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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毛氏的話，影響了所有崇

拜他的人。 

 六四運動之後，有許多

民運領袖逃亡來了美國，其中

有許多接受了耶穌基督作他們

的救主，有些還奉獻了他們的

一生，為神工作。其中最出名

的，就是遠志明。遠志明曾經

在我們邁阿密母會作過見證，

因為我們的母會支持他讀神

學。他說﹕“我原是一個無神

主義者，相信毛澤東的話，認

為人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可

是來了美國之後，有許多基督

徒到飛機場歡迎我，幫助我找

立腳之地，供給我食物，指點

我如何在這個新大陸生活。他

無條件的愛 

劉廣華牧師 

 人間最重要的東西是什

麼呢？如果能夠請全球的人回

答這個問題，我絕對相信，第

一答案就是愛。有人說，愛有

許多種，例如父愛，母愛，恩

愛，溺愛，痴愛，博愛等等。

但是嚴格說起來，天地間只有

兩種愛，就是有條件的愛和無

條件的愛。有條件的愛是交換

的愛，商業的愛，暫短的愛。

那麼，無條件的愛又是怎樣的

呢？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

們先要解答另一個問題，就

是﹕世上有沒有無條件的愛

呢？毛澤東曾經說過﹕“沒有

無緣故的愛。”毛氏的意思是

說，世界上根本沒有無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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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甘心樂意，完全付出，不求回報，不

多講話，只用行動。我心裏想，這不是

無緣無故的愛嗎？這種愛吸引了我去研

究聖經，追求真神。結果，我完全明白

了，在天地間，確有無條件的愛，就是

神的愛。” 

 無條件的愛是怎樣的愛呢？無條

件的愛，是付出的愛。約翰福音的作者

是使徒約翰。這是十二使徒當中唯一的

一個站在十字架下面，親眼看見神愛世

人所付出的代價。他幾乎不相信他的眼

晴。當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呼吸最後一口

氣的時候，約翰肯定大聲呼喊，流淚痛

哭，後來聖靈感動他寫下這句古往今來

最多人讀的聖言﹕“神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

3:16) “賜給” 的原文，又可以翻譯為付

出。所以不肯付出，就不是無條件的

愛。今天有許多愛主的弟兄姊妹，肯為

神付出他們的時間，金錢，才能，為什

麼呢？就是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我們。” (約翰一書 4:19) 

 無條件的愛是犧牲的愛。在

古希臘文裏面，有三個愛字。第一

個是 Eros以羅斯。這是性愛，肉體

的愛，情慾的愛。特點是浪漫，刺

激，享受，滿足。但是神沒有把這個愛

字放在祂的話語裏面。所以在聖經裏

面，我們找不到以羅斯這個字。然而，

今天有一個流行的英文字，叫做 Erotic色

情，卻是從這個古希臘字演變而來的。 

 第二個是 Phileo非呢奧。這是友

愛。特點是交換，來往，尊重，關顧，

互助，情義。在啟示錄第三章題到一個

教會，叫做非拉鐵非，就是由這個字演

變而來。 

 第三個是 Agape阿家卑。這是神的

愛，特點就是犧牲。如何犧牲呢？我們

中國人也講犧牲。例如古往今來，有許

多烈士為國捐軀，為知己者死，為他們

所事奉的主人捨命。這些都是偉大的犧

牲啊！一點也不錯。但是這些犧牲都是

有條件的。基督的犧牲卻是無條件的。

羅馬書的作者保羅，在信主之前是一個

律法專家，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他從來

不相信有無條件的愛。他覺得基督徒所

傳的所謂神的愛，簡直是在迷惑人。於

是他下決心要消滅教會，拘捕所有

基督徒。 

 當他拿著拘捕書，在前往大馬

色路上的時候，主耶穌親自向他顯

現，呼召他奉獻一生，出來事奉

神，從此他完全改變了。他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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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他自己不但是一個罪人，而且是罪人

中的罪魁，但是他竟然蒙了憐憫。後來他

得到聖靈的啟示，寫下有關神的愛的真

理﹕“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

或者有敢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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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了。” (羅馬書 5:7-8) “為義人” 就是

條件；“為仁人” 也是條件。因為你

義，因為你仁，所以我才為你而死。罪人

就是離棄真神、頂撞基督、消滅聖靈感動

的人，也就是與基督無關的人，但是基督

竟然為他們而死。這就是無條件的愛。只

有耶穌基督能夠做到。我們信徒靠著基

督，也可以做到。 

 美南浸信會有一個偉大的宣教士，

英文名叫做 Eugene Hill，中文名叫做希祝

虔。他為中國人奉獻他一生，也為中國人

用盡他的一生。早期中國信徒都叫他做希

牧師，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因為他全家都

穿中國衣服，吃中國餐，講中國話，連他

們自己也忘記了他們是美國人。希牧師有

五個孩子，三個病死在中國，因為當時中

國的醫藥落後。希師母也經常有病，結果

比希牧師早死。其餘兩個孩子，一女一

男，在中國出生，完全讀中國書，講中國

話。當他們全家第一次回國休假的時候，

兩個孩子用中國話問希牧師、師母﹕

“爹，媽，這是什麼地方？為什麼都是洋

人，連一個我們自己的中國人都沒有

呢？” 

 中共得天下之後，高舉無神論，驅逐

所有宣教士。希牧師返回美國弗吉尼亞

州，但因他在中國的時間太久，在美國已

經沒有多少親友。加上他的言行舉止，生

活習慣，完全像一個土頭土腦的中國人，

所以與白人社會完全脫節。因為他的生命

早已經給了中國人，他亦無意再進入白人

社會。於是他決定使用他的餘生，專門向

華僑傳福音，直到被主接去。 

 希牧師因汽車失事而死，死時十分安

祥。原因是前往一家中國餐館探訪，時間

是聖誕節。希牧師為中國人所付出的，就

是無條件的愛。因為希牧師是我的老師，

也曾經來過我們的母會證道，所以我特別

在這裏講述他的故事。尚望希牧師的見

證，能夠激勵弟兄姊妹，以無條件的愛去

愛失喪的靈魂，像主用無條件的愛來愛我

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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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a hymn (#300 Himself) 
in our Century Praise Book that can 

represent our faith journey. We usually 

begin by going to Christ asking for 
things, and as we grow in grace, we 

realize that it is not just his blessings, 
but it is Christ himself that we truly 

need and seek. He is our true treasure. 

As Paul said long ago: “I consider all 
things as rubbish, so that I may gain 

Christ as my highest treasure.” 
 What is it about Jesus that we 

should seek him first and seek him 

only? One word. One small but pow-
erful word – LOVE. God created the 

human heart for love. Our lives are not 
fulfilled – not perfected – unless we 

have love.  
There is the story of a young girl 

whose parents died in a car accident. 

They put her in an orphanage. She was 
sad and she was scared. Other children 

did not want to play with her, or even 
talked with her. One day, she was seen 

climbing up the fence and hanging a 

letter on the tree right outside the 
fence. The supervisor went to get the 

letter and it read: “To whoever finds 
this letter, I love you.” See, instinc-

tively this little girl knew that the way 

to have love is to give love. She was 
not receiving love at the orphanage, 

but she knew if somehow she gave 

love, she would receive love. Jesus 
didn’t hang any letter on a tree twenty 

centuries ago. He hanged himselfhimselfhimselfhimself on a 
tree, so that whoever seeks him will 
receive his love. 

So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kind of love that we naturally know. 

Our kind of love is self-seeking, and 

transactional. “You love me 6 oz., I’ll 
love you half-a-pound,” so goes a 

Chinese saying. But the love of God is 
the kind that gives life, the kind that 

loves to the end.  

We sometimes don’t really un-
derstand the love of God. Most people 

think they need to earn God’s love 
(Santa Claus). So let me show it to 

you this way. I have a $20 bill here. 
Who wants it? But wait. [Crumple it all 

up.] Now who wants it? But wait! 

[Drop it on the floor and step on it.] 
Do you still want it? Of course you do! 

No matter what shape it’s in, or where 
it’s been, it never loses its value. That 

is why you don’t throw away your old 

and beat-up money.  
Choices that we make – our own 

and others – often crumple us, drop 
us, and sometimes grind us into the 

dirt. And we feel so worthless. But no 

matter what has happened or what we 
have done, you can never lose your 

value in God’s eyes. You can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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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e his love. Do you know why? The 
Apostle John tells us why, twice - be-

cause “God is love.” That is the nature 

of God and the essence of God. That’s 
who and what he is. When you repent 

of your sin and trust in Christ, you can 
never lose Christ. And nothing can 

separate you from his love. Every-

thing he does, he does it out of love. 
He created the world because of love. 

He even created hell out of love for 
you, to separate you and protect you 

from the further harmful effects of sin.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hurting you now 
will never be able to touch you again. 

They will be thrown into the lake of 
fire, forever. 

But the greatest demonstration 
of his love is in the historical coming of 

God’s one and only, beloved Son – 

who came to seek and save that which 
was lost – us, the unlovely, unde-

serving sinners. Do you understand 
the serious nature of sin against God? 

You’ll never understand the greatness 

of God’s love until you understand the 
greatness  of  your  sin  against  the 

greatness of God.  
If you say something insulting 

against me, it’s no big deal. But if you 

go  and  say  something  insulting 
against the President, you could get 

into serious trouble. In the old days, if 
you so much as said a rude word 

against the emperor, you could lose 

your head. It was considered treason. 
So, an offense against the eternal 

King is cosmic treason, and it de-
serves an eternal penalty. 

But people sometimes still object 
that their offenses are not deserving of 

hell. Well,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barber. I have shared the gospel with 
him for eight years. He is the kind of 

guy who insists that he is a good per-
son,  and  God  should  let  him  into 

heaven. So recently his mother died 

and he was very sad. So the subject of 
eternal life came up again. I reminded 

him that because he was not perfect, 
then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get into 

heaven based on his own life, and that 

he would have to be covered by the 
perfect life of Christ. But I also led him 

to see the serious nature of his sin. I 
asked him, “How many times do you sin 

a day? You know, like jealousy, gossip, 
hatred, lying, dishonesty, and so on?” 

He said, “Well, maybe three times a 

day?” I said, “Come on, I sin that many 
times in an hour, and I’m a pastor.” 

“Well, okay, maybe ten times a day.” 
“That’s  more  like  it,  although  that 

would practically make you a saint. 

Anyway, let’s round it off to 4000 sins a 
year. You are now 65, so you have al-

ready committed 260,000 sins against 
God. Suppose we treat these like traffic 

tickets, and the judge demands the 

penalty of $100 each, that would come 
to $26 million. How long do you think it 

will take you to pay for all those sins?” 
Silence. My beloved, we all owe God so 

huge a debt that we can never pay it off 

on our own. But thanks be to God: He 
paid it all for us on the cross. G.R.A.C.E.G.R.A.C.E.G.R.A.C.E.G.R.A.C.E.    

By his atoning death, Christ be-
came the sacrifice to avert, to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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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y the holy wrath of God, so that we 
can be made one with God again. The 

other way to translate the word propi-

tiation is atonement. Someone spelled 
it this way: at...one...ment.at...one...ment.at...one...ment.at...one...ment. Separated 
from the perfect God, we are now 
reconciled to Him because Jesus Christ 

paid for all our sin.  

But you know what? As great as 
this love is, it is not yet perfect. Now I 

know,  but  before  you  yell  at  me, 
please look with me at 1 John 4:12. 

This is what John said, God’s love has 

to be perfected in us. But we all know 
that God’s love is perfect. His love 

cannot be improved upon. He cannot 
love us more. He cannot love us less. 

So what could John mean? Does he 
mean that there is some flaw in God’s 

love, and that we have to make it 

perfect? Surely he cannot mean that! 
So, what does he mean? Well, let me 

show you a few passages where the 
same Greek word ‘teleioo’ is used, and 
we will know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John 4:34; 5:36; 19:28; Acts 20:24; 
James 2:22 -  finish, fulfill, complete) 

Now  knowing  what  this  word 
means in the NT, let’s go back to 1 

John 4:12. So what John means is this, 

when we are so filled with the love of 
God, and that love is being shared, 

that love is being fulfilled in our lives. 
God is spirit, and we cannot see God. 

But people can know God if they see 

this supernatural love being lived out 
in the church. 

It gives our Father great pleas-
ure to see His love being lived out in 

His church. No fear. Perfect love drives 
out fear. When love is being put in 

action, when love is being lived out, all 

fear is gone.  
But you cannot give what you 

don’t have. The only way we can love 
like this is to have the Spirit of Christ 

abide in us. When you by faith put your 

whole trust in Christ, He will dwell 
within you by His spirit. When I was 

still in business, we were in an office 
complex that shared a common bath-

room. I often ran into an elderly gen-

tleman and he always smelled good – 
with a fresh and pleasant scent. So one 

day I asked him, “What is the cologne 
that you are wearing?” He said, “I 

don’t wear any. I work in the florist 
shop downstairs, and because I am 

around flowers all day long, their fra-

grance just kind of become part of my 
clothes and my body.”  

If you are around Christ all day 
long, you will start wearing his fra-

grance all day long. You do that by 

reading his Word, meditating on his 
Word, and obeying his Word.  

No matter where you have been 
or what you have done, Jesus loves 

you. He told me to remind you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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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佳音-耶穌基督降世 

馮紀新執事 

距聖誕佳節又近了，在每年聖誕夜，教會弟兄姐妹和少年團契，都會組成幾

個小隊，在 Broward 郡西邊的華人超市和餐館裹，唱聖詩及發福音單張，向世人通

報一個大喜的信息，就是耶穌基督的降世；當我們高聲唱 - 天使歌唱在高天 

(Angels We Have Heard on High) ， 美妙歌声遍草原 (Sweetly singing o’er the plains) ，

就如經上記：〝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 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 2 章 14節），承認  神的榮

耀與尊貴 (Gloria in Excelsis Deo)，心中真是火熱，這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慶祝

耶穌基督降世，我們要努力的把這大好的消息傳給世人。 

我們也高聲唱，新生王歌 (Hark, the Herald Angels Sing), 樂我主臨 (Joy to the 

World) ：「聽啊！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宇宙萬物頌揚，宇宙萬物

頌揚！」，天國君王今日降生，我們要讓所有的世人都知道。 

最後當我們唱著平安夜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的聖詩：「平安夜，聖善

夜，萬暗中，光華射，照著聖母也照著聖嬰，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靜享天賜安

眠，靜享天賜安眠」；「平安夜，聖善夜，雖黑暗，仍光明，用慈祥和温柔來護

衛，聖嬰安靜中也在甜睡，靜享属天平安，啊們。」(Rests in heavenly peace)，心

中真有一種大喜的感覺；如經上記：”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

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

督。” （路加福音 2 章 10 - 11節）。 

每當我們進入報佳音的超市和餐館時，看到許多工作和用餐的同胞們，他們

一年到頭在那裏辛勤的工作，根本沒有機会知道耶穌基督降世的好消息，更無法

認識，而進一步相信主耶穌，得著祂所賜的平安。身為基督徒的我們，這是多麽

的痛心，主耶穌在約翰福音 14:27告訴我們：〝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

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我們一定要把這佳音報出去。完成耶穌交給我

們的大使命。 

耶穌基督降世的好消息，給了我們屬天的平安，一定要相

信衪，並蒙衪悅納，方能得到，當你聽到這佳音，你願意得到

嗎？ 



經文：路加福音 12:16-21; 16:1-13; 

馬太福音 13:44-46 
  

一  財富往往會讓人偏離依靠神。 

 許多人習慣把人生的安全和金錢

聯繫在一起，實際上也就是把自己的

生命和金錢連在一起。銀行推出的各

種各樣理財計劃都有養老這一塊。即

使上次我們聽李秀全牧師的婚姻講

座，談到老年人要幾個有，也有“有

點老本”，就是有點積蓄的意思。其

實，金錢並非是壞東西，翻遍聖經主

耶穌的教訓中，沒有一句話說有錢是

錯誤的。那為何實際上金錢在我們基

督徒眼中往往成負面的詞匯呢？這是

因為我們很容易把看得見的金錢當作

我們人生的依靠。箴言 3 ： 5-6 是我

們反覆背誦過的，要我們專心仰望耶

和華，而金錢財富則是我們眼睛在仰

望神的時候一個障礙，成為仇敵讓我

們偏離神的指引，最後離開神的工

具。就以剛才姐妹為我們讀的路加福

音 12 章那個財主，在他的整個計劃中

有沒有神的地位呢？沒有！也許他根

本不認識神，也許他像我們許多基督

徒那樣，口中時時有神，作計劃的時

候就沒有神了。他們從日常的作家庭

生活規劃、子女培養計劃，自己的養

老計劃，等等，都是以現有的銀行存

款積蓄為依據的。這不是說我們基督

徒就不能有這些計劃，問題在於作計

劃的時候，神在哪裡？我們信仰在哪

裡？我們的依靠和外邦人究竟有什麼

區別？我們是把人生的前途、未來完

全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還是寄托

在眼前看得見的那些銀行存摺、股票

戶頭上？常常有人問我：基督徒可不

可以炒股票？這個問題聖經中沒有現

成的答案。但聖經中有一句話實際上

是回答了這個問題的：路加福音 12

章 24 節：因為你們的財寶在那裡，

你們的心也在那裡。如果我們的股

票、基金等等理財產品作為我們的一

種投資放在那裡，它不會影響我們和

神的關系，不會占用我們讀經禱告親

近神的時間，特別是它的漲落升跌不

會影響我們的情緒，也就是表明我們

的心不在那裡；那我想，買不買股票

就不是什麼問題。然而話說得實際一

些，你買了股票會完全不去關注它？

它大起大落會完全不影響你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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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很難的。我們一定要警惕世界

的王怎樣煞費苦心要把我們的時間霸

占住，和神爭奪我們的時間。詩篇

62 ： 10-11 ：若財寶加增，不要放在

心上。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

見，就是能力都屬乎神。 

 其實你真正經歷過詩篇 127篇

1 節，你就會從金錢的捆綁中完全得

釋放。因為事實上，賺錢、輸錢，並

不在於你的手中。聖經上說：不是依

靠勢力，不是依靠金錢，唯有依靠耶

和華的靈才能成事。 

 

二   神的主權和神的原則 

 經常聽到弟兄姐妹說，為什麼

同樣信耶穌，某某人那麼富裕，某某

人那麼貧窮。其實問這個問題的人，

常常自覺、不自覺把自己放在裁判神

作為的位置，這是基督徒最容易犯的

罪。因為這是在向神的公義挑戰，好

像說神不公義，偏待人。而說這樣話

的人眼睛看到的也往往只是金錢、地

位之類，卻從來不從靈性上提這類問

題，比如，我就很少聽到一個人問：

為什麼某某人信主不久就這樣愛主，

有這樣美好的生命見證，而我信主時

間那麼長，靈性卻還在原路踏步，或

者戲稱自己“長不大”？因為如果那

樣問的問題的話，就不會有前面那個

疑問了。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

面分享：第一，神的主權；二，神的

原則。 

 先說第一方面，創造我們生命的

主，當然對我們整個一生都有他自己

的計劃和主權。《羅馬書》9 ： 14-

16 ； 18-21。親愛的弟兄姐妹，如果我

們認真讀過上述聖經，以後就千萬不

要隨便向神的主權挑戰了。因為如果

這樣問下去，那非洲窮困的基督徒就

可與西方國家富余的基督徒相比，中

國農村貧窮地區的基督徒也可與沿海

城市的基督徒相比‧‧‧。 

 第二方面，神的原則是給誰多，

就向誰多要。這些經文應當是我們非

常熟悉的，我們還是再來重溫一下：

馬太福音 25:14-27。我們來看，那領

5000兩的和那領 2000兩的，他們那個

更容易一些？有投資理財經驗的一般

都認為，少一點的，操作起來容易，

但他們兩個所得的評語卻是一模一樣

的。 

 我想到了今年年初我太太和女婿

的對話：“你們谷歌公司的股票跌了

那麼多，你們的財富也減少很多

吧？”女婿平靜回答說：“這些錢本

來就不屬於我們自己，是為神管理

的，現在神收取了許多，我們的責任

也相對減輕了許多。”不知大家聽了

這話有什麼體會，我的心是受到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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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他確確實實是把自己當作神

的管家了，也就是說，他確實認識到

對自己手中的金錢，只有管理權，卻

沒有擁有權，而且這個管理權是要向

神交帳的。這樣他就很自然得出這樣

的結論：也是管得少了，責任也輕

了。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三個問題： 

 

三   當好神的好管家 

 剛才姐妹帶我們讀的路加福音

16 ： 1-13，許多聖經都把它標題為：

不義管家的比喻。常常聽到有人問，

這個管家那樣壞，或者用現代話說是

“吃裡扒外”的家伙，我們的主耶穌

怎麼誇獎這個管家“作事聰明”呢？

其實，主耶穌不是稱許他的欺詐，而

是說他在很緊迫的情況下表現的機

智。你想，要是世人（就是聖經說的

“今世之子”）都曉得要把握時間，

為自己的安全爭取保障，那麼我們信

徒豈不更應善用才智，來努力爭取天

上的保障和獎賞嗎？第 9 節是耶穌對

門徒和跟隨他的人說的話，這裡說的

“不義的錢財”指在這個不義的世界

裡擁有的財物，既使是循合法手段得

來的，比如勞動所得的報償，等等，

但在神看來都是可壞之物，而 11、12

節的意思是說，一個連屬世的錢財都

不能忠心處理的人，哪裡有資格得享

天國靈性上的真財富？因此，也就是

教導我們，現在應當把神交托我們管

理的錢財，無論多少，都認真管理，

把會毀壞的錢財用在那不可毀壞的永

恒的上面，把地上的財務存到天上

去。10月 25 日我們部分弟兄姐妹去周

虔弟兄教會聽他的叔公楊長老見證，

楊長老在退休時積累的財富足夠他幾

輩子的享受，有六家船公司，80 年代

他一個人包下了整個上海到美國去貨

運的一半活，那時他到世界各地出

差，都是豪華酒店、高級享受。但神

一句話就讓他全部奉獻了。他現在回

到國內，住不起酒店了，就是這個那

裡住幾天，那人那裡住幾天‧‧‧。 

 不知道那天他見證的時候有一句

話我們是否都聽到？他說，他並不

蠢，他實際上是做一個交換，就是把

世界上那些眼可見到、手可摸到的財

富和天上現在眼不能見、手也摸不到

的東西作交換。他很清楚那些眼可

見、手可摸的東西都是要朽壞、都是

暫時的，也是自己離開世界時不能帶

走的，而後面的那不能見、手摸不到

的，卻是永恒的，存留在天上的。這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看見”。求神讓

我們都有這樣的看見。把我們從眼

睛，從可以見到，手可以摸到的那些

東西的捆綁中釋放出來，讓我們為要

得永恒的、永不朽壞的天上的財富、

獎賞而當好神的管家，將來有一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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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面的時候，聽他說：又良善、又忠

心的仆人，請進來一起享受神的獎

賞。 

 

四   神要的是我們對他有富足，靈裡

的富足 

 我們回到今天的題目：耶穌的財

富觀，那麼神的財富觀是什麼呢？剛

才讀的路加福音 12 章 20-21 我們再來

讀一遍：‧‧‧，從世俗的觀點看，

這也許是個成功的人，他的生命被收

取的時候，也許追悼會還很熱鬧呢！

（上海著名的“外灘 18號”老板，年

初五車禍死，才 40歲！）在世人眼中

看來他是精英，我認識這個人，他曾

得意地向我展示即將建造上海的“地

標”性酒店，是唯一的七星標准的，

還給我看了整個的設計构想，他打造

外灘 18號已載入上海高檔消費場所的

歷史了。誰能說他不聰明？但這樣的

人被神看來卻是什麼？聖經說“無知

的人哪！”所以耶穌接著說：凡為自

己積財，在神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

這樣。我們基督徒，對我們適用的評

判標准不應是世人的，而應該是神定

的。如果有一天我們面見神的時候，

聽到他說“貧窮的人”進來吧！那將

會是永恒裡的虧欠。2004 年我們美國

教會擴建教堂，我先認購了 5萬美

元，回到家裡再看那張認購單，上面

牧師寫著：親愛的弟兄姐妹，你願把

地上賬戶的存款轉到天上賬戶去嗎？

這句話感動了我，燕玉說她早就看到

了，只是把家庭的主權交我，因此我

們修改了數字，加了一倍。我們不是

在這裡吹噓自己，下面我再講一個見

證，比起來你們就會知道我們的虧

欠。一位老姐妹因身體軟弱，一生沒

有在外打工過，一直在家“相夫教

子”操持家務，她沒有收入，就把丈

夫給的每日買菜的錢取出十一，一周

一次奉獻，但她心裡很覺虧欠。六、

七十年代大陸文革，她丈夫的薪水被

扣減很多，給她買菜的錢更少了，她

還是照樣奉獻。八十年代她丈夫公司

發還他全部扣壓的錢，對這位老姐妹

來說，可算得上是“天文數字”了。

她想，自己這輩子只有這次可以自由

支配這錢，她決定全部奉獻。牧師長

老都執意退回，因她家境困難又沒有

保險，而醫療費是“無底洞”。她

說，我靠主，不靠錢！幾年後她患卵

巢癌，她不想給兒女帶來沉重的醫療

負擔，堅決不住院治療，說“我們仰

望主”！全家老小禁食禱告，半年後

病越來越重，腹部脹得比孕婦還大，

許多人勸她，她還是那句話：仰望

神。一天，她突然要兒子用卷尺給她

量腹圍並記錄下來。三個月量了十幾

次，最後一次腹部恢覆正常。一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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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醫生連聲說：神跡！神跡！她又

活了十七年，93歲離世。我去參加追

思禮拜，橫幅：榮歸天家。親愛的弟

兄姐妹，你將來配得上“榮歸”二字

嗎？這位老姐妹就是我們 302雅各弟

兄的母親。 

 我們在講奉獻的時候，常常說神

家並不缺少，神自己在詩篇裡說：千

山的牛、萬山的羊，都是他的，他一

點也不缺。我們的神，說有就有，命

立就立。那為什麼還要奉獻呢？我

想，奉獻的一個意義，就是神要讓我

們從對地上富足的追求轉到對天上富

足的追求上。說到這裡，我也不得不

直接說：我們 302需要在奉獻上成熟

起來。上周三禱告會有一位老姐妹說

的話，大家不知是否聽到？她說，從

上個月起，我開始做到“十二奉

獻”。我很感動，她的家庭剛剛發生

大事： 49歲兒子被神接回天家。有一

次我對一位老姐妹坦率地說，你每月

奉獻 100元，你的退休金有 1500元，

為什麼不再加 50元做到十一奉獻呢？

這老姐妹當場表示馬上改變。請大家

放心，我決不會對其他人那樣說，因

為她是我的岳母。我記得美國珊瑚泉

教會的劉勝培牧師說過，一個基督徒

如果在奉獻上成熟，從金錢的捆綁中

釋放出來，那麼一般來說，其他的捆

綁對他的作用就不很大了。我們最近

去探訪一位姐妹，她在照顧半癱瘓的

丈夫 7 年，本身經濟也很一般，她無

法到我們教會來，卻兩次請李偉姐妹

帶來較大數目的奉獻，我們真的非常

感動，當我看到她推著丈夫的座椅在

街上走的時候，我的眼淚在眼眶中打

轉，但她是那樣的喜樂，更讓我看到

一個靈裡富足的見證。 

 我們再來很快看兩節經文：詩

篇 37 ： 16 ：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

強過許多惡人的富餘。49 ： 16-17  “見

人發財、家室增榮的時候，你不要懼

怕，因為他死的時候，什麼也不能帶

去，他的榮耀不能隨他下去。” 

 神所看重的是靈裡的富足，這對

我們今生金錢比較富足的弟兄姐妹的

一個嚴峻的問題，他們一般不像那些

貧困的弟兄姐妹那樣容易去追求靈裡

的富足。我和牧師在美國探訪過一些

經濟困難，但很愛主的姐妹，我們在

國內也看到過一些這樣的弟兄姐妹。

2005 年 2月，於宏潔弟兄在上海舉行

培靈會，各地來了許多家庭教會的帶

領人，我和他們交談中得知不少人從

窮鄉僻壤第一次來到繁華的大上海，

我就提出，結束後你們再留一天，我

包一輛車，帶你們游覽上海。不料，

幾位弟兄都搖搖手：不看了，世界不

看了。我們要赶回去和大家分享。這

短短的一兩句話讓我看到自己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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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靈裡的差距，我靈裡的貧窮也清楚

顯示出來了。最讓我感動的是那裡的

一些所謂的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對神

的渴慕、追求，是我在許多經濟富裕

的弟兄姐妹身上看不到的。耶穌說有

錢的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但他又緊接著說了一句：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就是要我們完全依靠

神的大能，放棄對金錢的依賴。不是

有句話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

是萬萬不能的嗎？這句話的實質還是

強調金錢的重要。我想，在座的沒有

一個窮過我的外婆 70 年代生活的。在

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她家裡點不起

燈，連草紙也買不起，但那樣的生

活，她照樣奉獻，她在當時是屬於絕

對貧困線下的人，神不是還讓她活到

76歲嗎？我去看她，很多時候是抓住

我問我聖經中不識的字。她追求的是

靈裡的富足。也許你會說，她是沒有

辦法，只能這樣啊！那麼我反過來問

你，是否你也要神把你帶到這樣的境

地，才全心去追求靈裡的富足呢？ 

神要我們對他有富足，他要我們有內

在的公義，那是世人不能經常看到

的，但它總是存在於神的面前。神每

天都在尋找我們心裡的財富，或者說

靈裡的富足。耶穌說，若是一個人在

每一方面都成功，而最後卻缺少最重

要的一樣東西，那麼他的生命將是一

個悲劇，他的人生是一個徹底的失

敗。馬可福音 10 ： 21 耶穌對那個青

年財主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所

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

上。聖經接下來怎麼說：“他聽見這

話，臉上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

因為他的產業很多”。今天我們這裡

初信的弟兄姐妹不要緊張，好像你信

了神，神就要你把所有的奉獻了。但

當我們有一天真正願意委身給主的時

候，是需要立一個心志：主啊，我的

一切都是你給我的，哪一天你要收

取，我也願意。因為我們知道，凡是

神所收取的，神都以他自己來代替。

正因為這樣，小敏才會唱出這樣的歌

聲：有了主，我還要什麼？！ 

 在結束時，我們再來背誦以前背

誦過的經文：新來的弟兄姐妹請翻聖

經：腓立比書 4 ： 12-13 ：我知道怎

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

足，或飢餓，或有余，或缺乏，隨事

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加給

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 

 這就是基督徒的金錢觀，或者說

財富觀。 

 現在我們禱告。  

 

 （這是許錦根執事在

上海 302 福音堂的一次

信息分享，編輯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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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 

周重光 

 在考試時, 常有是非題與選擇題, 其中最難的是有多種答案的選擇題, 同一

題所有的選擇都要對, 如果不是真的知道, 是很不容易得分的。在人生中, 我們

每天都面臨許多的決定與選擇, 這無數的決擇就影響而且構成了我們的一生。有

些決擇是簡單的, 譬如是吃香蕉好呢? 還是吃蘋果? 大一點的問題, 如就業, 婚

姻。也有很多很難的多種決擇, 特別是事關重大的, 有些人想不開, 還會選擇走

上極端的死亡之路。  

 主耶穌在傳天國的教導中, 常用最簡單的兩個選擇來作比喻, 其中有兩個主 

(馬太六章, 路加十六章), 兩條路, 兩道門, 兩棵樹,  兩等根基 (馬太七章, 路

加十三章), 兩個兒子 (馬太二十一章, 路加十五章),  還有用許多對比來闡述, 

如: 新舊, 好壞, 大小, 餓飽, 喜哀, 善惡, 愛恨, 光暗,  貧富, 死活, 枯乾滋

潤, 善僕惡僕, 聰明愚笨, 汙穢聖潔, 榮耀可恥。在現實的生活中, 有許多必須

二選一的, 要或是不要, 然而也會兩個都有, 或落於兩者之間, 好像半新不舊, 

愛恨交加。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時, 左右各釘了一個罪大惡極的死刑犯, 路加福音二十三

章記載了這兩個犯人的選擇, 犯人甲 “譏誚他說, 你不是基督麼, 可以救自己和

我們罷。”, 而犯人乙卻“應聲責備他說, 你既是一樣受刑的, 還不怕 神麼。我

們是應該的, 因我們所受的, 與我們所作的相稱, 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

事。就說, 耶穌阿, 你的國降臨的時候, 求你記念我。” 耶穌沒回應犯人甲, 只

對犯人乙說“我實在告訴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對耶穌被釘十字架的

兩個截然不同的態度, 就決定了此人走進那一道門, 走上了那一條路, 也就是決

定了將來在永恒的國度是在樂園裡, 還是在樂園外了。 

 如果您還不認識耶穌是誰, 不知道聖誕節是在慶祝什麽, 十字架到底是怎麽

回事? 請您務必常到教會聽道和查經班硏讀聖經, 因為這是關乎永恒靈魂之事, 

人有靈魂體, 動物沒有靈, 只有魂與體。創世記第二章七節:“ 神用地上的塵土



造人,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名叫亞當。”沒有文化的野蠻

人也會有某種敬拜的儀式, 拜蛇, 鷹, 牛, 山, 石頭等千奇百怪的受造之物, 卻是

拜錯了對象, 沒拜造物主。與人最像的猩猩或其他任何動物卻從沒有敬拜的舉動, 

其區別就在有沒有“靈”。 

 靈的問題在世俗的知識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人找神不可能, 所以創造宇宙的  

神, 三位一體的聖子耶穌道成肉身, 降世為人來到人間, 讓人可以認識他, 並且為

世人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 我們對 神這劃時代最偉大的事件, 有兩個反應與選擇, 

可以如犯人甲或犯人乙, 這個決擇不但影響今生的生命, 也決定將來永恆的歸宿, 

千萬不要選錯了, 願  神祝福您。 

 

 

路加福音 13:24: “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台灣台南市南門路”窄門” 餐廳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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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說:"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

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 

3:20。 神以上的旨意在我們買屋之事

便可見證: 

 於今年(2009)四月間, 我的家

人欲買一間自住的房子, 讓家人有個

安居之所, 免卻居無定所的困擾。 

我們本想用有限的錢買一間自住的居

所, 但求入住後全家各人均能得著平

安和喜樂, 即靠近家人上班之處, 小

孩上學又有學校巴士接送, 免卻小孩

背負著沉重的書包, 經受日晒雨淋和

步行之辛勞。 此外別無所求。 

 我們買屋之事本於同年五月間

已落實成交, 拿到鑰匙後便可入住。 

但不知何故, 事實並不如此。 直至

九月中旬仍未有下文, 不知還要等到

何時。 在我感到按捺不住, 疑慮重

重, 焦慮不安的時候, 欲從聖經

中能蒙神的指導而得著解決問題

的辦法。 於是隨手打開聖經一看

便是箴言第二章那一頁, 在二十

一節經文中說:"正直人必在世上

居住, 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 這

段經文使我領悟到神的默示與撫

慰。 從而對神加深了認識和堅立了信

心。 便把買屋之事全然交托於神。 

安心仰賴和耐心靜候神美好的恩賜。 

 神美好的恩賜果然很快的顯現

在我們買屋的事情中。 於本年九月下

旬我們便喜出望外的拿到了該屋的鑰

匙並隨時可入住。 

 我們蒙神指引和幫助所買的房

子是座落在交通和購物都頗為方便的

地段。 即靠近家人上班之處, 小孩上

學又有校巴接送。 更可喜的是: 現住

之居所比以前更接近伍明弟兄和黃騰

彪弟兄之家居所在地, 讓他們更為方

便地接送我去教會敬拜神。 由此可

見, 這完全是出乎神的美意之巧安

排, 白白賜給我人所不能為之的禮

物。 

 再說我們現住的房子可謂是價

錢實惠, 間格實用, 光線充足, 空氣

流通, 頗有舒適安全之感。 還有

治安良好, 鄰裡友善以及街道管

理整齊有條。 更有令我意想不到

的: 早上晨運和晚間閒步都不乏

景色幽美恬人的好去處。  

 以上事實, 使我深深體會到

基督耶穌那莫測的愛, 不但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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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莫測的愛 

陳可蘭 



偉大, 長闊高深而且是周詳細膩, 更是永不止息。 誠然, 在我有生以來白白地蒙

受了神所賜的無數的恩惠和眷顧,對神自然有無限的感激和萬分的謝意。 但又無以

為報。 在心中正為此感到惆悵之際, 適逢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印發了一本<十誡—

神愛的盟約> 的小冊子。 幸蒙神使用我的恩典並賜給我勇氣, 靈感, 智慧和力量, 

順利地為<十誡—神愛的盟約>譜了一曲。 讓更多人籍著歌曲的唱詩加強對十誡內

容的記憶, 深入人心並領悟到神永恒的愛是何等偉大卓絕, 長闊高深, 公正嚴明以

及難能可貴! 從而不斷警醒, 潔淨和更新自己, 活出基督耶穌的身量, 讓神的國度

早日降臨, 共享永生的歡樂! 阿們! 
 

十誡 

神愛的盟約 
 

1. 不可有別神 

2. 不可制作, 事奉偶像 

3. 不可輕慢神 

4. 當守主日 

5. 孝敬父母 

6. 不可殺人 

7. 不可奸淫 

8. 不可偷盜 

9.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10. 不可貪戀人一切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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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恩見證 

唐明惠 

                

時間飛逝，歲月如梭，轉眼之間我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十四年。回想這十幾年來的生

活，我有很多的收獲。我在這裡拿到了碩士學位，認識了我的先生楊天，找到了人

生的最佳伴侶，後來我們又有了兩個活潑可愛的小孩。但最大的收獲是我在這裡認

識了那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認識了主耶穌基督，並且接受他作為我生命的救

主。 

 

聖經上講”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信主前，我的心中有許多疑問，而

且不斷地在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相信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可能在不同的時期有著

相同或類似的問題。比如”人是從哪裡來的？””人活著是為了什麼？””生命的

意義又是什麼？價值在哪裡？””死亡又是怎麼回事？”這些都是人生最基本，也

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活了一輩子，連這些問題都搞不清楚，實在是人生的

一大遺憾。 

 

和許多從大陸來的朋友一樣，我從小接受無神論，進化論的教育，相信個人奮鬥，

相信一切都要靠自己。我為自己設立一個又一個目標。當目標達到以後，我確實感

到興奮和滿足，但沒過多久，就被一種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所代替，覺得得到的不過

如此而已。我的內心渴望一個真正令我滿足的東西。 

 

來美國留學也是我為自己訂的目標之一，我努力讀書，考 TOEFL,考 GRE，同時申請

幾十個學校。終於我如願以償，九五年來到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計算機碩士學位。

這所學校的英文名字是 University of Iowa,位於美國中西部。 

在那裡我體驗到美國濃厚的鄉土人情。當地有一個華人的查經

班，參加聚會的人多半是中國留學生和他們的家屬，有人邀請

我去參加，我就去了。一方面可以了解一下西方的文化，基督



教是西方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這個查經班有美國人帶領的英文查經，

可以練習英語口語。我就這樣斷斷續續參加他們的活動。 

 

在查經班，我認識了一些非常有愛心的人。他們經常邀請留學生到他們的家裡吃飯，

作客。他們生活上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他們很少抱怨，反而非常喜樂。從他們

身上，我看到了一種充滿愛的生命，一種令我非常羡慕的生命。它促使我願意去更多

地了解基督教，了解這個信仰的力量。經過兩年的查經，我從聖經中找到了我一直在

尋求的問題答案：人是神創造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耶穌基督是道路，

真理，生命，若不借著祂，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就這樣在一次布道會上，我舉手決

定接受耶穌做我生命的救主。 

 

回想自己信主的過程，從無神論到相信有神是關鍵的一步。雖然我們當中許多人從小

受無神論的教育，受達爾文的影響，但只要我們願意誠實地去面對信仰，不斷地去思

考和學習，這一步是一定可以跨越的。聖經羅馬書中講到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

的，原顯明在人的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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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借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看看我們周圍的世界，每一朵花，每一棵樹，每一片葉子，都有著無窮的智慧在裡

面。可惜，太多的時候，我們忙於生活中看似重要的瑣事，把我們和神的距離拉遠

了。 

 

信主之後，神將祂的平安，喜樂充滿在我的心裡。天格外藍，草格外綠，我的生命體

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滿足。 

 

神的愛是可以經歷的。九八年底，我在信主之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令

我終生難忘的事：我的姥姥生病了，姥姥就是我媽媽的媽媽，我和她

感情很深，超過我和我父母的感情，我們兄弟姐妹四個都是她一手帶

大的。我母親在我八歲那年去世了，她是我姥姥唯一的女兒，姥姥把

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們四個孩子身上。可當我們長大以後，卻都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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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飛。雖然她的生活起居有一個小保姆照顧，但她在情感上是非常孤獨的。記得在出

國前夕，姥姥好幾次問我：”你為什麼一定要出國呢？你的很多同學不都在國內嗎？

不是都很好嗎？”可是我為了自己的前途，為了尋找屬於自己的生活，我忽略了她的

需要。我的內心一直都懷著很深的內疚。所以當我得知她生病後，非常著急，想馬上

回到她身邊去照顧她。當時我拿的是工作簽證，回國的手續很繁瑣，我向神禱告，求

祂幫助我，在神沒有難成的事。祂不僅幫我辦好各樣手續，而且在路途中呵護我，不

管在旅館裡，還是在飛機上，都有人主動關懷我，讓我感到，無論我走到哪裡，都不

會與祂的愛隔絕。 

 

我下了飛機，回到家中，姥姥已經非常虛弱，她只看了我一眼，就又昏睡了。接下來

我每天都守在她的床前，為她禱告，給她吃藥，照顧她。感謝神！她的病奇跡般的好

轉，一個星期以後，她可以坐起來，和我講話，聊天。我給她講耶穌，她馬上就相信

了。有一天晚上，我還聽見她在禱告。神所賜的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我感謝祂讓我

有一個月的時間陪伴在我姥姥的身邊，有機會伺候她。更感謝神能夠開恩讓我姥姥信

耶穌，讓我們將來在天堂裡還可以相聚。 

 

我回美國後半年，姥姥的病情再次惡化，不久就去世了。我很傷心，但神的愛再一次

安慰了我。因為知道死亡不再那麼可怕，它只是一扇門，領我們進入神預備的天堂。

天堂是好得無比的，在那裡沒有痛苦，沒有眼淚，沒有死亡，神親自與我們同在。不

錯，信主後的生活不會是一帆風順的，還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困難，但人生幾十年的苦

難，比起神為我們預備的永存的天堂，又算得了什麼

呢！更何況當我們全心全意信靠祂的時候，祂就親自擔

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並且將祂的平安和喜

樂賜給我們。 

 

神的愛是長闊高深的！祂的愛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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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詩草二 

薛翔青 

 

譽滿五洲緣恩重， 

血染十架為情深， 

基督永作懷中主， 

舉步長明腳前燈。 

感恩詩草三 

薛翔青 

 

仰望天家路幾多？ 

世人無計渡銀河， 

蒙主施恩架鵲橋， 

引領信徒紛紛過。 

 

感恩詩草一 

薛翔青 

 

子秉父命下天庭， 

人間喜將救主迎， 

聖卷篇篇顯神愛， 

榮光道道彰義行。 



There were four weeks of summer 

left.  I was set and ready to head out to Los 

Angeles for seminary.  I had planned to ap-

ply for two seminaries, both out in Los An-

gel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ummer.  

About a month into the summer I had eve-

rything turned into the first choice in semi-

naries and figured they would answer me 

fairly soon.  I was wrong.  About a month 

later I was notified that they never received 

some recommendations that I had sent.  I 

suppose they were lost in the mail.  There 

was a few days left, less than a week, be-

fore the deadline for the second seminary 

application was due, my second choice.  

The plan was to get accepted to the first 

one and not have to finish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second one.  However, at this point I 

decided I should probably finish up the sec-

ond application also. 

 Within the next five days I got every-

thing for the application in with some help 

from the people at the seminary.  I was no-

tified a few days later that I accepted and 

everything was received and set to 

go.  I was in.  I was in!  I didn’t even 

bother finishing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first school.  I was excited and set.  

In a matter of weeks I would be off to 

Los Angeles for school and begin my adven-

ture there. 

 One week later.  We were at a stu-

dent youth retreat with the youth group 

called Student Life at the Beach.  It was a 

powerful week.  The messages cut deep.  

The moments and conversations were amaz-

ing.  It’s a retreat!  Of course it was refresh-

ing!  To quote my web blog from shortly af-

ter the retreat, “The three biggest things I 

remember that left a mark on me forever 

from these youth was the moment they laid 

hands on me and prayed for me as their 

youth intern, seeing them pray for each 

other when individuals made huge commit-

ments and decisions in their lives, and being 

able to pray for youth who made decisions.”    

These youth had become a reason to stay. 

 I came back, reflected, and prayed a 

lot during the first week I was back.  I de-

cided to look into my options for staying.  

The prior year I had looked briefly at a satel-

lite seminary in Hialeah and knew that it was 

an option.  I now had two options.  Stay or 

LA?  It was one of the toughest deci-

sions I had to ever had to make.  I wres-

tled with it for the next few weeks.  

This may sound silly, but one of the big-

gest things I was pretty sure abou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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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 first the kingdom, right now 

K.Lo 



that if I went to La I would meet my wife.  

The difference with a satellite seminary is 

that satellite seminaries are for people who 

are working a job and have families.  This 

means the amounts of students in my 

classes are lower and drastically older.  The 

other reason was to be able to work with 

youth under a youth pastor and be discipled 

in that area. 

 After a few weeks of contemplation, I 

still had no conclusion.  My first choice in 

seminaries suddenly called me and said they 

had accepted me even though I was missing 

things.  I now had three choices.  LA, LA, or 

stay?  I talked with a close brother who had 

visited my top choice recently on a vacation.  

I joked about how my wife is probably out 

there waiting for me.  He responded and 

said she is probably at the church affiliated 

with the seminary.  He had visited and said 

he had never seen so many Asian-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so crazy about Jesus.  My 

decision got even harder. 

 It was about a week past the deadline 

to make the decision I had set for myself.  

That Sunday in my Sunday school class, we 

were digging into the passage Matthew 

6:33: “But seek first 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Seeking His kingdom is 

where God wants us, where it is no longer 

about us.  All these things are the things we 

feel like we need spoken a few verses ear-

lier.  God calls us to not worry about our 

needs, to live for others, and to trust God to 

provide all our needs.  In that moment, I real-

ized how could I merely teach this and not live 

this. 

 The decision was clear.  When it came 

down to it, I suddenly realized how selfish my 

reasons for seminary in Los Angeles seemed.  

They weren’t bad reasons, but they sure were 

about me.  I decided to trust God and serve 

the youth here in Coral Springs and apply for 

the satellite seminary.  I would seek his king-

dom first and trust God to meet my needs, my 

food, my clothes, my equipping, and even my 

wife. 

 By the time I made my decision, the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 had already passed 

by a few days.  I called and emailed many peo-

ple, and with lots of help, I got accepted three 

days before classes started.  Seek His kingdom 

first, where it is never about us, and always 

about others. Trust God to meet all your 

needs; God loves us.  He met our biggest need 

with Jesus, He knows what we need and He 

will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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