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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的主題「耶穌領我」，給我

帶來無限的感恩與沒齒難忘的回憶。

少年時代，家父把我送到一家教會學

校讀書，但是嚴厲的囑咐我，絕對不

要信耶穌。他把我送到教會學校，因

為當時香港的中文學校，都是私校，

目的大都是為了賺錢。教會學校的目

的是為了教育而教育，加上傳福音。

為了聽從家父的話，我硬著心腸，每

逢有宗教聚會的時候，都坐在那裏看

書，完全不聽傳道人所講的信息。直

到有一天，有一位美國傳教士來講

道，我才第一次打開心門，聽聽他在

講什麼。因為這位傳教士是用粵語

講，打動了我的好奇心。他當日講的

信息，我一早就忘記了，但是他帶領

我們所唱的那一首聖詩，竟纏繞著我

的心坎，直到今天。歌名就是「耶穌

領我」。後來我接受了主，就把這首

聖詩的歌詞找出來，把它背下和唱

熟。歌詞如下﹕ 
 

耶穌領我耶穌領我耶穌領我耶穌領我    

一 

耶穌領我何等福氣! 

心中充滿平安歡樂。 

無論何處動靜起坐, 

有主耶穌時常領我。 

(副歌) 

耶穌領我,日日領我, 

耶穌恩主親手領我。 

我願忠誠跟主腳蹤, 

因蒙我主親手領我。 

二 

有時遭遇困苦憂傷, 

有時心中喜樂歡暢。 

風平浪靜或起狂波, 

有主耶穌時常領我。 

三 

我願緊握恩主聖手, 

甘心樂意隨主行走。 

無論何事知足快樂, 

因有耶穌時常領我。 

四 

當我走完一生路程, 

靠主恩典完全得勝。 

死亡冷河我不怕過, 

因有救主耶穌領我。 

耶穌領我耶穌領我耶穌領我耶穌領我    
劉廣華牧師劉廣華牧師劉廣華牧師劉廣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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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首歌，除了第四節，

都完全應驗在我的身上了，讓我親

自體會到，耶穌是又真又活的神，

可信可靠的主。從前當我讀詩篇第

23 篇的時候，只是在默想耶和華怎

樣引導大衛的一生； 如今當我再讀詩

篇第 23 篇的時候，我就在追思耶穌

怎樣帶領我這一輩子。當我年青的

時候，我只知道耶穌是在前面帶領

我，正如大衛的經驗一樣﹕「耶和

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

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

歇的水邊。」最後一句很清楚的說

明，耶和華走在他的前面。 

後來我長大了，靈性也進步

了，就發現有時主耶穌會在我的後

面帶領我。多年前當我和師母在聖

地旅遊的時候，親自跑到野地，看

看牧羊人怎樣牧羊。真的，有時牧

羊人走在羊群的後面，用一條長竿

子不停輕輕的打在羊群的背上，口

裏又不停的發出羊群明白的聲音，

帶領他們當走的路。以賽亞先知是

一個博學廣聞的人，他也曾經使用

這個凡是遊牧民族都懂的例子來提

醒神的子民﹕「你或向左，或向

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

正路，要行在其間。」（以賽亞書

30:2） 

牧羊人不但用一隻手拿著一枝

竿，也用他另外一隻手拿著一根

杖。那根杖有什麼用處呢？  原來在

野地經常會有猛獸和壞人來偷羊，

牧羊人看見，就使用他的杖來擊打

他們，把他們趕走。有時候，有些

羊不聽話，貪戀別處的野草，想獨

自離群溜走，牧羊人看見，就使用

他的杖來教訓他們。間中或有一隻

頑固反叛，死也不聽話，牧羊人就

會使用他的杖，輕輕的把牠打傷，

好讓牠學習合群和順服。牠既然受

傷了，行走就不大方便。牧羊人就

經常照顧牠，安慰牠，和鼓勵牠，

直到牠完全康復。從此，牠就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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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跟隨著牧羊人了。正如大衛說﹕「祂

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

義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

竿，都安慰我。」 

 使徒保羅在往大馬色的路上遇見

主之前，名叫掃羅。他的性格與他的祖

宗，以色列第一個君王掃羅的性格完全

一樣，是一個悖逆之子。他曾經從大祭

司那裏拿到文書，即是逮捕令，要進入

大馬色城，把城裏面的信徒一網打盡。

正當他洋洋自得，不可一世，拿著文

書，帶著手下，浩浩蕩蕩走向大馬色城

的時候，忽然從天上有大榮光照著他，

主耶穌親自向他顯現，對他說﹕「掃

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掃羅

的肉眼隨即瞎了，跟著他的心眼大開，

看見自己的罪孽。所以後來他對他的屬

靈兒子提摩太說﹕「基督耶穌降世，為

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

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

摩太前書 1:15）掃羅信主之後，雖然

心眼明亮了，肉眼卻從此有毛病。我相

信他必定曾經多次向主禱告，求主醫

治，但是主沒有應允他。主只是安慰

他，用祂的恩典來支持他。最後保羅

明白了，所以他對哥林多教會的弟兄

姊妹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

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

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哥林多後書 1:4） 

 耶穌領我，有時不在我的前

面，也不在我的後面，而是在我的身

旁。這是最親密的帶領，最甜蜜的享

受。這就是聖經所說的與神同行。與

神同行的結果，先賢以諾被神接去

（創世記 5:24），沒有經過肉體的死

亡。這是何等大的福氣啊！後來挪亞

又與神同行（創世記 6:9），神就大

大的使用他，建造方舟，傳福音給那

世代的人。可惜那世代的人沉迷於吃

喝快樂，就像我們這個世代的人一

樣，不肯接受神的救恩。結果只有挪

亞一家得救。今天，追求耶穌帶領的

人很多，肯與神同行的人卻太少。為

什麼呢？ 因為世末人心污穢，放縱情

慾，愛宴樂不愛神。這是舊約時代結

束的重演。請看阿摩司先知怎樣警告

他們﹕「我傾覆你們中間的城邑，如

同我從前傾覆所多瑪蛾摩拉一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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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好像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你們仍不歸向我。這是耶和華說的。以

色列阿，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阿，我既這樣行，你當預備迎見你的

神。」（阿摩司書 4:11-12） 

 大衛年老的時候說﹕「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

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

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這就是與神同行的大結局。當神在大衛敵

人面前為他擺設筵席的時候，神肯定會坐在大衛旁邊，幫助他得到最後和

最大的勝利。神用油膏大衛的頭，不只是說明神讓大衛作了王，使他得

福，而且說明神與大衛已經成為知己好友，形影不離。所以大衛的願望是

永遠住在神的殿中，朝夕與神相對。這是靈命的最高峰。 

 最後讓我作一個小見證。師母先返天家，轉瞬七年。我們常聽人

說，快樂的時候，過一年好像過一天； 但是憂傷的時候，過一天好像過一

年。如果沒有主耶穌經常與我同坐同行，過這七年就好像過了 25 個世紀。

每當我生病的時候，就特別覺得與主同坐同行的實在。2009 年，當我 75

歲的時候，經常頭暈，尤其是半夜起床上洗手間的時候，有時覺得天旋地

轉，加上兩腳冰冷，真是寸步難行。我對主說﹕「主啊，現在您僕人最需

要的，就是一隻滿有愛心的手，把您僕人拉起來。然而，您的僕人也已經

準備好了，您可以隨時接您的僕人回家。這是好得無比。」忽然，我覺得

主坐在我的床前，用手把我扶起，慢慢的領我走到洗手間。耶穌基督是創

始成終的主（希伯來書 12:2），我知道祂必定會與我同行，走完今世的路

程，最後用祂的恩手領我渡過死亡的冷河，應驗「耶穌領我」第四節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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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leads his church as a shepherd leads his 

sheep. The Bible continually presents us with a 

picture of Christ being the Great Shepherd of his 

people. Just think of Psalm 23 which says,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v.1). 

Jesus says in John 10:11 “I am the good shep-

herd. The good shepherd lays down his life for 

the sheep.” 

 

How does Christ lead us like a shepherd, per-

forming such functions as guiding, protecting, 

comforting, and correcting？  He shepherds us 

through the Word of God (the Bible). When we 

first gave our lives to Christ in repentance and 

faith, it was God calling to us through the 

preached Word (i.e.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 enabling us to cry out to 

God in repentance and faith. God, the Good 

Shepherd, calls to his sheep to save them, and 

his sheep follow his voice. In fact, John 10:27-

28 says “My sheep hear my voice, and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I give them eternal 

life, and they will never perish, and no one will 

snatch them out of my hand.” God calls his 

sheep to salvation through the preached Word, 

and they follow his call.  

 

Upon becoming a Christian, we must do every-

thing we can to dig deeply into our Bibles in 

order to learn about and love this great and awe-

some Shepherd. The Bible tells us who God is 

and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life, and God will 

lead us through life through the power of his 

Word. Psalm 119:105 says “Your word is a 

lamp to my feet and a light to my path.” God 

provides guidance, protection, comfort, correc-

tion, etc, through his Word. Therefore, love 

God’s Word and get to know it well! 

 

Because we belong to God, we have the in-

dwelling presence of the Holy Spirit enabling us 

to understand and love God more. The Holy 

Spirit provides a leadership role as he works in 

us to make us more like Christ. Philippians 2:12

-13 tells Christians to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for 

his good pleasure.” God leads us through His 

Word as the Spirit works in us to make us more 

like Christ. 

 

God can also lead us by the means of counsel 

from godly Christians. We all need to seek out 

godly mentors and friends. Mentors can be 

“shepherds” for us. Just like Christ, they encour-

age, advise, and rebuke, all to the benefit of our 

growth in Christ. All counsel must be subjected 

to the Word of God, for it is God who must de-

fine what is good or bad counsel. 

 

God also leads us through prayer. When we pray 

in God’s will, God answers and we can observe 

his leading hand through answered prayer 

(Matthew 21:22; Luke 11:9-13; John 16:23-24; 

1 John 5:14-15). The church needs to be daily 

on their knees, asking God to lead them into the 

future. Pray for our church to continually look 

more like the perfect bride of Christ. 

 

Jesus leads his sheep. Our responsibility as 

Christians is to stay close to his voice by feast-

ing continually on his Word, praying, and listen-

ing to godly counsel. Christ will lead us through 

lush meadows and dark valleys with the purpose 

to conform us to the image of Christ. 

 Jesus, the Good Shepherd 
 

Pastor Scott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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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rning and Happy Mother's Day to all our wonderful mommies. Today is the day we 
recognize and honor our mothers for all the unconditional love and care they've given us and 
what we girls hope to become. (Now don’t worry Fathers, your day is coming soon!)  
 
Although today is a designated day for us kids to show how much we appreciate, love and 
thank you, I hope today is not the only day we serve and honor you.  
 
This past semester in JCYF, we have been learning about stewardship and how God has 
called us to use money and time wisely for God’s glory and being content in whatever situa-
tion or place He has put us in. We are all very blessed to be living in one of the wealthi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e discussions we have help remind us of all the places where 
God could’ve placed us such as Africa or India but instead he has provided all of us with not 
only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like our wonderful parents, food, shelter and clothes, but also all 
the luxuries such as our laptops, games, the instruments we play and though I hate to it ad-
mit it, school!  
 
JCYF has recently been splitting into girls and boys small groups to discuss things that are on 
our heart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s experiences. Due to the small groups, we're able to 
talk intimately, help encourage,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I ask that as our parents you may continue to encourage us in our walk with Jesus that we 
may see Him in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good or bad, work or play, Jesus is whom we live 
for. That we won't simply walk with Jesus on just Fridays or Sundays, but that we will be 
overwhelmed by God's love every moment, giving up every part of our lives up for God's glo-
ry.  
 
I pray that God may put a burden on all of our hearts to not only love each other as a family 
but be able to share how God moves through our lives everyday so we may be united not 
only at the dinner table, but as one family 
under Christ.  
 
"And let us consider how we may spur one 
another on toward love and good deeds. Not 
giving up meeting together, as some are in 
habit of doing, but encouraging one another 
and all the more as you see the Day ap-
proaching." Hebrews 10:24-15  
 

John Christian Youth Fellowship 
 

Cassandra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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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歷史中南北國分裂後，北國

被亞述所滅，南國猶大被巴比倫所滅，尼

布甲尼撒王帶走聖殿所有的財寶然後一把

火燒了聖殿，甚至將整個耶路撒冷城毀

了，全地荒涼七十年，直到波斯國興起。

以斯拉記第一章記載神激動波斯王古列，

不僅讓被擄的猶太人歸回，還讓猶太人重

建聖殿，不僅如此，以斯拉記 1:2這麼記

載“波斯王古列這樣說：‘耶和華天上的

神已經把地上萬國賜給我。他指派我在猶

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於是他從

庫房搜出以前巴比倫王從耶路撒冷聖殿中

拿來的器皿交給猶太人，差他們回耶路撒

冷蓋聖殿，於是超過五萬人浩浩蕩蕩回到

耶路撒冷，重建祭壇也立了聖殿的根基，

當中有一些年老的曾經在七十年前看過原

來的聖殿，經過七十年的被擄生活辛苦等

待，當他們看到聖殿根基再次奠立有人高

興的放聲痛哭，也有人大聲歡呼；詩篇

第 126篇記載著當時的人有多高興:“耶和

華使被擄的人歸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

在作夢的人。那時，我們滿口喜笑，滿舌

歡呼；那時列國中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

行了大事。” 耶和華為我們行了大事，

我們就歡喜。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被擄

的人歸回，像南地的河水復流一樣。那些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著種子流

著淚出去撒種的，必帶著禾捆歡呼快樂地

回來。”””” 

當地住了一些外邦人，這些人是當

年巴比倫王將猶太人擄走的同時從別地方

將異族人遷到巴勒斯坦來住，這些人看到

猶太人建殿就說”我們在這住那麼久也算

是主人，算我們一分讓我們幫你們一起蓋

吧”，猶太人不肯，對猶太人而言建神的

殿這麼聖潔的事怎麼可以經手這些汙穢的

外邦人？ 這些外邦人想”你們不讓我有

份那你也別幹了”，這時波斯王剛好換

人，因此這些人上告波斯王說這些猶太人

是反革命份子，當時波斯王亞達薛西王就

下令猶太人停工，而這一停就是十六年。 

 大家想想，這五萬多人浩浩蕩蕩回

到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現在不准建，那怎

麼辦？ 日子還要過是吧？ 於是耕種的耕

種，建造的建造，十六年過去大家都安定

下來了，家園也都建立了，房子一間間蓋

起來，聖殿呢？ 再說吧！這就是哈該書

的背景。 

哈該書第一章第一節讓我們看到新

的波斯王大利烏王興起，經文 1-4節說 

““““大利烏王第二年六月一日，耶和華的話

藉著哈該先知臨到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

長所羅巴伯，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

亞，說：“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這民

說，重建耶和華殿宇的時候還沒有

到。’”於是，耶和華的話臨到哈該先知

建造有時，就是現在!  

哈該書第一章 

鄭敏舜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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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這殿宇仍然荒廢，豈是你們住在有

天花板的房屋的時候嗎？ ”所羅巴伯是省

長是政治領袖，約書亞是大祭司是宗教領

袖，先知哈該對這兩位領袖說”你們自己

蓋舒服的房子住卻任憑耶和華的殿荒廢，

這樣是對的嗎？ 耶和華的殿只有地基但

你們的家卻有天花板？ 還一直藉口重建

殿宇的時候還沒有到！” 

神又藉著先知繼續說(5-11節)“現

在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你們要反省自

己的行為。 你們撒的種多，收割的卻少；

你們吃，卻吃不飽；你們喝，卻喝不足；你

們穿衣服，卻穿不暖；得工錢的，卻把工

錢放在破袋裡。”萬軍之耶和華這樣說：

“你們要反省自己的行為。你們要上山取

木材，建造殿宇；我必因此喜悅，並且得

榮耀。”耶和華說：“你們期望豐收，反

倒歉收；你們收到家裡的，我就吹去。”

為甚麼呢？ 萬軍之耶和華說：“因為我的

殿宇荒廢，你們各人卻為自己的房屋奔

馳。所以，因你們的緣故，天就不降甘

露，地也不出土產。我叫乾旱臨到大地、

群山、五穀、新酒、新油、地上的出產、

人畜和人手勞碌得來的一切。” 這裡耶

和華對他們說：“ 你們幹活事倍功半，

努力卻沒有好收成，甚至天災臨到，這些

都是我讓你們經歷的，你們要反省自己的

行為，因為你們為自己的房屋奔馳卻讓我

的殿荒廢”，讀到這裡不知道有沒有人要

替這些猶太人打抱不平的？ 有人可能會

說”又不是這些猶太人願意停工，他們也

是形勢所逼不得已，怎麼可以怪他們”，

或是有人可能說 “耶和華神啊，這些人當

年回應你的呼召，辛辛苦苦從被擄之地回

到耶路撒冷，還立了聖殿的根基，已經做

了不少事了，你看在他們過去所做的應該

要祝福他們吧，怎麼反而這樣對待他們

呢？ ”從人性的角度這樣想很正常，但

是我們的神卻不是這樣看的。 

因此從這段經文我們可以來做一些

思考：聖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更

重要一層意義是神同在的地方，以色列人

看重自己所居住的房子而忽略敬拜神與神

同在的地方，也是看重人的殿而輕忽神的

殿，當人看重自己高過於神，也就是不把

神當神，神當然不喜悅！今天我們不再有

聖殿建築物，更不需要去建造，這個信息

對我們今日的基督徒有甚麼意義呢？   

聖殿是神同在的地方，在新約裡被

賦予了三個新的意義： 

第一、是耶穌自稱自己的身體，在

約翰福音第二章記載耶穌潔淨聖殿，當時 

“猶太人就問他：“你可以顯甚麼神蹟給

我們看，證明你有權作這些事呢？ ”耶穌

回答：“你們拆毀這殿，我三天之內要把

它建造起來。” 猶太人說：“這殿建了四

十六年，你三天之內就能把它建造起來

嗎？ ” 但耶穌所說的殿，就是他的身

體。”耶穌身體不是我們可以建造的，所

以我們重點不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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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聖殿在新約中也被指為教

會，保羅在以弗所書提到基督藉著十字架

使外邦人歸入神的應許之中，弗 2:19-22

他這麼說 “這樣看來，你們不再是外人

和客旅，而是與聖徒一同作國民，是神家

裡的人了，並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上，基督耶穌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築

都靠著他連接配合，漸漸增長成為在主裡

面的聖所(聖所在和合本翻譯成聖殿)。你

們在他裡面也一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

靈居住的所在。”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3:16

說也說 “難道不知道你們是神的殿，神

的靈住在你們裡面嗎？ ” 

因此教會就是聖殿，是神藉著聖靈

居住的地方，所以我們跟先知哈該時代的

猶太人一樣，今天我們同樣面對兩個殿--

『人的殿與神的殿』，我們在建造哪一

個？ 我們經常花很多的時間在我們的工

作，投入專業或事業，在建造我們的家

庭，這些都沒甚麼問題，也的確是神交託

給我們的責任，就好像當年的猶太人努力

生產建造房子保護家園，沒甚麼不對的，

但是神怎麼對他們說？  “你們要反省自

己的行為”，因為當我們只注重這些而把

神擺在一旁，神說 “你們撒的種多，收

割的卻少”。我們做甚麼都事倍功半，效

率不好只好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生活

越來越忙，把神擺得越來越遠。這段經文

好像告訴我們”有沒有搞錯！”這是將生

活本末倒置的結果。 

Chick-fil-A創辦人 Truett Cathy是美南

浸信會會友，他 1946年開始第一家店時

就決定禮拜天不營業，要將禮拜天分別出

來敬拜神，他說他這麼做的原因是“Our 

decision to close on Sundays was our way of hon-

oring God and directing our attention to things 

more important than our business.” (我們決定

禮拜天關店是表示我們對神的尊重以及將

我們的注意力轉向比生意更重要的事

上)，Truett不僅禮拜天不做生意而且因為

他對青少年男孩的負擔，專門教十三歲男

孩兒童主日學，並且五十多年如一日。有

經濟學家估計他的連鎖店禮拜天不開門一

年損失淨收入至少五百萬美元，但他選擇

將目光以及精力放在神及祂的殿，神在地

上的事上也一直祝福他。或許有人或說

Truett有錢可以不管那幾百萬，我們一天

不工作就是少了七分之一的收入，那怎麼

成？  跟弟兄姊妹分享另一個見證。 

我們以前在 Boston教會有一對從台

灣移民到美國的夫婦，兩人都是信主很久

的基督徒也是詩班重要成員，他們到美國

試過不同工作但都不甚順利，後來決定開

一家小外賣店，店開始經營不容易一周七

天都要開門，禮拜天就請廚師先開門，兩

夫婦其中一人主日一聚會完就趕緊趕去餐

廳照顧生意，當時詩班是禮拜天下午練

習，沒練習下周就不能事奉，因此兩夫婦

就只能有其中一人在詩班繼續事奉，有時

甚至兩個人都不能事奉，一段時間之後他

們就感覺愈來愈不對，到一個地步覺得沒

有平安，因此下定決心禮拜天中午不開

門，專心敬拜和事奉，一兩個月後計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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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完全沒有減少，因此兩夫婦信心增大

乾脆禮拜天完全不開門，兩個人都可以專

心敬拜專心事奉，幾個月後再計算收支結

果發現工作六天的收入和工作七天沒有差

別。因此當我們將目光放對將重心放在神

和神的殿而不是放在我們自己所經營的事

務上，就像這段經文所說神就 “必因此喜

悅，並且得榮耀”，而神的祝福也必臨

到。   

教會是神的殿，不是一個教堂建

築，而是聖徒彼此連結，一同建造一同成

長，漸漸增長成為在主裡面的聖所，親愛

的弟兄姊妹，請你想想周圍的弟兄姊妹，

然後問自己一個問題: “我有沒有幫助建

造這些我的弟兄我的姊妹？ 我有沒有使

我們的教會更有基督的樣式？ ”如果沒

有，神的話就是對你說“這殿宇仍然荒

廢，豈是你們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的時候

嗎？ ”有弟兄姊妹會說 “我又沒有教導

的恩賜，聖經也不熟，我是需要被建造

的，建造教會就留給牧師傳道人跟執事們

去做吧”，讓我告訴你-- “錯!”，教會

的建造不只在教導，更在生命中彼此影

響，彼此見證；不管你在那一個角色服

事，都對其他人有建造的果效。讓我舉幾

個例子，大家應該覺得在台上領詩帶領敬

拜可以建造教會吧？ 那在廚房煮飯呢？ 

是不是好像只能建造肚腹？ 我們教會決

定要供應團契午餐不是為大家方便，最主

要的目的是讓弟兄姊妹在崇拜後可以留下

來，有多一些彼此交通彼此建造的時間，

因此飯食組同工間接提供建造教會的機

會，大家同意嗎？ 這是很重要的服事！

我們飯食組分成五組，其中一組是由國語

的弟兄姐妹負責，我們缺少專業大廚也常

人手不足，有好幾次缺人手所以久仁弟兄

主日早上又要領詩帶崇拜又要炒菜，就看

他一早進去炒菜，崇拜快開始出來帶詩

歌，帶完又進去繼續煮，講道快完趕緊出

來套上詩袍回來帶回應詩歌。如果這時候

有弟兄可以擔起大廚而讓久仁弟兄可以專

心在崇拜中帶領敬拜，受到建造的是全體

的會眾，是不是？ 常常聽到有弟兄姐妹

說教會的事都有人做了，好像沒什麼需

要，我不做甚麼也沒關係。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在很多地方都還需要有人服事嗎？ 

我們兒童事工永遠都在找同工，Ms. Cathy

和君華經常都在傷腦筋可以找誰幫忙帶兒

童主日學班; 算錢大家都會吧？ 但我們

教會奉獻數錢的同工已經很多年都沒換過

了，每禮拜崇拜完幾個姊妹就犧牲中餐時

間關在 Irene的辦公室清點當天奉獻，大

家可能沒有看到，但是重不重要？ 很重

要！很多教會同工需要分心在很多不同的

服事，如果有人可以擔起一些工作，同工

可以將更多心思放在其他事工上，可以使

教會更得到建造。或許有些弟兄姐妹說”

我能做的別人做的都比我好，我還是算了

吧”。只是大家有沒有想到這些目前在教

會各樣大小事上服事的弟兄姊妹也都是多

年練習出來的，沒有人一開始服事就能做

得好，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一顆願意的心

讓神使用，只要我們願意神就會加恩賜給

我們；我以我自己做例子，也許弟兄姊妹

Page 11 珊瑚泉之光 第二十九期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Issue 29 



同意神給我有領詩跟教導的恩賜，但你知

道嗎我剛信主去詩班事奉的時候，唱歌聲

音不大又常走音，而我第一次在初信小組

做教導的時候，我還記得是講禱告，我講

到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講甚麼，連我自己都

想打瞌睡，但是當我們願意讓神所用，神

的恩典和能力就會臨到。 

如果你還是覺得要在教會做甚麼事

有困難，沒關係，讓我告訴你有一些只要

你願意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事，這些事同樣

會造就弟兄姊妹跟教會。你知道你主日崇

拜提早到大堂坐下預備心對服事的同工是

一個多大的激勵嗎？ 我們經常上台開始

崇拜看到底下零零落落，弟兄姊妹姍姍來

遲，有時候心裡會很失望，但如果看到大

家都坐定預備好要敬拜我們心也跟著火

熱，我們就被建造了，這不困難吧？ 如

果你已經在帶兒童事工，你主日早到讓家

長可以將小孩交給你之後準時進來崇拜，

你不僅建造小孩，你也建造家長跟帶領崇

拜的同工，進而建造整個教會；你有沒有

想過你來參加主日學不僅你有收穫，對預

備課程的主日學老師就是一個肯定也是建

造？ 你打個電話關心弟兄姊妹或是新朋

友是建造；你來參加培靈會不僅你得建

造，因為你的參加鼓勵其他人參加就是建

造；你邀請身邊還沒信的朋友來參加佈道

會是建造教會；你固定來參加團契就可以

建造其他弟兄姐妹；你少一些對教會或是

對生活的抱怨是建造，因為你沒有讓其他

人失了信心；你臉上常帶著微笑讓大家喜

歡教會這個團體也是建造教會；你替教會

禱告更是建造教會。難不難？  不難吧？  

神對以色列人的教導是第八節這裡

說的 “你們要上山取木材，建造殿宇；我

必因此喜悅，並且得榮耀”，神喜悅的是

祂的子民把輕重緩急分清楚，以神的事為

念，讓祂得榮耀。當一個基督徒所重視的

跟世人沒有兩樣，工作好賺錢多房子大孩

子上好學校，別人從我們身上看不到神，

那我們就失去了神給我們在地上生命的意

義。我從學生時代就聽到有人說”我現在

先專心學業拿學位，以後我再好好事奉

神”；等工作後又說”現在工作還不穩，

經濟又不好，我得先努力在美國站穩腳

步”；結婚生小孩後說”現在家庭為重，

神不是也要我們好好照顧我們的家

嗎？ ”；小孩大一些的時候說”小孩活

動很多很忙，又要準備上大學，學費這麼

貴不辛苦工作不行”；等小孩好不容易上

大學離家了卻說”不行了我老了，教會這

麼多年輕人，讓他們去幹吧”，所以從來

就沒有合適的時間，有沒有好像神說的 

“這民說，重建耶和華殿宇的時候還沒有

到”？ 弟兄姐妹，你有沒有覺得你一生花

了很多力氣替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經營，經

營的很累，這段經文希望可以給你一些提

醒，是不是我們只注重建造人的殿而忽略

了神的殿？ 不要再等了，神說 “你們要

反省自己的行為”。當我們轉移目光先來

建造經營神的殿時，我們會發現我們在經

營人的殿上也會輕省許多。 

神的殿在新約還提到另一層意義是

指我們自己，聖靈保惠師住在我裡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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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人就是神的殿，保羅在哥林多前

書 6:19也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

的殿麼？ 』。很多人都很會保養身體，吃

的健康吃的營養，各種好的維他命拼命

吃，買食物要 organic有機的，聽到水質對

身體不好就拼命換家裡頭的濾水器，花時

間上健身房運動或是打球鍛鍊身體，這些

好不好？  好啊，沒什麼不好，常常有弟

兄脖子痛肩膀痛來找我，我常問的一件事

是有沒有運動啊？  沒有的話要多運動，

我的治療經常也就是運動。所以照顧自己

身體是好的，很多基督徒也會說身體是神

的殿呀，身體顧好才可以讓神用呀！沒

錯，但只有一半，而且是比較不重要的那

一半。聖靈會不會因為我們多喝白開水少

喝咖啡就比較喜歡在我們裡面？ 聖靈會

不會因為像 Kevin比較強壯就比較喜歡在

他裡面？ Linus牧師比較瘦小一點就不喜

歡？ 不會！我們花很多精力建造肉體的

身體就像建造人的殿，那神的殿呢？ 我

們每個人決志信主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我

們內在聖殿的根基就因耶穌基督而建立，

再來我們在上面建造甚麼？ 我們這個有

聖靈內住的生命是用甚麼建造？ 是原本

有罪生命帶來這個世界的爭競，汙穢，忌

妒紛爭？ 還是神的話神的真理將我們心

意更新所帶出來的新生命？ 記得到我們

見主面的時候，我們一切的工作是要像被

火燒一樣，我們所建造的是金銀寶石所造

的殿，還是草木禾秸被火一燒就沒了的生

命？ 我們的生命是不是完全讓神來掌

管？ 戴德生(Hudson Taylor)牧師的一句名

言” Christ is either Lord of all, or is not Lord at 

all!” “基督要嘛就是一切的主，否則祂就根

本不是主”，我們若稱耶穌基督為主，祂

就是一切，我們在建造我們神的殿上當然

就要下功夫，讓神喜悅，也讓神得榮耀。

我聽過基督徒說過，我自己以前好像也這

麼說過”哎呀，我是沒太好，可是跟一些

人比起來還不錯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了”；神學家巴刻在『認識神』這本書中

說到基督徒其實只有兩種選擇：『Be a 

Saint or a Brute？ 』『當一個聖人或是畜

生？ 』，這話很重但沒有錯，其實沒有

所謂半調子的基督徒，若不是完全跟隨基

督就根本不是基督的門徒。你要當哪一

個？  

 哈該書中告訴我們神的話臨到百

姓，百姓都存敬畏的心領受，神就告訴他

們 “我與你們同在”，”於是耶和華激

發了撒拉鐵的兒子、猶大省長所羅巴伯的

心，和約撒答的兒子大祭司約書亞的心，

以及所有餘剩子民的心，他們就來興工建

造萬軍之耶和華他們神的殿宇。”這是神

永遠不變的應許，當我們願意聽神的話建

造神的殿，不管是個人或是神的教會，神

會與我們同在，當中會有挑戰，會有困

難，會灰心甚至沮喪，但是神說‘我與你

們同在’。 

建殿的時候到了沒？ 到了，而且

就是現在!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用神

的話建造你裡頭神的殿，讓神喜悅；我們

彼此建造教會，讓神得榮耀。弟兄姐妹你

願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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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龍弟兄說這一期 ＜ 珊瑚泉之光 ＞ 

主題是”耶穌領我”，我頓時和燕玉輕輕

哼起”耶穌領我”這首歌，眼前浮現出往

事的一幕幕： 

      1990年4月28日清晨，我突然感覺

身體內臟疼痛萬分，在家裡床上打滾。妻

子和老父親把我送到醫院的急診室，醫生

經過檢查給我作了”腎臟有多塊結石，隨

時會復發，並很可能引起絞痛”的結論，

給我注射了杜冷丁，但卻未見效。我當時

已患有二十一年的胃出血（已有十四次出

血，其中兩次因出血過多而休克，被醫生

搶救），以及二十五年的肝病、四十多次

復發等病史，如今再得一新病，很覺愕

然。特別是我兩天後就要離開上海和當時

很多人羡慕、自己也以為作得有滋有味的

大報記者崗位，年過四十再去美國 “闖蕩

世界”，妻子和老父親都不放心。只見父

親在我的急診觀察室床邊，一個人向神禱

告： “主啊！我兒子後天要去那麼遠的美

國，我很不放心。我把他交托在祢的手

中，求祢帶領他。如果他今天就能從床上

起來，我就讓他去；如果祢不允許他去，

我們就放棄了”等等。當時的我雖說是基

督徒，但很少禱告也根本沒有聚會，這次

父親的禱告卻字字句句深深地印在了我的

腦海裡了。一個多小時後，我奇跡般從急

診室的病床上起來，去酒店參加一些朋友

為我出國餞行。兩天後，我來到了美國。 

      到美國後我遇到了第一代新移民能

夠想像的許多困難。有好多次，我幾乎要

崩潰了，但我突然想起父親那天的禱告。

我這個人被別人說得非常複雜，但其實卻

很簡單，每一次我就是想到父親那天的禱

告，我想，如果神不讓我來美國，那天祂

就不會讓我從急診室的病床上起來；既然

祂那天讓我起來，就是祂允許我來美國，

我就相信祂會繼續帶領我。在那些艱苦的

日子裡，我一個人面對種種危機，唱得最

多的就是這首 “耶穌領我，我真喜歡”

的讚美詩。就這樣，耶穌帶領我度過了最

為艱難的歲月。 

        1996年11月21日下午，我在上海

中山醫院經過搶救，從昏迷中醒來。在這

以前，我因食物中毒，已經昏迷了十六個

小時。我的二姐到醫院來看我，給我一本

見證集，背後是一首詩歌：豈可空手回天

府？ 我頓時想起了六年前也是在這所醫院

的急診室裡父親為我的禱告，想起了這六

年我怎樣蒙受神豐盛的恩典和極大的祝

福，於是和二姐一起哼起了 “耶穌領

我，我真喜歡”這首我們全家都很愛唱的

讚美詩。我邊唱，邊流淚，二姐和我一起

回顧這幾年耶穌領我走過的日子，她說：

 耶穌領我，一生領我 

 

許錦根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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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能在恩典中墮落？ ！一句話擊中

了我當時的要害！想起了這幾年我的行

徑，完全沒有基督徒的樣子，真是被二

姐說中了，神的恩典是何等豐盛，而我

卻以為是自己能幹，只要恩典不想回

報。那時，王執事曾多次鼓勵我帶領查

經，我卻一次次藉故推托。特別是信主

那麼些年，卻竟然還沒有認認真真傳過

福音，那首 “豈可空手回天府”真是問

到了我的心裡： 如果那天我沒有被搶救

回來，去了天家，我是兩手空空啊！我

當即作了悔改認罪的禱告，並做了兩件

事情，一是在醫院的急診病房，顧不得

當時國際長途昂貴的費用，就直接給王

執事電話，表示一回去，就要承擔起國

語主日學的服侍； 二是馬上開始向周圍

的人傳福音。從那以後到今天，我先後

向幾百人傳福音，為一百多位慕道友作

決志禱告，送出了三百多本聖經。這其

中的一部分人，現在就在302聚會，有

的已成為教會的核心同工。 

        2006年6月11日，珊瑚泉華人

浸信教會主日崇拜，那天劉勝培牧師的

信息主題是： “我可以差遣誰呢？ ”我

記得那天唱的幾首詩中就有 “耶穌領

我”這一首。牧師代表教會為我作了按

手的差遣禱告，幾天後我離開了生活了

十六年的南弗州，和妻子燕玉姐妹一起

去上海開始了302福音堂的建造事奉。

這些年，神特別眷顧我們302的弟兄姐

妹，一步步帶領我們，以 “基督與教

會”的異象引領我們，聚會人數從最初

的十幾位到一百多位，特別是年輕人的

增多，一批忠心獻上的年輕同工成長起

來並參與各樣的服侍。我們非常感激珊

瑚泉華人浸信教會弟兄姐妹的代禱，特

別是親愛的劉牧師，曾兩次不遠萬里來

和我們分享神的話語，2010年的九月，

他實際上已經身患重疾，但仍然連續四

個晚上為302的弟兄姐妹分享證道。那

時，正是世界上的人為之矚目的2010上

海世博會期間，我已經為他準備了參觀

券，但他竟然 “足不出戶”， “兩點

一線: 教會-酒店”，如此忠心，為許多

年輕的同工留下了全身獻上的服侍榜

樣。現在，我們許多弟兄姐妹迫切為劉

牧師禱告，有的弟兄姐妹說，一念到他

的名字，眼淚就出來了。願神紀念他自

己的忠心僕人！我們從今年四月一日耶

穌受難周開始，每天晚上都有禱告會，

參加禱告的，多者三四十位，少的也有

五六位。大家學習耶穌的教導，把神的

殿當作為萬國禱告的殿，是萬民禱告的

殿。我們相信，只要禱告的聖火不熄

滅，教會複興的路就開始了。 

      耶穌領我，我真喜歡！二十多年

來，這首讚美詩伴隨我跨過一個個艱難

險阻，也幫助我在順境中仰望神的憐

憫。我將一直唱著這首歌曲，直到見主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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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對基督起了懷疑？  

 

徐灴光 

路加福音 7:18-23“約翰的門徒把這些事

都告訴約翰。他便叫了兩個門徒來，打發他們

到主那裡去，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 還是

我們等候別人呢？ ‘那兩個人來到耶穌那裡，

說：‘施洗的約翰打發我們來問你：‘那將要來

的是你嗎？ 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正當那

時候，耶穌治好了許多有疾病的，受災患的，

被惡鬼附著的，又開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見。耶

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

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

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

給他們。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你是否對基督起了懷疑呢？ 請不要以為我問

得太唐突，因為在多少時候，我們是會對基督起

懷疑的。不要以為自己對基督的信仰很堅定，就

不會對基督起懷疑。你看：上述的經文竟然記載

基督的先鋒——施洗約翰，對基督也起了懷疑。

所以，他打發兩個門徒去問基督：“那將要來的

是你嗎？ 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請問：我們

曾否對基督同樣發出過疑問呢？ 或我們內心現在

正在問：基督能滿足我所要的一切嗎？ 還是我們

仍需尋找別的人呢？  

一位預先被選召做基督先鋒的約翰，他曾在

約旦河外向群眾替基督做過有力的見證，並且也

曾親眼看見聖靈好像鴿子那樣降臨在基督的身

上，並證明祂是神的兒子，這麼一位大先知，爲

什麽竟然懷疑起他從前所見證的基督呢？ 根據聖

經的記載，這懷疑的發生，是由於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由於自己所遭遇的環境惡

劣：當時約翰被囚在監裡，他曾在約旦河外替基

督做見證約有一年半之久，名揚猶太全地，深得

群眾的認同，以他為一位時代的先知。但在他介

紹基督是誰之後，境況開始改變了，人們目光的

焦點開始轉移到基督的身上。他境況越過越

冷清，最後，他竟然因為以神的公義譴責那

位暴君希律及大淫婦希羅底的罪行被下在監

獄裡，被囚於死海以東的馬蓋以斯王宮的地

牢內，過著長時間的幽暗、苦悶的囚犯生

涯。行動既失去了自由，自然工作也就被切

斷了。此情此景，他對一位自己所確信的基

督，就是那位要來的彌賽亞王，認為理當對

他自己的先鋒深表同情，設法營救才是呀！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耶穌聽見約翰下了

監，就退到加利利去。”（馬太福音 

4:12）在苦悶的生活中，再加上冷淡的感

情，約翰對基督的懷疑是人情所難免的，是

可以理解的。 

第二個原因，是出於對基督觀察的失

望：他越看基督越不像人們心目中之彌賽亞

王，剛才我們讀的經文：“約翰的門徒把這

些事都告訴約翰，他便叫了兩個門徒來，

打發他們到主那裡去。” 到底約翰的門徒

所說的“那些事”是什麽事呢？ 因路加福音

是按時間順序記敘事情的，我們就從路加福

音第五章開始往下查考：第五章主要記載了

耶穌召了一群漁夫，稅吏做門徒。第六章再

詳細記述了基督選了十二位凡夫俗子做使

徒，並且發表了一篇反乎常理的禍福論，以

及類乎弱者的愛仇敵論。到了第七章，也不

過是敘述基督替一個外邦羅馬軍官治好了其

僕人，在拿因城叫一個寡婦的兒子復活。這

些瑣碎事，都沒有顯出彌賽亞王者的風範，

也沒有做出半點復興民族、拯救國家的偉大

事蹟。由於基督表現的懦弱性和行動的遲緩

性，實在令約翰不能再忍耐，以至於開始對

基督產生了懷疑，我們亦可理解這也是人之

常情。 

上述約翰之兩個原因，豈不也是今天基

督徒對基督產生懷疑的最大因素嗎？ 可能你

也會對基督產生懷疑，你不用驚慌害怕，因

你這個基督徒也是人，自然會受到人肉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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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限制，但這不等於我認同懷疑基督是對的事，更沒有鼓勵大家去懷疑基督。我只是說，若你受到

那惡者的撥弄和你肉體的軟弱而產生了對基督的懷疑，你不用驚慌失措，只要你能用正確的方式去對

待，還可以逼使你早日進入真理，更深的認識基督，使危機變成轉機，這叫做將壞事變成好事。但要

小心，懷疑若不早日解決，這就給魔鬼留了地步，可能使你掉進萬劫不拔的深淵裡。 

我認識一位很追求神、又很有愛心助人的弟兄，當他的工作被裁減之後，便以為自己遭到了不

應該遭遇的難處，感覺基督已不關心拯救他，便離開教會，離開弟兄姊妹，十分可惜。正如雅各書

1:6-8 所講： “只要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

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甚麼。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

見。”我仍在禱告的時候記念他，求神憐憫。當然，我亦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們在疾病的折磨

中，甚至於將離世返天家之際，都能順服神的安排，做出美好的見證。特別是信主不久的肢體，更令

我深受感動，將榮耀歸於天父。所以，也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會在惡劣的環境下跌倒的。 

下面我準備談一下基督徒對基督產生了懷疑之後，應當怎樣面對呢？ 在這裡不是討論如何解

疑，本人也沒有能力去解疑，在這裡只介紹聖經告訴我們有關施浸約翰的解疑方法，我想這是最佳的

方法。請看：約翰對基督產生了懷疑之後，他就立即立即立即立即差人向基督查問向基督查問向基督查問向基督查問。可惜，不少人認識基督，

只憑著聽了牧師的幾篇講章，或是憑著人的一些說話，自己從未對基督有過深入的追求和清楚的瞭

解，到了發生疑問的時候，又不向基督查問，反而去找幾本反對基督教的書去解決，這樣怎能使我們

對基督獲得正確的認識呢？ 千萬別忘記基督的應許：“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路加福音 11:9）所以，當我們對基督產生懷疑時，首先要謙卑地來到基督面前求問，只要你認識

到自己的軟弱無能，而且認定祂是你唯一的拯救，呼求祂，仰望祂，我深信主必會向你顯現。 

其次，怎樣才能獲得最滿意的答案呢？ 你看，基督給約翰兩個門徒的回答，說：“你們去把

所可聽見、所看見的告訴約翰。”（馬太福音 11:4）不錯，誰要真正認識基督，誰就應該注目

基督自己的工作，靜聽基督的教訓。不要只看教會的制度，不要只看宗教的儀式，不要只看站在基督

旁邊的群眾，更不要看自己不幸的遭遇。不要只聽文士的批評，不要只聽法利賽人的譏諷，不要只聽

群眾的盲目附和。今日的基督徒，多少人不是閱讀其他書籍比聖經更多嗎？ 聽取別人的批評比聽取

基督的教訓更多嗎？ 跟從別人的引導比接受聖靈的引導更多嗎？ 如此讓瞎子引領瞎子，怎能不一同

掉進坑裡呢！我們別忘記基督所說：“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

是這經。”（約翰福音 5:39） 

所以，今天若有人對基督起了懷疑，請你直接去問基督，並且直接由聖經裡找著祂給予你的答

案。我深信，你必然會從懷疑的催逼，使你獲得對基督最正確而堅實的信念。 

願以下面經文做本文結束的禱告：“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

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

等指望；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

等浩大。” （以弗所書 1: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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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前，我第一次隨同劉牧師及路

加團契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參與了拘留所

同胞的事工。那一天，我們剛到拘留所的

大門口，就遇到一位來自大陸的同胞姐妹

在哭泣；一進到拘留所裡面，當一位來自

上海的姐妹得知我也來自上海時，她情不

自禁地向我哭訴她的不幸遭遇。同為女

性，這兩個悲痛欲絕的姐妹，讓我難過不

已，卻又無能為力，裡面另外三十幾位同

胞，雖然境況不同，但他們對他們所處境

況的失望或絕望之情，深深地打動了我的

心。在我為他們的境況擔憂的時候，我想

到靠我個人，很難更多地為他們排憂解

難，唯有主耶穌才是他們的希望和盼望。

在我們一起回教會的路上，當劉牧師問我

是否願意參與拘留所同胞的事工時，受聖

靈催逼，我當即向劉牧師表達了我的心願 -

- 我願意奉獻自己，去向他們傳揚耶穌基督

救贖的真理。今年年初，經過繁雜的申請

和審核，我被批准為Broward Transitional 

Center 的宗教信仰志願者義工。 

 今年一月十四號，臨近中國新年 --

龍年，為讓裡面的同胞們過一個快樂的新

年，我和另外四位弟兄姐妹，路加的Tony 

弟兄, Shirley 姐妹, 馬太的廣龍弟兄，李

欣姐妹一起去拘留所聯歡，以慶祝中國的

龍年。這也是我在拘留所事工的開始。那

一天，我們用詩歌的形式向我們的同胞們

宣揚神的愛，神賜給我們三個得救的新生

命。（詳細細節可閱讀上期珊瑚泉之光：

神的能力在我們的軟弱中被顯現 -- 拘留所

事工記實） 

 從二月份起，我正式開始每周一次

的福音事工。當時裡面主要有兩位剛信主

的姐妹, 所以，我的事工主要以初信栽培

為主。向這兩位剛認識主的姐妹介紹得救

後耶穌基督將會怎樣來改變我們的生命和

我們是如何藉著耶穌基督的救恩來得著新

生命，成為一個新造的人。同時，我們也

在一起探討作為一個新的基督徒應該怎樣

在耶穌所賜的新生命裡制定人生的新方

向，並藉著讀經、禱告來親近主、愛主， 

使我們的生命在祂裡面得著奇妙的改變，

漸漸地長大成熟，直至長成耶穌基督的身

量。另外，我們也一起分享了作為主的兒

女，如何藉著團契之間的相交、見證來分

享主的愛，並使祂的名得著榮耀。作為神

的兒女，我們最最重要的是要遵守祂的

道，讓祂常住在我們的心中，以活出有主

同在的喜樂，平安的生活。除了分享聖經

外，我們也有遊戲相交日，藉著遊戲使姐

妹們有更多的交流和建立彼此相愛的友

誼。 在母親節時，我們有專題分享 -- 母親

特質。 

 感謝神！祂是如此眷顧這些姐妹，

她們非常愛慕祂的話語，認真地追求祂，

她們不僅在課堂上仔細地聽，課前課後也

作好預習和複習，每次的課堂練習總是超

出我的期望，讓我看到神在她們生命中的

工作，也讓我倍受感動和激勵。特別是趙

鳳姐妹，神賜給她特別的智慧悟性，她不

僅愛慕神的話語，努力讀經，禱告，而且

她的生命不斷地成長。她是在裡面待的時

間最長的一位，已有近一年。和她一起進

來的姐妺都已離開了拘留所，大部分被遣

送回中國，也有留在美國的。以後，進來

和出去的很多，看著他人離去，常常使她

心神不定漂泊游離。但她學習信靠神，仰

學習侍奉學習侍奉學習侍奉學習侍奉––––拘留所事工半年度匯報拘留所事工半年度匯報拘留所事工半年度匯報拘留所事工半年度匯報    
甘惠琳甘惠琳甘惠琳甘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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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祂的慈愛，在祂的話語中尋得平安。她

還經常去關愛，輔導他人。她不僅常為我

們珊瑚泉教會禱告，在復活節來臨時，還

特意制作了一對可愛的小動物Bunny和一張

精美的感謝卡給我們珊瑚泉教會的眾弟兄

姐妺。（它貼在教會的走廊牆報上）。在

母親節來臨時,她又思念關愛她的教會的母

親們,製作了一張精美的 “母親節快樂” 

卡片給我們教會的全體母親. 

 

 

 從她寫給我們眾弟兄姐妹的話語

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因著主得喜

樂，並從祂那裡領受剛強。在此我也懇求

主感動我們的弟兄姐妹獻上愛心，為她禱

告，藉著禱告或者書信來鼓勵她，關心

她，好讓她在我們天父的愛中不斷成長。

(感謝安吉姐妹時常和她通信). 我也常常

感謝神如此恩待她,賜給她屬靈的智慧悟

性，使她渴慕神的話語；賜給她一雙靈巧

的手, 可以作成這樣精美的卡片；賜給她

歌唱的才能，使她得以常常用詩歌來讚美

神。更神奇的是，她都不會講英文，可是

她卻能用英文唱讚美神的詩歌。從她的生

命恩賜中再一次讓我感受到神的大能和奇

妙。願神獲得一切的榮耀！ 

 關於拘留所裡的同胞狀況：這裡所

有的人都是和移民的身份相關，有的是非

法入境，有的是合法入境後又失去身份

的。各人的情況不一樣，但她們都渴望自

由，當她們身處異國他鄉，理想和夢想破

滅後，她們的心境可想而知，憂鬱、失

望、沮喪...作為同胞，在她們的身份合法性

上， 我們實在不能做什麼。我們可以做

的，只能幫助她們認識主耶穌，使主耶穌

自己成為她們的安慰和幫助，使她們可以

在失望中有希望，在絕望中有盼望。我也

希望藉著我們教會眾弟兄姐妹的禱告，關

懷和探望，讓她們感受到神的愛，並使她

們在主愛的懷中歡喜快樂！ 

 拘留所裡的同胞的人數是個不定

數。經常有進來也有放出去的。今年到目

前為止，最少的時侯是兩個人，最多的時

侯是六個人，我的班上最多是八個人，其

中有兩個其他國家的人，她們也來聽耶穌

的故事。目前有兩個女同胞。大部分人待

的時間較短，唯有趙鳳姐妹已有近一年

了。趙鳳姐妹參加了全部的課程，生命很

有更新。她也受聖靈感動，寫下了她的生

命的見證並發表在本期珊瑚泉之光上。另

外新來的一位姐妹是沒有信仰的，從來沒

有聽到過耶穌基督的名字。她可能在近期

內會離境回中國的廣州-- 她的家鄉。拘留

所通知她將直接離境，她為不能再看一眼

她曾生活和工作了十一年的花、草、樹、

木、貓、狗及她的朋友們而難過並傷心流

淚。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也曾一起同心為

她禱告，求神賜下祂的憐憫和慈愛，讓她

在回中國前能再去看一眼她生活過的地

方，給她一個機會向她深切懷念的一切道

別！也求神保守看顧她前面的腳步，特別

求神賜恩，讓她能認識祂、愛祂並跟隨

祂！ 

 5月10號，是”初信栽培”的最後一

課。第九課，長大成熟像基督。至此，我

們已完成了初信栽培這本書。通過這本

書，我們對自己，對神都有了更深地了

解。我們知道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

為我們的行為，也不是因為我們的言語，

而在於神的恩典。因著信耶穌，我們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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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女，有了一個全新的生命。既有了

新生命，就要制定人生的新方向。這個新

方向就是要效法耶穌，藉著讀經、禱告、

相交和見證，讓主居我心，並在一切的事

上都遵主而行。使我們的生命在基督裡長

大成熟，直至長成耶穌基督的身量。 

 在過去六個月的事工中，鑒於大家

都很認真地專注於神的話語（不管是教的

還是學的），每次時間到了，總感到還有

許多的分享，真正有那種意猶未盡的感

覺。所以，在課程階段的中間和最後，我

們特意安排了兩次快樂遊戲課。在輕鬆遊

戲課上，姐妹們盡情地在耶穌基督裡歡喜

快樂，都忘記了一切的憂愁和煩惱，她們

的笑聲引來了同伴們不斷推門進來觀望到

底裡面發生了什麼，就連拘留所的看守也

來看看我們在做什麼。課程最後一課，適

逢母親節期，我們就針對個人需要，專門

按排了遊戲 -- 母親特質，來分享母親在我

們生命中的意義和各自的成長背景，使姐

妹之間藉著遊戲彼此增進了解和友愛。無

論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在我們分享過程

中彼此都能感受到母親的愛在我們生命中

的重要意義。最後，當我們在追溯愛的源

頭的過程中，我們很自然地把目光定睛在

主的身上，因為唯有祂是愛。祂愛世人，

為我們捨己。同時，在分享過程中我們也

再一次感受到人都是軟弱的，不完美的，

即使是我們世人眼裡最偉大的母親，有時

侯也會使我們受到傷害。所以，我們要想

獲得完美的愛，唯有信靠主耶穌，因為唯

有祂才是完美的，唯有祂的愛永不改變。 

 非常感謝神賜給我這樣的機會來事

奉祂。藉著事奉，使我更深刻地經歷祂的

信實，祂的大能。也讓我跟她有更親密的

關係。每當我感到事奉的艱難，我就向神

祈求：”主啊！求你親自與我同在，求你

的聖靈親自教導我，引領我”。奇妙的

是：每每在危難之時，祂都顯現出祂的奇

妙大能，讓我來經歷祂的大能大力，使我

的信心不斷漸長，也讓我學會如何去仰望

祂，信靠祂，順服祂。在此，我也特別感

謝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的弟兄姐妹和牧

師、執事們的代禱和支持。好多次，在我

感到無法邁步時，諸如找不到合適的教

材，拘留所的 Chaplain Gomez 突然病了，

不能來領我進所，找不到相關的管理人員

等等，神總是賜下祂的憐憫，在關鍵時刻

為我打開通道。使我能專心在祂的國度中

做工。願大家繼續為我和我的事工禱告，

求她繼續賜我力量和信心，使我能繼續拘

留所的事工，將祂的名和愛傳揚給裡面的

同胞，讓我和拘留所的同胞們一同在神的

愛中得享生命的豐盛。 

 迄今為止，我的事工僅限於裡面的

女同胞，裡面的男同胞也非常需要一個弟

兄去關懷和輔導。拘留所已同意接受我們

教會的一個弟兄去關懷他們。讓我們一起

為這項事工禱告。我們祈求神親自預備這

位弟兄。若有聖靈感動，願意參與這項事

工的，可直接和我聯繫。我的聯繫電話：

(954)753-8153 電郵：yli_lgan@hotmail.com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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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 有了神，人生就是無盡的

盼望； 沒有神，人生就是絕望的盡頭。每

當黑暗來臨的時候，我總是感到孤單與害

怕，不曉得未來的方向。生活情緒很低

落，心靈承受不住打擊，所以盡可能的逃

避，以獲得暫時的平靜。可是越逃避，事

情越多。我很能理解有的人意志力不夠堅

強，就選擇輕生。曾經的我，對生命也不

是特別重視。有時認為死了還真是種解

脫，至少不用受苦受累。可是如今不同

了，我發現生命是如此的寶貴，只要活著

就是祝福。住在這個環境中，聽到新聞今

日說，多少人意外死亡，多少人自殺死

亡，就為他們感到可惜，而且很慶幸自己

還活著，這是最感謝神的，祂賜我平安，

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讓我得著喜樂與盼

望，讓我學會愛與感恩，因為（ＢＴＣ）

中心的生活不是人人都可以堅持得住的。 

     2011年~ 2012年是我 22 年來最悲

慘、最絕望的一年。因年少的懵懂無知，

走進了移民局，經歷了艱難的中心生活。

那種悲憤絕望，痛苦與悔恨，常人是體會

不到的。走過不同的拘留所，我常常感到

真的比死都難過。然而我卻在這樣的環境

裡生活了一年。一年的時間，我改變了很

多，因為在這裡我遇見了我的真神，我生

命的主。祂用特殊的方式塑造了我，給予

我精彩的中心生活。在這樣一個沒有自由

的地方，祂賜我力量，讓我變得堅強，讓

我可以擁有一顆喜樂平靜的心去接受一

切。特別是最近這半年來，我讓自己不再

那樣偷懶，努力學習該學的東西，常讀聖

經，作為我每天裝備的力量，因為那是神

的話，我必須努力牢記。從神的話裡，我

懂得人生的許多哲理，學會慢慢地改變自

己。 

      還記得第一次我拿著聖經、本子與

筆走向台灣阿姐那裡準備和她一起下樓吸

收新鮮空氣時的情景。她看見我就很開心

地說: “這是上帝創造的神跡呀！” 要知道

她曾叫我起來數回了，沒一次見效。看到

我突然決定不再一直昏睡，連看守官看到

我也特別驚訝，說: “China！你居然早晨

不睡要下樓去”。我覺得特不好意思。因

為我一直任何娛樂都不參與，除了買東

西。 

      當我感受到清新的早晨空氣，我覺

得生命特別美妙。望著藍天，看著天上的

飛鳥，然後靜靜地看聖經，感受神的氣

息，與台灣阿姐交流，談生命，談生活。

我感觸甚多。她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

徒。我可以感到她對神的忠心。她也告訴

我許多關於神創造的奇跡。原來祂是個多

在基督裡得剛強 
趙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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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奇妙的主呀！ 

      想想自己浪費了那麼多時間用在沒

有用的事上，不學英文，不與人交流，也

不參與娛樂，真覺得不應該。於是從那天

起，受了聖靈的感動，我調整好心志，開

始學習該學的語言，也與別國人聊天。即

使英文只有一點點的進步。那時，我每次

讀聖經，都會叫麗萍姐妹跟我一起讀，她

比我更不喜歡娛樂，然後我就勸導她，好

像我比她大一樣，哈哈。所以台灣阿姐說

我變了很多，也與原來那些中國女孩不

同，因為我信耶穌，我信上帝所創造的一

切。我常向上帝承認我的過錯，求祂原

諒，原諒我過去所犯的一切過錯。我這才

明白到，我的生命不再是為自己而活，而

要為主耶穌基督而活，當我知道祂用祂的

寶血為我們洗去一切的不義，所有的罪都

在祂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抹去了時，我深

深感動，從此選擇追隨祂，也明白了 “應

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

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

的心懷意念。”（腓 4:6-7） 

        現在的我是個擁有喜樂與感恩的

人。我知道上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奇妙

的，即使現在的我還處於困境中，但我相

信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祂的人和仰望

祂慈愛的人。” （詩 33:18）“義人多有苦

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詩 

34:19）就像保羅他們一樣，即使在監牢

中，唯一做的就是讚美上帝，見證祂的榮

耀，想到這裡，我就覺得自己就該跟他們

一樣，因此增加許多信心和盼望，尤其感

謝神的恩典，祂為我們帶來了珊瑚泉華人

浸信教會的姐妹們，讓我有機會在主內和

姐妹們交通，領受祂帶來的恩典，讓我漸

漸地在主裡成長，所以我總是期待每週一

次甘惠琳姐妹的到來，讓我們可以更愛

神、親近神，學會禱告與神交流。因此在

這沒有自由的地方，感受神所賜予的愛和

歡樂。我想不管在哪裡，必須靠主的應許

過得勝的生活。不管日子如何，神的意念

高過我們的意念。順服神的旨意，一生無

論順境或逆境，都會有祂所賜的平安與喜

樂。 

 不管是誰，在上帝眼中都是特別

的，祂賜給每人不同的智慧，不一樣的生

活體驗，尤其祂給了我如此特殊的機會認

識祂，接近祂，我是如此的幸運，比起其

他拘留所的人，我是異常幸運的。我常常

想，假如我沒有進到這裡，那我是不是沒

有機會與神親近，與姐妹們在主內相聚

呢？ 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所

有人的命運都是神所安排的，所以，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

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我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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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因為我不曉得還會在此留多久，何

時可以離開，那時只剩我一個人了，日子

比有中國人在時難過，因為沒有同伴。可

是卻有關心我的人，我也學會了一些英文

與人聊天，後來來了一個中國人，她不懂

英文，而我剛好成了她的翻譯，我也開心

可以幫助別人，自己受到的苦不想他人也

嘗試，所以她常講，幸虧還有我在這，不

然她慘了。我說是啊，上帝還讓我留在這

裡，就是等著幫你的，不然我離開的話，

你不是比我還難過嗎？ 她總是感謝我在這

裡可以幫她講英文，我就很感謝神，我學

到的東西都出自祂之手，很有用處。 

 我個人特別喜歡唱歌，我喜歡用歌

聲來表達我的心意，用歌讚美真神時，那

是很美妙的時刻。我覺得歌聲是向主表達

愛意最好的方式，不管中文英文，我都可

以唱，不管任何語言，只要對神歌唱，別

人都能心領神會。台灣阿姐和麗萍姐妹在

時，她們就說我英文不會講，英文歌還唱

的不賴呀。我說那是，個人才能都是上帝

所賜的呢！當我拿著詩歌本唱時，才知道

其實我也可以唱得很動聽，所以我對自己

更加有信心，要知道聖靈加在身上的力量

所放出的光芒，那都是榮耀與恩典。就像

寫詩歌創作的小敏，她不是歌手，她卻因

聖靈的感動，創作了許多歌頌神的詩歌，

我特別感動，那是神賜給她的靈力，顯出

神的大能。 

 現在我很珍惜在這裡的時光，因為

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忙碌，基督徒也不是

完美的，只有一直在主裡成長，多時間與

神親近，才能因信主耶穌基督得新生命，

靠著聖靈邁向成熟，像基督一樣。 

 當只有我一個人時，我上過英文 

“church time”，那是外面教會的人進來講

道，那時我聽懂一部份，關於聖經裡的英

文，對我來說難度比較高，後來結束後，

我的黑人朋友為我解說了一些，從而我記

住了一些話: “上帝進入我的生命，並賜予

我奇跡，當主在我生命中時，一切都被改

變，要記住，當你走出這道門時，你張開

你的眼睛，那是很美好的一天。Be 

stronger when you live here. 上帝從未忘

記你，要相信祂。我們必須相信神，因我

們擁有主耶穌基督。” 

 是啊，Everything is possible in 

God。除了神，我們還有誰呢？ 除了神，

我們可以靠誰得救呢？ 我還看到有人把人

生的意義歸納了三個M： 

1. Master 生命的主 

2. Mate  人生伴侶 

3. Mission 人生使命 

 我想，有了神，人生才有意義，有

了神，生命就會有愛與希望，從而擁有豐

盛的生命。 

 願平安與恩惠，因認識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而多多地加給你們，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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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 搬家 

徐少靖 

  2010年6月我們開始計劃買房，同時

也開始了我們的買房禱告。我們的禱告是

“我們在天上的父，如果祢允許，求祢賜

給我們一棟合祢心意，離伍明上班公司

近，孩子上學方便，價格最好與目前住的

一樣的獨立屋。”我們當時住的是2005年

1月（近房價高峰）以$185,000買的公寓

房，1280尺。雖然我們的禱告是這樣，但

也有點痴心妄想，因為當時許多看得上眼

的房子都在20萬以上。經過半年的篩選，

2010年12月我們offer了一個在Coco Plum社

區的短售屋。5個房間3000尺$21萬。我的

經紀人問我“你們家4口人需要這麼大

嗎？買房自己住，不要和別人比。如果買

了，晚上卻睡不著，那樣的話，千萬不能

買。”我一想也是，好像我們家並不需要

這麼大。從那以後，我們再沒有看5個房

間，3000尺以上的房子了。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到了第二年

的7月中旬，有一天我們在網上查到Nau�c  

Aisles有一棟房可去一看。出發之前，突然

想起一周前就在Nau�c Aisles旁邊的Coco 

Plum也出來一棟房子，3000尺4個房間，

標價是$188,100，從照片上看，廚房是空

的，樣子有點可怕，千瘡百孔的， 沒有

意願特地為此跑一次，因為就在Nau�c 

Aisles的旁邊，那就順便一起看吧。到了

Coco Plum，出乎我們的意料，一進門，哇

---- 還挺漂亮啊。一樓大理石，二樓和臥

房實木地板，一樓二樓的屋頂全部有

crown molding，房子乾乾淨淨，保養得也

不錯，並與我們去年12月offer的那棟房房

型是一樣的，只是它把二樓的一間房改成

Lo"了。可是一到廚房，雖有心理準備，

但還是嚇了一跳，除了電線，水管等裸露

在外面，什麼都沒有，牆上有許多窟窿，

其中一個大窟窿比臉盆還大，清晰可見牆

背面的木板，鋁合金。整個房子有上下兩

個空調，樓上那個是好的，樓下的在不停

地滴水， 人走在旁邊都能聽到水聲。

噢，怪不得在市場上一個多禮拜了，無人

問津。經過綜合比較，我們認為除了廚

房，其他地方並沒有太多人為破壞，從價

格角度來講，這個房子還是值得。但它是

不是神賜給我們的呢？真的說不上來。說

來也奇怪，在Coco Plum我們已看了不少房

子，也已經offer了兩次，但無論我們出價

多少，最後都以我們的價拿到了offer，而

除Coco Plum以外的其他社區，我們也提出

過offer，卻沒有一個賣家理我們的，通常

是石沉大海，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在Coco 

Plum，只要我們提出offer，就拿得到。就

在一個月前我們曾在Coco Plum看中一棟

房，後發覺房子外牆有許多裂縫，且屋內

地面還有不同程度傾斜，於是我們曾向神

禱告，“請祢不要讓我們再看Coco Plum的

房子了”，我們覺得它的建築商不好，那

裡的房子幾乎都有各種各樣不同程度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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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可是神卻再一次把我們帶來這裡，並

讓我們看到一棟雖有問題，但不是結構性

的，總體還算不錯，且價格還這麼低的房

子。$188,100。 看著這個價格，我忽然想

起，我們不是禱告神，如果我們再買一棟

房，要$185,000的嗎？ 那我們何不下個

$185,000的Offer，看看是不是神的心意。

神為什麼要為我們在Coco Plum預備住處

呢？當時我們真的不知道。但8個月後，

2012年4月當我們兒子Tony收到Suncoast 

High School的錄取通知書時，我們在

google maps一查，豁然開朗，從Coco 

Plum往南到伍明的公司20英哩，往北到

Tony的學校Suncoast 也正好20英哩，

Cocoplum就在正中間， 這不正是我們的

禱告，夢寐以求的嗎？耶和華以勒，耶和

華必預備（創世紀22：14）。感謝讚美

神！ 

    接著我們開始每天為這棟房禱告“主

啊，如果這房是祢為我們預備的，求祢平

平安安地賜給我們，如果不是祢給的，求

祢的手阻攔”。這房是Bank of America 的

Foreclosure房，所以在遞交Offer前，必須

先得到Bank of America的貸款預審。記得

那天我去了，Bank of America負責貸款的

一位女士問我，知不知道廚房裡什麼都沒

有嗎？ 我說知道，她再問我知不知道這

意味著什麼？ 我說不知道，她說按照法

律，沒有廚房的房子銀行是不放貸款的，

也就是說這意味著這個房子只能給現金買

家。我當時半信半疑，接下來幾天我就到

處打電話，大大小小房貸公司都問遍了，

結果是她說的沒錯，沒有一家銀行，貸款

公司可以給我們貸款。最後我和我們的經

紀人講，雖然我們很喜歡這房子，價錢也

不錯，但我們拿不出這麼多現金，只能算

了。看來這個房子不是神所賜的。 

    奇跡出現了，兩個禮拜後，賣方經紀

人告訴我們，銀行已接受我們的$185,000 

offer，另外在合約中還加了一條，銀行願

意出資$2000來修這個廚房以達到它能貸

款的程度。感謝讚美主！2011年8月6日，

我們和銀行簽了合約，進入了貸款階段。 

   我們一直不覺得我們的貸款會有什麼

問題，因為我們有非常好的信用，伍明目

前的工作也不錯，可是貸款卻遲遲下不

來。銀行常常會問我們十幾個問題以及要

一堆證明材料，一旦問題傳來，便要求我

們馬上作答，非常急，而一旦傳去答案，

卻石沉大海，一二個禮拜不再理睬我們。

接著又來十幾個問題，有些問題讓你哭笑

不得。例如：為什麼你36歲時才有美國的

社會安全號碼？ 為什麼你沒有401K帳

號？為什麼6月份有銀行查你的信用分

數？等等。我問經紀人，銀行是不是不想

給我們貸款，如此這般地找理由為難我

們。經紀人說，銀行要拒絕的話，是不需

要理由的，以她的經驗，銀行不是不想給

我們貸款，而是現階段幾乎每個銀行都是

如此。這樣一來一去就過了一個多月，貸

款還是一拖再拖，可我們對這個房子的喜

歡卻與日俱增，看看目前市場，再看看這

個房子，這樣的價格，這樣的狀況，如果

我們錯過了，恐怕再難遇到了。於是我對

伍明說，我去和我父母，哥嫂商量，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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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父母商量，我想四家湊個$185,000應

該不成問題，貸款下不來，就用現金買

吧。出乎意料的是，他卻說“我們每天不

是禱告-求神開路，求神阻攔嗎？ 如果是

神賜的，這貸款一定下得來，如果下不

來，就是神的手在阻攔。如果這房不是神

所賜的，再好我們也不能要，住進去，說

不定就會有麻煩的，因為只有神才真正知

道它合不合適於我們。我們已經禱告交托

給神了，為什麼你還要用自己的辦法去解

決呢？ ”我覺得他講得有道理，好吧，

那我們就憑著信心跟著神走。事後當我在

和其他弟兄姐妹分享伍明的這些話時，有

位弟兄說：“丈夫是妻子的頭（以弗所書

5：23），這個頭就是帶領妻子及全家走

神的路。”阿門，感謝神賜給我們全家有

一個屬靈的頭。 

     轉眼間到了10月中旬，我們的Closing 

Day已經延了不下2次了，當要再延第3次

時，賣方開始說話：“這是最後一次給你

們延期，10月底必須Closing，否則，這房

不但不給你們，而且$3000的預付款也不

返回。”我們和經紀人從來沒有碰到過類

似這樣的情況，只能再次向神禱告“主

啊，房子可以不要，但這預付款不能平白

無故地被人截去。”隨後我與銀行負責貸

款的女士說，如果銀行覺得我們不合適，

請一定在10月底以前拒絕我們。她的回答

是“You don’t need to worry.（不要擔

心）”雖然她如此說，但銀行的古怪問題

還是源源不斷地湧來，並且不斷地索取各

種證明。就在10月25，26日，銀行同時有

不同的四個人在與我們聯繫打電話，發E-

mail，10月27日周四下午1:00還在索要補

充材料，3:00後E-mail給他們， 4:00銀行

主管終於簽字，10月28日周五Closing。感

謝神，我們終於買到了這棟房子。經過近

3個月的貸款期，銀行為我們補好了廚房

的大窟窿，修了一個洗碗槽，安裝了廚房

所有的插座，開關。我們的房屋保險從

$900多降到$800多，Closing費用是我們所

能談到的最低點，利息也下降了。更奇怪

的是，原以為需要維修的那個空調從60 F

提到78 F 後，滴水現象從此沒有了。這真

的是神的作為，再次感謝神。 

    經過一個多月的清掃，整理，我們決

定12月3日搬家。雖然Coral Springs，Palm 

Beach教會都有弟兄願意幫忙，但我們還

是準備自己搬。原因是: 1. 自認為東西不

多，2.兩個兒子可以成為幫手了，3. 不願

麻煩別人，怕搬家時，幫忙的人受傷。於

是我們一禮拜前在網上預訂了12月3日中

午12：00的U-Haul。可是出人意料的是，

12月2日禮拜五傍晚，伍明給我打電話，

說他在下午4：00左右突然開始頭暈，現

在他在回家的路上，頭暈得不能再開車

了，只能先找個地方睡一覺。我放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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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馬上禱告，我說：“主啊，明天我們

搬家，今天伍明頭暈，他可是我們家的主

力，如果他病倒了，我們如何搬家呢？ 

主啊，祢是不是在告訴我們，明天我們自

己搬家不行，如果是這樣，求你今天晚上

親自差派幫忙的人。”然後，吃了飯，我

帶著兩個兒子去查經。那天正好我帶小朋

友。詠梅來到我教室問我：“少靖，你們

什麼時候搬家？ ”我心裡感謝神，神派

來幫忙的，於是我問：“明天中午12：00

你先生可以幫忙嗎？ ”她說，中午不可

以，她先生明天1：00 有牙醫預約，但晚

上行。查經結束，岳生弟兄也來問我：

“少靖，明天搬家，為什麼不說？ 要幫

忙嗎？ ”原來岳生弟兄的兒子Davy是

Tony的同學，Tony在學校告訴了Davy我們

明天搬家。我問岳生弟兄明天中午可以幫

忙嗎？他說，任何時候都沒問題，我笑著

告訴他我之前的禱告，他是神派來幫忙

的。晚上回到家，伍明說他在車裡睡了近

3個小時，現在好了。第二天早上起來，

伍明精神很好，感謝神，我們可以搬家

了。 

    中午12：00我們按時去U-Haul取車，

可是U-Haul說他們沒有車給我們，要到下

午5：00才有。我們當時就傻了，很不

平，這不打亂了我們的計劃。當時訂車

時，不是保證有車嗎？ 時間是6個小時，

中午12：00取車，晚上6：00歸還。可現

在如果下午5：00拿車，那不就要我們摸

黑搬家嗎？ 後經過交涉，由於責任在他

們，我們可以下午5：00取車，第二天下

午5：00還車，這樣一來，我們所租的時

間便由6個小時變成24個小時，而且他們

還承若退給我們$50的違約款。一搬家，

才知道，原來我們這小小的家卻有那麼多

的東西，我們一家加上岳生弟兄還真是不

行，第二天，黃獻青弟兄（就是詠梅的先

生）也加入了搬家的行列。足足忙到最

後，當我們把車還給U-Haul的時候，正好

下午5：00。感謝神。 

   回頭再看一看我們搬家的全過程，一

開始伍明頭暈，取車又不順利，當時在人

看來都在難處，但是難處後面卻有神豐盛

的恩典。神早就知道單單靠我們幾個搬家

實在不行，6個小時的時間也不夠。的確

人常常高估自己能力，計算著自己的未

來，以為自己能搞定一切，但不知人實在

是太有限了，只有那位無所不知，無所不

能，無所不在的神，才真正知道什麼對我

們來說是最好的。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

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以賽亞書

55：9），神愛我們，沒有一樣好的東西

不賜給我們。在這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

我很喜歡的經文，撒母耳記下16：12 大衛

的話：“或者耶和華見我遭難，為我今日

被這人咒罵，就施恩與我。”我也很喜歡

這樣的禱告“主啊，求你為我和我家現今

所遇的難處，就施恩與我們。” 

    通過我們家一年半買房，搬家的經

歷，深刻地體會到，我們的神，主耶穌基

督一直在我們身邊，一路地引領著我們往

前，為我們開路，當我們把主權交給祂，

藉著禱告順服祂，一切是那樣的美好，我

們做基督徒的是多麼有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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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lood of Christ, by the eternal Holy Spirit,  

that is offered to God. 

 

Rosangela Horvath  

"But Christ came as High Priest of the good 
things to come, with the greater and more perfect 
tabernacle not made with hands, that is, not of 
this creation. 12 Not with the blood of goats and 
calves, but with His own blood He entered the 
Most Holy Place once for all, having obtained 
eternal redemption. 13 For if the blood of bulls and 
goats and the ashes of a heifer, sprinkling the un-
clean, sanctifies for the purifying of the flesh, 
14 how much more shall the blood of Christ, who 
through the eternal Spirit offered Himself without 
spot to God, cleanse your conscience from dead 

works to serve the living God？  15 And for this 

reason He is the Mediator of the new covenant, 
by means of death, for the redemption of the 
transgressions under the first covenant, that 
those who are called may receive the promise of 
the eternal inheritance"  Hebrews 9:11-14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lood of 
Christ, offered by the eternal Holy Spirit and the 

simple offering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Simple offering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 18 Observe Israel after the flesh: Are not those 

who eat of the sacrifices partakers of the altar？  
19 What am I saying then？  That an idol is any-

thing, or what is offered to idols is anything？  
20 Rather, that the things which the Gentiles sacri-
fice they sacrifice to demons and not to God, and 
I do not want you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demons. 
21 You cannot drink the cup of the Lord and the 
cup of demons; you cannot partake of the Lord’s 
table and of the table of demons. 22 Or do we pro-

voke the Lord to jealousy？ " 
 II Corinthians 10: 18-20  
 
 Blood of Christ offered by the eternal Holy Spirit: 
 
" 14 how much more shall the blood of Christ, who 
through the eternal Spirit offered Himself without 
spot to God; cleanse your conscience from dead 

works to serve the living God？ " Hebrews 9:14 

 
It is important to us to observe Jesus' life from his 
conception until His death as a son of man, who 
totally depended on the Spirit, as an example to us 
of how to follow Him.  As a result we see: 
 
 In His conception:  
 
"And the angel answered and said to her, “The Ho-
ly Spirit will come upon you, and the power of the 
Highest will overshadow you; therefore, also, that 
Holy One who is to be born will be called the Son 
of God“"  Luke 1:35 
 
In His baptism:  
 
"And the Holy Spirit descended in bodily form like a 
dove upon Him, and a voice came from heaven 
which said, “You are My beloved Son; in You I am 
well pleased”"  Luke 3:22 
 
He was guided by the Holy Spirit:  
 
"Then Jesus, be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re-
turned from the Jordan and was led by the Spirit 
into the wilderness." Luke 4:1 
 
 In His public ministr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to pro-
claim liberty to the captives And recovery of sight 
to the blind ,to set at liberty those who are op-
pressed"  Luke 4:18   
 
Concluding the prophecy: 
 
"The Spirit of the LORD shall rest upon Him,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counsel and might, The Spirit of knowledge and of 
the fear of the LORD." Isaiah 11:2 
 
As described in the New Testament   
 
"That it might be fulfilled which was spoken by Isai-
ah the prophet, 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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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ehold! My Servant whom I have chosen, My Be-
loved in whom My soul is well pleased! 
I will put My Spirit upon Him, And He will declare jus-
tice to the Gentiles. 19 He will not quarrel nor cry out, 
Nor will anyone hear His voice in the streets. 20 A 
bruised reed He will not break, 
And smoking flax He will not quench, Till He sends 
forth justice to victory; 21 And in His name Gentiles 
will trust.”" Matthew 12:17 -21 
 

Showing miracles with supernatural powers: 
 
"But if I cast out demons by the Spirit of God, surely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upon you".  Matthew 
12:28 
 
"For He whom God has sent speaks the words of 
God, for God does not give the Spirit by measure", 
John 3:34 
 
Teaching and giving orders to the disciples: 
  
"The former account I made, O Theophilus, of all 
that Jesus began both to do and teach." Acts 1:2 
 
By the Holy Spirit Jesus offered his blood, his life.  
Minute by minute, he depended  exclusively on God, 
doing nothing for Himself, but recognizing that every-
thing is possible only by the power of God. Also, he 
remembered that nothing that comes from us could 
be utilized by God, but only thru his eternal Holy 
Spirit who operates in the believers. 
 
"But if the Spirit of Him who raised Jesus from the 
dead dwells in you, He who raised Christ from the 
dead will also give life to your mortal bodies through 
His Spirit who dwells in you." Romans 8:11 
 
If the Holy Spirit of God moves our lives and leads 
us, our families and our house then we walk and live 
by the Holy Spirit, as a result, we build a family guid-
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we also lead people to 
Christ. 
 

"For as many as are led by the Spirit of God, the-
se are sons of God. 15 For you did not receive the 
spirit of bondage again to fear, but you received 
the Spirit of adoption by whom we cry out, “Abba, 
Father.” 16 The Spirit Himself bears witness with 
our spirit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17 and if 
children, then heirs—heirs of God and joint heirs 
with Christ, if indeed we suffer with Him, that we 
may also be glorified together. Romans 8:14 - 
17 
 
If we live in the Spirit, let us also walk in the Spir-
it. 26 Let us not become conceited, provoking one 
another, envying one another. Galatians 5:25 - 
26 
 
When we are born again, the Holy Spirit who 
lives in our heart, guides us daily, and we testify 
this in our house, when we have our devotional 
moment reading the Bible and praying in family 
and when we work and enjoy other activities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For you were once darkness, but now you are 
light in the Lord. Walk as children of light 9 (for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in all goodness, righteous-
ness, and truth), 10 finding out what is acceptable 
to the Lord. 11 And have no fellowship with the 
unfruitful works of darkness, but rather expose 
them. 12 For it is shameful even to speak of those 
things which are done by them in secret. 13 But 
all things that are exposed are made manifest by 
the light, for whatever makes manifest is light. 
14 Therefore He says: “Awake, you who sleep, 
Arise from the dead, And Christ will give you 
light.” Ephesians 5:8-14 
 
Nothing is missing when we let Jesus lead us. In 
Jesus we have as stated in Psalm 23: 
 

1 -   Rest 
2 -   Consolation 
3 -   Guidance 
4 -   Fellowship  
5 -   Mercy  
6 -   Sustenance 
7 -   Joy 
8 -   Love 
9 -   Peace 

      10 -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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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在與馬太團契的姐妹們討論關

於父親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時，忍不住

與她們分亨了一些當年父親教導我的點

點滴滴，當講到一半時，思念之情油然

而生，以至於泣不成聲。父親雖然已經

離開我已有十多年啦，但父親的音容笑

貌及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我始終記憶猶

新，離別時的一剎那仿彿就發生在昨

天。 

 

父親是一位身材高大，不苟言笑的典型

的北方漢子。他從不無緣無故打罵孩

子，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從沒有打罵過

我，也只有因為弟弟撒謊而打過他一

次，但所有的小孩子還是非常懼怕我父

親的，只要父親在家裡一坐，所有的小

孩子都會安安靜靜的，正如孔子所說，

君子不重，則不威。父親是一位非常喜

歡鍛鍊的人，他也一直認為身體才是最

根本的，沒有好的身體作基礎，一切都

是枉然。所以只要父親在家，他便叫我

們和他一起晨跑，無論刮風下雨。小的

時候特別希望父親出差，這樣我們就可

以偷懶，可現在想來，我現在的健康的

身體是得益於當年父親拉我們起來晨跑

鍛鍊的緣故。 

 

父親有威嚴的一面，但也有慈愛的一

面。父親很喜歡也非常會做飯，只要

他在家，我們就可以吃到非常美味的

飯菜。因為我不喜歡吃米飯，所以父

親在每次做飯時，總忘不了給我單獨

蒸饅頭。記得有一次我回家晚了，父

親將饅頭放在米飯上保溫，因為饅頭

上沾有米粒，父親便仔細地將饅頭上

的米粒摘掉。父親躬著身子將米粒摘

掉時的情景到現在還歷歷在目，回想

起來，不禁熱淚盈眶。 

 

父親雖然很嚴厲，但也非常疼愛我

們。在我印象中，父親很喜歡吃魚頭

和雞頭，所以每次吃雞或魚時，我們

總是有意或無意的將頭部留下來給父

親。直到父親去世後，我才在一次偶

然的機會裡得知，父親其實並不喜歡

吃雞頭和魚頭，只因早期生活困難，

爸爸想讓我們多吃點，所以才騙我們

他喜歡吃雞頭和魚頭。回想起來，心

裡不由得一陣酸楚。父親竟是這麼地

愛我們，而我當年卻沒有體會到父親

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我的父親    
寫於父親節前夕寫於父親節前夕寫於父親節前夕寫於父親節前夕    

秦英姿秦英姿秦英姿秦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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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的深意。難怪他常跟我們講，不養兒，不知父母恩，如今我已做了媽媽，

才深切地體會到當年父親對我們的愛。與父親相比，我實在是一個不稱職的母

親，有時候稍微辛苦一些，便會抱怨苦累，對小孩子也沒有足夠的耐心。父親

的工作非常辛苦，有一次我由於好奇，跟父親來到了他工作的地方，船艙內悶

熱的空氣使我只站了一會兒便汗流浹背，可父親要跑上跑下地在裡面工作一整

天，其中的辛苦真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可父親辛苦工作了一天後，回到家

裡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廚房做飯，每次吃晚飯的時間，他總是很關心地詢問我

們學校的情況。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好像從來沒有抱怨過累，他給人的感覺總

是精力旺盛。在教育女兒的過程中，我感到很慚愧，相比較父親當年的生活環

境狀況，現在好很多，我卻沒有用足夠的時間、耐心及愛心去教導我的女兒，

儘管我每次禱告的時候，都會祈求主教會我如何有耐心和愛心，可我現在還是

有很多不足，如何才能讓自己謙卑下來，用耐心和愛心對待身邊的人，看來我

要在這方面走的路還很遠。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父親就是這麼一位

看起來非常嚴厲，實際上跟他一親近，又非常溫和，充滿了感情，但聽他言語

的內容，又非常莊嚴，不可侵犯。父親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對我的影響很大，他

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個很好的父親，以至於我在

選擇我的丈夫時，都是在拿我的父親做比較。感

謝主，給了我一個對家庭負責任及疼愛我的丈

夫。我現在常常想，我真的很幸福，儘管親人的

離別是非常心痛的，但畢竟父母的愛給我帶來了

無限的快樂及美好的回憶，讓我感覺到我是這個

世上最富有的人，沒有愛之深切，何來離別之

痛，但那些美好的回憶也足以撫平失去的痛苦。

感謝主，讓我享受到父母的愛給我帶來的快樂及

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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