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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會這個名詞，對我們中國人並不陌生，因為家庭教

會曾經在我們中華大地上出現了一段時間，也曾經在俄國的領土

上出現了七十多年。家庭教會之所以產生，因為當時的信徒害怕

在，或不能夠在禮拜堂舉行崇拜和其他活動。最原始的家庭教會

大約在主後六十五左右年誕生，因為當時羅馬皇尼錄向基督徒施

行大逼害，把彼得倒釘十字，並將保羅殺死。跟著歷代羅馬帝皇

都仇視基督徒，把基督徒列為有害羅馬政權的叛亂分子。從此，

基督徒不能夠公開聚會，只有偷偷摸摸的在家舉行崇拜，或在地

洞裡面聚會。因此家庭教會又叫做「地下教會」。今天，我們華

僑活在自由的土地上，有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我們不需要家庭

教會；相反的，我們需要一個教會家庭，就是一個屬靈的大家

庭。 

 使徒保羅曾經寫信給他屬靈的兒子提摩太說﹕「「「「倘若我耽倘若我耽倘若我耽倘若我耽

延日久延日久延日久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這家就是永生神的這家就是永生神的這家就是永生神的

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這節經文很清楚的告

訴我們，教會就是永生神的家。而我們是神的兒女，所以永生神

的教會就是我們的教會，永生神的家就是我們的家。我們要特別

留意「永生」兩個字。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Page 2 『珊瑚泉之光』第『珊瑚泉之光』第『珊瑚泉之光』第『珊瑚泉之光』第2頁頁頁頁 

 末世有許多屬世教會都在高舉神，但是他們在高舉的，不是永生的神，而是名利

的神。「永生神的教會」有兩個意思。第一，教會是一個有生命的組織，不是一個死的

機構。禮拜堂裡面的十字架告訴我們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而且永遠活著。講壇象徵神

的話安定在天，永不改變。牧師所傳揚的是生命之道，是從上而來改變和造就生命的信

息。今天有許多屬世教會已經把講壇撤走，牧師在台上走來走去，傳揚另一個福音，甚

至走到會眾當中，表示親切，贏取會眾的支持。可是，神的兒女所需要的，是神的信

息，和藉著神的信息來與神親近。 

 第二，教會是神建立的，不是人建立的。在美國，到處都看見禮拜堂。近年來，

美國經濟不景，建築業衰落，但是建築禮拜堂的生意反而增加。可是，為什麼美國沒有

屬靈的大復興呢？為什麼奧巴馬總統宣報美國不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呢？為什麼連一年

一次的祈禱日都取消了呢？可見，美國的教會，是人建立的太多，是神建立的太少。 

 四年前，奧蘭多福音堂請我回去講道，有一位已經離開好久的老弟兄回來聽道。

這個弟兄是一個農夫，從台灣移民到佛州中部，種植中國瓜菜，賣給餐館。他是我們奧

蘭多福音堂最早期的弟兄姊妹之一。後來他離開奧蘭多福音堂，去了別的教會，不是因

為他不喜歡我們奧蘭多福音堂。他離開，因為我退休以後，奧蘭多福音堂改了只用廣東

話講道，不再使用國語。所以聽不懂廣東話的弟兄姊妹都一個一個的離開了。可是他知

道我來了，雖然聽不懂廣東話，也前來參加崇拜。 

 我問他說﹕「弟兄啊，你好嗎？」他說﹕「我自己的健康並不是挺好，可是我的

農場很好，有人出高十倍的價錢替我買了。」跟著他很誠懇的對我說﹕「牧師啊，神給

我的錢，我要還給神。您一生為主，我一直想念你，我想開一家教會，請您來當牧師。

這是我今天回來參加崇拜和見您的原因。」我知道那位弟兄這樣說，完全是憑著愛心，

他根本不知道建立教會的意思。於是我向他解釋，經過我解釋之後，他就完全明白了。

他說﹕「牧師，那麼，我當怎樣行呢？」我說﹕「弟兄啊，在中國，不知道有多少同胞

還沒有得救，你可以把神給你的錢，奉獻一些給專門向華人傳福音的機構。神會使用你

愛心的奉獻，在中國建立合祂心意的教會。」 

 保羅對提摩太說﹕「「「「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如果神的兒女真的把

神的家當作他們自己的家，他們肯定知道在神的家當怎樣行，不用牧師或執事來吩咐。

瑪莉恩安德珊（Marian Anderson 1897-1993) 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黑人女歌唱家。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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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恩只唱古典音樂，愛國歌曲，民謠，和聖詩。1939 年，瑪莉恩在林肯紀念堂獨唱

God Bless America，我把它翻譯為「神祐吾土」，有七萬五千人參加。最重要的，瑪莉

恩是一位有生命的基督徒，是當年一家黑人浸信教會的會友，從小參加詩班，忠心事

奉，風雨不改。 

 當時很多黑人教會的收入都不夠，很難維持教會的開消。瑪莉恩的教會也不例

外。當瑪莉恩還沒有成名的時候，她跑到白人教會去獻唱，把所有的收入，完全奉獻給

自己的教會。當她成名以後，她每逢從外面演唱回來的時候，一定回到自己的教會參與

事奉。她最喜歡做清潔和打掃的工作。有很多弟兄姊妹對她說﹕「瑪莉恩，你現在是全

國有名的瑪莉恩，不是從前的瑪莉恩，這些下等的工作還是由我們來做吧。」瑪莉恩回

答說﹕「如果我不作，我就沒有把神的家當作我的家了，對不對？如果你們不讓我作，

你們就把我當作客人了，是不是？而且，在神家中，沒有下等的工作。」 

 使徒保羅又對提摩太說﹕「﹕「﹕「﹕「神的教會神的教會神的教會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是用來支持一

座建築物的。神的聖殿是用教會，即是信徒，作真理的柱石。什麼真理？真理不是某一

個人的理論，不是某一派神學，不是某一本流行的書。真理就是神的道，就是聖經。聖

經是我們最高和最後的權威。可惜今世有許多教會，用某一個名人的書來代替聖經，以

某一派神學理論來作方向。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老話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在日光

之下，只有一本書是絕對 可信可靠的，就是聖經。 

 教會又是神殿的根基，因為真正屬神的教會建造在磐石上，就是主基督。換句話

說，教會的根基是道成肉身，為救贖罪人而死，且死後三天復活的耶穌基督。末世有許

多教會建造在別的根基上。除了基督，別的根基全是沙土。將來當大災難來臨的時候，

這些屬世教會都要倒下去。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在日本的東京與橫濱地帶發生了超級

「關東大地震」，有三十六萬棟的房樓倒塌。只有一建築物，就是「帝國大廈」仍然屹

立不倒。因為這棟建築物是由美國名建築師福蘭克萊特（Frank Wright）設計，建造在

一個像磐石一樣穩固的根基上。 

 感謝神使用我們的前輩，現今的牧師，同工，執事，以及弟兄姊妹，在珊瑚泉建

立一個屬祂的「教會家庭」。讓我們繼續同心合意，興旺神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一個難忘的婚禮 

劉勝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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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夕，三百多人聚在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來參加一個婚禮，是 Mr. Richard St. Louis跟

董磊女士在上帝面前的委身。Richard在教會事奉十一年，非常蒙弟兄姊妹的愛戴，再加上董

磊的人緣，所以男女老幼都很熱烈的來跟他們一起慶賀。 

 

在婚禮裡面，教會牧師用神的話語去勉勵這對新人，雅歌八:6 “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求你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

把我帶在你臂上如戳印；把我帶在你臂上如戳印；把我帶在你臂上如戳印；把我帶在你臂上如戳印；    因為愛情像死亡一般的堅強；因為愛情像死亡一般的堅強；因為愛情像死亡一般的堅強；因為愛情像死亡一般的堅強；    嫉妒如陰間一般的堅穩；嫉妒如陰間一般的堅穩；嫉妒如陰間一般的堅穩；嫉妒如陰間一般的堅穩；    它的烈燄它的烈燄它的烈燄它的烈燄

是火的烈燄，是非常猛烈的火燄。”是火的烈燄，是非常猛烈的火燄。”是火的烈燄，是非常猛烈的火燄。”是火的烈燄，是非常猛烈的火燄。”，牧師提醒他們，“婚禮是一天的，婚姻是一生的。”，

所以要同心盡一生的努力去經營婚姻。然後勉勵他們去用四個 “t” 去建立跟維持一個永久的

婚約。 

 

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    “ t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 time ” ––––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去愛一個人便是要去用時間去相處，去了解，去享受。沒

有了這個 “t” 的話，妳的婚姻關係就變成一個 “lime” (酸橙) 。很多婚姻的失敗就是因為夫

妻兩人都把婚姻當成愛情的墳墓，停止約會 (dating)，也太忙於生活，沒有抽時間去一起旅

行、渡假。工作一天，回家也沒有花時間去相處，可是，最重要就是每一天花時間去跟神相

交，才有力量跟心志去愛。一個愛神的人必定會懂得怎麼去愛人的。 

 

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    “ t ”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 talk ” ––––    對話。對話。對話。對話。兩人相處越久，就越少交談，因為一開口就是抱怨，或者

是批評。中國男人尤其是不懂得講欣賞讚美的話。人都是渴望被重視跟尊重的，女人特別是需

要聽悄悄話的 (其實男人也喜歡聽，只是不願意承認而已)，同樣，一個懂得感謝，讚美神的

人，也會去欣賞，感謝身邊的人，沒有這個 “talk”，就令許多婚姻變成 “walk” (逃跑)了。 

 

第三個第三個第三個第三個    “ t ”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 touch ” ––––    撫摸。撫摸。撫摸。撫摸。    不 “ touch ” 就 “ ouch ” 。很多老夫老妻，都很少有

親熱的動作，可是日久應該生情，生情了就應該越來越親熱。當我們看到七八十歲的老夫妻，



仍然會手牽手的一同散步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他們的關係是多麼的堅固。同樣的，當我們跟神

保持親密的關係的時候，我們夫妻的關係也會與日俱增。 

 

第四個第四個第四個第四個    “ t ”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 trust ” ––––    依靠。依靠。依靠。依靠。在主耶穌裡，當兩人成為一體的時候，就應當互相委

身，彼此信靠。就好像雅歌八:6裡的應許，就是要把對方常常放在心上如印記，把對方的幸

福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也要把對方常常戴在臂上如戳印，時時刻刻惦記著，彼此渴慕。主耶

穌手上的釘痕，就是已經刻印了我們的名字，為我們捨命，也把祂已經復活的生命賜給凡信靠

祂的人，好讓我們可以領受祂永遠的愛，我們有了這樣偉大的愛，就可以用同樣的愛去彼此相

愛。 

 

鄭敏舜執事連同夫人汪君華合唱了一首 “握住他們的手”來勉勵這對新人: 

 

“當你將他們的手輕輕拉在一起， 

主，求你緊緊握住這雙手， 

讓這雙手能夠給予，能夠關懷，能夠扶持， 

讓這雙手，能夠祈禱。 

 

當你將他們的心深深連在一起， 

主，求你天天更新這心靈， 

讓這心靈充滿平安，充滿希望，充滿愛意， 

讓這心靈充滿喜樂。 

 

讓他們的一生因為有你，成為一首愛的詩歌， 

主，讓他們像你，永遠是愛，永遠是給予。 

主，讓他們能夠像你， 

就在你將他們的手，緊握住的那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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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禮結束以後，眾人都移步到團契廳享用晚宴，當天所有美麗的鮮花擺飾都是黃美英姊妹

帶領眾多姊妹設計跟佈置，晚餐是劉利培弟兄帶領一班同工用心烹調，整個婚禮是楊嘉恩姊妹精

心籌劃，願一切榮耀歸給神！ 

How beautiful the hands that served  

the wine and the bread and the sons of the earth 

How beautiful the feet that walked 

the long dusty roads and the hills to the cross 

 

How beautiful，how beautiful 

how beautiful is the body of Christ. 

 

How beautiful the heart that bled 

that took all my sin and bore it instead. 

How beautiful the tender eyes 

that chose to forgive and never despise 

 

And as He laid down His life 

we offer this sacrifice 

that we will live just as he died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How beautiful the radiant Bride 

who waits for her Groom with His light in her eyes. 

How beautiful when humble hearts give 

the fruit of pure lives so that others may live 

  

How beautiful the feet that bring 

the sound of good news and the love of the King. 

多麼美好，那雙服事的手 

獻上了酒和餅，來服事了世上的人 

多麼美好，那雙勤勞的腳蹤 

走過了漫長的塵土路，更走上了十架的山崗 

 

多麼美好，多麼美好 

基督的身體是多麼的美好 

  

多麼美好，那為我們流出寶血的心 

承受了我所有的罪孽 

多麼美好，那雙溫柔的眼 

選擇了寬恕，卻從不鄙視  

 

當祂獻出自己的生命 

我們獻上自己為活祭 

祂如何為我們而死，我們也如何為祂而活 

甘心樂意付上代價 

  

多麼美好，那容光煥發的新娘 

在她的眼中有著亮光，等待著新郎 

多麼美好，當謙卑的心願意付出 

那純潔生命的果子，好讓別人得以存活 

 

多麼美好，那一雙腳 

為我們帶來大好消息，及王對我們的愛  

接下來黃美玲姊妹也獻唱“Beautiful多麼美好”獻給新人: 



學習先知書 

陳偉倫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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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們教會的主日學部與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舉辦了成人主日學教師訓練課程。我們

共有三十多名弟兄姊妹從南佛州不同的華人教會參加。第一門的課程為先知書，由蔡玉玲老師

授課。 

 在這課程中，我們學習到先知名稱的意思； 就是受聖靈感動將神旨意說出來的人。先知

書的主題是審判與拯救，是要宣告呼籲人悔改從新歸向神，也述說神要為投靠祂的人施行拯救

的盼望。我們也回顧了以色列國的歷史，學習了不同年代的先知，從分裂王國前到北國以色列

和南國猶大時期，至猶大國亡時代,先知對以色列君民的宣告。 

 先知書大部份都是對南方猶大國的記載,有十一卷是南猶大國先知的著作。我們從列王

記和歷代志上看到猶大國君民與神的關係。在先知書時代的猶大國君王中，不是每一位君王都

是屬神的。很多君王都離棄了神,去拜別的偶像。瑪拿西就是猶大君王中最壞的一位。其中只

有數位君王是尋求神的。分別有烏西雅王、希西家王和約西亞王。讓我們看看經上的記載: 

 歷代志下 26:4 「烏西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烏西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烏西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烏西雅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    、效法他父亞瑪謝一切所行的。通曉、效法他父亞瑪謝一切所行的。通曉、效法他父亞瑪謝一切所行的。通曉、效法他父亞瑪謝一切所行的。通曉

神默示撒迦利亞在世的時候、烏西雅定意尋求神、他尋求、耶和華神默示撒迦利亞在世的時候、烏西雅定意尋求神、他尋求、耶和華神默示撒迦利亞在世的時候、烏西雅定意尋求神、他尋求、耶和華神默示撒迦利亞在世的時候、烏西雅定意尋求神、他尋求、耶和華    ,神就使他亨通。」,神就使他亨通。」,神就使他亨通。」,神就使他亨通。」    

 歷代志下 29:2 「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元年正「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元年正「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元年正「希西家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元年正

月、開了耶和華殿的門、重新修理。」月、開了耶和華殿的門、重新修理。」月、開了耶和華殿的門、重新修理。」月、開了耶和華殿的門、重新修理。」    

 歷代志下 34:1「約西亞登基的時候是八歲；「約西亞登基的時候是八歲；「約西亞登基的時候是八歲；「約西亞登基的時候是八歲；    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共三十一年。他行耶和華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共三十一年。他行耶和華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共三十一年。他行耶和華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共三十一年。他行耶和華

看為正的事，效法他先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左，也不偏右。他在位第八年，還是年幼的時候，看為正的事，效法他先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左，也不偏右。他在位第八年，還是年幼的時候，看為正的事，效法他先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左，也不偏右。他在位第八年，還是年幼的時候，看為正的事，效法他先祖大衛所行的，不偏左，也不偏右。他在位第八年，還是年幼的時候，

就開始尋求他先祖大衛的神。到了第十二年，他就開始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除掉邱壇、亞舍就開始尋求他先祖大衛的神。到了第十二年，他就開始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除掉邱壇、亞舍就開始尋求他先祖大衛的神。到了第十二年，他就開始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除掉邱壇、亞舍就開始尋求他先祖大衛的神。到了第十二年，他就開始潔淨猶大和耶路撒冷，除掉邱壇、亞舍

拉、雕像和鑄像。」拉、雕像和鑄像。」拉、雕像和鑄像。」拉、雕像和鑄像。」    

 這幾位猶大的君王從登位開始巳做了神所喜悅的事，而神也大大的祝福他們，使他們強

盛。可惜他們每一位都犯了同一樣的錯誤，就是驕傲和自我的過犯。經上記載: 

歷代志下 26:15「烏西雅的名聲傳到遠方、因為他得了非常的幫助、甚是強盛。他既強盛、就「烏西雅的名聲傳到遠方、因為他得了非常的幫助、甚是強盛。他既強盛、就「烏西雅的名聲傳到遠方、因為他得了非常的幫助、甚是強盛。他既強盛、就「烏西雅的名聲傳到遠方、因為他得了非常的幫助、甚是強盛。他既強盛、就

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乾犯耶和華他的神、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壇上燒香。」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乾犯耶和華他的神、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壇上燒香。」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乾犯耶和華他的神、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壇上燒香。」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乾犯耶和華他的神、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壇上燒香。」祭司亞撒

利雅阻擋烏西雅王，29:19「烏西雅就發怒，手拿香爐要燒香．他向祭司發怒的時候,在耶和華「烏西雅就發怒，手拿香爐要燒香．他向祭司發怒的時候,在耶和華「烏西雅就發怒，手拿香爐要燒香．他向祭司發怒的時候,在耶和華「烏西雅就發怒，手拿香爐要燒香．他向祭司發怒的時候,在耶和華

殿中香壇旁眾祭司面前、額上忽然發出大痲瘋。」殿中香壇旁眾祭司面前、額上忽然發出大痲瘋。」殿中香壇旁眾祭司面前、額上忽然發出大痲瘋。」殿中香壇旁眾祭司面前、額上忽然發出大痲瘋。」 

 希西家王自我炫耀神在他身上的神蹟，讓巴比倫王的使者看盡了他所有的財富。在列王

記下 20:17-19:「以賽亞先知宣告:「以賽亞先知宣告:「以賽亞先知宣告:「以賽亞先知宣告:    日子必到、凡你家裡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日子必到、凡你家裡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日子必到、凡你家裡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日子必到、凡你家裡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



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並且你的眾子中，就是由你所出，你所生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並且你的眾子中，就是由你所出，你所生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並且你的眾子中，就是由你所出，你所生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並且你的眾子中，就是由你所出，你所生

的，有一部分要被擄去。他們要在巴比倫王的王宮中當太監。希西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耶的，有一部分要被擄去。他們要在巴比倫王的王宮中當太監。希西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耶的，有一部分要被擄去。他們要在巴比倫王的王宮中當太監。希西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耶的，有一部分要被擄去。他們要在巴比倫王的王宮中當太監。希西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耶

和華的話很好。”他心裡說：“在我的日子有和平和安全不是很好嗎？」和華的話很好。”他心裡說：“在我的日子有和平和安全不是很好嗎？」和華的話很好。”他心裡說：“在我的日子有和平和安全不是很好嗎？」和華的話很好。”他心裡說：“在我的日子有和平和安全不是很好嗎？」在這裡我們看到希西家

的自私。只要神的懲罰不臨在他身上，他的後人受罰也與他沒有關係。約西亞也犯了驕傲的罪

而不聽神的話,擅自去阻擋埃及法老王的出兵(歷代志下 35:20-22)，最後他受到箭傷而死亡。

耶利米先知也為他作了哀歌。 

 我們從這些君王中看到他們雖然敬拜神,但是他們並沒有全心,全意,全力的愛祂。可能

當他們在年輕和在逆景的時候有親近神，但當神傾福於他們後，他們就沒有常常謙卑的與神同

行。彌迦先知在彌迦書提醒我們什麼是神所喜悅的。神要求的不是外表的敬拜:「我朝見耶和「我朝見耶和「我朝見耶和「我朝見耶和

華，在至高的神面前叩拜，當獻上甚麼呢？我朝見他的時候，當獻上燔祭，當獻上一歲的牛犢華，在至高的神面前叩拜，當獻上甚麼呢？我朝見他的時候，當獻上燔祭，當獻上一歲的牛犢華，在至高的神面前叩拜，當獻上甚麼呢？我朝見他的時候，當獻上燔祭，當獻上一歲的牛犢華，在至高的神面前叩拜，當獻上甚麼呢？我朝見他的時候，當獻上燔祭，當獻上一歲的牛犢

嗎？耶和華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為我的過犯，我可以獻上我的長子嗎？為我的嗎？耶和華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為我的過犯，我可以獻上我的長子嗎？為我的嗎？耶和華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為我的過犯，我可以獻上我的長子嗎？為我的嗎？耶和華喜悅千千的公羊，或是萬萬的油河嗎？為我的過犯，我可以獻上我的長子嗎？為我的

罪惡，獻上我親生的孩子嗎？世人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麼；罪惡，獻上我親生的孩子嗎？世人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麼；罪惡，獻上我親生的孩子嗎？世人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麼；罪惡，獻上我親生的孩子嗎？世人哪！耶和華已經指示你甚麼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麼；    

無非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神同行。」無非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神同行。」無非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神同行。」無非是要你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神同行。」(彌 6:6-8) 

 神不是要我們單單在形式上敬拜祂，乃是要我們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慎的愛主。主

耶穌也告訴我們「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愛主愛主愛主愛主你的神,你的神,你的神,你的神,其次其次其次其次是：是：是：是：‘‘‘‘要要要要愛愛愛愛人如人如人如人如己己己己。。。。’再沒’再沒’再沒’再沒

有有有有別別別別的的的的誡命誡命誡命誡命比這比這比這比這兩條更兩條更兩條更兩條更重要的了。」重要的了。」重要的了。」重要的了。」(馬可福音 12:30-31) 我們要愛主和愛人，這是主耶穌給我

們的誡命。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25:31-40 論到審判的日子。祂審判的標準是要看人有沒有愛主

和愛人的心。祂對義人說:「:「:「:「蒙蒙蒙蒙我父我父我父我父賜福賜福賜福賜福的，的，的，的，來承受創來承受創來承受創來承受創世以世以世以世以來來來來為你們為你們為你們為你們預備預備預備預備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國吧國吧國吧國吧。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餓餓餓餓

了，你們了，你們了，你們了，你們給給給給我我我我吃吃吃吃；；；；    我我我我渴渴渴渴了，你們了，你們了，你們了，你們給給給給我我我我喝喝喝喝；；；；    我作我作我作我作旅客旅客旅客旅客，你們，你們，你們，你們接待接待接待接待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赤身露體赤身露體赤身露體赤身露體，你們，你們，你們，你們給給給給我我我我衣服衣服衣服衣服

穿穿穿穿；；；；    我我我我病病病病了，你們看了，你們看了，你們看了，你們看顧顧顧顧我；我；我；我；    我在監裡，你們我在監裡，你們我在監裡，你們我在監裡，你們來來來來看我。」看我。」看我。」看我。」(太 25:34-36) 義人不知什麼時候為主作

了那些事，耶穌便說「我「我「我「我實實實實在告在告在告在告訴訴訴訴你們、這你們、這你們、這你們、這些些些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事你們既作在我這事你們既作在我這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弟兄弟兄弟兄中一中一中一中一個最小個最小個最小個最小的的的的身身身身上、就是上、就是上、就是上、就是

作在我作在我作在我作在我身身身身上了。」上了。」上了。」上了。」(太 25:40) 耶穌又跟不義的人說:「你們這被「你們這被「你們這被「你們這被咒詛咒詛咒詛咒詛的，的，的，的，離離離離開我，到為開我，到為開我，到為開我，到為魔鬼魔鬼魔鬼魔鬼和和和和

他的使他的使他的使他的使者者者者所所所所預備預備預備預備的的的的永火永火永火永火裡去裡去裡去裡去吧吧吧吧！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因為我餓餓餓餓了，你們了，你們了，你們了，你們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給給給給我我我我吃吃吃吃；；；；    我我我我渴渴渴渴了，你們了，你們了，你們了，你們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給給給給我我我我

喝喝喝喝；；；；    ............」」」」那些那些那些那些人就人就人就人就回答回答回答回答：「：「：「：「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我們甚麼時候見你，我們甚麼時候見你，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餓餓餓了、了、了、了、渴渴渴渴了、作了、作了、作了、作旅客旅客旅客旅客、、、、赤身露體赤身露體赤身露體赤身露體、、、、病病病病了，了，了，了，

或在監裡，或在監裡，或在監裡，或在監裡，卻沒卻沒卻沒卻沒有有有有服服服服事你呢？」耶事你呢？」耶事你呢？」耶事你呢？」耶穌便穌便穌便穌便說「我說「我說「我說「我實實實實在告在告在告在告訴訴訴訴你們，這你們，這你們，這你們，這些些些些事你們既然事你們既然事你們既然事你們既然沒沒沒沒有作在一有作在一有作在一有作在一個最個最個最個最

小小小小的的的的身身身身上，就是上，就是上，就是上，就是沒沒沒沒有作在我的有作在我的有作在我的有作在我的身身身身上了。」上了。」上了。」上了。」這些稱耶穌基督為主的究竟是什麼人？ 

 看了這些經文，我們要常常警醒的問自己究竟我們的生命是否與世人不同。別人在我們

身上能夠看到我們是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慎的愛主嗎？ 我們在不同的崗位工作,人們可以察

覺到我們是有公義，有誠信，有愛心，和滿有喜樂嗎？  

 我們教會在二零一一年的主題是"速發光！"，讓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實踐主耶穌的

吩咐:「你們是世上的:「你們是世上的:「你們是世上的:「你們是世上的光光光光。。。。建建建建在在在在山山山山上的上的上的上的城城城城是無法是無法是無法是無法隱藏隱藏隱藏隱藏的的的的    你們的你們的你們的你們的光光光光也也也也應應應應當當當當照照照照在人前，在人前，在人前，在人前，讓讓讓讓他們看見他們看見他們看見他們看見

你們的好行為，又你們的好行為，又你們的好行為，又你們的好行為，又頌讚頌讚頌讚頌讚你們在你們在你們在你們在天天天天上的父。」上的父。」上的父。」上的父。」(太 5: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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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記綜纜心得 

褚李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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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信靠神的信徒，不但平安無事的時候要感謝神的保守，在困難的時候更要求告神，求祂給你

開路。在舊約猶太人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多少的偉大領袖都是依靠神的帶領，開路。依靠自己必

定越走越遠離神，最後才發現此路不通。 

 

以利米勒就是個靠自己的意思行動的人。他的國中遭受飢荒（在猶大的伯利恆）他就帶著妻兒一家往

摩押地去寄居。他不但犯了錯，接著再度犯錯。第一，他未求告神的指示遷居摩押。第二，他為他的

兩個兒子都娶了當地的摩押女子為妻。按（申 23:3）“亞捫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亞捫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亞捫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亞捫人或摩押人，不可入耶和華的會。”他們

一家四口上摩押地居住，結果只剩下他的寡婦拿俄米和倆個寡媳，她們都是摩押人。拿俄米見到山窮

水盡的景況，她一定想到她平時一直敬拜的神，神使她想到回頭是路，所以她不顧一切地歸心似箭。

勸她的兩個寡媳各回娘家，還可再嫁。可是一個媳婦名路德，婆媳感情特好，路德不願與她分開。我

想平時婆媳相愛相顧已有深厚的感情。拿俄米因為心中有神即有愛，愛能感動一切的人心。路德不但

愛她婆婆，她更愛拿俄米所信的神。所以她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神給拿俄米預備了這樣一個愛神的

媳婦陪伴她回伯利恆去。 

 

我也盡力的讓大家知道，一個信神的人是與不信的神人不同，我們信主的一定要以我們的生活行動來

證明我們是屬神。我們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靠著神的大能，將祂的榮美能表現一點出來。 

 

路德雖然是摩押女子，可是神的救恩是為全人類預備的，祂要我們接受他的救恩，祂就賜我們做祂的

兒女。以後路德和她婆婆回到故鄉，不但沒有人輕視她們，而且路德做了富翁的妻子。不但如此，她

還做了大衛王的曾祖母。她的名也在主耶穌的家譜中。（士 33:19）“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

誰就憐憫誰。”誰就憐憫誰。”誰就憐憫誰。”誰就憐憫誰。”拿俄米和路德都是神所恩待的，神所恩待的人，人也恩待他。如果我們要得人，先要

得神的喜悅。（林前 10 ： 3）“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所受“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所受“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所受“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所受

的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的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的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的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拿俄米一心

信靠神，神不但給她開了路，也借著她給全人類開了一條通天的路。沒有路德也不能有大衛，也就沒

有主耶穌。沒有主耶穌，我們就沒有救主。所以神給我們所預備的是我們眼睛未曾見過，心理也未曾

想過的那樣美妙的豐富救恩。 



神的愛 

陳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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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在那舉世歡騰的聖誕節前，主白白的賜給我一份最珍貴又最美好的聖誕禮物。

這是我信主以來所夢寐以求而又迫切渴望的願望，那就是我丈夫浪子回頭，重新得救之喜事，

為此，特獻上由衷的感恩與頌讚！ 感謝主！ 

 同時，也感謝牧師與眾多的弟兄姊妹們一直為我丈夫之 “信主和康復” 的事情代禱。 

 耶穌說: “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約 6:37)，神以上的應許，從我丈夫 “重新

得救” 之事便可見證: 

 其實，我丈夫在小時候，曾在學校 “受浸信主”，只因當年的他少不更事，加上當時的

社會動盪以及生活際遇等問題的侷限，而導致他在超過半個世紀的年月裡，沒有敬拜過神，也

沒有讀過聖經，更不懂得向神禱告祈求，也就是說，他已經長期離棄神，虧缺神的榮耀實在太

多，淪為失喪的靈魂，迷失的羔羊，以致是滅亡的罪人。 

 我信主以後，才明白到心中無神，悖逆神道，靈魂便會被定罪，乃是靈魂與神永遠隔絕

的死罪。 

 同時，我也認識到，一個曾經受過 “浸禮”，但又長期遠離神的基督徒是沒有屬靈生命

的，與未信主是沒有分別的。想到這些，我不禁為之而感到懊悔與顫慄！ 但我又沒辦法救我

丈夫，令他浪子回頭，重新得救，當我感到焦慮不安而又不知所措的情況下，神讓我藉著以下

的經文得到啟示: 

 聖經說: “應當毫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應當毫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應當毫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應當毫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神。神。神。” (腓立比書 4:6) 

 於是，我便不住的地為丈夫向神禱告祈求，並請求牧師以及眾多的弟兄姊妹們也為他代

禱祈求神赦免他的罪孽，饒恕他的過犯，並賜給他認罪悔改和謙卑的心，讓他藉著神道的訓誨

得著潔淨和完全，而重新得救並醫治他。 

 感謝神！ 垂聽了我們的禱告祈求！ 最近藉著 Bill Wong 和 Amy 夫婦兩人回香港的機

會，在行程緊密和百忙當中，她受到聖靈的感動，付出愛心、精力、時間和錢財，親自專程去

探望我丈夫，向他傳揚救主的福音，讓他得著屬靈的契通，及時醒悟，決志信主，重新得救，

不被定罪，反得永生。從而，也令我深刻地體會到神愛的恩慈與良善，正如以下經文所說: “耶耶耶耶

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詩篇 103:8) 

 



 感謝神！ 祂不但拯救了我的丈夫，而且還醫治了他: 

 一年前，我丈夫曾不慎跌倒，因頭部受到碰撞而造成失憶、視力模糊、言語不清、體質

軟弱、不能行走和生活自理等後遺症，而我卻因種種的客觀因素的侷限而不能回香港照顧、安

慰和陪伴他，他只好住在香港的某老人院裡，我唯有恆切地向神禱告，祈求神醫治他，讓他早

日康復。 

 感謝神！ 目前我丈夫的健康狀況基本穩定，睡眠和飲食方面基本正常，這是神對他的保

守看顧和醫治的結果，神並加添力量給他，讓他撐到現在，能清醒地接受了主耶穌的救恩，重

新得救，回到了主的懷抱，得著永生、自由和安息。 

 由此可見，儘管我們是罪孽深重、不潔、不義的罪人，主仍然拯救我們； 儘管我們是

失喪的靈魂、迷失的羔羊，神也沒有離棄我們，並賜給我們認罪悔改和謙卑的心，讓我們得到

潔淨和完全； 儘管我們已是步入年老體弱之黃昏歲月，神也沒有撇下我們，並保守看顧和醫

治我們，讓我們在主內得安息。 

 以上事實使我充分體會到以下經文的真實性: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詩篇 103:10) 

 所以說，我們的天父上帝，我們生命的救主耶穌基督是永遠配得尊崇、稱謝和頌讚的！

他是聖潔、公義、恩慈和完美無暇的獨一真神！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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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愛 

 

神的愛，可捨愛子生命救世人。 

神的愛，可為世人造福萬世代。 

神的愛，可赦世人罪孽饒過犯。 

神的愛，可改邪惡苦毒為良善。 

神的愛，可變淒風苦雨成甘露。 

神的愛，可連天涯海角異地心。 

神的愛，可暖陳年頑硬冰冷心。 

神的愛，可令浪子回頭金不換。 

神的愛，可造新天新地與新人。 

神的愛，可配永遠稱謝和頌讚！ 

浪子回頭說因由  

 

神之聖子寶血流， 

為救世人得自由。 

蒙恩得福熱淚流！ 

浪子回頭說因由： 

屬世之路快盡頭；  

災難邪惡難承受；  

信主得救不用愁；  

得回天家永棲留；  

事奉天父夢寐求；  

蒙恩償願樂悠悠！ 



2010年11月感恩見證 

甘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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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是我最喜歡的月份，這不僅是因為南佛州的 11 月份的天是最美麗的，更重要的是我和我

家有很多事情都發生在 11 月份。首先，我的父親和我的女兒都出生於 11 月；然後，我的先生

在 11 月份來到美國；接著，我是在 11 月受浸得著救恩；更為奇妙的是我父親家的門牌號碼就

是 11，我是在 11號裡長大的；在美國，11 月裡有個感恩節，這更使 11 月成為一個非常特別

的日子，每年的 11 月成了我的最愛，也是我數算神的恩典的日子。 

 

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 5:18教導我們: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

意"意"意"意"，在這樣一個感恩的日子裡，回過我的人生，特別是過去六年來在主內的生活，每天經歷

神的看顧和帶領， 思想祂的作為，數算祂的恩典，心中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為此，特寫下

此文和弟兄姐妹們一起分享和感謝祂的慈愛，祂的大能，祂的憐憫，願祂的榮耀在這裡被彰

顯。 

 

我和我的家庭:  

我叫甘惠琳，來自中國的上海，我的先生叫李亦為，在蘇州出生，在上海讀書和工作。我們倆

都在上海的一所高校工作，我們在那裡相識，相知，相愛並結婚成立家庭，我和我先生有一個

可愛的女兒--琦琦，她現在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20 年前，1990 年 1 月 25日，神將她賜給了

我們--我們生命中的最寶貴的禮物，這個月，剛好是她的 20歲生日，聖經雅各書 1:17 告訴我

們:“一切美善的禮物都是從神而來的"“一切美善的禮物都是從神而來的"“一切美善的禮物都是從神而來的"“一切美善的禮物都是從神而來的"，在這感恩的季節裡，我們真的由衷地感謝神將她賜給

我們，她帶給這個家溫馨、快樂、朝氣。當然，她也同樣使我們體會到了什麼叫無助、軟弱和

沮喪，她使我們嘗到了為人父母的一切甜酸苦辣。但最寶貴的，真的是因為她，或者說就是

她，讓我們認識了神--這是我們一生最美好的祝福。 

 

我們是怎樣認識神的: 

我的女兒小時候很嬌貴，像溫室裡的花朵，她有嚴重的哮喘病，不能吹風，不能晒太陽，不能

奔跑，不能吃海鮮；還有好多不能……衣服不能多穿，也不能少穿.她經常要用激素藥來控制



哮喘病，而這種藥又會使孩子很興奮，所以她就很好動，頑皮，中國孩子都比較安靜，唯有她

如此頑皮，她自己都感到不被接受，無從適從，我們做父母的也是一幕惆悵。 

 

我當時在一個 IT公司工作，聽說公司裡有很多人周末都去教會；還聽說教會裡有兒童主日

學，我就把她送到教會去參加兒童主日學，沒想到她回家後很開心，並告訴我: “媽媽妳知道

嗎，神愛每一個孩子，就連頑皮的孩子祂也愛！"，神的作為真是奇妙，我的第一次福音竟然

是從我的孩子口裡聽到的，祂使用我的孩子引領我歸向祂，那是 1998 年，她只有 8歲。 

 

從那時起，我們一家就開始徘徊在神國的大門口，我和我女兒斷斷續續先去了幾年一個美國人

的教會(Boca Raton First Community Church)；後來，又去了棕櫚灘華人基督教會；再後來，我

女兒和小 Susie成了好朋友，明哲和韶華經常來帶她和小 Susie 一起來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

她又把我和我先生帶到了這個教會，我們終於在這裡有了回到家的感覺，從 2003 年起，我們

就開始每個禮拜都來教會參加崇拜以及小組查經，我先生在 2004 年的復活節受浸得救，我在

2004 年的感恩節受浸，從此以後，主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主，祂大能的膀臂時刻護庇著我

們，祂每天都引領我走在祂的道上，教導我祂的真理，管理我的心，賜我智慧、勇氣和力量，

使我不斷在他裡面成長。特別是在孩子的教育上，更是成為我的依靠.讓我能夠效仿主耶穌基

督的溫柔、忍耐、恩賜和良善，並用聖經箴言的話語來教導孩子，感謝神，我的孩子的哮喘已

得到根治，她現在健康、活潑，我們常常想，如果我們能再早點認識神該有多好。 

 

教會是我家:  

自從 2003 年我們開始來到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以後，如果我們不出門遠行，我們每周必來參

加教會的崇拜和查經，特別是我，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我有四個哥哥,二個姐姐)，在上海時

習慣於每周日都回我母親家和哥哥，姐姐們聚會，在這裡，盡管物質豐富，生活環境美麗，可

是心裡總有一種漂泊流浪的感覺，認識了神，成為教會的一員，我才感到有了歸宿，教會就是

我的家，我每周來教會就成了回家的習慣，教會的弟兄姐妹和睦相處，彼此關心，就像是自己

的哥哥姐姐一樣，牧師有系統的講道、教導、勸誨和關愛於一身，遠超過媽媽的教導。我還可

以通過自己讀經、禱告、靈修，來到神的溪水邊，用祂那永不枯乾的生命的活水來滋潤我的心

田，在這裡，我再一次體會到了神家的溫馨；體會到了主耶穌基督所說的 “人若喝我所賜的“人若喝我所賜的“人若喝我所賜的“人若喝我所賜的

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翰福音第四章十四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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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的裡面終於得到了飽足。 

 

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的生活改變了我的生命，使我真正體會到了什麼是生命的豐盛，我不再是

迷途的羔羊，而是有牧羊人把守著門的羊圈中的羊，主耶穌是我的牧者，祂使我生活在祂的愛

的懷抱中，飽享祂的恩惠和慈愛；使我的心中常常充滿喜樂和平安，雖然我們的生活中仍然會

經歷風暴，但我們不再害怕，因為我們已是神的兒女，祂定會看顧我們，保護我們。 

 

聖靈和讀經: 這是很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因為這真是很奇妙 

在我沒有受浸前，我也花了許多努力和工夫去讀經，可是總靜不下心，聖經的字裡行間充滿了

矛盾，對神的作為無法理解，我和神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對神敬畏，不如說是對神充滿了恐

懼，這使我們在神的大門外徘徊了好多年，當時有好幾個姐妹告訴我，讀經是需要聖靈的引領

的，要先受洗，讓聖靈進入到內心；有聖靈的幫助，讀經才有果效，我聽後笑笑，心裡想，那

有這麼玄的事，可是在我受洗後，這奇妙的事還真發生了，受洗後再讀聖經，和以前完全不一

樣的感覺，神的話語裡充滿了祂的慈愛和溫馨；字裡行間都是祂的智慧和公義，我喜愛神的話

語真的像鹿渴慕溪水，一拿起聖經，可以看幾個小時，真的是感謝神，將祂的聖靈賜給我，讓

我經歷了祂聖靈的大能。 

 

無盡的感謝:  

感謝父神，祂在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揀選了我，賜下祂的獨生愛子--主耶穌基督，為我的罪而

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復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的寶座的右邊，我因信祂，使我的罪和祂一起

死在十字架上，並隨著祂的復活，使我得著一個嶄新的新生命，一個永生的生命，我要特別感

謝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使我有了永生的家，我是在這個家中出生的，在過去的六年裡，教會的

弟兄姐妹們幫助我不斷地認識神，親近神，感謝我們教會的牧師和執事們的精心牧養和帶領，

使我們有個屬靈的家，在這個家中,我們的生命得以成長，在此我們要感謝教會的每一個弟兄

姐妹，你們每一個人都是這個家中不可缺少的一員，因著你們獻出的愛,使這個家變得無比的

可愛和溫馨，願神祝福你們每一個弟兄姐妹和你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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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生生命的見證 

西棕櫚灘福音堂  Amy雷若仙口述  郭宇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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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 Jupiter的 Amy雷若仙姊妹經歷了許多一般早期移民的生活:為了在異國他鄉生存，長年累

月在自家經營的餐館打拼，大事小事盡力盡為，加上獨生女兒要照顧……沒有休息、沒有停頓

的忙碌，職業性的病痛也跟著來，使她的身心俱疲、脾氣爆躁。還好有慈愛的長輩、體貼的先

生、懂事的女兒一直支撐著她。可是不管怎樣，心中的空虛感總是揮之不去。她想不明白:難

道人生就是這樣沒日沒夜地苦乾，勞碌得連喘口氣的機會都沒有嗎？這就是生活的目的嗎？正如

傳道書中所羅門所說： “我“我“我“我察察察察看我手所經看我手所經看我手所經看我手所經營營營營的一切事和我的一切事和我的一切事和我的一切事和我勞碌勞碌勞碌勞碌所所所所成成成成的的的的功功功功。。。。誰誰誰誰知都是虛知都是虛知都是虛知都是虛空空空空，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捕風捕風捕風捕風。”。”。”。” 

 

天有不測風雲:三年前的一日，當 Amy接女兒放學回家的途中，一輛高速行駛的車從後面撞過

來，母女雙雙受傷。Amy感覺渾身骨頭都散了架，經過醫生診斷，發現有五節脊骨移位，影響

全身及四肢神經，連牙床也移位，需要戴牙套糾正。經過不同中、西醫的治療，亦沒有大進

展，最後醫生提議要動手術，但這種手術的有效率亦不高。在這樣的情形下，還要背負這一身

的傷痛在餐館工作，實在感到生不如死！而女兒受傷後失眠頭痛，成績直線下降，更折磨這位

媽媽的心。但不幸的事接踵而來：Amy的母親，還有 Amy的先生又分別遭遇了車禍！ 

 

這時的 Amy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本來就覺得為打工而生存的人生沒有價值，此時更是悲觀絕

望，什麼事都鑽牛角尖，以淚洗面，覺得人生一片灰暗。 

 

感恩的是，我們慈愛的天父一直在看顧著 Amy。正如聖經所講：“父親或“父親或“父親或“父親或許會撇許會撇許會撇許會撇下他的下他的下他的下他的兒兒兒兒子，子，子，子，

母母母母親或親或親或親或許會忘記她許會忘記她許會忘記她許會忘記她所生的，所生的，所生的，所生的，但但但但神神神神卻卻卻卻不不不不忘記忘記忘記忘記我。”我。”我。”我。”借著張全（賭海回頭的浪子）和素美這對愛主

又熱心事奉的主內夫妻(女兒從小到大，幾乎都是素美姐在精心照料，直到現在還是經常粘著

素美姐妹)；還有勤讀聖經愛心助人的好姨，多年來一直在環繞守護著她不知有多少次，每逢餐

館忙不過來，只要 Amy一個求助電話，他們就放下自己的事，火速趕來幫忙。當然這些愛主的

弟兄姊妹更沒有放過機會向 Amy傳福音，來幫她人生最大的忙。三年前張全夫婦邀請 Amy參

加在 Bill黃弟兄家的棕櫚灘查經班，Amy也去了，平時也開始翻翻聖經。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始。去年，神借著弟兄姊妹送去的愛終於融化了 Amy的心； 在 Tony陳



文廣弟兄和 Shirely張美芳還有丁太組成的三福隊登門,與她分享公義的神因著愛而為我們預備

的救贖大計。絕境中的 Amy猶如在漆黑中看到天上的華彩，當場認罪悔改、接受神所賜的這份

寶貴的救恩禮物。 

 

明白了神在帶領、照顧著自己這勞苦的人，Amy的心不再彷徨，找到了人生的准確目標，精神

上也因著這美好的追求而被充實。接下來的日子，仿佛脫胎換骨，借著研讀聖經、禱告、主內

的交流、三福隊員 Bill黃和 Amy黃還有 Catherine蕭姊妹的跟進探訪，聖靈大大充滿 Amy的心，

這時 Amy的臉上，再看不到一絲的憂愁，印象中每一次看到她，就是一張歡欣的笑臉，還有不

停的笑聲，耳邊總是她在分享得救感恩的喜悅； 淚水仍然流，但此時已是喜樂感恩的淚。 

 

2010年 8月 22日，是 Amy大喜的日子，她接受浸禮，成為神的兒女。她無限感慨：“苦難中長

大的人，現在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家！”，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屬神，決心隨時候駕，接受

神的差遣。 

 

神使萬事互相效力，讓愛神的人得益處。慈愛的天父不僅醫治、安撫了 Amy的心，也醫治了她

的身體，經過一段時間的護理，她的健康狀況也大為好轉。 

 

正如品嘗過主恩甜蜜的詩人在詩篇 145篇所說：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天天稱頌天天稱頌天天稱頌天天稱頌你，也要你，也要你，也要你，也要永永永永永永永永遠遠遠遠遠遠遠遠贊美贊美贊美贊美你的你的你的你的

名！”名！”名！”名！”。現在的 Amy，每天與人分享神的恩典，日子過得喜氣洋洋。這也感染了她的家人，她

的母親因而也決志信主，而且是每次牧師呼召時，可愛的伯母都認真地一再舉手，一再確定自

己的信心。而 Amy的先生的心也在轉化，妻子的轉變讓他更愛這個家，說回家就是最大的福

氣，他也願意與 Amy一起來教會參加崇拜。 

 

因著這感恩的心，Amy對弟兄姊妹也是關懷備至：只要是去拜訪她，總是盛情招待（相信牧師

也記得吧，哈！）。有鑒於此，我這次去找她作見證就採取突襲拜訪，誰知還是被填得飽飽

的，還附帶打包，除了不好意思之外，只有感恩！在我們幾次的交談中，她的感恩的心態深深

觸動著我，也提醒我自己要時時感恩。她的感恩金句真的像泉水一樣涌流不止，隨手摘錄如

下： “認識了神，喝水都甜！”；“以前是灰暗的打工生涯，現在是喜悅的屬神生活！”；“人

生得失不重要，珍惜神的愛！”；“錢買不來開心、健康，沒有錢可以，沒有神萬萬不能！”；

“只有我們會離棄神，神永不離棄我們！”；“人活於世上，出生又入死，不論苦與甜，榮耀

歸於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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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estimony 
Rosangela Horv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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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I met Jesus, I went to the Catholic Church for almost twenty-two years. I used to be a 

person who prayed to many images (dead gods), asking for miracles, money, job, happiness, etc. 

When I was a child, my family who belonged to the Catholic Church, taught me to pray daily to those 

images and to give some offering to them, in order to have miracles! 

 My parents performed this kind of idol adoration,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learned from my 

grandparents. My parents never questioned whether this was true or not, or why one should do this. 

After twenty-two years, somebody gave me a magazine containing some Christian soccer player’s 

testimony, where they related who is Jesus, what did Jesus do in their lives. After I read that 

magazine, I found my father’s old Bible, which was very dusty because nobody used to read it.  I 

wanted to read the verses that the soccer players related in the interview. I was very much impacted 

after reading it. Look what I found: 

 

John 9:1-7 A Man Born Blind Receives Sight 

Now as Jesus passed by, He saw a man who was blind from birth. And His disciples asked Him, 

saying, “Rabbi, who sinned, this man or his parents, that he was born blind?” Jesus answered, 

“Neither this man nor his parents sinned, but that the works of God should be revealed in him. I 

must work the works of Him who sent Me while it is day; the night is coming when no one can 

work. 5 As long as I am in the world,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fter saying this, he spit on the 

ground, made some mud with the saliva, and put it on the man’s eyes. “Go,” he told him, “wash in 

the Pool of Siloam” (Siloam means “Sent”). So the man went and washed, and came home seeing.  

 

 These Bible verses were describing myself.  I was very glad to have read these bible verses,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nobody ever showed me the Bible before. After that moment, I began to 

read that Old Catholic Bible all the time that I could.  I began to discover another world that nobody 

ever introduced to me before. I felt really lost and confused, but I kept reading the Bible anyhow, and 

I found out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 water! 

 

John 4:14 

but whoever drinks the water I give them will never thirst. Indeed, the water I give them will 

become in them a spring of water welling up to eternal life.” 

 

 I decided to contact the Mission’s Office mentioned in that magazine, in Sao Paulo, Brazil. 

Two weeks later, I received an envelope with some Christian newspapers, many tracts, a list of books 

for new Christians, and a letter from Alex Dias Ribeiro, ex-race car pilot, and Director of that Mission 

named Athletes of Christ for Brazil. (www.atletasdecristo.org) 

 I continued reading the Bible, and learning many things that I wanted to know, like who 

created the mountains, rivers, and the many things we really appreciate today. 



 

Amos 4:13 

He who forms the mountains, who creates the wind, and who reveals his thoughts to mankind, who 

turns dawn to darkness, and treads on the heights of the earth— the LORD God Almighty is his 

name.  

 

 I exchanged mail with Mr. Ribeiro many times (we did not have e-mail at that time), and I 

was a first non-athlete who became a Christian with that mission’s job. With gospel by mail, I was 

growing in faith, and later on, the mission’s boss Mr. Ribeiro urged me to start the first evangelistic 

group of soccer players back in 1983, to become a member of a Christian Church and to have a 

pastoral leadership for my life. I did it, and more than 150 soccer players accepted Christ through our 

group of evangelism. In our mission, many soccer players and other athletes became famous.  They 

becam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to share the Gospel overseas, in countries where the missionaries 

and pastors could not go, but where those athletes were always welcome. Most of those athletes 

understood the only reason they became famous was to glorify Jesus Christ and to share the Gospel. 

I worked for that mission for 17 years. 

 

Isaiah 58:11 

The LORD will guide you always; he will satisfy your needs in a sun-scorched land and will 

strengthen your frame. You will be like a well-watered garden, like a spring whose waters never 

fail.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row in faith and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many other students, 

athletes, friends, etc. Later on, our Lord brought m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I met my husband. 

The Lord, who is merciful, gave me a good husband and a family to glorify His name. The doors to 

share the gospel are always open, we just need clean hands and pure hearts to obey our Lord. 

 

Isaiah 42:16-17 

I will lead the blind by ways they have not known, along unfamiliar paths I will guide them; I will 

turn the darkness into light before them and make the rough places smooth. These are the things I 

will do; I will not forsake them. But those who trust in idols, who say to images, ‘You are our gods,’ 

will be turned back in utter shame. 

 

Rosangela Horvath 

Author: © O Outro Lado da Moeda 

Book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a member of Catholic Church and belonging to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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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錦根執事給薛潔的信 

三零二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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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潔： 

 在你信主後第一個平安夜，我發一篇文章給你看，和你一起分享十字架的愛。 

 

 “除你之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之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這是倪柝聲弟兄在主

面前一個很特別的經歷。就是這個經歷叫他寫了這首詩歌。 

 倪弟兄有一位與他一同長大的女朋友，名叫張品蕙，兩人非常要好。倪弟兄信主之後，張品蕙

還沒有得救，有時甚至還在他面前譏笑他信主，這叫他相當為難。他非常愛張品蕙，想跟她結婚，但

是一個愛主的人，怎麼能娶一個藐視主耶穌的人為妻子呢？ 

 有一日倪弟兄在講道之前，打開聖經，翻到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那裡說到：“除你以外，“除你以外，“除你以外，“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誰呢？在天上我有誰呢？在天上我有誰呢？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讀了之後，他對自己說，“詩篇的作者能

夠說這話，但是我不能。”那時他就發覺，他與神中間有一層隔膜，就是張品蕙，他還放不下她，因

倪弟兄實在是非常的愛她。但是，到底是張品蕙的地位大呢，還是主的地位大呢？人在戀愛中，是很

難把所愛的人擺在一邊的。 

 倪弟兄在神面前雖然曾經表示願意放下張品蕙，但是在內心深處，卻叫他難以割捨。他就對神

說，“我不能說，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因為在地上我已經有了所愛的人。”主就回答他說，

“這就是你的攔阻。” 

 那一個主日，倪弟兄雖然講了一篇信息，卻不知道他所講的是甚麼。他要求神忍耐，給他時間

來放下她，也求神給他力量來斬斷情絲。但是神從來不同人講理由的。那時倪弟兄打算到邊荒的西藏

去傳福音，也向主題出了另外的許多事情，希望以這些事來求主不要逼他放下心中所愛的人。但是，

無論他怎樣禱告都通不過主這一關。在學校裡，他沒有心情讀書，想要好好追求聖靈的能力，又得不

著。他的心真是難過，他時常迫切禱告，以為藉著苦苦哀求，就能轉變主的心。但是主就是不放過

他，要倪弟兄學習拒絕己，放下天然的情愛，專心愛祂。 

 有一早晨他在房中禱告，要求聖靈的充滿，也要求基督愛的充滿。頓時，主的愛傾倒下來，充

滿了他，終於他肯放下戀戀不忘的張品蕙了，大聲宣告說，“放下她罷！她不是我的人了！”這樣宣

告之後，倪弟兄就能大聲宣告詩篇七十三篇的話了。他見證，那一天，雖說還沒有到三層天，但也可

以說到了二層天了。世界變的非常小了，好像他一個人在天上與主相處。他得救的那一夜，他的罪擔

全脫落；但是要到兩年之後，他才放下心中所愛的人。在那時，他就根據詩篇七十三篇的“除了主以



外，在天上在地上都沒有所愛慕的。”這句話，寫了這一首詩歌。 

 當時燕京大學的高才生張品蕙小姐（Ms. Charity P.H. Zhang，生物學學士、文學碩士、英文修

養很高、被選為校花）和倪柝聲倆人從小就青梅竹馬，雙方家長也都默認他們兩人長大後成為婚配。

而長大後，倪柝聲信主耶穌得聖靈重生，成為一個絕對跟隨耶穌基督的傳道人。因為張小姐不信主，

倪柝聲在耶穌基督與她之間堅定地選擇了前者。當他寫這封信給張小姐的時候，聖靈就象春雨一樣充

滿他、澆灌他，倪弟兄因此作了一首著名的詩歌：《主愛長闊高深》（聖徒詩歌第 319首，流傳至

今） 

 而 10年後，當張品蕙小姐成為基督徒時，卻執意嫁給他（他們在 1934年 10月 19日結婚於浙

江省杭州市）。他為神捨棄，而神卻幽默地為他成全。這就如舊約記載的亞伯拉罕之信心和行為一

樣，蒙受神的大祝福！神眷顧人的慈愛作為是何等的長闊高深！他們婚後出入雙雙，夫妻恩愛。而後

倪柝聲入獄那麼多年，她因為丈夫的緣故，也同樣受盡了當權者和紅衛兵的各種非人折磨、批鬥和侮

辱。然而，她卻願意為他廝守一輩子，直到 1971年 11月 7日，在遭受嚴重迫害下而離世。稍微懂得

從歷史角度看問題的人，都不難發現，在當時那種极其黑暗的社會環境裡，為了脫離背上一輩子反革

命罪的黑鍋，多少婦人毫不留情地與監獄中的丈夫離婚，甚至許多兒女都與監獄中的父親脫離關係，

大家就更心知肚明了。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 

倪柝聲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讓我事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記，讓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傾酒，不知飲酒； 只想擘餅，不想留餅。  

倒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捨棄安寧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淒涼，寧可孤苦，寧可無告，寧可被負。 

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願意受虧損來度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你活在這裡時，你也是如此過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損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適。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遠，這條道路一去就不再還原；  

所以讓我學習你那樣完全，時常被人辜負心不生怨。 

求你在這慘淡時期之內，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你是我的安慰，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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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潔給許錦根執事的信 

三零二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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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弟兄： 

  

謝謝你與我分享這篇文章，你與 Liz 和 Jonathan 的通信，我也讀了，很感動。事實上，我已經

經歷過神對我的一次試煉，那可以說是對我的第一次試煉，但我經受住了，結果神的祝福就大

大傾倒下來了。這個見證，你可能都沒有聽我仔細說過。最近，常聽到你提起教會中有姐妹遇

到工作上的難處，我覺得有負擔，所以決定把這個見證寫成文字。如果你認為以下的文字可以

幫到某些姐妹，請轉發給她們，彼此激勵。 

  

我在美國最初的那三個禱告中的第二個，就是把我的事業交托給上帝，請他為我安排一份最適

合我的工作。出國前，我已經在上海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工作了整整七年，天天談判、辯論、決

策、加班的日子儼然把我塑造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女強人。我越來越發現這並不是我想要的生

活，女強人也不是我想要的頭銜，可是，我放不下，因為這份相當體面的工作帶給我很豐盛的

財富。今年年初，在美國讀書期間，我可以有機會安靜下來，思考我的長期職業規劃。在法律

界，一般來說，等我拿到美國的碩士文憑後我可以有兩條路選擇： 一是去一個美國律所打拼，

起薪就不低於 10萬美金； 二是去一個跨國公司，作公司法務，可以過朝九晚五的生活，但工

資要低很多。坦白說，我害怕選擇第一條路後將過的非人的生活，但我也貪婪那份高收入。於

是我就禱告，讓上帝替我作抉擇。 

  

結果是，在美國的一年裡，沒有一家律所找到我（經融危機影響了整個法律界的業務，許多律

所都在裁員，更不要說招人了），只有一個跨國公司，是全世界屬一屬二的大公司找到我，我

們就稱它為 G公司好了。G公司前前後後給了我 6次面試，美國法務總監、亞太法務總監、中

國法務總監、中國 CEO、business leader、HR等等，每次面試都步步通順，最終在看了四五百

份簡歷後，他們把 offer給了我，而且相當不錯。經濟不好的情形下，我美國一畢業，就馬上

找到了工作，等於是無縫連接，我心裡知道，整個過程，是神親自在做工。不出於祂的，祂會

攔阻；出於祂的，便讓我步步通順。 

  

但是，我的直屬老板，在給我最後一輪面試後，告訴我，如果我要拿這個 offer，有一個前提



條件，就是必須常駐北京工作至少 1 年。我當場錯愕。在之前我跟 G公司的接觸中，我明確

表態我回中國後只去上海工作，怎麼到了最後一刻，會有這樣的變卦？ 而且這麼一個知名的跨

國公司，怎麼能出爾反爾呢？ 我的老板看出了我的不情願，做了一些讓步，說：“那就先半年

吧，你考慮一下，明天下班前給我回覆，如果你放棄，後面還有別的候選人等著呢！”我當時

非常郁悶，心想這個老板（是女強人）太強勢了，前面幾個月拖著我面試從來沒有跟我講過要

把我外派北京，最後來這麼一招，卻只給我一天的時間做決定，有點過分。 

  

第二天，我就把自己一個人關在房間裡，不住地禱告。對我來說，最難以接受的是，我明知這

份工作是上帝為我安排的，為何到最後的時候，好似又攔阻了。因為上帝明明已經為我安排好

了在上海的教會（生命泉），而我也終於可以安頓下來，不用再拖著我的皮箱又一次背井離

鄉，離開親人好友，可是為什麼突然之間又要我去北京呢？ 這件事情，要是放在以前的我身

上，我肯定拼命打電話找人商量了。可是這一次，我就一個人關在房間裡，只是禱告，問我的

主，究竟祂是什麼安排。我發現，我禱告後的感覺是，如果只是為了拿下這份工作而去北京，

我的心裡是沒有平安的。中午的時候，公司的 HR跟我通了一個電話，問我考慮的怎樣，我告

訴她我可能很難接受； 結果她去跟我老板商量了，商量後的結果是，那就三個月吧，如果再不

願意，公司就把 offer給別人了。整個下午，我不住地禱告，可是我發現如果我去北京哪怕是

短短的三個月，我心裡依然沒有平安，好像只是為了取悅我的老板，為了將來在公司有更好的

發展，而這一切都已經不再是我想追求的了。臨近下午 5點的時候，我知道我心裡已經有了答

案，我跟主說：“祢是我的主，祢最了解我內心深處的渴求，祢愛我為我去死，還有什麼不願

意賜給我； 即使我現在放棄這份那麼好的工作，但是，只要祢在我身邊，我就不怕，因為祢一

定會為我打點安排一切，並把最好的賜給我，哪怕我還要再等上 2個月、3個月才能再找到一

份適合我的工作，但祢一定不會丟下我。”於是，我決定放棄 G公司的 offer，我做了這個決

定之後，我內心出奇的平安。 

  

結果，神用很幽默的方式給了我答案，我的女上司她讓步了，只要求我有事的話出差去北京就

夠了，不需要常駐了，公司還是聘用了我。阿門！這個結局真的不是我能料想的，她是個大公

司的法務總監，怎麼可能和我討價還價啊，而且她一開始就亮明態度，後面還有很多人等著要

這個 offer呢。更神奇的是，那個負責招聘我的 HR 是一個已經有 5 年靈命的姐妹，她告訴我

說：“薛潔，其實，這一次的事情，是你經歷了一次試煉。”我當時的靈命很弱，根本不明白

在煉我什麼，就問她：“那上帝到底在煉我什麼呢？”她回答說：“煉你的信心。”我恍然大

悟。突然，許叔叔的一句話，就在我耳邊回想：““““什什什什麼麼麼麼叫信叫信叫信叫信心？心？心？心？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把把把把你你你你最放最放最放最放不下的不下的不下的不下的東東東東西都要西都要西都要西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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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托給主交托給主交托給主交托給主的時候，就是的時候，就是的時候，就是的時候，就是信信信信心。”心。”心。”心。”原來原來原來原來，我是經，我是經，我是經，我是經受住受住受住受住了了了了主主主主對我的一對我的一對我的一對我的一次信次信次信次信心的心的心的心的試煉試煉試煉試煉，，，，而試煉而試煉而試煉而試煉以以以以後後後後，，，，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祝福祝福祝福祝福就大大就大大就大大就大大地傾倒地傾倒地傾倒地傾倒下下下下來來來來了。了。了。了。 

  

現在，我已經工作超過 3個月了，真正發現這份工作很適合我，朝九晚五，沒有太大的壓力，

使得我有更多的時間來親近神，來培育自己的靈命，並開始服事教會。更神奇的是，我同部門

的一個同事，居然就是我以前的翻版，我們有太多相似的過去和罪，而我對她有負擔，就開始

向她傳福音，而她見著我被改變以後的生命，就對我說：“J，現在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前幾次

要辭職都走不掉，原來是在等你來，你就是上帝帶給我的天使啊，上帝在找我了，是祂借著你

的嘴在向我傳達祂的愛呢！”現在，這個同事已經決志歸主了。感謝贊美主！這就叫作“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這一次活生生的經歷，讓我深深地明白：試煉以後的祝福更大！愛主從不落空！凡讓祂作決定

的人，神會將最好的賜給他。阿們！ 

  

以馬內利！ 

主內 薛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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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 

柯李麗歡 

 感恩節不應是已定的日子，應是每日都是感恩節。 

 我女兒往 Pensacola 讀大學第一年時，對我們說她想做獸醫，我和先生 John都很高興，因我們想

這也是不錯的職業，大學畢業後再讀獸醫，只不過是 27/28 歲，我們還可能幫她開一間醫院，安定了

才結婚，生 BB多美好。 

 大學讀了兩年，她說要跟她的男同學結婚。“那麼大學怎辦？”，「沒問題，大學可以繼續

讀，很多人都是這樣.」，“最好不要有 BB，因有了，你們的生活就會大不同了”，「OK…」，“祈

禱吧…”。 

 還有三個月就大學畢業，她跟我們說:「我有了 BB …」，“啊？妳還說不會這麼早生？那麼怎

讀獸醫？”，「暫時不讀了，畢業後先生了 BB再算吧.」，“祈禱吧，也許 BB是個女的，因較易帶，

又較趣至，還可幫她辦靚…” 



 有了五個月，我和 John一同陪她照超音波，知道結果後都很失望，因不是個女的，是個男的，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所有這年來發生的都不是我們所計劃的，要生男或女又怎能控制呢？ 唯有祈禱，

希望是個健康的嬰兒就夠了。 

 BB出生了，是個健康、漂亮、又易帶的男嬰，真感謝神，此時女兒說:「Pensacola遠，開車要

十個鐘頭，不如我們搬回 Ft. Lauderdale住，離你們近一點，又可以幫我們看 BB？」,“也好，但你們

做的工怎辦？”，「我們己辭了工…」，“噢，你們不知美國的經濟似正走下坡，可能有一大經濟衰

退快要來嗎？你們可能不容易在 Ft，Lauderdale再找到工作…”，「沒問題，我們的工應很容易，況且

我們還年青…」，“祈禱吧…”。 

 於是他們搬回 Ft. Lauderdale居住，離我們很近，照應他們很方便，但過了一年多，他們兩人都

未能找到一份正職，只看到越來越多人失業，他們心也慌張起來，有時找到散工，已很高興，我們就

幫他們帶 BB，但有時我們帶孩子的方法，他們又不很接受，我心裡滿不是味道，兒女有困難，我們做

父母的，可幫則幫，但他們其實並沒有聽取我們的勸告，只照自己的意思，才會弄到現在的境況，幫

他們還換來怨言，所以我開始覺得氣憤，又痛心，又失望。 

 就在此時，好像有聖靈跟我說話:“你家裡有一或二人沒有順從你的主意，做了令你不喜悅的

事，你就覺得失望，痛心，可知天父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成千上萬祂的子民，祂的兒女，沒

有照祂的旨意，做了令祂不喜悅的事，令祂失望又痛心，給了恩典，他們不察覺，不領情還有怨言，

祂的痛心比你的大千萬倍，但天父並沒有照你們的錯過報應你們，反之饒恕你們，恩典還是不斷，若

天父能饒恕你們，為何你不能饒恕你的女兒呢？” 

 我的心當時有被割了一刀的感覺，好像真是感受到天父所受的痛心的一點兒感覺，我肩上的重

擔完全消失了，只覺得很慚愧，天父一早就已準備了我，所賜的恩典實在夠用有餘，我並不察覺，還

有怨言，我不是像我女兒一樣，只顧自己的意思，傷了天父的心嗎？至此以後，我的心態改變了，失

望及痛心的心情也沒有了，跟女兒的關係也好了，但最重要是覺得跟天父的關係也親密了。 

 今年年中，我的女婿及女兒都找到好的長工，但因這工作，他們最遲在明年初就要搬回

Pensacola居住，我和 John都很感謝神在過去兩年半來，讓我們有機會有弄孫之樂，一種難以形容的喜

樂。當他滿帶笑容跑來抱你及給你面上一吻的時候，真是把一顆心都溶化了，一個我們不想這麼早就

有的孫兒，一個我們不大喜歡有的男孫，其實是一個很漂亮又聰明、又易帶、又充滿愛的男嬰，真像

天父從天上派下來的天使一樣，除了賜給我們主耶穌，這是最寶貴的禮物，真是用什麼金銀珠寶，我

也不會交換，其實好多時天父並不會照我們自以為好的祈求而給予，但祂會照祂的旨意，在祂的時間

來給予，無論當時你或會開心或失望，永遠你過後會發覺原來祂所成就，所賜的是比你自己所祈求的

更好，是最好的。 

 各位朋友，兄弟姊妹，你們可有感覺到天父在你們身上的作為？祂給你的恩典，你們可有察

覺？要知道你們的健康，日常飲食，工作，能力，全不是必然，也不是應份的，要是天父不許可，你

萬事都不能作！希望你們現在就靜心數算一下，然後再真心在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感謝天父，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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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對聯比賽得獎名單 

萬 

象 

更 

新 

主 

施 

恩  

大

地

回

春

神

賜

福  

恩澤大地 

第一名: 陳可蘭 新

春

迎

來

好

福

氣  

舊

年

送

走

壞

脾

氣  

一團和氣 

第二名: 旋麗卿 

主

恩

救

你

就

恩

主  

神

愛

使

我

始

愛

神 

長闊高深 

第三名: 李欣  回

眸

濁

世

爛

如

泥  

仰

觀

天

路

紅

似

火   

霄壤之別 

第四名: 薛翔青  主

施

救

恩

眾

未

明  

神

創

萬

物

人

不

認  

不可思議 

第五名: 張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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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以不超過兩千字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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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limit your article to 2,000 words or l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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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