

主的愛有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當春好雨一樣，對人關懷備至，體貼入微。 

主的愛又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原野勁草一樣，待人不離不棄，始終不渝。 

 

    倘若世人都能珍惜和感謝主的奇異恩典，並將主的普世真愛，同心協力地傳遞到我們這個星球的每一

寸地土，那麼每個家庭就會和睦，各個社會就能和諧，而整個世界也將永久和平。感謝主，哈利路亞！ 

 

家新營會隨感 

澤恩萬家福懷溢， 

滌愛一新聖工奇， 

征夫重營伊園境， 

夏妻初會亞郎時。 

 

注：1 滌愛：清洗塵封之舊愛。 

    2 征夫：指久別家園之浪子。 

    3 末句：指始祖墮落前與神和美相處之歡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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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成為這個教會大家庭的一員，感

謝神不離不棄的愛。 

   我的爺爺奶奶是基督徒，小時候記憶中他

們總是飯前禱告。後來國內開放以後，教會

恢復，他們就開始聚會做禮拜，每天早上很

早起來讀經禱告。奶奶有時也給我講聖經裡

的故事。只是我受了無神論教育，當他們要

求我去教會時，我總是反感，用許多自以為

是的理論反駁他們。 

   來到美國後，很快被邀請去教會。那裡有

很好的學生團契。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尤其

幾對新加坡和台灣來的夫婦，總是熱心幫助

和鼓勵。在對未來的彷徨困惑中，我參加了

團契學習。人在無助中可能更願意打開自

己，我不再帶著拒絕的心態，放下帶有偏見

的眼光，願意去探討、探索。才發現我所視

為真理的進化論和無神論只是一個站不住腳

的理論，唯物主義不能解釋一切。輝宏壯觀

有序的宇宙和精緻奇妙令人歎為觀止的人體

結構，反覆宣告著神的話 ：自從造天地以

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

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

無可推諉。(羅馬書1:20) 

   我接受主耶穌做我生命的救主，受洗了。

頭幾年我積極參加查經。然而，因著根基沒

有建在磐石上，也像主耶穌所比喻的，種子

撒在荊棘裡，荊棘長起來，就把它們擠住

了。因為工作忙綠，隨後家庭孩子以及世界

上的事，我就漸漸像羅得一樣挪移帳棚，回

到世界裡去。今生的憂慮，財富的迷惑和世

界裡的娛樂抓住了我的心，我成了星期天的

基督徒。平時不讀經禱告，追隨世界的風俗

和喜好，用世界的眼光和標準行事，上帝成

了我的傭人，來滿足我在世界裡的需求。 

   就像詩篇16：4所說的，以別神代替耶和

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表面上看我的生

活很平靜，工作生活按步就班。但因著神不

在我的生命裡，我的生命沒有被改變。常以

自我為中心，缺乏愛和耐心，內心裡常是滿

了爭競、比較、苦毒、貪婪、嫉妒、不憐憫

人、不願意多付出。我也把家庭兒女放在首

位，成為我的偶像。這些都導致我的生活缺

乏喜樂，常是愁苦、抱怨、憂慮。 

   我用娛樂來充滿自己，業餘的時間大多花

在打球上。週五晚上打完球後，有時也和球

友出去聚會。但有一段時間，不可荒宴醉酒

（羅馬書13：13）一直在我心裡反覆提醒

我。我決定回到多年荒疏的團契裡，重新開

始我的讀經禱告生活。神的話語帶給我亮

光，使我看見自己的罪，以及罪對我心靈的

捆綁轄制。我開始學習用聖經的教導來重新

定義這世界和周遭的事，來規正自己的心。

當我不肯交託焦慮時，學習用神的應許來護

衛我的心，學習順服和更多的禱告。然而，

認識到自己的罪，卻並不意味著就能輕易掙

脫自己的罪。這一路行來，道路崎嶇不平，

有時徘徊不前，因為老我仍不肯放棄讓位，

世界仍吸引著我，有時小信懷疑。但感謝神

的不離不棄，祂知道我的本相，以真理和愛

來吸引我，以祂的話語來堅固我。我願意在

教會大家庭裡，與弟兄姊妹彼此相愛，不斷

成長。願我的心意不斷被神的話語更新而變

化，做主的門徒，有那活潑豐盛的生命，見

證傳揚神的恩典和榮耀。 

真理和愛吸引我 
劉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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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與潔淨 
李欣 

        聖潔是屬三位一體的真神，它是神

的本性--神聖而純真潔淨。而我們人最

初是潔淨的，因為罪的緣故失去了原本

潔淨的屬性。所以“因為世人都犯了

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3：

23） 

 

        人的這種虧缺也表現在我們的日常

生活中。我這次去加拿大住在一個

Airbnb家裡，家主是一個有愛爾蘭和德

國血統的蘇格蘭第三代移民。家裡擺設

精美，所有傢具都是全木的古典樣式，

配搭古香古色的瓷器和精製的工藝品，

讓人感到溫馨舒適。廚房和廁所收拾的

一塵不染，餐具閃閃亮，使得使用的人

都不忍心弄髒。主人對每位住客都告知

使用和擺放規則，常常會看著你做事

(有時會使人感覺不太自在）。主人每晚

最後一個睡，把一切收拾得乾乾淨淨。 

 

        而相比我一個朋友家裡則是另一番

景象，因為工作忙和不愛做家務，家裡

亂得使人無法落腳。為我的到來，特意

收拾了一間房（不好意思，還是感覺很

亂），她也非常熱心地招待我。我們一

起禱告，（她很久沒去教會聚會了，我

也為此事禱告），做飯、談論彼此關心

的事，也很開心。 

 

        請問大家喜歡在哪樣的地方居住

呢？我會選擇前一個，儘管在前一個環

境會有些約束，但我還是願意接受這種

約束，一旦習慣了就不感覺是約束了。

基督徒的生命是否也需要神愛的管教和

約束呢？ 

 

        聖經中的利未記是一本專門講“聖

潔”的書，該書記載“聖潔”有87 次。

利未記裡詳細講解神的子民的生活應如

何聖潔，以及敬拜和服事神的事。告訴

百姓在他們前進時，怎樣才能合乎神的

聖潔，才能與神交通。這也預表了我們

得救重生以後，不但心志要改換一新，

而且要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新

人。神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

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利19:2） 

 

基督徒為什麼要聖潔？ 

 

1、神是聖潔的：聖潔是神最根本的屬

性。神的聖潔是指神的本性是絕對完

全，毫無錯誤。世俗的偶像是不潔的、

敗壞的，因此以色列的百姓一再被神提

醒：“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

神。”（出20:3） 

 

2、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聖潔：彼前1:15

-16：弗4:24；西1:22；帖後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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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聖潔不能有平安：平安和救贖

只在聖潔中（見約二1:3）。一個基督

徒，如果以為蒙救贖只包括平安而不

需要聖潔，是大錯特錯。 

 

4、非聖潔不能與主相交，真正、恆

久的喜樂是從與神、與耶穌基督相交

而來的。我們蒙召信主，我們的目標

不是僅僅得救、重生，而應該是聖

潔，是在基督裡成聖。來12:14；約

1:9，3:1-3。 

 

那麼什麼是聖潔？什麼是成聖呢？ 

 

1、聖潔就是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為聖

的意思。一方面是分別出來，另一方

面是歸給神。對一個人來說，聖潔是

包括靈、魂、體從世界分別出來，分

別為聖歸耶和華。 

 

2、成聖就是成為聖潔的意思。成聖

有不可分割的兩部分：即潔淨和聖

潔。單純的潔淨不是聖潔：林後7:1。

潔淨：指在消極方面，除去身體、靈

魂一切的污穢。聖潔：積極方面，通

過在聖靈引導下漸漸充滿神的性情、

分別為聖歸給神、活出屬天的樣式。

先潔淨，才能成為聖潔：我們如果不

追求潔淨，就沒有可能追求聖潔。一

定先要除去一切污穢，除去一切不討

神喜悅的東西，才能漸漸充滿耶穌基

督的性情。 

 

        5月5日我在士嘉堡頌主播道會參

加主日崇拜，當天的信息是加拉太書

5章13-25，講員引經據典，將如何靠

聖靈行事，如何逃避私慾，而活出成

聖的生活講得清晰明白，例子也舉得

很恰當。神的話如利劍剖析我內心，

使自己在祂面前赤露敞開。聖靈的感

動也使我在聖餐禮時淚流滿面，喜樂

滿溢。我寫下這見證分享給大家，因

聖靈是大有能力，能幫助我們成聖，

潔淨我們一切的不義。希伯來書12：

10 “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

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

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

分。 11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

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

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啟示錄3：19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

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

悔改。” 

 

        在這末世中物慾橫流，異端四

起，我們應靠主抵擋試探和誘惑而站

立得穩，聽從主的管教，除去自己不

討神喜悅的言行，過得勝的生活。背

起十字架，跟隨耶穌走天路。願神的

話語感動每一位信祂的人！願聖靈的

潔淨臨到每一位尋求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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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自己的疏忽，我的身體狀況在2018年12月急劇惡化；21日下午進醫院急診室，

傍晚就進行了截肢手術。其實在手術前和手術後我的頭腦一片空白，也沒有意識到這

個手術的嚴重後果。雖然當時醫生護士圍著我做各種檢查，打吊針等為做手術做準

備。但是我的心裡還是比較坦然，沒有感到太害怕。當然我那時也把神忘了。作為一

個自認為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這是不可原諒的。一直到第二天主治醫師告訴我如果我

再晚去一兩天，我就有生命的危險。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是神救了我，但是在我還沒

有來得及感謝神的時候，我心裡又在埋怨神為什麼要我受這樣的痛苦？為什麼使得我

從此以後生活上變得如此不方便？我也在心裡想神這是要給我什麼樣的啟示？還是要

我做點什麼？ 

 

雖然我心裡埋怨神，但我還是知道是神在關鍵的時候救了我。神就是這樣，即使我由

於自己的懶散和疏忽沒有來到祂面前禱告祈求，神在緊要時刻還是伸出祂有力的手救

了我一命！我想我應該是在這種不知不覺之中經歷了神的大愛，這種愛的長闊高深不

是虛無縹緲的，而是實實在在的，我自己就已經經歷過了，我的這次手術的經歷就很

經歷神的愛 
 

徐思進 

好的說明了這一點，而且我相信以後我還會

有這種奇妙的神的大愛發生在我的身上。這

就是我的神，祂有無限的大能，大愛和包

容。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

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

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以

賽亞書：41章10節） 

 

接下來，教會的牧師，師母，執事和兄弟姊

妹，還有另外一些朋友紛紛前來醫院看望慰

問我。他們帶來神給我的安慰和祝福，與我

一起讀經，禱告，唱詩讚美神。他們每個星

期都來，一直持續到我出院以後。 

 

當然，他們也帶來了金錢和美味的食物。他

們是帶著神的大愛來的，在我的眼裡他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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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的使者。而且我心裡也的確是這樣認為的。他們表現出來對我的愛我也將永遠記在心

裡，心存感激。我也衷心希望他們能夠得到從天上來的褒揚和獎勵，而不是我在這裡的表

揚。所以我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了。 

 

馬太福音 6:1 [ 論施捨 ]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

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 

 

在接下來的治療當中， 醫生又發現我的心臟需要做心臟搭橋手術。當時醫生告訴我說我的

心臟血管阻塞很嚴重，需要搭四個橋。如果不做這個手術，我隨時可能猝死這是神要在短短

的一個月內第二次拯救我的性命。我在心裡默默的禱告，祈求神通過醫生的手把這個手術做

成功。誰知道神不但聽了我的禱告而且還給了我一點小小的驚喜：手術很成功，雖然手術進

行了四個小時。而且據護士告訴我，我是他們科室可以做這個手術以來醒來最早的一個。並

且在很短的時間就移到了普通病房。這真的讓我百感交集啊，在短短的二十天內做兩次大手

術，而且都很成功，也很順利。只有神的拯救才能做到！ 

 

我也認識到我所依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信實的神，是可以信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

神，是有大愛的神。不管在禱告和在與神的交流中我是否把我的願望完整的告訴祂，祂都會

體察我的需要，也知道我的需要，然後把這些需要完完整整的賜給我。 

在整個這些過程當中，我也要感謝我的妻

子對我的愛和幫助。 

 

在最緊張的時候，她要上班，下班後要照

顧小朋友，然後還要到醫院來看顧我。然

而，我還是要感謝神，是祂賜給我這個美

好的婚姻和愛我的妻子。雖然她現在還不

是基督徒，但是各位兄弟姊妹和朋友表現

出來的愛讓她非常感動。通過這些事情，

她也開始慢慢地認識神。離開醫院之後，

現在每個星期天她都會送我去教會，而且

與我們一起敬拜神。我突發奇想，神是不

是要通過這一系列的事情向她呼召，要她

早日來到祂的面前成為祂的女兒？我的神

真的是奇妙的神！我真的希望她能夠早早

在神的面前承認自己是個罪人，祈求神赦

免她的罪，讓耶穌基督成為她的救主。親

愛的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們為她這件事向

神禱告吧。 



 

 

願意忠心順服神 
金德霞 

     這次的退修會，令我想起2013年的時候，亦是常牧師講道，藉著神的話語感動我，願意委身被神使用，但

自己當時覺得對聖經不是很熟，又不知道做什麼回應神，我禱告，很奇妙，幾日後有一弟兄來電給我，問我有

個查經班，你是否願意參加。我沒有問原因，就順服主的旨意，一口答應了，還說這是神的呼召，神的恩典，

就這樣好開心的參加了四海查經。原來常牧師，常師母是四海查經的負責人，是跨越海外的機構，好多國家都

有查經會，亭竹做我們的導師，而我也很戰兢的做了小組長，這都是神的恩典，當時她給了我一句很鼓勵的

話，“不是我們有多麼能幹，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多少忠心與順服。”，神的帶領，激勵我勇往直前，向著標竿

跑，時間過得很快，差不多六年了，神使我得著豐盛的生命，神亦不斷的更新我的內心，經歷和認識神更多的

屬性，學習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積聚財寶在天上，不要憂慮，因為神是供應一切的源頭，神賜我一切所需，

沒有缺乏，更加認識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的君王，有權柄，是一位施慈愛，賜憐恤的主，我願意降服在神的腳

下，學習主的溫柔，謙卑，忍耐，寬容，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的管道。雖然知道自己力量有限，但我深信靠神

凡事都能。 

        感謝天父藉他寶貴的獨生子—主耶穌改變我的內外生命，將我分別為聖，成為他的兒女，他是一位聖潔

公義，察驗人內心的主，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的神。 

       我祖籍山東，出生在甘肅酒泉衛星發射基地，

在四川重慶長大，在北京上大學、工作、成家、生

子。因為從小接受的是唯物主義教育，所以我是一

個不自覺的無神論者。我的成長軌跡和那時大多數

人一樣，小時候聽大人、老師的話，做個好孩子，

中學的時候努力學習，為要考個好大學，大學的時

候嚮往著畢業到大城市有份好工作，工作以後找個

好對象，結婚以後生孩子傳宗接代，然後生活富

足，衣食無憂。我按照這些人生目標努力打拼了幾

十年，終於在北京有事業、有家庭，有兒子、有房

子、有車子，存款足夠養兒養老，在大多數人的眼

裡我應該是擁有了幸福美滿的成功人生。可是當這

一切成為了現實以後，有一天我卻突然發現我怎麼

一點兒也不覺得幸福呢？反而是焦慮、失望、困

惑、厭倦常常襲上心頭，尤其是想到隨著人肉體的

消亡，所擁有的一切都將轉眼成空、煙消雲散，更

是陷入了悲觀絕望，對未來失去了熱切的盼望。我

內心不住地追問究竟什麼是幸福？人活著是為了什

麼？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我曾經試圖從各種名家

哲言中尋找答案，也試著用佛學的教誨去領悟人生

的奧秘，但最終都不能讓我從空虛無望中解脫出

來。 

 

       二零一五年八月底，我陪兒子來到加拿大上中

學。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英語也不好，遇到了

很多的困難，更加添了我的孤獨無助、勞苦愁煩。

第二年二月初的一天發生的一件事情讓我措手不

及，差點兒沒讓我崩潰了。事情是這樣的，我的簽

證馬上要到期了，需要回國一趟再重新入境，之前

我把孩子臨時託付給一個同學的家長。但到了臨上

飛機的頭一天中午，那個家長突然打電話告訴我，

不能讓我孩子去她家住了，因為她家裡剛剛出了一

從無神論者變成基督徒 

楊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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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人命關天的大事。頭天晚上她孩子的一個

同學住在她家的時候，突發嚴重的呼吸道過

敏，昏倒在浴室，幸虧發現及時，叫來救護

車送醫院搶救，折騰了半夜才算度過了危

險，醫生說如果再延誤些時間，他可能命就

沒了。她被這突發的事嚇壞了，說什麼也不

讓我孩子到她家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

勉強她，但我一時又找不到可託付的朋友，

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坐飛機回國了，只剩下半

天的時間，我該怎麼辦？情急之下，我忽然

想起了一個剛認識不久的鋼琴家教陳老師，

我只跟她見過幾次面，雖然和她還不是太

熟，但她的親切友善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我只知道她和她的先生是從台灣來的，

家有一個上高中的兒子和一個剛上大學的女

兒，還有一個上高中的姪女也住在她家，其

它的就不瞭解了。當時我也顧不了那麼多

了，心急火燎地撥通了她的電話，請她幫我

臨時找一個寄宿家庭，讓孩子住兩週不耽誤

上學。她接到我的電話先是用溫柔的話語安

慰我，讓我不要著急，接著告訴我她會幫我

想辦法，讓我等她的回話。之後我數著鐘

點，焦急不安地等來了她的回話，卻是個失

望的消息：她認識的寄宿家庭都沒有床位

了。我的心一下子沈到了谷底，脫口說道：

“這該怎麼辦呢？”她停頓了一會兒說:“你

給我點兒時間，我再想想辦法。”放下電

話，我再度陷入了無邊的焦慮中。不知過了

多久，終於又等來了她的電話，這次的消息

讓我的心終於有了著落，但卻生出一些歉

意。原來她是讓我兒子到她家去住，雖然她

家房子小，沒有多餘的地方，但她讓上高中

的兒子搬到他們夫妻房間裡，騰出房間讓我

兒子住。我當時又感激又很抱歉：我給她家

添麻煩了，但又沒有時間想別的辦法，心情

無以言表。就這樣我收拾完東西把兒子送到

了她家，等一切安頓好已經是晚上十一點

了。第二天一早趕去機場，當我坐在飛機

上，我突然想到我除了對她的親切友善有好

感以外，我其實對她和她的家人一無所知，

我竟然敢把孩子放到她家，是不是太不慎重

了？但很奇怪的是在我回國後半個月的時間

裡，我的心裡一直很放心、很平安。 

 

       那時候我並不知道她的全家都是基督

徒，他們大人孩子還在一間離兒子學校很近

的華人教會裡做事工。等我回來以後，她就

常常邀請我和兒子去教會。我其實很不情願

週末的時間去教會，好不容易有閒暇的時

間，還想好好休息娛樂呢。要是換做別人邀

請我，我肯定回回都給拒絕了，但出於對她

的尊重，我還是硬著頭皮帶著兒子去了，沒

想到從此開啟了我的基督信仰啟蒙歷程。 

 

       從二零一六年二月份到二零一七年六月

份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和兒子跟著教會的兄

弟姊妹們一起查經、敬拜、唱詩歌，一起做

餐點，野外燒烤等，兒子還給兒童唱詩班做

鋼琴伴奏。我們認識了許多人，有事也能及

時得到大家的幫助，生活慢慢地開始有了生

機。說來奇怪，那時候我走進教會，經常感

到像回到家一樣地親切溫暖；而當唱詩敬拜

的時候，又常常被感動地淚流滿面，覺得自

己就像是受了滿腹委屈的小孩子，得到了父

母溫柔慈愛的安慰；又好像是漂泊流浪許久

的孤兒終於找到了依靠。我說不清自己為什

麼會有這些感覺，為什麼常常禁不住地感動

流淚。 

 

       在這期間我聽到教會的陳長老、兄弟姊

妹們分享了很多耶穌基督改變他們生命的故

事，尤其是他們經歷的一些神跡奇事，讓我

倍感驚奇。陳長老也是個台灣人，他曾是台

灣軍隊的一名軍醫，學生時代他就信主了。

他對主非常地敬虔，有醫病趕鬼的恩賜，移

民到加拿大後他開了一間診所，在診所裡他

曾經將一個已經從醫學上宣佈死亡的人，靠

著禱告救活了回來，還幫一位被鬼附身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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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兒子成功地趕走了鬼，讓他恢復了正常

的神智。 

 

       收留我兒子的那位鋼琴家教陳老師曾因

為過度勞累，犯了嚴重的腰椎病走不了路，

當家裡無人要上廁所的時候她只能爬著去。

陳長老和她的家人靠著一個多月同心合力的

禱告，竟然使她的身體復原了。 

 

       有一個學計算機的大學生，畢業的時候

到處求職無望，聽從陳長老的建議，居然靠

著禱告，通過了一個公司的面試，那個公司

是他夢寐以求的、當地最好的一家計算機公

司。 

 

       還有一位來自新疆的李奶奶，她的分享

讓我記憶深刻。她說她四十多歲守寡，當時

獨自帶著還沒成人的三個孩子在農村生活，

自己身體不好，地裡的莊稼沒有能力好好打

理。一開始她家莊稼的長勢總比別人家的

差，但是她靠著跟神不住地禱告，居然年年

秋收的時候收成都比別人家的好。她自己的

腰痛病來到加拿大後走路都艱難，可她每逢

週日依然讓兒子開車走很遠的路來教會，扶

著她走進大堂唱詩敬拜。在教會的幾個月

裡，她不住地禱告求神醫治，慢慢地她的腰

痛病竟然好了，可以一口氣輕鬆自如地走

七、八公里的路。她文化不高，但對神的信

心非常地大，她的臉上總是充滿了平安喜

樂，看不到什麼憂愁，她經常說的一句話就

是“靠著主，有事就找主。” 

 

       此外，我注意到加拿大的大小社區裡遍

佈教堂，週日大多數人都放棄休息娛樂，趕

往教堂去敬拜，絕大多數單位不會在週日上

班，一些大型的公眾活動也會刻意避開週日

的時間，為的是不影響基督徒的主日敬拜。 

 

我看到、聽到的這些人和事，大大地顛覆了

我的認知，強烈地衝擊著我的價值觀、人生

觀和世界觀。我萬萬想不到在我們國人看來

基督教是迷信，是痲醉人的精神鴉片，但在

像加拿大和英、美、德、法等世界發達國家

的大多數人竟然真相信有神，相信耶穌基督

是人類的救主。神創造了宇宙萬物、亞當夏

娃偷吃禁果，挪亞方舟與大洪水，魔鬼是墮

落的天使等等，這些我當成神話故事中的人

和事，他們深信都是真的！這讓我不得不開

始認真地研究基督信仰到底是怎麼回事？此

後我除了參加教會的查經敬拜，又從網上找

來了大量的資料學習。我一邊學一邊質疑，

解決了一個疑問，又冒出來了新的疑問，幾

十年受無神論的影響，讓我一時半會兒很難

接受基督信仰。 

 

       隨著時間的推移，瞭解的東西越來越

多，我慢慢地知道有很多的事實是無神論不

能推翻的。比如《聖經》這部奇書一共有六

十六卷，成書的歷史跨度有一千五百多年，

作者有四十多位，他們各自所處的時代、身

份、地位大不相同，摩西和約書亞分別是政

治、軍事領袖，大衛和所羅門是君王，但以

理是宰相，阿摩司是牧羊人，彼得、約翰是

漁夫，路加是醫生，馬太是稅吏，保羅是猶

太律法家；寫作的環境也迥然相異，有的寫

在曠野，有的作於皇宮，有的是在監獄，有

的寫於爭戰時期，有的完成於太平盛世。雖

然各卷書的作者不同，寫作年代和背景不

同，但全書主題思想貫穿一致，內容前後呼

應，如果不是神的默示，這怎麼可能完成

呢？ 

 

       再比如《聖經》全書有七百三十五個預

言，其中五百九十六個預言已經應驗，佔全

部預言的81%，預言的準確率達100%。其

中，以色列復國就是一個最近應驗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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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的眼光來看是不可思議的，但這一切卻

早在《聖經》的預言中就說的明白無誤。 

 

       以色列猶太人是一個弱小而非凡的民

族，國家人口至今還只有九百萬，佔世界總

人口的0.12%，但以色列是神揀選的子民，神

和他們的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下盟

約，要領他們的子孫到流奶與蜜的應許之

地，世世代代看顧保守他們。神要求祂的選

民過聖潔、公義、仁愛的生活，遵行神一切

的誡命。如果以色列民悖逆神，拜偶像、祭

邪神，行敗壞可恥的事情，神“必用刀劍，

饑荒，瘟疫追趕他們，使他們在天下萬國拋

來拋去，在我所趕他們到的各國中，令人咒

詛、驚駭、嗤笑、羞辱。”（耶利米書29：

18） 

 

       不幸的是歷史上的以色列民屢屢悖逆

神，行神眼中看為敗壞的事，他們遭遇了無

數次的浩劫和災難，被殺、為奴、亡國，被

驅散到各地流離失所。他們世世代代有太多

的人死於天災人禍，人口幾乎沒有什麼增

長，僅二戰期間希特勒就殘殺了近六百萬猶

太人，險遭滅絕。正如摩西所言：“耶和華

在怒氣，憤怒，大惱恨中，將他們從本地拔

出來，扔在別的地上。”（申命記 29：28）

“你們先前雖然像天上的星那樣多，卻因不

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所剩下的人數稀少

了。”（申命記 28：62） 

 

       就是這樣一個歷經浩劫的民族，卻仍然

作為一個獨特的民族生存下來，這在人類歷

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歷史上，一個民族在亡

國後不出五百年就會滅種，曾經強大的埃及

和羅馬帝國都沒逃脫這樣的命運，唯獨以色

列是個例外。對此，歷史學家們無法解釋，

但聖經卻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耶和華你

神原是有憐憫的神，他總不撇下你、不滅絕

你，也不忘記他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約。”

（申命記4：31）“我也必使你們被擄的人歸

回，將你們從各國中和我所趕你們到的各處

招聚了來，又將你們帶回我使你們被擄掠離

開的地方。”（耶利米書 29：14），這些事

情幾千年前就寫在聖經裡的預言裡了。如果

按照無神論的觀點，這一切又該怎樣解釋

呢？ 

 

       再縱觀世界，凡是民主、文明，幸福的

國家，大多以基督教為信仰，基督信仰對人

類文明的貢獻舉世公認。以美國為例，它在

建國不到三百年的歷史中，就引領了世界電

氣和信息兩個時代的文明，成為世界上最強

盛的國家，它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

尊重、包容等普世價值都是來自於上帝的啟

示，它的文明強盛是上帝的賜福。就連聯合

國憲章的核心內容：民主、自由、平等、正

義、公平、人權、人道、和平、愛心、寬

容、協商等，也無一不是出自《聖經》的真

理。 

 

       從這些史料和事實中，我不得不承認無

神論是靠不住的，神創造天地萬物是千真萬

確的。我要尋求神，要得著神所賜給祂兒女

的恩典，要脫離那罪和死亡的轄制，活出真

正的平安喜樂；要在將來耶穌基督再來的時

候，和祂一起活在沒有罪惡、沒有苦難、沒

有疾病、哀嚎、沒有痛苦和死亡的新天新地

中，這是何等地幸福美好！所以，二零一七

年下半年我來到美國後，在當年感恩節的主

日，當著教會幾百名基督徒，我在神的面前

鄭重宣告願意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做我

的救主，受洗成為了一名基督徒，開始了我

的新生命。 

 

       感謝主！這一切都是神的奇妙帶領，否

則，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從一個無神論者變成

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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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the Memorial weekend about 3 years ago, my 
mother stayed at the Memorial hospital because of 
the stroke. By the grace of God, my mother and I 
could be able to attend the church retreat in Fruit-
land during the Memorial weekend in this year. 
 
My mother and I are very grateful for my church and 
my friends as they prayed for us faithfully especially 
when we didn’t know what to pray. 
 
It is my privilege to share with you on what God has 
been doing in our lives. 
 
Have you ever asked God for the open doors? What if 
the question is not about the open doors, but the 
availability of His people? 
 
As my mother needed to go through the acute rehab 
treatment, she and I were staying at the Memorial 
rehab center in Hollywood for a few weeks. Besides 
praying for healing, we spent most of our time on 
praising God especially for the little things we usually 
neglected in our lives. Whenever the doctors or nurs-
es came to visit us,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m and gave them the Scriptures 
to read. Sometimes I would ask my mother to hand 
out the Scriptures. Thank God that she did it a few 
times. About a week later, it started to have the med-
ical staffs to knock on my mother’s room and asked, 
“Do you have the Scriptures to give away?” By the 
grace of God, we could hand out the Scriptures with-
out even stepping out the room. Sometimes when I 
was walking in the hallway, some medical staffs 
would call me, “Joseph, this person needs the Scrip-
ture, please give it to him/her.” 

Family Retreat  

Testimony 
 
 

Joseph Tang 

 
Staying at the rehab center can be boring, so I 
started to talk to my neighbors. I noticed that a 
lot of patients didn’t have any visitors. One day I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my neighbor Annet. An-
net told me that she just had a brain surgery. It 
was ten days before the surgery, her husband 
left Annet, and she could not contact her hus-
band at all. By the grace of God, God sent m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her and prayed for her. I 
encouraged her to read the Scriptures in which 
she could find Jesus. 
After visiting my mother at one night, I had to go 
to the gas station to fill up the gas and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When I was outside 7-Eleven, 
Nathan, a homeless man, came to me and asked 
for the money. As I was tired, I could just give 
him some money. Instead, I invited him to go in-
side 7-Eleven and to get whatever he needed. 
Surely, Nathan didn’t hesitate to do so. While we 
were waiting for check out, I started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Nathan as loud as I could so that eve-
rybody in the store could hear including the cash-
ier (it happened that the cashier was the manag-
er and he was a Christian). The manager kept 
saying Amen to encourage both Nathan and me. 
When Nathan and I left the store, I started to talk 
to him one-on-one. I said, “Nathan, God sent me 
to talk to you. It is a divine appointment from 
God because He loves you. I just had a visit of my 
mother who had a stroke. God gave my mother 
the second chance to know Him. Today God gives 
you the second chance to know Him. Please take 
it seriously. Not everybody has the second 
chance.” After giving Nathan the Scriptures and 
praying for him, I left. When I was driving away, I 
could see Nathan sitting outside the store and 
started to read the Scriptures. 
 
Praise the Lord for using those who are weak to 
reach out to the lost for His glory only if we are 
willing to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 for God to 
use. 
 
P.S. Have you ever asked God for the open 
doors? What if the open door simply means the 
door is unlocked, and we need to open it by 
faith. To be continued (a mission trip in NYC). 



 

 

 

 

 

 

 

 
 
 
        這是在三年前的陣亡將士紀念週末，由

於我的母親中風，要住在紀念醫院一段時

期。三年後的今天，這都是神的恩典，我和

我的母親可以在今年的紀念週末參加Fruitland

的教堂退修會。 我和我的母親非常感謝我的

教會和我的朋友，特別是當我們不知道該怎

樣祈禱時，他們都一直懇切的為我們祈禱。 

  

        我很榮幸能分享神在我們生活中所做的

事情。 你有沒有請求神為你開門？如果問題

不是關於敞開的大門，而是關於他的兒女是

否願意擺上, 怎麼辦？ 

 

        三年前我的母親中風後, 需要接受急性康

復治療，她和我在好萊塢的紀念康復中心住

了幾個星期。那時除了祈求神醫治，我們大

部分時間都在讚美神，但很多時也特別為我

們生活中常常忽略的小事來感謝神。 

 

        每當醫生或護士來探望我們時，我都藉

機會與他們分享福音，並給他們經文閱讀。

有時我會叫我的母親分發經文, 感謝神，她做

了幾次。大約一個星期後，康復中心有醫務

人員敲我母親的房間，問我和我母親：“你

有經文可以分發嗎？”  藉著神的恩典，我們

可以在不需要走出房間的情況下分發經文。

有時當我走在走廊時，有醫務人員打電話給

我，“Joseph，這個人需要經文，請給他/

她。” 

 

        住在康復中心很無聊，所以我開始和其

他房間的病人聊聊, 我注意到很多病人沒有任

何人來看望。有一天，我有機會和我隔壁房

間的病人Annet交談。Annet告訴我她剛接受 

 

 

 

 

 

 

 

 

 

過腦部手術。手術前十天，她的丈夫離開

Annet，她無法聯繫她的丈夫。藉著神的恩

典，神差遣我與她分享福音並為她禱告。我

鼓勵她閱讀聖經, 便必能從聖經找到耶穌。 

 

        在一天晚上探望我媽媽之後，我很累而

且很餓, 我去油站加油並吃東西。當我在7-

Eleven外面時，一個無家可歸的人Nathan來找

我要錢。因為我累了，我可以給他一些錢, 但

我邀請他進入7-Eleven, 讓他選擇他想要的任

何東西。Nathan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了。在我

們等著付錢時，我開始大聲與Nathan分享福

音，店裡每個人都可以聽到, 收銀員也聽到

（收銀員是經理，是基督徒）。經理一直說

阿門鼓勵Nathan和我。當Nathan和我離開商

店時，我開始一對一地跟他說: “Nathan，神

讓我跟你說話, 這是神的神聖約會，因為祂愛

你。我剛看望了中風的母親。神給了我母親

第二次認識祂的機會。今天神給你第二次認

識祂的機會。請認真對待。不是每個人都有

第二次機會。”在給Nathan經文並為他祈禱

後，我離開了。當我開車離開時，我可以看

到Nathan坐在商店外面，開始讀經文。 

 

       讚美主使用那些軟弱的人，只有在我們願

意讓自己被神使用的時候，才能與失喪的人

接觸。 

 

        附：你有沒有問神開門？如果開的門意

味著門沒有鎖住，怎麼辦，我們需要憑信心

打開它。待續（在紐約的任務旅行）。 

家庭退修會見證 

鄧慧康 



 

 

 

稿例  
◎本刊歡迎投稿, 內容以靈修、分享、見證、新事物介紹、生活隨筆、詩詞等等為主。  

◎本刊乃季刊, 一年出版四期。如有意投稿者, 請隨時將稿件交予出版部同工。 

◎交稿形式：  

電子郵件： 如懂得打中文字者, 可將稿件以Microsoft Word 檔案形式寄給朱廣龍弟兄：

guanglongzhu@yahoo.com 

手寫：黑筆寫在原稿紙上。 

錄音：將信息內容錄在錄音帶內, 將有專人幫助編寫。 

◎出版部保留刪改以及刊登權。  

 
 
Guidelines for articles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is a place for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communicate through written words. We 

therefore welcome your articles, including： devotion, sharing, testimony, daily thoughts, poems and so on. In 

order to encourage a greater variety of contribution.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will be published every quarter for 4 issues a year. Please submit your article at 

anytime. 

◎Please type your article on Microsoft Word and E-mail to brother Guanglong Zhu：guanglongzhu@yahoo.com 

◎The Publication Department reserves the rights to edit and publish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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