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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帶領我從加州來到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事奉。到達珊瑚泉已有三個禮拜的時間，感謝主豐富的供應，透過弟兄姊妹愛心、關懷、照顧及幫助，讓我感受好像活在一個溫暖的大家庭一樣，叫我一無所缺。  很快便是感恩節了，我們可以如何去感謝神呢?  詩人在詩篇 95:1~7 這樣說:「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地的深處在祂手中；山的高峰也屬祂。海洋屬祂，是祂造的；旱地也是祂手造成的。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因為祂是我們的神；我們是祂草場的羊，是祂手下的民。惟願你們今天聽祂的話：」  透過這段經文，讓我們學習從三方面去感恩: 
1) 向上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 An upward look should make us thankful. 

2) 向外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 An outward look should make us thankful. 

3) 向內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 An inward look should make us thankful. 

 

1) 向上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向上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向上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向上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 
    A. 向上看助我們感謝神的大能 An upward look brings thanks for the power of God. 

 詩 95: 2「我們要來感謝祂，用詩歌向祂歡呼！」  為何我們要感謝祂? 因為祂是一個大能的創造者。祂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亦創造你和 我。當我們向上看的時候，便可以看見神創造的天空和大自然的一切。我們便應發出感謝 的聲音。  
    B. 向上看助我們感謝神的同在 An upward look brings thanks for the presence of God 

 詩 95:6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  當我們屈身敬拜神的時候，讓我們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給我們力量面對人生各樣的 困難和挑戰，因而我們要感謝祂。 
 

2) 向外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向外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向外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向外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 
A. 向外看神的供應助我們感恩 An outward look at supplies makes us thankful 

 有人這樣說: 

從三個角度看感恩節 
Thanksgiving - 3 Ways to Look at It 

 

屈智華牧師 
Pastor Chiver 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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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滿意現狀–直到我看到 Sears 的目錄 
I am really content –until I start looking through the Sears catalogue. 我喜歡我的車–直到我看到最新款的平治房車  
I like my car – until I see the new Mercedes. 我愛我的房子–直到我開始幻想擁有豪宅或海灘屋的感覺 
I love our home – until I think of what I would be like to have a mansion or beach 
home.  你是否知道真正快樂的人生不是要得到我們想擁有的，而是在看到所擁有的，去感恩和讚 美神的供應。  

   B. 向外看神的創造和感恩 An outward look at scenery makes us thankful 

 詩 95:4-5: 「地的深處在祂手中；山的高峯也屬祂。海洋屬祂，是祂造的；旱地也是祂手 造成的。」  當我們往外向四周美麗的風景和 Florida 美麗的海灘，我們應發出感恩的聲音。  
    C. 向外看神的救恩助我們感恩 An outward look at salvation makes us thankful 

 詩 95:1: 「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詩人特別提醒我們的救恩從何而來，就是從我們的主。祂是拯救我們的磐石。正如詩 18:2 

 所說: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我們可以投靠我們的救主，就好像依靠在磐石上，讓我們能夠面對人生各樣的風暴，也不 怕迫害，因而我們要歡呼感恩。  
3) 向內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向內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向內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向內看助我們存感恩的心 
   A. 向內看神賜健康助我們感恩 An inward look at our health makes us thankful  最後，我們亦可以為我們擁有健康的身體而感恩。我的女兒很小便患上 lupus 的病症，曾 兩次進入 ICU 治療，當時的 Hemoglobin 血色素低至 3.6 (正常人應是 12~14)，她是不可 能存活的。但感謝主，她的病雖然未能痊癒，但我仍感謝神賜我女兒新的一天和新的希 望。直至今天，她已經是 21 歲了。  
   B. 向內看神賜家庭助我們感恩 An inward look at our homes makes us thankful  如果我們是擁有一個家庭並有兒女的話，我們要感恩。  詩 127:3 提醒我們: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祂所給的賞賜。」  我感謝主賜給我們兩個女兒和一個男孫，並在三十多年前為我們預備了與我同心同行的

 師母。今次來到珊瑚泉教會事奉，也得到家人的支持。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要感謝

 祂! 

 我盼望在我們的生命中，能夠從上、從外、從內看見祂給我們極大的恩典，因而我們可

 以天天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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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在禮拜五的傍晚來到教會，會先在停車場籃球架邊看到一群精力充沛的男孩子，他們盡情的投籃、防守、進攻，渾然忘我，他們會為了成功的投進一個球，大聲叫好，也會不厭煩的練習腳步變換，只為了能在下一次巧妙的閃開對手的攔截。同時在籃球架旁的草地邊，你也會看到一群率真的女孩子，一面天南地北的聊天，一面分享聆聽著他們手機裡的音樂，她們歡笑的聲音可以傳到停車場的另一角，為我們禮拜五晚上的團契時間增添了歡樂的色彩!  這就是我們馬太團契國語青年組的成員。他們被稱為是 1.5 代的青少年，也就是當他們因為全家移民、或是留學的緣故搬到美國時，他們已經是初中或高中生了。過去他們已經接受了一部分的中國文化薰陶，又在可塑性很高的年紀來到美國文化影響之中。從美國青少年的眼光來看，這群說英語有口音的中國青少年被視為是 “外國人” ，但從中國青少年看他們的眼光來說，他們已經遠離家鄉，穿著打扮、說話喜好都像是 “美國人” 了。從文化的角度而言，這群青少年的特性介於第一代移民者和第二代在美國出生的孩子之間，因此稱他們為 1.5 代。  

國語青年組的成立說來非常的奇妙! 在
2009年秋季開學之際，一位中國基督徒母親找到我們的教會，詢問是否能夠幫助她的女兒固定來到教會聚會，她陪她女兒來到教會附近的一所寄宿高中讀書，而這位母親在即將回中國之前，心中掛念女兒的屬靈生命成長。當時教會的同工開始與學校溝通，並將所有文件辦妥，幾個禮拜後，學校的小巴士就正式的將這所寄宿學校的學生帶到教會。然而，當時講國語的團契只有馬太團契的成人部分，大多數是 35歲以上的成人，對於青少年而言，35歲的人已經算是老人了!  當時弟兄姊妹安排讓他們參加講英語的青少年團契。沒想到當天團契才進行到一半，我們就見到這群高中生提早離開，驚訝之餘，趕緊詢問原因，他們回答說 : 我們聽不懂他們說的英語 !  這時，教會同工才開始明白他們的需要。於是為了使他們真正能夠藉由參加團契而認識真神，開始了教會史無前例的國語青年組。  到了 2012年，同工為國語青年組設立了使命： 與神同行、與人同行。並以約翰福音
15:5 為主題經文: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

蒙福的服事蒙福的服事蒙福的服事蒙福的服事～～～～    

國語青年組國語青年組國語青年組國語青年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1.5 代代代代    
 

施亭竹傳道    



Page 5 珊瑚泉之光 第三十九期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Issue 39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在生命上，青年組同工一向的原則是帶領青年人認識神，與神同行，成為主耶穌的真門徒，並建立以聖經原則為中心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在這個科技迅速發展、道德急速敗壞的世代中，知道如何面對生命中的各樣挑戰。另一方面在關係上，與人同行，強調以無私的愛來接納每一位小組成員，彼此鼓勵、尊重，以積極正向、真誠活潑的態度來參與團契活動和查經。同工為青年人多年來的禱告是，渴望他們將生命扎根在救主耶穌基督裡，在凡事上信靠祂，因而生命能多結出聖靈的果子，更將這豐盛生命的大好消息與他們的家人朋友分享！     回想國語青年組成立到今年十月，已有足足六年。神把這些有獨特需要的青少年帶到我們的教會來，不但給這些青少年認識祂的環境，也藉此裝備我們的同工。當我們剛開始帶領的時候，完全沒有適當可用的教材，我們依據聖經、藉著不斷的禱告，每一週寫出教導他們的教材。我們使用過專題式教導、查過新約概論、舊約中的約、路加福音的頭幾章、目前正在查馬太福音。我們也使用有創意的遊戲、啟發式的活動、和能引發討論的影片來加強所教導的屬靈功課。當青少年一點一滴更多的認識主耶穌，並在愛心上有長進的時候，我們青年組的同工也更加學習到倚靠主的帶領來服事。神在這六年之間的供應和恩典，若要一一細數，真是數算不盡！  原本國語青年組的成立是為了寄宿學校的中國學生，沒想到反而吸引更多當地移民家庭的孩子。他們在學校裡沒有太多朋友，父母

大多是辛苦的勞工，一年四季不得休息。這些孩子下了課，沒有繁忙的課後活動，父母也沒有時間來督促作業，或是更多栽培他們上音樂課、游泳課、等等各樣技能，甚至課業很有需要的孩子也沒有人可以幫他們補習。自從有了國語青年組，這裡成為他們找到歸屬感的地方，每一個孩子帶著自己的故事和掙扎來到這裡，無論是語言或文化的挑戰、家庭破碎或親人離世的傷痛、成長的疑惑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我們因著神的愛，在這裡分擔彼此的憂傷和喜樂，並且一起發掘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旨意。  過去六年之中，青年組經歷最大的一個意外事件就是 2012年的車禍，我們的三個孩子在教會前的十字路口，所開的車被另一輛車撞上，當場兩個孩子骨折，其中一位腦震盪，緊急就醫。雖然在急診室的時候，他們的傷勢看來實在令人憂心，但當時教會弟兄姊妹都動員起來，聯絡他們的家長、帶他們一同來到醫院、並安慰他們、幫助他們與醫院溝通。在接下來的一年之中，兩個孩子的傷勢完全復原，而且神供應他們的家庭足夠的保險資助，使他們能夠付清所有的醫療費用。我們在意外事件中看到神的憐憫和保守，對同工而言，則是更加迫切的要將福音信息傳遞給還未信主的青年人。  青年組是一個很活潑、很喜樂的小組，無論是查經、遊戲、分享、吃點心，我們的青年人一定是充滿活力、熱烈參與的！然而我們也有一起哭泣的時候，在這六年之間，我們經歷了兩個孩子親人的離世，同工幫忙安排殯葬事宜、並處理事後的法律程序。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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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感動的是，當我們與青年人分享有需要籌款幫助殯葬的支出費用時，每一個孩子傾囊相助，甚至拿出他們僅存的每一個銅板、每一分錢，所以籌到了兩倍於我們預期的數目。更重要的是，我們一起陪著這兩個孩子流淚，走過人生的低谷，並藉此機會引發福音的對話，使他們更加明白永生盼望的重要。  在青年組服事最喜樂的時刻，莫過於看到青年人在福音的影響下，生命開始改變，並且願意接受主耶穌！我們深深經歷到保羅所說的：“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林前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林前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林前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林前
3 :6-7)  青年組同工藉由教導聖經、帶領靈修討論、和各樣生活化的課題，將主耶穌介紹給他們，我們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解釋福音，但是那使青年人願意回轉向神的感動，都是聖靈自己的工作。神大能的作為是有跡可循的： 我們會發現青年人開始更多的把神的話記在心裡，並且能夠牢記上週所學習到的功課; 我們會開始聽到他們的父母說，“我的孩子在家中變得乖了、聽話了”; 最令人激勵的是當青年人舉手說，“我要接受主耶穌！”我們就歡歡喜喜地見證，我們所服事的神是又真又活、慈愛憐憫的神！祂永不疲乏也絕不困倦，直到今日仍在做工，並且願意萬人都歸向祂！  今年秋天，青年組首度有一批升上大學的年輕人從國語青年組“畢業”了，並正式加入愛加倍小組 （國語社青組）。當中有好幾位已經在青年組五年了，算作是青年組的“元老級”成員。一方面，我們很捨不得他們離開青年組，另一方面我們又為他們歡喜，因為看到神藉著國語青年組中的教導，塑造了他們屬靈的品格，並將要繼續藉著愛加倍小組的查經、討論和團契，來堅固他們的信仰！使他們與主耶穌的關係能夠更進一步，成為將來教會中的屬靈領袖！  當神不斷地把這群 1.5代的青年人帶進教會來，神也同時祝福青年組的同工群。在這六年之間，先後有十位同工盡心竭力的帶領教導青年人。目前正在青年組服事的同工是朱崇康弟兄、旋麗紅姊妹和施亭竹傳道。我們渴望繼續有更多弟兄姊妹願意投資時間和心力，來栽培我們的下一代。唯願當你下週五在教會見到國語青年的時候，請停下你匆促的腳步，花一點時間認識他們並為他們代禱。神能夠使用你來觸摸到他們的生命，也使你一同在這充滿祝福與喜樂的服事中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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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繞行”與神同行 
 —在302教會建立十周年主日聚會上的信息 

 

許錦根執事 

 我們教會是在2005年5月舉行第一次敬拜的。當年10月下旬，我們親愛的劉勝培牧師和師母，不遠萬里來到我們中間，他們代表珊瑚泉華人浸信會的弟兄姐妹來看望我們，並為我們分享信息，出席我們的同工會，勉勵我們跟隨主的腳蹤，走十字架的路。今天我們在紀念教會十周年的時候，特別懷念我們的劉牧師，他已息了地上的勞苦，在父那裡享受永遠和父在一起的甜蜜，但他的教導，則一直響在我和同工們的耳邊，就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說：““““他雖然死了他雖然死了他雖然死了他雖然死了，，，，卻因這卻因這卻因這卻因這

信信信信，，，，仍舊說話仍舊說話仍舊說話仍舊說話。。。。”””” (希伯來書 11:4b）  我在準備這次信息禱告的時候，聖靈很清楚給我的話就是：結束繞行，與 神同行。  什麼叫做繞行？請看聖經：““““此後此後此後此後，，，，我們我們我們我們

轉回轉回轉回轉回，，，，從紅海的路往曠野去從紅海的路往曠野去從紅海的路往曠野去從紅海的路往曠野去，，，，是照耶和華所吩是照耶和華所吩是照耶和華所吩是照耶和華所吩

咐我的咐我的咐我的咐我的。。。。我們在西珥山繞行了許多日子我們在西珥山繞行了許多日子我們在西珥山繞行了許多日子我們在西珥山繞行了許多日子。 。 。 。 耶和耶和耶和耶和

華對我說華對我說華對我說華對我說： ： ： ： '你們繞行這山的日子夠了'你們繞行這山的日子夠了'你們繞行這山的日子夠了'你們繞行這山的日子夠了，，，，要轉要轉要轉要轉

向北去'向北去'向北去'向北去'。。。。””””(申命記 2:1-3）什麼叫做繞行？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兜圈子，長時間在一塊地方兜來兜去，沒有前進。而在屬靈上的表現，就是最初這樣，後來很長時間還是這樣。在同樣的遭遇面前，以前是埋怨，後來還是埋怨，生命長時間沒有足夠的長進。應該說，我們這個教會雖然在過去十年中人數從最初的十幾位，增加到現在的一百多位，但在屬靈的成長上，應該說是很不快

的，常常是在那裡繞行。當然，這個責任主要在我，我也為此，常常和燕玉一起跪下來求 神憐憫，求 神饒恕。  坦誠地說，對於建立這個教會，我並沒有什麼計劃和打算。2003年3月，我在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被按立為執事，教會安排我負責宣道部和出版部，我們先後舉行了多次大型的佈道會，宣教的負擔使我們每次回到國內都要在家裡舉行集會，邀請各方面的朋友參加，為一些決志的弟兄姐妹禱告。今天我們中間就有不少弟兄姐妹就是在我們家決志信主的。  我們當時有意把那套住房奉獻給主，但聖靈出來攔阻，就在這時，神籍著我父親把這302正在掛牌出售的消息告訴了我，我得知後當天就把它買了下來。那位賣主是我過去的同事，他說哪有像你那樣速度買賣房子的，比去菜場買菜的速度還快！還有的同事說，你怎麼不和他還個價？至少可以壓他幾萬吧！燕玉當時對我說的一句話我一直記得，她說奉獻給 神的東西，不講價錢。同時因為當時離開我們回美國只有六天時間，只要賣主說“我要考慮一個禮拜”，這房子就買不成了，（當時之所以對302特別喜歡，還因為可以充分利用我父母住的301，兩套房子一起用來聚會，有些問題，如廁所，廚房等更方便）。  買下的當天晚上，我就在302那裡召集一些弟兄姐妹來，奉獻給了 神。當時只是想讓這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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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查經禱告的地方，至於建立教會，那是我根本沒有想過的。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 ； ；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 。 。 天怎樣高過地天怎樣高過地天怎樣高過地天怎樣高過地，，，，照照照照

樣樣樣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 ； ； 我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高過

你們的意念你們的意念你們的意念你們的意念。。。。”””” (以賽亞書 55:8-9） 神沒有按照我的意思，當我妹妹拿著鑰匙，邀請弟兄姐妹來敬拜聚會的時候，教會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從我剛才介紹的這個很簡單的過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個教會完全不是人手所做的，也不是出於人的計劃，她是  神自己做的聖工，也就是說，從一開始，神就在我們這個教會中，祂就一直與我們眾弟兄姐妹同在！  但是，對於  神在這個教會同在，祂親自在帶領，我們並非一開始就有現在這樣的認識。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教會剛剛建立那會兒，外面的環境比現在差得多，常常聽到某某地方的一個教會被“衝擊”了，某某傳道人如何如何了。因此我當時最多內容的禱告，也是對大家說得最多的，就是求  神給我們三到五年安穩的環境，三五年以後，我們的弟兄姐妹生命都成長豐滿了，到時候如果有什麼狀況，就分散到各處去傳福音，甚至去建立教會，就像《使徒行傳》的那些使徒一樣。  現在想來，那時一方面是小信，對  神缺乏信心，自己在那裡盤算計劃，另一方面，也是  神的旨意，看看我們這些人，如果五年前就被打散了，有多少可以去建立教會的？   我最初對這個教會的負擔，和後來 神自己逐漸向我們會眾開啟的祂的心意，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劉勝培牧師和師母來上海時，就問我建立這個教會的目標是什麼？我回答說，把每一個弟兄姐妹帶到主的面前，讓他們直接和主有面對

面的關係，產生第一手的經歷，當難處來臨時，他們第一時間尋找的解決辦法，不是勢力或金錢，而是 神，找的幫助不是親朋好友，或各種社會上的關係，而是跪在主的面前，切切尋求祂的幫助。漸漸的，聖靈在這個基礎上，向我們開啟了“基督與教會”的異象。  這十年中，特別是最初的幾年，我們走了不少彎路，就是剛才引用的《申命記》中 神對以色列人的話：在那裡繞行。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在教會的治理上，一方面我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培訓，也沒有專門學習過其他教會的經驗，缺少恩賜，因此管理上比較混亂。雖然我們夫婦身心力都擺上，比如我們幾乎探望過所有弟兄姐妹的家，又比如，我們邀請許許多多的弟兄姐妹單獨吃飯，幫助過許多經濟上有難處的肢體，但是因為我的個性上有許多還沒有被  神對付過的老我，就像聖經說的：““““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以法蓮是沒有翻過的

餅餅餅餅””””。（何西何書7：8）（稍微解釋一下：沒翻過的餅，就是有一面尚未烤過。以法蓮人在生活中許多方面是如此，他們保留太多的東西不讓  神觸摸過問。他們雖然也順服，但是只部份的順服，大部份的時候，我行我素，自我中心。）  這些年，我們發生過一些大大小小的風波，其中一個比較大的風波是在2011年的夏秋之際，它使聖靈要我們竭力保守的合二為一的心，受到挑戰，發生了危機。世界上的人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危機也是轉機，我們在  神的家也可以借用這句話，但前提就是必須  神在其中，否則危機就會越演越烈，直到失敗。就在這場風波以後，教會成長了起來。  我剛才說過，這個教會是主自己建立的，祂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們，即使在最軟弱最失望的時候，祂也籍著一批忠心的弟兄姐妹的禱告，顯明祂的心意。順便介紹一下，我們教會的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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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06年8月開始的，從未間斷過，從最初的四五位弟兄姐妹，到今天的四五十位（我們每個禮拜六早上的同工禱告，人數也超過三十位）。  神正是垂聽弟兄姐妹的禱告，在2011年10月有部分同工參加的青島特會上，把“基督與教會”的異象賜給了我們。從那時起，我們結束了多年的繞行，在實行“基督與教會”的路上，憑信往前。這段時間裡兩件比較大的事，就是我們按立了教會的傳道人，買下了現在的這個新的會所。（具體的，等會兒我們可以看影像組同工製作的十週年紀念視頻）。  回顧了過去，就要展望未來。教會去年和今年的主題都是：同奔天路，同被建造。這裡的兩個“同”，就是講到在基督裡的“一”。仇敵所有的作為就是處心積慮要破壞教會的合一，我剛才回顧的教會那些年在那裡繞行，不能前進，就是因為教會的 "一”受到了攪擾，甚至破壞。所以聖經要求我們““““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

的心的心的心的心。。。。””””(以弗所書 4: 3）這個“一”，不僅講到我們肢體的合一，更主要的是和我們的主耶穌合一，這就是與主同行。  聖經中有個與以賽亞同一個時期的先知，他出身寒微，卻無畏於當時的權貴，對那些欺善怕惡，巧取豪奪的富豪是口誅筆伐的人，他的名字叫彌迦。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對他不是很瞭解，但對他說過的一句金句應該並不陌生，即““““世人世人世人世人

哪哪哪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祂向你所要的是祂向你所要的是祂向你所要的是

什麼呢什麼呢什麼呢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只要你行公義只要你行公義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好憐憫好憐憫好憐憫，，，，存謙卑的存謙卑的存謙卑的存謙卑的

心心心心，，，，與你的神同行與你的神同行與你的神同行與你的神同行。。。。””””（彌6：8）（這是我們今天背誦的經文）。這句話很重要，整個舊約律法的精髓都濃縮在這句話裡。他告訴我們，神向我們所要的是什麼呢？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這四項之中，最重要的就

是與  神同行，這是  神一直以來渴望的心意，盼望我們與祂同行。而我們如要“以基督的心為心，”深知“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而要照“祢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行的話，我們就當竭力追求滿足  神所要的-----與  神同行！一個基督徒追求與  神同行的生活，他一定是討天父喜悅的兒女，一個與  神同行的教會，一定是合主心意，為主作榮耀見證的教會。  在聖經裡，直接而清楚提到與  神同行的人物，一共有三人，考考大家，哪三位？對，就是以諾，挪亞和亞伯拉罕。當然，所有《希伯來書》11章所列舉的信心偉人，和新約裡的使徒，都是與  神同行的，但對這三位，聖經是具體的說到他們與  神同行，特別是以諾。  “以諾活到六十五歲以諾活到六十五歲以諾活到六十五歲以諾活到六十五歲，，，，生了瑪土撒拉生了瑪土撒拉生了瑪土撒拉生了瑪土撒拉。 。 。 。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 神同行三百年與 神同行三百年與 神同行三百年與 神同行三百年，，，，並且並且並且並且

生兒養女生兒養女生兒養女生兒養女。 。 。 。 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 。 。 。 以諾 以諾 以諾 以諾 

與 神同行與 神同行與 神同行與 神同行，，，，神將他取去神將他取去神將他取去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他就不在世了他就不在世了他就不在世了。 。 。 。 ””””(創世記 5:21-24）  順便說一句，我們教會有一位小朋友，是我們兒童主日學出席率最高的，他的媽媽在給他起名“以諾”時是經過掙扎的，面對不信的丈夫和公婆，她要給兒子起個這樣的名字，很不容易。然而孩子的一生究竟是否能和這個偉大的所有熟悉聖經的人都知道的名字，尤其是這個名字的內涵相符合，是更加不容易的。這個，我們以後還會具體說。同樣，對於以諾與  神同行，那是一篇專門的道，以後具體分享，今天，我們只簡單講幾句。  與  神同行，說得明白通俗一點，就是過討主喜悅的生活，就是在凡事上讓主居首位，把生命的主權交給祂，把在凡事上的選擇權交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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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這不是理論，而是基督徒生活的實際。我們面對的世代，道德之敗壞，人性之醜陋，都是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未曾看到過的，我們中間有一位弟兄說，他真願意主耶穌今天就來，這個弟兄人很實在，因此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一句玩笑話，而是很真實的盼望，我想，讓他有這個盼望的原因也許可以列出幾點，其中有一點就是我們天天面對的世界潮流，實在和信仰的底線差得太遠太遠。  我們的主，完全知道我們的困惑，因此祂把聖經中那些與祂同行的人，擺在我們面前，他們所處的時代和我們一樣，因為本質都是一樣的，就是整個世界都臥在仇敵的底下，都是充滿罪惡悖逆，正像聖經說以利亞是和我們同樣性情的人，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面對各種的誘惑試探，也會有懼怕和軟弱，但是為何他們能長期持守，長期忍受？他們與  神同行的生活有一個秘訣，就是依靠神，天天仰望祂的憐憫。  我一直很喜歡《猶大書》的這段經文： 
““““親愛的弟兄啊親愛的弟兄啊親愛的弟兄啊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

就自己就自己就自己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在聖靈裡禱告在聖靈裡禱告在聖靈裡禱告，，，，保守自己常在保守自己常在保守自己常在保守自己常在    神的神的神的神的

愛中愛中愛中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直到永直到永直到永

生生生生。。。。”””” (猶大書 1:20-21）今天我們在這罪惡的世代，我們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因著主耶穌住在我們裡面，我們有一個信心願意過順服主的生

活，與神同行。有人說，罪人的悔改只要一刻，而義人的成聖卻要一生。  去年年底，我在這裡分享過一個信息：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就是說要抓住今天，因為昨天已經過去，明天不在我們手中，只有今天。要決心過與 神同行的生活，也是從今天起。  每天和  神同行一個小時，是有信心的表現，如果我們專注和  神同行一天，那是一種操練，以諾的一生和  神同行，300年，不僅是要用信心操練，而且特別加上緊緊依靠  神！成聖的道路沒有捷徑。需要花功夫，一步一步，一個腳印一個腳印，跟著走。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他的十字架跟從我。  說到十字架，大家往往會以為很苦，很苦，其實，這是外行話，還沒有真正嚐過主恩滋味的人才會說的外行話。別人不說，你問問，玉蓮苦嗎？你再問問梁玉珍，苦嗎？對，很喜樂！與  神同行，和走十架窄路一樣，也是生命中最幸福的事，最喜樂的事。  神與我同在，我與祂同行。  我們笑的，神的同在，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當主耶穌降臨前，天使就預報說：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

““““將要生一個兒子將要生一個兒子將要生一個兒子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因因因

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這一切這一切這一切這一切

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借先知所說的話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借先知所說的話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借先知所說的話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借先知所說的話，，，，說說說說： ： ： ： 必必必必

有童女懷孕生子有童女懷孕生子有童女懷孕生子有童女懷孕生子； ； ； ； 人要稱他的名為 以馬內利 人要稱他的名為 以馬內利 人要稱他的名為 以馬內利 人要稱他的名為 以馬內利 

。。。。 （ 以馬內利 翻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 (馬太福音 1:21-23）主耶穌在復活升天時特別宣告：““““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凡我所吩咐你們的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都教訓他都教訓他都教訓他

們遵守們遵守們遵守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我就常與你們同在我就常與你們同在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直到世界的末直到世界的末直到世界的末

了了了了。。。。”””” (馬太福音 28:20）因此，當我們決志信主，得救重生的那一刻起，主耶穌就與我們同在。然而，與祂同行，則是我們的主觀經歷，或者說，是我們天天的選擇。當一個人知道他與  神同行，可以帶給他盼望和喜樂，實在是無法形容的，也是從未與主同行過的人所不能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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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大衛的詩篇23篇，多麼美，它敘述的就是基督徒與主同行的感受。讓  神走在我們前面，我們跟著祂。一點不必猶豫，也一點不必懷疑。更不必害怕會有任何的損失，充滿平安和喜樂，這就是你我侍奉的動力和能力。  在以色列人曠野繞行了40年之久以後，耶和華  神要他們結束繞行。那麼我這裡問大家，在這些以色列人繞行的那些日子，耶和華是不是和他們同在啊？請看聖經：““““這四十年這四十年這四十年這四十年，，，，你的衣你的衣你的衣你的衣

服沒有穿破服沒有穿破服沒有穿破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你的腳也沒有腫你的腳也沒有腫你的腳也沒有腫。 。 。 。 ························

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那裡有火蛇那裡有火蛇那裡有火蛇那裡有火蛇、、、、蠍蠍蠍蠍

子子子子、、、、幹旱無水之地幹旱無水之地幹旱無水之地幹旱無水之地。。。。他曾為你使水從堅硬的磐他曾為你使水從堅硬的磐他曾為你使水從堅硬的磐他曾為你使水從堅硬的磐

石中流出來石中流出來石中流出來石中流出來，，，，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

哪賜給你吃哪賜給你吃哪賜給你吃哪賜給你吃························ (申命記 8:4，15-16）很顯然，如果沒有 神的同在，他們早就幾十次被滅絕了。怎麼可能連衣服都沒有穿破，腳都沒有腫呢？就是因為 神與他們同在，祂的保護，祂的恩典啊！但是這些以色列民生活在 神的同在中，有沒有與祂同行呢？沒有！反而一直悖逆，一直不討祂的喜悅。  與  神同行，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足足可以講幾年，以後慢慢和大家一起分享。  最後要說的是，今天是教會建立十週年紀念，我們在主面前下個決心，操練與主同行生活，就從今天開始。一個教會只要有10%的人在認認真真操練與主同行的生活，第二年，就會變成20%，逐年增多，這個教會就是與主同行的教會，一個為主作見證的教會，彰顯祂豐滿榮耀的教會。   在結束今天信息的時候，講一個故事，是在兒童主日學對小朋友說的，但我很喜歡：  有一個孩子特別愛耶穌，耶穌也很愛他。常常和耶穌出去散步。有一天，他又和耶穌一起散步，那天走了很遠，時間也走了很久。耶穌對

這個孩子說，我們今天不回家了，我帶你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好嗎？孩子說好啊！耶穌帶著他，穿越了宇宙，穿越了死亡，進入了新天新地，家裡的人當然也找不到他了。 我想當年的以諾就是這樣。這是我們基督徒最大的盼望！親愛的弟兄姐妹們，主耶穌來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既或祂延遲，我們見祂面的日子也一天近過一天。  有一個教會一進去，就是這句話：“當耶穌回來的時候，如果你不希望祂看見你在某一個地方，今天你就不要去那個地方；如果耶穌回來的時候，你不希望祂聽見你在說的話，你今天就不要說；如果耶穌回來的時候，你不希望祂看見你正在做的事，你今天就不要做！"  這就是與 神同行的具體化！  與 神同行是那樣的有福氣，這麼喜樂，我們常常說將來在永生裡，將來永遠和祂在一起，其實，你今天開始與祂同行，你就開始享受這樣的福氣，而不必等到我們離開世界以後。  我們唱回應詩歌：《我與救主同行》  禱告：主耶穌啊，感謝祢這樣恩待我們。祢真是用恩典為我們年歲的冠冕，回首過去的十年，我們的路徑都滴下脂油，祢也真是用憐憫和審判織成了我們的年代。在教會這十年的征程上，多少的時候，我們傷了祢的心，多少的時候，我們抵擋祢，不順服祢，但是主啊，祢從來沒有丟棄我們，真是直到如今祢都把我們帶在祢的路上，謝謝祢！但願當我們跟眾人分享，數算祢的恩典，觀看自己過去的歷史時，願我們有更多的感恩歸給祢，而且都有更多真實和更新的奉獻與立約，好讓我們在餘下的日子裡，天天與祢同行，這一生能夠活在祢面前。  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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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基書第二章後半段有一個詞

一再出現，『詭詐』這個詞在短短七節

裡一共出現了五次。從第十節 “我們各

人怎麼以詭詐詭詐詭詐詭詐待弟兄”，十一節 “猶

大人行事詭詐詭詐詭詐詭詐”十四節“他雖是你的配

偶、又是你盟約的妻、你卻以詭詐詭詐詭詐詭詐待

他”十五節“誰也不可以詭詐詭詐詭詐詭詐待幼年所

娶的妻”十六節“所以當謹守你們的

心、不可行詭詐詭詐詭詐詭詐”，整篇看下來就是你

詭詐、你詭詐然後就是不要詭詐、不要

詭詐。聖經裡用詭詐這個字用得挺多

的，有一句大家都很熟的是“人心比萬

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耶 17:9)”，詭詐這個字聽起來就很是

壞。字典裡的解釋是“狡猾奸詐”，

“用似是而非的、欺騙的話取信於人，

使自己得利”。很多人可能聽到聖經的

話就會說“那絕對不是我，我沒有這麼

壞，我是正直好人，不騙人的，聖經說

的詭詐我是有認識幾個，但絕不是

我!”  

詭詐這個詞聽起來真的很嚴重，

在英文 ESV 版本的翻譯是 faithless，

faith 是信心、信任或是忠誠，faithless

就是沒有信心或是沒有信任或是不忠，

讓人信不過的就是詭詐，這把詭詐的意

義擴大了一些，有幾個人可以讓周圍所

有人對他有完全的信任？我們可能對朋

友或上司拍胸膛說我辦事你放心，但自

己的配偶對交代家裡大小事卻沒辦法完

全的信任，這是 faithless,就是詭詐。谷

歌翻譯 Google translate 把 faithless 翻

成“移情別戀”，這很有意思。移情別

戀就是不再忠誠了、不再信實，心偏離

本來的目標而另有所屬，這是詭詐。

「詭詐」這個詞，原文的意思是用外衣

遮蓋起來，不讓人看真實的狀況，就是

表裡不一致。這真的就是當初以色列人

的問題，也是我們人的問題。瑪拉基書

中從一開始神就藉著先知責備以色列人

背約，忘記神的恩典，神的子民心遠離

神，心別有所屬，遠離神的結果，彼此

之間的關係也因而破壞，甚至影響到婚

姻家庭的關係。 

從這段經文可以看到神藉先知指

出以色列人有三大問題以色列人有三大問題以色列人有三大問題以色列人有三大問題：：：：以詭詐待弟以詭詐待弟以詭詐待弟以詭詐待弟

兄兄兄兄、、、、詭詐對神詭詐對神詭詐對神詭詐對神、、、、也以詭詐對待自己的配也以詭詐對待自己的配也以詭詐對待自己的配也以詭詐對待自己的配

偶偶偶偶，這些都是神所不喜悅的，神藉先知

也提供為什麼不該詭詐的原因，盼望以

色列人能夠回轉。2:10 我們豈不都是我們豈不都是我們豈不都是我們豈不都是

一位父嗎一位父嗎一位父嗎一位父嗎？？？？豈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嗎豈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嗎豈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嗎豈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嗎？？？？我我我我

們各人怎麼以詭詐待弟兄們各人怎麼以詭詐待弟兄們各人怎麼以詭詐待弟兄們各人怎麼以詭詐待弟兄，，，，背棄了神與背棄了神與背棄了神與背棄了神與

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我們列祖所立的約呢？ ？ ？ ？ 神和以色列人立

約，有一個特別的關係就是他們是神的

子民，他們同有一位創造他們的神也同

有一位天上的父，所以當他們以詭詐待

弟兄，就是不看重神所揀選的子民，不

可以的！同樣的，今天我們這些信主的

弟兄姊妹，我們同有一主一信一浸，同

有一位在天上的父，同受一約，領受同

樣的生命，因此需要真誠相待，而不是

詭詐相待。有人說基督徒很好騙，因為

基督徒有愛心，會用愛心包容，常常只

要對方說自己是基督徒，哇，主內弟兄

無人移情別戀 
瑪拉基書2:10-16 

鄭敏舜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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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一家親一切好說，做生意租房子

約隨便簽，不簽也沒關係，主內一家

人嘛，結果惹來一身麻煩。十多年前

就有一位姐妹在“傳揚”雜誌上寫了

一篇文章叫做“騙徒眼中的肥羊”，

就是講基督徒被騙，特別講到一些人

懷著目的到教會裡來，也許我們當中

也有一些人懷著目的而來，沒關係，

你繼續來，如果你真是這樣，肯定耶

穌的生命還沒有在你的心裡，希望你

繼續來聽福音聽神的話，盼望神的靈

親自感動你，讓你可以領受真正的生

命。 

但是主內弟兄姊妹有沒有可能

以詭詐對待？當然會！如果我在弟兄

面前稱讚他說“弟兄你翻譯真的是翻

得很好，功力十足，翻得比牧師講的

還要精采!”但是我心裡面想的卻是

“這個翻譯不好好忠實的翻，加油添

醋跟演戲一樣，把講台當舞台啊？”

如果我是這樣我就是對弟兄詭詐。聖

經說我們要憑愛心說誠實話，如果不

是說誠實話就是詭詐。在教會裡常常

聽到的就是有人對另一個人有意見，

對牧師傳道有意見，對教會有意見，

但是不願意說，說的好聽是用愛包容

追求教會和諧，如果真的在愛裡包容

赦免也就沒事，繼續在教會彼此相愛

彼此服事，但常常看到的就是弟兄或

姊妹開始用各樣的藉口或理由遠離那

個人，甚至遠離教會的活動，表面上

好像是犧牲，但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

詭詐。神讓我們教會肢體有互相幫補

的功用，彼此幫對方成長更像基督， 

““““我們豈不都是一位父嗎我們豈不都是一位父嗎我們豈不都是一位父嗎我們豈不都是一位父嗎？？？？豈不是一豈不是一豈不是一豈不是一

位神所造的嗎位神所造的嗎位神所造的嗎位神所造的嗎？？？？””””神給你有幫弟兄姐

妹成長的機會你不做，神給你恩賜可

以幫忙建造教會你不用，你遮蓋自己

的心另有所屬，這也是對弟兄詭詐! 

求神幫助我們鑒察我們的心，讓我們

對弟兄姊妹都是用真誠的心，彼此都

看到對方是有神的形象，都是神的殿

有聖靈住在裡面，讓我們沒有任何詭

詐都是真誠相待，也幫助對方成長。

我們這次回台灣有一天到淡水，參觀

馬偕博士(Dr. George Mackay)當年的

醫館跟故居，馬偕博士是十九世紀加

拿大長老教會差派到台灣的宣教士，

一生投入台灣的宣教、醫療及教育。

他一生事奉的座右銘很令我感動 

“Rather Burn Out Than Rust Out寧為

燒盡，不願銹壞”。 

接下來的經文 2 章 11-12 節說

““““猶大人行事詭詐猶大人行事詭詐猶大人行事詭詐猶大人行事詭詐、、、、並且在以色列和並且在以色列和並且在以色列和並且在以色列和

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行一件可憎的事行一件可憎的事行一件可憎的事．．．．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猶大人褻瀆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猶大人褻瀆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猶大人褻瀆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猶大人褻瀆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

〔〔〔〔或作聖地或作聖地或作聖地或作聖地〕〕〕〕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娶事奉外邦神的女子為

妻妻妻妻。。。。凡行這事的凡行這事的凡行這事的凡行這事的、、、、無論何人無論何人無論何人無論何人、、、、就是獻就是獻就是獻就是獻

供物給萬軍之耶和華供物給萬軍之耶和華供物給萬軍之耶和華供物給萬軍之耶和華、、、、耶和華也必從耶和華也必從耶和華也必從耶和華也必從

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如果熟悉以

色列的歷史就知道，北國以色列亡國

後被擄到亞述，當時亞述將一些人遷

到以色列地，跟留下來的一些以色列

人通婚，這些就是後來新約裡也有提

到的撒瑪利亞人。在先知瑪拉基的時

代，從巴比倫歸回重建城牆聖殿的主

要是南國猶大的人，他們不接受撒瑪

利亞人，認為他們是雜種，血統不

純，宗教上也混亂，但這時他們自己

回歸不久，卻也去跟外邦異教女子通

婚，沒想到他們後代就和撒瑪利亞人

沒兩樣甚至更糟，當然這裡和異族通

婚違背神的教訓，帶進外邦神的信仰

到以色列人當中更是嚴重大事，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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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褻瀆耶和華的聖潔。原本以色列人

是神所分別為聖的，跟外邦人不同的，

但是以色列人雖明知神不喜悅，律法也

明明地說了不該這麼做，但他們心另有

所屬，表面上是娶外邦人為妻，但其實

卻是對神詭詐。當以色列人不把神的命

令當一回事，隨自己的私慾行事，娶事

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即使這些以色列

人繼續在獻祭在禮儀上遵行，神告訴他

們我連看都不看，而且更嚴重地說““““耶耶耶耶

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 就

是說誰這麼做就死定了! 

聖潔就是沒有瑕疵沒有玷污，沒

有被不該有的東西汙染，聖經裡談到聖

潔的概念更是分別的意思，跟世界其他

人，跟世俗不一樣，當時神揀選以色列

民分別為聖，現在揀選我們和我們的教

會分別為聖，我們會不會也將甚麼神不

喜悅的東西帶進來汙穢褻瀆神的聖潔？

如果是，那我們也是向神詭詐。這個世

代有太多的信息，充斥太多的似是而非

的假真理，教會當中也一樣，從簡化真

理到教會行銷策略，過去幾十年來，基

督教圈子裡的主張愈來愈簡單，特別是

下列四樣主張： 1.耶穌愛你，我也愛

你，愛下去就對了。2.主必賜福，大家

都要福氣，雨露均沾，皆大歡喜，只要

傳講積極正面的信息就對了，中國流行

的說法是多傳遞正能量，所以傳講成功

神學的教會大大興盛。3.感動最重要，

不管走那個路線，我一定要感動，只要

有感動，就是對的，所以敬拜讚美要

強，所謂強就是超有 fu。知不知道有

fu 是甚麼意思？ fu 就是 feeling感覺，

現在人說好有 fu喔，就是好有感覺。

4.大就是好，教會也是愈大愈好，所以

千人教會愈來愈多。這些也許表面上帶

來教會發展，看起來教會興旺，但我們

的神是怎麼看的？教會是真的將人帶到

神的面前嗎？還是僅是滿足人的需要？

我們是站在聖潔之地，還是將世俗的價

值觀帶進了教會，褻瀆神的聖潔？凡行凡行凡行凡行

這事的這事的這事的這事的、、、、無論何人無論何人無論何人無論何人、、、、就是獻供物給萬軍就是獻供物給萬軍就是獻供物給萬軍就是獻供物給萬軍

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之耶和華之耶和華、、、、耶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耶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耶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耶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

剪除他剪除他剪除他剪除他。。。。 

我們六月份回台灣的時候在台灣

聽到從美國傳去的大消息，美國最高法

院以五比四通過同性戀婚姻全國性合法

化，其實聽到這消息不能算震驚，在這

個世代這是遲早會發生的事，甚至在教

會圈子裡這些年來都已經不是甚麼新消

息，有一些教派已經允許同性戀牧師或

是替同性戀證婚，但是現在最高法院宣

告合法之後會有甚麼後果？大家以後就

會愈來越覺得這是理所當然，因為是合

法大家都接受的，那為甚麼教會不能接

受呢? 以後我們的挑戰只會愈來越大，

求神幫助我們堅持真理，維持耶和華所耶和華所耶和華所耶和華所

喜愛的聖潔之地喜愛的聖潔之地喜愛的聖潔之地喜愛的聖潔之地。。。。因為神是聖潔的，欺

哄不得的，因此我們自己和教會都要維

持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真誠地面對我

們的神和祂的真理。 

不僅是教會，我們個人也是，我

個人這個神的殿看重神的聖潔愛慕真理

嗎？還是我的思想被許多後現代個人主

義所混淆？我們回台灣跟一位十多年前

一起服事的姊妹吃飯，這位姊妹教會裡

有一個小弟兄是台大的研究生，前一天

我去台大演講的時候見過我，他也有一

些留學的事想多問我，，，，所以這位姊妹就

叫他一起來吃飯。吃飯當中聊一聊發現

他們去的教會是走靈恩路線的，他們牧

師教導一種叫做異象式禱告，就是禱告

當中會有圖像出現，然後就可以解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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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位姊妹以前在聖經真理上非常追

求，校園團契出來帶查經也是一流，不

過飯桌上他跟我提到這種禱告的時候說

那位年輕弟兄操練比較多比較熟練，然

後就舉一些例子說禱告中看到的圖像有

多配合被禱告人的狀況，姊妹說一句”

他禱告很靈的”，我聽到他說很靈我就

起雞皮疙瘩，然後更詭異的是這姊妹說

他的牧師請那位弟兄替我禱告問我好不

好。我心裡想你的牧師又不認識我，也

不知道我在這為什麼會要你請那位弟兄

替我禱告？感覺不是很舒服，不過屬神

的兒女有聖靈在我裡面我也沒甚麼好

怕，何況是禱告，你就禱告吧! 他們各

自禱告幾分鐘然後告訴我他們看到甚

麼，只是沒甚麼特別，我現在也忘光

了，後來查一查這種禱告叫做圖像式禱

告，英文是 visualization prayer 或是

imaginative prayer,在新紀元(New 

Age)運動中用得很多，源自於一些邪

教，現在滲進教會圈子裡了。當基督徒

在信仰上想要追求個人體驗，會不會不

小心棄守而沒有維持耶和華所喜愛的聖耶和華所喜愛的聖耶和華所喜愛的聖耶和華所喜愛的聖

潔?潔?潔?潔? 這真是值得我們深思。 

13 到 16 節說“你們又行了一件

這樣的事，使前妻歎息哭泣的眼淚遮蓋

耶和華的壇，以致耶和華不再看顧那供

物，也不樂意從你們手中收納。你們還

說：這是為什麼呢？因耶和華在你和你

幼年所娶的妻中間作見證。他雖是你的

配偶，又是你盟約的妻，你卻以詭詐待

他。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人，他不

是單造一人嗎？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

他願人得虔誠的後裔。所以當謹守你們

的心，誰也不可以詭詐待幼年所娶的

妻。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說：休妻的事

和以強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惡的！所

以當謹守你們的心，不可行詭詐。這是

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這裡說不要以詭詐對待配偶，以

色列人休掉幼年所娶的妻、還以強暴待

妻子，這些都是神所不喜悅的，恨惡

的。為什麼？先知說因為婚姻是個盟

約，中國人結婚時說山盟海誓海枯石

爛，向著山立盟約對著海發誓言，像山

跟海一樣永遠不變，一直到海枯石爛，

而且有天地為證此情永不渝，其實這裡

更厲害，耶和華說天地都會廢去，但是

你的盟約是在我面前立的，我這創造天

地的主在你和你所娶的妻中間做見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結婚的時候那

一聲我願意 I Do 是多麼嚴肅的一件

事？當我承諾“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

富裕或貧窮、健康或疾病、快樂或憂

愁，我會永遠愛著你、珍惜你，對你忠

實，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時我們是在

天地的主宰我們的父神見證下所立下的

誓言，不可以輕忽的！先知接著說神單

造一人，就是亞當，造夏娃是從亞當身

上取了肋骨造的，二人本來就是一又合

而為一，讓夫妻同心建造虔誠的後裔。  

現代人看待婚姻關係愈來愈不在

乎，合則聚不合則離，不當一回事，夫

妻彼此不忠詭詐相待，違背神創造婚姻

的本意。我查資料看中國的離婚率年年

增高，特別在一些大都市北京上海深圳

都挺厲害的，厲害到甚麼程度？中國人

平常碰面是問你吃飽了沒，聽說現在有

些人久沒碰面一見面打招呼問的是你離

了沒？即使是笑話也可以看得出離婚問

題很大。離婚常常跟外遇有關，以前很

多是男人包二奶，現在女方外遇也不

少，有一些文章提到這些跟這些年微信

的流行有很大關係，大家在網上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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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一談就談到一塊搞出軌。婚約是二

人在神面前所立的盟約，單一配偶是

神從創造天地以來的心意，為的是夫

妻二人一起養育虔誠的後裔，因此夫

妻需要真誠相待，不可行詭詐，也是

本文的主題--不要移情別戀!基督徒會

不會有問題？當然會！連牧師都不能

避免！附近兩間英文大教會的主任牧

師相繼跌倒，陷入婚外情違背他們對

配偶的盟約，弟兄姊妹就不用說了，

教會裡遇到的家庭問題不勝枚舉，有

暴力相對的有違背婚約的，每個牧師

都常常要處理這類事情，我們教會沒

有牧師時我也被找去處理過。以詭詐

待幼年所娶的妻除了外遇、暴力，還

包括一切影響夫妻關係的人事物，可

能因工作冷落配偶、婆媳發生問題、

在孩子及他人面前沒有給配偶應得的

尊重、沒有一起擔起養育敬虔後裔的

工作等等。如果是這樣那我們還有希

望嗎？當然有！就是經文所說我們要

定意遵守盟約，敬畏神，謹守我們的

心！ 

遵守盟約首先是不能忘記盟

約，我很喜歡沒事看看我們的老照

片，君華常常會說有什麼好看的，對

我而言回顧過去的照片讓我回憶當初

我的承諾，從年輕的模樣看到現在有

歲月的痕跡，想到我們一起經歷的風

浪和恩典，就想到當年趙詠華的歌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

慢慢的變老”，不能忘了起初的盟

約，先是不能忘了起初的愛。我跟君

華對教會家庭事工很有負擔，也參與

美國家庭更新幫忙帶領恩愛夫妻營，

一方面因為我們自己參加時在當中得

到很多幫助，我們自己經歷到有神在

婚姻當中帶領的美好，也希望弟兄姊

妹可以經歷。這幾年下來發現夫妻關

係的穩定除了一些可以夫妻之間的溝

通技巧和關係建立，夫妻自己的屬靈

狀況跟神的關係更是重要，當夫妻兩

人都敬畏神，自然就讓神來掌管生命

也掌管婚姻，我們的心才能謹守，才

不會走偏差。如果有弟兄姊妹還沒參

加過夫妻營的，下次辦一定要參加，

不要錯過！參加過夫妻營而且完成跟

進的夫婦要預備參加 MER2，一起跟神

建立更深的關係。 

 以色列人背約忘記神的恩典，

神的子民心遠離神，彼此之間的關係

也因而破壞，神雖然說很重的話但祂

的心意仍是希望以色列人回轉。對

人、對神及對配偶上不要再移情別

戀，而是回轉歸向祂，忠誠待人。當

年神藉著先知對以色列人的提醒在兩

千多年後仍然是暮鼓晨鐘的警告，盼

望在對人、對神、對配偶的關係上，

我們能真誠相待不移情別戀，而這一

切都是建立在和神的正確關係上。盼

望聖靈提醒我們也帶領我們每天的腳

步，讓我們緊緊的跟隨，不移情別

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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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騰彪執事感恩見證:  有一天，一位名叫「蒙恩」的太太從一位名叫「思恩」的送貨員手中收到她定購的麵包。「蒙恩」太太就多謝「思恩」送貨員。但是，「思恩」說： 不用多謝我，這條麵包是「圖報」麵包鋪老闆叫我送來的。於是「蒙恩」太太就去多謝「圖報」麵包鋪老闆。但是，「圖報」老闆說：「不要多謝我，妳應該多謝「感恩」麵粉廠老闆，沒有他的麵粉，我就不能做麵包。於是，「蒙恩」太太又去「感恩」麵粉廠去多謝那老闆。但是，「感恩」老闆說： 不要多謝我，如果不是「敬拜」晨夫送來的麥子，我就不能生產麵粉，妳應該多謝他才對。於是，「蒙恩」就快跑去「敬拜」農夫去多謝他。「敬拜」農夫說：「蒙恩」太太，妳多謝的應該是神，如果不是神賜下陽光雨水，我是不可能種出麥子來」。是的，甚至只是一條麵包，我們都可以追溯到神。雅各書
1:17「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對人要思恩圖報； 對神要知恩獻上感謝； 我們都該養成謝恩敬拜的習慣。「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弗5:20）。「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五：
16～18）。感恩讚美是神在基督裡向我們所定的旨意，該有的生活習慣。  聖經曾經記載著，有一次，主醫治了十位長大痲瘋的人，其中有一位，發現自己得了痊癒

後，就回來稱謝神，並向耶穌下拜。主耶穌為了這人能心存感謝，就甚為快慰，卻也感嘆其他九人的不懂得謝恩。我們既然知道主體察並重視人是否會知恩、感恩，那麼讓我們這些蒙了恩的人，就來一同作會感恩的人。  當我看到主耶穌說「耶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麼，那九個在那裡呢？」，我就醒覺到我自己也是那九個沒有回來向主耶穌感恩之一個。我就立刻為此到神面前認罪悔改。我想到我生命中，我沒有好好的時常數算天父在我生命中的看顧，保守和幫助而獻上感恩讃美。如果有的時候，也只是輕輕忽忽地感謝神，並沒有將對神的感恩建基在我原本實在是不配得天父賜給我的一切恩典和憐憫。在享受神的恩典中，沒有認知到我的一切福份完全是天父賜給我的不配的寵愛，一切福份都是本乎恩。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2:1-6節使我認知我們原本是「死在過犯罪惡之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放縱肉體的私慾」在神面前是「可怒之子」，沒有希望只是等待面對那位聖潔公義的神的憤怒譴責和審判。感謝神「然而」事出意外，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犯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衪又叫我們與基督一同復活」更加難以置信的是，我們可以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使我們「得兒子的名份」，可以擁有天上的基業。這正就是奇異恩典。我們只能夠像那一個得到主的憐憫而得到醫治的十個長大痳瘋的那一個

西棕櫚灘福音堂 

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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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神，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衪」。求天父幫助我們，一班被祂創造又是為祂而造的子民，能夠盡我們的本份，每日都可以來到天父面前感恩讚美衪因為祂是我們的神，感恩讚美祂為我們過去所成就的一切，感恩讚美祂現在為我們所作的工，和感恩讚美祂將來會為祂喜悦的兒女所要成就的大事。我們能夠認知到我們是神的兒女，真是極其美好，這就是福。  感謝天父的「豐富的憐憫，因衪愛我們的大愛」，將西棕櫚灘福音事工的異象給祂忠心的僕人劉廣華牧師，又籍我們滿有從神而來以生命影響生命恩賜的劉勝培牧師帶領指導之下，我們一班珊瑚泉的弟兄姊妹在西棕櫚灘開始了福音堂的事工。雖然天父己將祂心愛的僕人劉勝培牧師接回天家，享受與主同在的福份，但是藉著天父的大愛，主耶穌基督的復活大能，和劉勝培牧師所留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榜樣，我們一班弟兄姊妹能夠繼續事奉西棕櫚灘的同胞，大家一起在主耶穌基督裡，能夠經歷福音改變生命的大能。以下是十一位西棕櫚灘福音堂的弟兄姊妹為這福音事工的感恩見證，願榮耀頌讚歸與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 
 

 

劉小清姊妹感恩見證 :    教會乃是主的身體，神的家，是神賜給我豐厚的禮物。我感激讚美耶和華，因為祢在西棕櫚灘福音堂揀選了我成為祢的兒女。祢的愛不離不棄，時刻將祢的愛環繞著我，在我人生的路途中，祢站在我身旁指引我每個方向，點亮我希望，加給我力量，賜我安寧。  我很幸福得到各位熱心的弟兄姐妹們耐心扶持和教導，讓我學習更多神的話語，感謝神的豐富供應和属天平安。我要感謝神，尤其是為西棕櫚灘福音堂，感謝神直到永遠。    
徐潤好姊妹感恩見證:  感謝神！我在10年前認識主耶穌，在這段日子裡真是時時得到主的保守和愛護，特別是為我們在西棕櫚灘開辦了福音堂，可以為一些不能到母會崇拜的弟兄姊妹都能聽到福音，我母親因為身體的原因只能一個月一次到福音堂崇拜，她每個月都盼望這天到來，真是感謝神！有好幾次(禮拜六)身體狀況欠佳，我們想她禮拜日可能都去不了崇拜，但神保守母親每次都可以順利參加主日崇拜，使她老人家在主裡得到真正的喜樂。在禮拜一晚的查經聚會，也是我們弟兄姊妹相交的時候，有豐富的晚餐，有為神作見證分享，有唱詩歌讚美神。我們作為神的兒女要為神的家出力，在西棕櫚灘廣傳福音，使更多中國朋友知道神的大愛。阿們！    
譚碧霞姊妹感恩見證  致親愛的主：當我在黑暗無助的時候，主出現在我的生命裡，主讓我感受到無私的愛，西棕櫚灘福音堂裡弟兄姐妹親切的關懷，以及我女兒和我一起歸靠於主，這是我人生何等的恩典與福氣，現在無論我在世界的每一處我也無懼，因為心中有主與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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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芳姊妹感恩見證:                             神的恩典夠我用: 自從四年多前，我由Catherine Siu及 Amy Lui 帶到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西棕櫚灘福音堂查經，學習神的話語，初時並不感到有什麼得著，只是當時心情煩燥得很，健康又差，更有嚴重的焦慮症( 那時並不知道 )，想著去教堂也好，或許可以舒緩緊張的心情。  最初兩三年，感覺不錯，所以循例去去。雖然認識到不少耶穌的事蹟，聖經的真理，也有讀讀聖經，卻也只是得個知字，沒有身體力行。直到一年多前，開始有感動(真遲鈍)。看見弟兄姊妹在主耶穌基督裡，盡心盡意在福音堂的事工，看看自己，實在感到慚愧。這麼多年，我什麼都沒做到，就連自身也沒有什麼改變。於是決定從改變自己，學習神的教導開始，凡事禱告，交託，學習用愛心對待人，又時常聽詩歌。這對我有很大得著，我實實在在感到神與我同在，時常提點我，又聽我禱告，於是更加有信心交託。有神的恩手帶領，以前很多解決不了或想不通的問題，很多無謂的擔心，都迎刃而解，自此覺得輕鬆很多。我的焦慮症也好了大半。(我有嚴重的焦慮症，服了三年多藥，最近我可以將藥量調到最低而沒有不適，我前後進過五次急症室結果都是anxiety attack)。我向醫生說年底之前，我要脫離這藥，他說看情況，慢慢來。但我知道靠著神的力量，一定可以做到。  再者，要學習奉獻。我因為住處離母會較遠，工作時間又不能配合，我很少到母會聚會及事奉。但我想最低限度要學習奉獻。初時我試圖 1/10奉獻，但遲遲沒做到，每次都在掙扎。直到去年十月我實在覺得有罪惡感，因為神醫治了我很多心靈的創傷，而我卻沒有遵照神的話，我感覺到神在責備我，於是我向神禱告，祈求準我先習慣 1/20奉獻，給我一點時間。當時我覺得有一鼓動力，要我立即實行。(我絕對相信是聖靈在催促我)，我不由自主的立即起來(那時是午夜，我跪在床邊 )，找了一個漂亮的大囗花瓶，在上面貼上 "God's Bank" 字樣，並立即將上幾期的糧單找出來，按比例放入 1/20。從此之後每次我收到糧單都很自然的放 1/20 進去，當我去教堂時便從那裡拿錢去奉獻，我每次奉獻都很安心，更加不會 "唔啥得"' 因為這本來就是神賜給我的。我知道神的恩典夠我用，我應該積財寶在天。感謝神!  自從我努力將主耶穌放在我心裡第一位時，我時常覺得非常喜樂，甚至時常發出微笑。每天清早去溜小狗的時候，看到藍天白雲，或陽光普照，或細雨紛飛，我都很享受。聽到鳥語，聞到花香，感受到清風，或太陽的熱力，我都很感恩。真的感受到 "人(我 )算什麼,祢竟這樣顧念我 " ( 詩篇 8:4)。活了這麼大半世，到現在才看到神創造的天地是多麼的美麗，多麼神奇偉大. 感謝神!  在此我亦要多謝西棕櫚灘福音堂的設立及熱心的弟兄姊妹，帶領我認識這位創造天地萬物的真神。  讚美全能的真神，感謝祢喚醒我這愚蒙人，揀選我做祢的兒女，白白賜我主耶穌基督的救恩，帶我走向永生之路! HALLELUYAH !    
 

劉凱馨姊妹感恩見證：  不知不覺，我在西棕櫚灘查經班己經八年了，回想當中亦有許多的變化，首先是劉勝培牧師離開我們，先回天家，好懷念他。宇清姊妹搬到外州去了，她真是一位難得的姊妹，有神給她翻譯的恩賜。亦有一些弟兄姊妹因為環境因素離開了。雖然是這樣，天父仍是不離不棄，繼續帶領我們一班弟兄姊妹同心在西棕櫚灘福音堂事奉祂。在今年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許多弟兄姊妹不斷地在靈命上扎根成長，生命的改變，積極學習主的話語。這一切使我好慚愧，使我也決心加把勁，在每日靈修多下功夫，在查經班中更加追求，在生活上更加要見證神。我相信弟兄姊妹要彼此在靈命的成長上，互相鼓勵和代禱，是很重要的。與此同時，每個查經班開始前一同享用豐富美食，更是不亦樂乎。感謝神的奇妙恩典和無限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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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民弟兄感恩見證:  感謝神給我們西棕櫚灘福音堂禮拜一查經班，我們都聚在一起查經討論，當中亦有分享。弟兄姊妹用愛心尋求神，亦藉著聚會讓更多從來未聽過主耶穌基督的救恩，來認識主，感謝神！查經班至今剛剛進入九年，時間不多亦不少。  今年初，一月二十九日,我接受邀請，參加西棕櫚灘福音堂弟兄會。目的地在Green Cay Wetlands。經過五十分鐘車，來到目的地，當中有五位弟兄正在等候。從Green Cay我們步行兩公里路。欣賞沿途風景，我心想神創造這個世界多麼美麗，有不同雀鳥，有水中游行動物。神看著是好的。創世記：1:20“神說：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1:21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各從其類；又造出各樣飛鳥，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  看阿! 神創造天地萬物。心想我真是一個大蠢材，沒有早日接受邀請，整天在mall裡工作，沒有享受神所創造的美好大自然。   步行了兩公里後，我們坐下來慢慢查經，當中亦有個人分享，不久輪到我和大家分享時，我說：你們真是蒙福，大家都到了退休年齡，沒有憂慮在這裡享受神的恩典，我才是50多歲，現在應該是我博命賺錢，準備退休計劃，我說完了這話，不知蒙福的原來是我！能夠有機會同你們一起，我才明白，今天神觸摸我的心！讓我在基督裡長進成熟：生命見證！  過了兩禮拜，有位弟兄送給我一本每日靈修的書，他叫我每天看一遍。說你會在這本等候篇看見大衛David在神裡面如何等候神的應許。我從等候篇看見大衛如何在苦難中等候耶和華。聖經引述大衛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但是耶和華對大衛如此看重，原因是大衛是被神所揀選的。我承認我是個忽冷忽熱的基督徒，今天蒙神揀選，經過八個多月靈修禱告，讓我與神關係更加密切，與神和好，神觸摸我的心。   感謝神！求神祝福西棕櫚灘福音堂弟兄姊妹，好使他們謙卑渴望追求主，求神讓我有火熱的心。將榮耀歸給天上的父神！阿們。    
施國雄弟兄感恩見證:  親愛的天父，我滿心感謝祢，我在這天地萬物中是如何的渺小，不重要，而神祢一次又一次的為我安排認識祢的機會，我從前是那麼的愚蠢和盲目，因著神的憐憫與恩典，祢籍著西棕櫚灘福音堂，帶我認識了神，使我領悟到人生在耶穌基督裡是充滿意義及希望。  神呀！求祢每日指引我，讓我可以成為一個合祢心意的基督徒，做好的見證，希望更多人可以蒙受到神的恩典，阿們!    
鄧振聲弟兄感恩見證：  多年來，我心中有一疑問，就是我怎樣才能可以同神和好。感謝神，我心中的疑問在上禮拜五得到答覆。在我們的西棕櫚灘弟兄會的靈修分享的時候，我終於明白到一個屬神的人，要堅決深信耶和華是我的神，是獨一的神。基督徒的本分就是遵行聖經的教導。我明白到，我每日都會在有意或無意中犯錯得罪神，所以我每天都要向神禱告，求神赦免我的罪。求神幫助我專心仰賴神，使我不再倚靠自己的聰明，使我如聖經教導「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的一切行事上，都要認定祂，衪必指引你的道路，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這樣我就可以同神和好，踏上天堂之路。願神祝福我們的西棕櫚灘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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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健池弟兄感恩見證:  在我未認識主之前，每逢感恩節，我都和家人團聚一起慶祝。當時我們都不慬得感恩節的意義，把感恩節叫成火雞節了。感謝神的恩典，雖然我不認識衪，但是衪卻認識我，並且用衪慈愛的手把我帶到衪榮耀的國度裡，成為祂的兒子。  信主之後，在神愛的大家庭中，我的身，心，靈得到很多的幫助。我開始學習和弟兄一起讀聖經，敬拜和事奉神，特別是在西棕櫚灘福音堂，因為人手比較少，我便能夠有更多服事神的機會。  更加使我感恩的是西棕櫚灘福音堂的弟兄會。每禮拜五早上，我們一班弟兄在一個自然生態公園集合，我們在公園湖邊散步，吸收新鮮空氣，並享受天父創造的大自然美麗景色之後，我們就停在一個樹蔭涼亭下。在這涼亭下，我們有公禱時間和靈修分享時間，我們在主裡彼此在神的話語中學習分享，使我感到每位弟兄都是我屬靈榜樣，也是我的良師益友。  感謝神是我生命的救主，是我生命中的喜樂，平安和盼望，讓我也可以常常為家人禱告，求神早日賜下救恩，平安和盼望給我還未信主的兒孫和媳婦們，願主垂聽和應允！    
黃慶麟弟兄感恩見證  感謝主讓我們一家能夠參加西棕櫚灘福音堂聚會。母會珊瑚泉弟兄姊妹熱心地引領各項事工及竭力的支援。實在感謝他們在主裡的勞苦，願主賜予我們在事奉中的喜樂。我想在此處有一間教會並非偶然，仍是神的計劃。求主幫助我們為祂發光，讓更多人認識主，與祂和好，使我們在困苦中得力，倚靠主過喜樂的生活。    
劉利培弟兄感恩見證  「 溫馨提示：明天又是禮拜五 ，Green Cay日，到時見」，這是我每禮拜四都收到的短訊，習以為常，期望著的一項活動，兩年多的學習，分享，在神的話語中尋求真理，更感謝弟兄在靈命中渴求和得著，在神的國度裡成長扎根，實在蒙福。求神保守 Forever 46 弟兄團契，神家弟兄共同在神的恩典下活出神喜悅的餘生。感謝神，我們榮耀的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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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臨近感恩節了。感恩是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更深。只是我是如此善忘。年初我們家設立了一個感恩盒子，計劃把感恩的事記下來。然而，很多次因為忙碌而忘了寫（慚愧），今天拿出來細讀一下: 兒子為獲得獎杯感謝神；為交通事故中沒受傷而感恩；有次我傻傻地讓一位陌生女士搭便車，結果她問我要錢，為神那天為我的預備（剛將一筆現金換成支票）以及保守我的平安而感恩；為夏天與弟弟一家歡聚感恩；為神賜給珊瑚泉和我的教會新牧師們而感恩；為交通堵塞感恩，因為可以學習忍耐和等候神的時間；為被拒絕而感恩，因為體會了各種滋味，學習明白人軟弱，學習原諒；為不再擔心兒子朋友少以及學校的選擇而感恩，因神為他一定有美好安排……  其中最大的感恩是神對我與媽媽的關係祝福。我是個粗線條的人，在自己的跨文化婚姻與中國習俗禮節的衝突中處理得不細致卻還懵然不知，前段時間媽媽積累的怨氣在電話中猛烈爆發，而持不同看法的我在震驚中辯解了一會後，感謝聖靈的憐憫，將我的眼光轉移到媽媽的健康，我才突然間意識到，這

件事不是誰有道理的問題，是該怎樣愛我病弱的母親的問題。她從小就歷經坎坷，中年後又屢患重病，事業上也因身世背景遭受很多不公，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憂鬱，很難透過這輩子苦難去感受到神的愛，這種情況下我向她傳福音也覺得很無力，盡管她也承認人都是罪人，但心中實在有太多的苦毒。而我經常在外地工作，現在更在海外安家，無法隨時照顧母親的需求，只有常常的禱告。現在神給了我這個機會，在這個清官難斷的家務事中，我不能為自己的感受而堅持己見，要為向親人傳遞神的愛而做出讓步。我就向母親道歉，並答應按她的要求去做。素來瞭解我個性的媽媽當時都楞了一下，沒想到會這麼順利。感謝神，解開這個心結後，盡管媽媽身體仍然極其虛弱，但每次通話時心情都不錯。  以前以為自己滿孝順的，為父母做了很多事情，直到寫感恩見證的一刻，才覺得自己好自私的，很多中國人都能忍辱負重地對父母盡孝，而我人到中年才學會對父母讓步，感謝神對我的持之以恒的改造，感謝神一點點地去除我眼中的鱗片，讓我可以看清方向。 

時時獻上感恩的心  
郭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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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與神開始建立親近關係而感恩，他把我從注重人更多地轉到在意神，與神建立了以往所沒有的關係。剛信主時，沒這種感覺，更多是熱心地從理論上、以責任和義務為出發點來事奉，卻沒懂得更深層的原因（因為只看見人的見證，卻沒學會從中看見神）；這樣的事奉是對教導的模仿，結果是：彼此相愛限於教會中，對家人無法忍讓，對待別人的軟弱像糾錯警察等等；久而久之，我開始求問神，為什麼自己的愛這麼有限又沒有耐力？因為我知道，不管我做得多賣力，若沒有愛，就像哥林多前書13：1-3節的教導，就算不了什麼，也於我無益。所以我一直求神在這方面的帶領。而現在，神藉著我求平安喜樂的心的禱告，使我得到平安喜樂，讓我更多地察覺到神在自己生活各個細節所表達的愛：神對我那軟弱無知的忍耐、恩慈憐憫，而這種愛建立在公義真理上，並且永不止息，這就像感受到家人的擁抱那樣真切，讓我開始能像在銅鏡中一般隱約地看到神，並慢慢地越來越真切；這也帶動自己以出自神的愛和恩典的感情去對待別人。  在這兩年中我藉著禱告求他的平安，而這平安居然來自一次難過的經歷。 因為終於意識到，在一些不願放手的事上，原來自己無能為力！改變人心是聖靈的工作，渴求與神親近的那種

願望不是我一味拉扯，別人就能有的；不要再把神的工作搶過來做了，就在禱告中交給神吧。於是就安心專一到現在的方向中。也從那一刻起，神就慢慢讓我看到心中不平安的原因：為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效果而背上的過多壓力和焦慮。從中我懂得了真正放棄膚淺的自我，倚靠神，敬重聖靈的工作。在向神求助的過程中，神讓我越來越多地發現為自己禱告的重要，在禱告中更多地看到自己在很多屬靈方面的不成熟，摻雜了種種來自世界的“雜質動機”，這些屬世的價值觀若不去除，阻礙了自己與神更親近。於是慢慢學會在神面前（以前是在人面前）謙卑下來。剛信主時，期盼自己能做很多很大事奉，或期盼自己的孩子將來成為傳道人、宣教士，以為這樣才最有成效、最討神喜悅；而現在，我終于明白，神並不需要人的能力，他比我更知道我自己的軟弱有限，而且神說：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耶利米書29:11），所以順服神就是最好的事奉，被神使用，讓神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求神按他的計劃來陶造自己和家人成為合神使用的器皿，神叫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叫我放棄什麼我就放棄什麼。  感謝神，我開始喜樂。在為此求告神的那段時間，神讓我看到自己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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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不愛忍耐、輕易發怒、常計較人的惡，沒辦法以愛去包容別人； 慈愛的天父就讓我一點點看到這些暗藏的罪吞噬著自己的喜樂；他並沒有以惡報惡，一直對我滿有恩慈憐憫地引導，讓我在悔改中得到平安喜樂。現在每當我老毛病要犯，心裡對某人某事開始抱怨時，就馬上警醒，轉而為其做感恩祝福的禱告；因禱告的果效遠勝於自己的力量，我看到被禱告過的家庭，他們的屬靈生命在主裡的美好成長。  從剛信主到現在，神讓我經歷不同的事奉角色。現在好像回到起點，表面看來，生活照舊。但是，神知道，我的動機在被他慢慢淨化，內心對神對人的態度都在改變。  感謝神，我學會開始忍耐。在不同文化的美國人教會讓我更加謹慎自己的表達方式。隨著自己的性子說話行事，於己於人都全無益處，只會使將人絆倒或引發爭端，也自我放棄了被神改造的機會。我曾一度很苦惱，因為自己是“浸信會背景”，與教會的文化好像不太一樣。但感謝神，他阻止了我發怨言，轉而更多地為教會禱告。為珊瑚泉教會的傳福音培訓而感恩，讓我在教會的活動策劃中側重思考宣揚福音，使福音信息加進傳統的睦鄰慈善活動中。  為這幾年情緒上的軟弱感恩，若非如此，今天無法收獲從神而來的平安

喜樂。信靠順服，阿們！  為制作基督徒生活影片的Pure 
Flix 感恩，特別為最近放映的War Room感恩，記憶深刻的是，當一位婚姻出現危機的姊妹說沒時間為丈夫禱告時，那位年長姊妹的回答：“你每天花這麼多時間為婚姻苦苦角鬥，卻沒時間禱告求神幫助你的婚姻？”其實，每天在與我們纏鬥的又何止是婚姻問題！但感謝神，賜給我們“常常禱告”這個最有力的利器和權柄！  為BSF感恩，在啟示錄2章4節學習到，基督耶穌責備以弗所教會離棄了起初的愛心。我們每周去教會參加敬拜，每次查經、禱告、事奉時，有沒有忘記起初的愛心呢？有沒有每次都更渴求基督呢？為我們講者提出的這個提醒而時時感恩。  為弟兄姊妹的生命見證對我影響感恩。有一對認識多年的基督徒夫婦，我念念不忘，實在是因為他們生命中無時無刻都散發出基督的馨香。原來，不管是傳福音或對他人的靈命成長，聖經教導和行為見證是缺一不可的。求神帶領我警醒自己的靈命，做合他心意的妻子，帶領我們的家庭成為合神心意的家庭，像弟兄姊妹那樣，在教會和生活中做出好的見證。願神的名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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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秋景，秋果累累… 聖經說： 

“我們當敬畏耶和華 － 我們的神； 祂按時賜雨， 

就是秋雨春雨，又為我們定收割的節令，永存不廢。” 

 

 

感恩 秋之甘露 

 

層巒疊翠神國幽，恩典永未休。 

讚歌高雅遏雲浮，人道勝丹邱。 

加略畔，愛源頭，終年不斷流。 

秋雨澆灌遍西疇，聖詩大有秋。 

 

 

感恩 《秋景》 

 

斜日將沈何繾綣， 

晚霞璀璨染層林。 

此情此景誰能繪? 

天父恩手獨匠心。 

獻上感恩的心  
 

王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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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感恩季節又到了，回顧我個人、家庭、以及團契過去一年的經歷，有很多事情可以感恩。“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 林後 9:15）  從個人而言，感謝神，雖然我性格和習慣中有很多殘缺和不完整，甚至有時落入試探，但謝謝神一直保守，不離不棄，因為他是原諒的主，也是給人力量的主。“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  在工作方面，學校面臨轉型和重組，人心浮動，工作量也由於預算問題有所加大，感謝神，我既有靈活的工作時間可以做好教會服侍，也有足夠的收入滿足一家人的生活需要，並且有時間能夠陪伴兒子一同學習，遊戲，成長。  在家庭方面，我們夫妻關係近期面臨一些挑戰。感謝神，能讓太太主動順服，修復關係，並且一起調整生活的重心和方向。在這個過程中，深切感受到只有神的力量能讓人心意更新。在人不能的事，在神都能！我也很謝謝我的太太能夠更多更積極參與教會活動和事工，例如禮拜三的聚會，並能夠主動加入慕道友接送和福音工作。我們也逐漸開始學習帶領孩子一同讀經禱告，並在關係遭受挑戰的時候來到神的面前，認罪，懺悔，禱告，然後修復關係。讓孩子們逐漸學習與神同行，是我和太太逐漸認識到的統一目標。在這個過程中，父母的榜樣作用必不可少。  在馬太團契方面，感恩的方面很多。首先，特別感謝神能夠有機會和忠華弟兄一同服事，為團契工作一同規劃並實施。我也從忠華兄弟身上學習到很多謙卑的功課。  作為團契的負責人之一，兩年來，我深切感受到在處理日程安排和活動帶領之外，要時時提醒自己加強和神的關係，自己要多讀經，多禱告，才能站立得穩，而不只是人前服事。在與人交往方面，要多溝通，多關懷，多鼓勵，多包容。不輕易判斷人，也不被別人論斷。還需要做好一個紐帶，建立和強化和教會領袖以及其它團契關係。今年教會的大多數執事被邀請到馬太團契做分享和見證，通過這些活動，不但增加了弟兄姐妹對於執事們的個人了解，更從他們信主和服事的過程中汲取力量，堅定弟兄姐妹自己的信仰。  

 

感恩分享     
 

李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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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禱告方面，馬太團契今年特意安排每月一次的團契禱告會。雖然禱告人數還有待增加，但弟兄姐妹越來越認識到禱告的力量。我們的神是聽禱告的神，特別是眾人一起的禱告。從團契活動很多微小而積極的變化中，我們逐漸體會到神的回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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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的帶領下，馬太團契陸續有新人加入，特別是愛加倍小組和國語青年組。在此需要感謝我們的幾位同工（包括王毅、蘊芬、碧華和她的先生Joseph、亭竹、Charlie、以及Yvonne）在這兩個小組中長期用心的服侍。根據我個人以前在國語青年組的體會，在這些小組如果期待好的服侍結果，與年輕人之間建立關係必不可少，而這一切都需要長時間的耐心和堅持。近期國語青年組幾位成員隨著年齡增長，開始加入愛加倍小組，感謝神，愛加倍的新老成員之間能夠慢慢建立關係，在主內一同成長。  在事工方面，很多弟兄姐妹一直堅持服事。例如敏舜、王毅、久仁弟兄長期帶領國語主日學以及初信小組；夏伊、曉輝以及其他的弟兄姐妹能主動分擔查經帶領；君華、佩華、和亭竹禮拜三帶領國語聚會，聚會人數穩定增長。當年因明哲弟兄和Susie姐妹離開而產生的服事空白正逐漸被彌補；思進、久仁、伍明、光偉、愛萍、梁伯伯、文彥幾位弟兄長期堅持馬太團契每月一次的午餐準備，馬太團契也打造出自己的“招牌菜”，受到整個教會的好評；思彤姐妹剛剛回到珊瑚泉教會，就主動承擔起團契的財務工作，並鼓勵弟兄姐妹參與服事和禱告；惠琳、亦為、廣龍、徐伯伯、明惠長期堅持拘留所的探訪和福音工作，並且帶領很多同胞信主；明惠姐妹主動組織當地春節晚會散發福音單張的工作；躍峰、Monica和Fiona的先生、伍明、光偉、愛萍、天喜、楊天、

Charlie、敏舜幾位弟兄在牧師的搬家過程中盡心盡力，以具體行動支持我們的牧羊人；久仁、佩華、敏舜、廣龍、夏伊、月華、曉璐、璐璐在詩班/領詩方面的服事，廣龍、夏伊、英姿在教會的<珊瑚泉之光>徵稿排版方面的台前幕後工作；廣龍弟兄在每次教會和團契活動中的攝影；還有很多弟兄姐妹私下的關懷、福音工作以及兒童事工，等等，在此無法一一列舉。感謝神，有這樣好的兄弟姐妹一起為神做工，做神的管家和見證。“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歌 3:23）  在聚會方面，很高興能看到近期馬太團契參加主日學的人數穩步提升，週五聚會的人數穩中有升，週三的國語聚會人數也基本保持在30～40人左右，一切榮耀歸給神！願神保守我們團契各個小組，配合屈牧師，做好神的管家，相互關懷，彼此包容，共同進步，在生活、工作、讀經、禱告、服事、參加聚會方面都做神的美好見證，活出既嚴肅又活潑的喜樂生命，也能在來年繼續傳揚主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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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

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

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我知道

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

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

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啟示

錄：3:7-8） 

 

（（（（一一一一））））神親自為我們打開了福音的門神親自為我們打開了福音的門神親自為我們打開了福音的門神親自為我們打開了福音的門    

在我參加拘留所事奉的這幾年間，男性同胞

大約在10人上下，而女性同胞只得幾位，都

來自加勒比海的島嶼（如巴哈馬等）。但自

今年6月起，女性同胞增到10多位，而男性

同胞忽猛增至50多位，都是從德州送過來

的。神突然給了我們那麼多福音的對象，遠

超過我們所想所求，自然歡欣鼓舞，感謝神

恩！但另一方面亦有不少擔憂，因為這批人

比原來的舊人有很大的區別，前者逗留時間

很長，有些大半年也不走，但新來的很快離

去，有些三、兩週便離開了，連面孔也記不

牢，唯恐辜負了神的託付，只求神加力和求

聖靈自己做成這工。 

 

（（（（二二二二））））神親自引導我們的事奉神親自引導我們的事奉神親自引導我們的事奉神親自引導我們的事奉    

1.在與所內的同胞們談話中，我們才知道，

所內每主日上午都有主日崇拜，由一間美

國的大教會負責主持，有西語翻譯。我問

他們聽得懂嗎？一致搖頭，但他們表示與

其他基督徒一起敬拜神，心靈得到安慰與

平安。他們還自動組織起來二、三十人在

大會時獻詩，引起異族的稀奇，因在他們

思想中，中國人是拜偶像的。他們立即用

英語叫我們翻譯成中文，告訴他們榮耀歸

給神！並一起拍手互相鼓勵。在那裡，我

看到聖靈的工作，也看到聖徒的相通是不

受語言文化的阻隔。我也感受到神的同

在，熱淚也奪眶而出。 

 

2.此後那大教會打電話到我們教會說，所裡

來了一批中國人，無法溝通，想請我們參

與一起事奉，於是李亦為弟兄及甘惠琳姊

妹在主日上午參加了所裡的主日崇拜的事

奉，分別在男女同胞中做翻譯。後改為李

亦為弟兄在中心講臺，使用大會的響亮的

擴音器加上中文翻譯。 

 

3.七月底，所方通知我們每月的第一個禮拜

六下午三時，為願接受主的人施浸，邀請

我們幫忙。於是李亦為弟兄做大會敬拜的

翻譯，朱廣龍弟兄負責在施池前正確讀出

人名及浸禮後大聲領唱讚美詩。在8、9月

份各有13位，10月份有12位，三個月共有

38位男同胞受浸。（不包括已報名受浸而

於受浸日前離所之人）。請看！這就是聖

靈做工的果效，也是聖靈自己打開福音的

大門，並一步一步引領我們事奉的過程。

哈利路亞！榮耀歸於至高神！ 

神為我們打開了福音門 

徐灴光 



Page 29 珊瑚泉之光 第三十九期 The Light of Coral Springs Issue 39 

    我們以諾團契只有30人左右，有相當部份已屆時“七老八十”的高齡長著。也有90-100歲的

老壽星在其中。正如俗語所說：已步入“風燭殘年”之歲月。 

    雖則如此，神卻沒有撇下我們，而且拯救了我們，讓我們不被定罪，反得永生。並復得“神

的兒女”之名份，得以與神和好，共享屬天的永恆福樂，還有永生的盼望。 

    感謝神：賜給我們屬靈的大家庭（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讓我們藉著主日崇拜而得以認

識、親近和敬拜神的機會，得著靈糧的餵養而靈命得以長進。 

    同時也讓我們藉著團契聚會，禱告的機會，可與天父傾心吐意的說出我們之所求，也可以與

兄弟姐妹們相交，彼此瞭解，互相關顧。如有需要，便可合理調配，妥善安排解決。讓我們過著

安穩無憂的生活。 

    感謝神還賜給我們精神、魄力、時間和機會，讓我們不時組團出外旅行，盡情享受父神的慈

愛和體驗“天父世界”之榮美。從而增廣見聞，擴大視野，欣賞大自然美景以及品嘗世界各地之

美食。過著心曠神怡，盡情歡樂的日子。 

    我們以諾團契之成員都是來自中國廣東和港澳等地的人。通常都有飲茶，吃點心的習慣。但

是我們身處美國，而且活在那“天災人禍”無日無之的世代裡，天父卻特別眷顧和恩待我們。藉

著聖靈的感動，讓充滿愛心和熱誠的Adona姐妹主動樂意的付出愛心、精力、時間和財物。於每個

禮拜一都如常帶部份銀髮之族到中國式的餐館裡，悠哉遊哉，自得其樂的品嘗茶茗和美點。讓我

們在神的家中生活的充實、豐盛、健康、長壽、平安又喜樂。 

    同時，我們也不時的彼此探訪，密切關係，親如一家，互相瞭解和幫助，讓我們感受到在神

的家中生活的如此溫馨而感到老懷安慰。 

    我們如此這般的開心愜意的頤養天年的晚年生活，真的羨煞旁人。但我們深知這一切都是天

父上帝深恩所賜而得著。為此特獻上感恩，並要活出愛主愛人的屬靈生命來見證主和榮耀神。並

將一切榮耀與頌讚歸給無比尊崇和聖潔的獨一真神！ 

    總括我們幾十年所經歷的一切，便可印證以下經文：“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

眼免了流淚，救我的腳免了跌倒。”（詩篇 116:8） 

長者感恩長者感恩長者感恩長者感恩    
陳可蘭    



((((一一一一))))    

末世時代路迷茫末世時代路迷茫末世時代路迷茫末世時代路迷茫，，，，    

苦海無涯何處岸苦海無涯何處岸苦海無涯何處岸苦海無涯何處岸？？？？    

罪惡網羅四處佈罪惡網羅四處佈罪惡網羅四處佈罪惡網羅四處佈，，，，    

浪子回頭歸途往浪子回頭歸途往浪子回頭歸途往浪子回頭歸途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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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詩四首感恩詩四首感恩詩四首感恩詩四首    

    

    

    

    

    

    

    

    

    

    

    

    

    

    

    

((((三三三三))))    

天父恩慈施憐憫天父恩慈施憐憫天父恩慈施憐憫天父恩慈施憐憫，，，，    

垂老之年蒙救恩垂老之年蒙救恩垂老之年蒙救恩垂老之年蒙救恩，，，，    

復得兒女之名份復得兒女之名份復得兒女之名份復得兒女之名份，，，，    

神愛主恩銘於心神愛主恩銘於心神愛主恩銘於心神愛主恩銘於心。。。。    

((((四四四四))))    

年事已高勤用腦年事已高勤用腦年事已高勤用腦年事已高勤用腦，，，，    

傳揚福音頻籌措傳揚福音頻籌措傳揚福音頻籌措傳揚福音頻籌措，，，，    

時刻儆醒候主到時刻儆醒候主到時刻儆醒候主到時刻儆醒候主到，，，，    

同行永恆天國路同行永恆天國路同行永恆天國路同行永恆天國路！！！！    

 
((((二二二二))))    

天父恩慈已久待天父恩慈已久待天父恩慈已久待天父恩慈已久待，，，，    

孩兒歸家仍憐愛孩兒歸家仍憐愛孩兒歸家仍憐愛孩兒歸家仍憐愛。。。。    

蒙受救恩得赦罪蒙受救恩得赦罪蒙受救恩得赦罪蒙受救恩得赦罪，，，，    

永恆福樂享萬代永恆福樂享萬代永恆福樂享萬代永恆福樂享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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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愛的環境     感謝神！讓我出生於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四十年代）。當時因戰亂關係，中國正處於國難當頭，內憂外患，經濟蕭條，民不聊生的境況，也是我之童年時期。     也許因我之故鄉是窮鄉僻壤以及區域面積較小的緣故，既使有日本侵略戰機不時在上空盤旋或經過，卻沒有施行轟炸空襲。至於日本侵略軍，我只遠距離的見過一次。他們都是背著帶有刺刀的長槍以及穿著寫有如胸部般大的中文“勇”字的軍裝。所以我們稱之為“勇”。他們走路時都是大模斯樣，肆無忌憚的。至於其燒殺搶掠殘害百姓的暴行，我卻是緣慳一面，所以我之童年生活相對比較平靜的度過。不致四處奔逃，遠走他方，妻離子散，無家可歸那麼淒慘。從而避過了戰爭的踐踏，生命得以保存。     我在家中排行第五，是父母所生的第一個女兒。父母和兄長對我愛護有加。在我六歲時就送我入學。上學時都是兄長背著我去學校的。那時我年紀尚小，父親便教我念“乘法九九表”之口訣。同時又教我學做生意所應用的“問斤求兩”的計算方法。因我學習成績不俗，所以在家中頗受寵愛而過著幸福的童年生活。  天父的保守     在解放戰爭結束後，我因家道中落，父親病逝而致家中一貧如洗，常過著挨餓抵渴的日子。有因

沒錢支付學費而停學三年。在這三年當中，只好在家照顧妹妹和弟弟兼做家務。看到別的孩子上學不但羡慕之至，而且會心酸落淚。小小年紀也會自覺卑微，懂得安分守紀，從不與人攀比。心甘情願的在家肩負著保姆和主婦的重任。讓我從小就經歷貧窮和飢餓的苦楚而得著磨練和成長，也懂得知足和惜福。為日後生活解困預備了契機。     1951年—1953年期間，我們的家鄉實行了“土地改革”，那時凡是以農活耕種為生的農戶都被劃分“階級成份”。（分別為：地主、富農、中貧、貧農和雇農五類）。被劃為“地主”或“富農”成份的，其中田地、房屋和物資都被“沒收充公”分給窮人（貧農和雇農）。     當時，因我家裡貧窮而被劃為“貧農”成份。不但生活得以改善，同時無論入學，升學錄取或就業等均優先安排照顧。因此，我得以復學的機會。     在1954年間，我們家鄉發生了“山洪爆發”（特大洪水）。於半夜時分，洪水勢不可擋的沖入睡房，當時第一個醒來的是我，於是一邊逃一邊大聲呼叫仍在熟睡的人逃走。幸然，在房屋倒塌之前，屋裡所有的人都逃離險地，避過了遭逢因房屋倒塌所造成的傷亡事故。     1957年間，我們家鄉開展了“反右派”鬥爭。那時許多學術權威人士以及高學歷的知識份子都被劃為“右派分子”而被“鬥爭”或“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那時，我正在念初中，所以“右派分子”沒有我的份兒。 

神奇的感恩神奇的感恩神奇的感恩神奇的感恩    
陳可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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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2年間，我剛到初次就任之學校的第一天就遇上特大的狂風暴雨的侵襲，風勢迅猛異常，如臨大敵。教師們整夜不敢睡覺。直到第二天早上，風勢有增無減。那時我正呆立在學校裡的大禮堂不知所措。忽然，學校之與乒乓球檯般大小的大門被風吹脫後直入禮堂與我幾乎擦身而過，繼而撞跌乒乓球檯再直到舞臺前才停下來。幸然，我沒有受到任何傷害。但事後我仍感到毛骨悚然，心有餘悸。    在1966年間，中國開始“文化大革命”。那時因我是“貧農成份”家庭出身而安然度過，免遭厄運。     事後，因我覺得做教師前景不明，無所適從，心靈受創，意志消沉而“自動離職”，當了“逃兵”，從此失去了“公職”生涯。因而日後的生活和前途都極為渺茫，只好在家帶小孩。有時也會做一些臨時工幫補家計，又開始過著挨窮和節約持家的日子。     然而，在我失業的日子裡，我曾經受過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窮苦失意等種種的歷練，讓我在逆境中得著磨練而成長並能站立得住，為日後面對更大的壓力和挑戰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感謝神！讓我在合宜的機會和時間（1988年）順利又平安的移民到美國。在美國生活多年，已養成沉默與忍耐的品格。雖然言語不通，年老體弱，生活苦澀又枯燥，但卻能應付自如，安穩度日，生活得以安頓。  恩主的醫治     我於2002年前後的若干年期間，因處境為難，情志不暢，抑鬱成疾，加上曾一度飲食不節，調理疏忽等原因而致大病一場，苦不堪言。誠然，主藉

著聖靈的感動，幫助和帶領，讓我女兒時常忙裡抽空，不辭勞苦帶我看遍西醫各專科，並做物理治療。後期又帶我去看中醫和買中藥服用。持續數年之久，病情才得以控制。我信主後，Amy Wong姊妹又不時的在外地幫我購買並攜帶中藥給我繼續調治，讓我身體得著適當的治理而逐漸康復。     近年來蒙主的醫治和保守看顧，在神的家中過著心情開朗，生活愜意的頤養天年的日子。因此，身體日漸良好。令我喜出望外的衷心感謝神。  恩主的拯救     我在幼年時期便知道外祖母是篤信耶穌的。我曾跟她去過教會，因我當時年幼無知，不知道為何要信耶穌。外祖母去世後，雖然沒有再去教會，但我仍然記得“耶穌“這個名字。     於1996年 — 2002年，我在香港期間，曾有基督徒欲帶我信主。曾邀請我參與查經班聚會，聽見證，集體戶外活動，還有飯聚等，但我卻不為之所動，沒有把握那次機會信靠主耶穌。於2002年，我從香港回到美國不久便抱恙，為期五年之久。在這五年當中，我一直與病魔搏鬥，苦苦掙扎。在我以為一蹶不振，命不久矣之際，主耶穌不但醫治了我，而且伸出大能的聖手，藉著聖靈的感動，讓
Kim Wu 姊妹帶領我信靠了主耶穌。     我信主之前對耶穌全無知識，也沒有尋求某種信仰的心志。在我涉足於屬靈之門檻後（查經班）卻不由自主的熱切慕道，義無反顧而且迫不及待的在八十天內就“決志信主”兼“受浸”，成為基督的平信徒。     之後在Bill Wong 和 Amy Wong 夫婦二人以及伍明和少靖夫婦二人，多年來對我默默的付出和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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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們教會 “珊瑚泉之光”雜誌創刊十周

年記念。本期是第39期。我把以前所有的38期全

部下載到了我的電腦，瀏覽了所有各期，精美的

設計，感人的見證，牧者的心願，讓我的內心充

滿感恩。我將非常重要的几期特刊列在下面，弟

兄姊妹有空時可以上我們教會的網站閱讀。

（http://www.cbccs.org/media/church-

publication/）。在這之前，教會的刊物叫“泉

訊”。但沒有被完整的收藏下來，放到教會的網

站中。從2005年以后，以現在的命名“珊瑚泉之

光”出版。 

 

第1期創刊號（7/2005）正好是劉廣華師母回天

家之後不久，因此那一期是懷念師母專刊，第一

篇文章是我們劉勝培牧師在追思禮拜上的證道。 

 

第12期（12/2007）是我們教會成立15周年特

刊，那年也是我們教會建堂的第二期工程。劉廣

華牧師為我們寫了一篇“獻堂心志”，叮囑弟兄

姊妹要高舉基督，興旺神家，廣傳福音，持守真

道。劉勝培牧師為我們寫了一篇 “再立心

志”，提醒弟兄姊妹要再思： 你的心意，你的腳

蹤，你的話語，你的敬拜，是否合神心意。 

 

第22期（8/2010）是記念劉廣華師母回天家5周

年特刊，劉廣華牧師從一個丈夫的角度寫下了他

懷念妻子一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寫道： “光陰

似箭，歲月如梭，為主奔勞，轉瞬之間，就過了

十年感恩十年感恩十年感恩十年感恩    
朱廣龍    

持，讓我靈命得以長進和更新。對神的話語有所認識，從而知道自己是一個新造的罪人，更不可跪拜別神(偶像)。於是，我便連續七天，每天約一小時左右的時間切實的向天父認罪悔改。同時又將與別的神有關的一切全部丟掉，一件不留。讓自己脫離了罪的轄制，從而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從此便感到無罪一身輕的專一信靠主耶穌。     感謝神！讓我在神的家中過著前所未有的充實健康，平安和喜樂的日子。並能充分的感受到父神的慈愛，信實和公義的作為所施予我的神家女兒的永恆福樂。特此獻上真誠的感恩。願將一切榮耀與頌讃歸於慈愛的父神！歸納以上事實便可印證以下經文：“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

流淚，救我是腳免了跌倒”。（詩篇 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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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師母完全做到她在新婚那天晚上所說過的話。她留下給我們的形像，不是一個千金

小姐、豪門閨秀，而是一個殷勤事主、付出所有、與夫同心、忘己愛人的僕婢。而我也遵

守了我的諾言，45年如一日，甘心樂意把握每一個機會去服事師母，直到她呼吸最後的一

口氣，被主接去。能夠服事一個這樣偉大的生命，這是神在地上給我最大的賞賜。” 劉勝

培牧師用他被按立牧師當天和師母的一段對話，寫下了他對師母的懷念，對話中師母用了

路加福音（12：48）一節經文，從那以后，這是他一生事主愛人的座右銘。 

 

第30期（11/2012）是我們教會成立20周年特刊，主題是“我的教會，我的家”。劉廣華牧

師用詩篇128所描述的畫面，教導我們如何有一個蒙福的家。在那期中，還記錄下了（1992

-2012）教會20年走過的每一個里程碑，真是風雨同舟，主愛不離不棄。我自己是1997年初

從MIAMI母會搬過來的。親眼目睹神一手的帶領，每一個里程碑，每一個祝福，讓我能高

歌，神祢真偉大！ 

 

第33期（11/2013）是劉勝培牧師回天家記念特刊，馬如玉師母從一個妻子的角度寫下了她

懷念丈夫一生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寫道：“我很感謝神把我們二人放在一起結合為夫婦，雖

然只是短短的十八年，我多麼希望神可以給我們更多的時間在一起，就是多十年，五年，

三年，甚至乎一年也好，但神的意念是高過我們的意念。我們結婚的時候，我是三十九

歲，而他已是五十一歲。。。。而且是越來越和諧，就好像美酒，越醞釀，就越醇，這都

是神的恩典。“ 

 

從“泉訊”到“珊瑚泉之光”，一直到現在，我們有數不盡的核心同工與弟兄姊妹的參

與，我在這裡就不一一數點他們的名字了，因為，他們的名字已經被主所記念。 

 

我用以下一首小詩（七言古風）來表達我心中為“珊瑚泉之光“的感恩： 

 

十載筆耕主桑田，神光普照珊瑚泉， 

墨水如海未猶盡，紙張連天訴不全。 

牧者訓悔真道守，兄姊見證福音傳， 

回首往事虧欠多，仰望耶穌譜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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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you love us not because what we 

did but because who You are. By your everlast-

ing love, You protect and sustain us. 

 Thank you Lord, You test us and go 

through the test with us, so we can give the tes-

timonies of You. 

 Thank you Lord, You are our Provider 

even though we don’t always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and others. You already pre-

pared all the things we need before we go 

through the tribulation in life. Though Your 

Word, the Holy Spirit, our fellow Christians and 

prayers, we are reminded that we are no longer 

condemned by our sins. There is no guilt and 

condemnation in Christ. 

 On Wednesday, May 25th at 8 pm, my 

mother went to my room and started to fall. As I 

tried to communicate with her, I knew that she 

got a stroke. I immediately called 911 and the 

ambulance came to take my mother to the hos-

pital close by. In the next morning, my mother’s 

condition started to get worse. She could hardly 

talk and move her right side. By the grace of 

Go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visited my 

mother and me. Thank you Lord, You listen to 

their prayers because they are your children. By 

the grace of God, my mother could be trans-

ferred to an acute rehab center on Saturday, the 

Memorial weekend. 

 On the same evening, I went to a 7-

Eleven to buy something to eat. I forgot to take 

the visitor label off. As I approached to the store, 

I met Nathan, a homeless, who asked me to give 

him some money to buy food. By the grace of 

God, instead of giving him money or ignoring 

him, I invited him to go inside the store to grab 

whatever he needed. As we went to the counter 

to check out, God gave me the boldness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Nathan as loud as I could in the 

store. Later on, I talked to Nathan outside the 

store and encouraged him to read the Scripture I 

gave him. Not many people have the second 

chance. As the Lord gave my mother the second 

chance to live, I encouraged Nathan to take this 

encounter of God seriously. 

 As I had to stay in the rehab center to 

help my mother, I had the opportunities to talk 

to the nurses, nurse assistants (I love them very 

much), doctors, administrators, physical thera-

pists and social workers. We simply testified 

what Jesus has done for me and my mother and 

gave them the Scriptures. Although my mother 

and I stayed at the room most of time, God used 

us to testify Him. Praise the Lord, although I 

didn’t cook, the manager offered me 3 meals a 

day. God is so good to me. 

 After living in America for a while, I 

know that some Chinese like my mother don’t 

like the African Americans. Since most of the 

nurse assistants who helped my mother to 

change her diapers and clean her body were 

black, my mother and I love them and respect 

them a lot. 

 Thank Go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hris-

 

TESTIFY THE 

LORD 
 

Joseph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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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s working in the medical field. Without the 

love of God, I could not imagine that the workers 

could survive in their daily jobs. 

 Besides hav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to visit my mother and me, thank God for 

different Christian music, testimonies and ser-

mons online that my mother and I could be min-

istered. 

 Thank God that my mother and I did de-

votion together daily even though we didn’t go to 

church over 3 months. We simply read the Book 

of John over and over again. Our daily longest 

prayer is saying grace before we eat. Whenever I 

asked my mother to pray, she always responded 

that she didn’t know how to pray. According to 

her understanding, praying to God requires a lot 

of vocabularies and certain level of education. As 

we prayed, I asked my mother to count the 

things we thank for. Our prayers are simply 

counting the blessings of God such as the food, 

medicines, medical workers, fellow Christians, 

facilities and even the variety of the adult dia-

pers. We found more and more things to thank 

for. At the end, I simply said,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Sometimes, when we were in a 

“hurry”, I would say a short grace and we started 

to dig in. 

 No matter how advance the medicine is, it 

cannot heal the human soul. By the grace of God,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to my mother’s 

neighbor, Ann, in the next room. Ann just had a 

brain surgery, and I could see a long scar across 

the left side of her head. During the conversa-

tion, I found out that her husband left her one 

week before the surgery. She had nowhere to go 

after the release. I am so thankful that God sent 

me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Ann and gave her 

the Scripture. 

 After 3 weeks of staying at the acute re-

hab center, my mother was sent to another rehab 

center for 3 weeks. Praise the Lord, He continued 

to open the doors for us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 medical workers. Sometimes we had 

strangers came to us and asked for the Scriptures. 

Some nurses and nurse assistants introduced us to 

their fellow workers and said that they needed 

the Word of God. 

 Praise the Lord. In July, my mother was 

released and she stayed at my house. With a very 

short notice, our sisters in Christ, Mee Sum and 

Ali, came to my house to take care of my mother 

for a month. 

 Praise the Lord. As I had to take care of 

my mother, my boss allowed me to “work” at 

home for the most of time for over 2 months. 

Even now, I still go to work late and sometimes 

leave early. 

 By the grace of God, my mother could 

stay with my brother’s family. They are not be-

lievers and my brother doesn’t like Christians. 

Praise the Lord, He used my mother and me to 

testify Him. May the Lord save my brother’s fam-

ily. 

 As I visited my mother daily,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gave the 

Scriptures to the security guards. Praise the Lord. 

He is always working in people’s lives, and He is 

manifested through His people. 

 At last but not the least, my mother and I 

really want to thank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for their Christ’s love in action and pray-

ers. My mother and I could never be able to pay 

our debt. May our Lord reward you for whatever 

you did unto Him. 

 Apart from Him, we can do nothing.  



Thank You for the care packages! 
 

  

  

  

  

  

Dear CBCCS families,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care packages you've prepared. 
Every fall I look forward to the care packages because it reminds me of how 

much I'm loved and cared for by this body of Christ and reminds me of the fami-
ly and community I have back in Coral Springs. I'm always encouraged by th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nd scripture that the children write out and of course I 
love the treats that come with the package. Thank you KCFC and all the parents!  

Your brother in Christ, Alex 

Dear Church Family, Miss. Cathy, and KCFC,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 and kindness you have sent me and 
all of the other college students whether we are near or far! It is so 
comforting to know that even when I am not around I have people praying 
and thinking of me. I thank God every day for allowing me to be a part of 
such an amazing family. I know that I will put all of the contents of my 
care package to good use!  

Love, Florence 

Thank you for all the preparation, effort and love that went into 
sending this package! I felt like a little kid on Christmas morning!  
~Cassie 

Alex: Thank you so much to Ms. Cathy for organizing 
care packages every year and thank you to all the 

families that helped! Also, a big thank you to Aly Hwee 
for your words of encouragement and the time you 

took to put together this wonderful care package for 
me. I was so excited when it came in the mail and it is 

such a blessing to know that my church family at 
home is still thinking about me and praying for me. I 

miss you guys!  
 
 

Lauren: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guys 
for helping us survive out in this wilderness! Receiving 
one of these boxes brings back comforting memories 

that help me ease my stress by remembering that God 
is with me always! ^_^  

 



 

  

  

  

  

  

Thanks so much Miss Cathy, Evan and 
everyone else who helped put the 
packages together!  
~Caleb Chen 

Lynn Chen 

Nathan Ma 

Herman Zhu 

Melody Huang 

Vincent Huang and Jonathan Wu:  
Thanks for taking care of us! 

 
 
 
 
 

Ophelia Chueng: Thank you for all the 
care packages sent to me for my past 
4 years of college. Thank you all the 
love and care you put into this Miss 
Cathy & KCFC! It’s honestly one of 
the most thoughtful things anyone 
has done for me!  



 
 

  

  

  

  

  

Priscilla Tang 

Matthew Zhu 

I remember the good ol' days when I used to make 
these care packages for college students. I didn't re-
alize how much it meant to them until I was the one on 

the receiving end. It's such a great feeling knowing 
that I always have support and love from back home! I 

love you all and God bless!  
~Aaron Wong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kids that helped 
out by spending their own time to give us 
helpful gifts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in the 
long run since as a busy college student 
anything that is given out of their thoughtful-
ness is most highly appreciated. 
~Prim Chew 

Thank  you!  
I thank my God in all my remembrance of you. 

 
Philippians 1:3  

Jordan Zhu 

Calvi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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