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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們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

成立25週年，10/29/2017是教會的慶

典，感恩敬拜，當日，400多（大人，孩

童）弟兄姊妹，嘉賓前來慶賀，教會主

任牧師陳克勇證道 -“這些石頭是什麼

意思？“，用以色列人在歷史中立石記

念主恩，來勉勵弟兄姊妹記念天父帶領

我們教會所走過的25年，回眸過往，數

算主恩，再接再勵，勇往直前，為主繼

續打美好的仗，很多弟兄姊妹在敬拜

中，聖靈感動，熱淚盈眶，主恩浩大！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

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

救。” 徒 4:12，願主的名被高舉，福

音在珊瑚泉，直至整個南弗州被廣傳。

阿們！ 

 7/2005，“珊瑚泉之光“創刊號

出版，至今，走過了十二個年頭，本期

是第四十四期。其中有很多同工付出了

辛勞與時間。出版部一如繼往，秉持以

下原則： 

 

高舉基督，信仰純正； 

見證耶穌，感恩分享； 

牧者心聲，關懷教導； 

讀經心得，相互勉勵； 

詩詞歌賦，頌揚天父； 

週年記念，保存歷史； 

立足本地，網絡四方。 

“珊瑚泉之光”網址： 

http://www.cbccs.org/media/ 

church-publication/ 

 

 請弟兄姊妹特別留意以下幾期： 

♦ 12期-教會十五週年特刊； 

♦ 22期-記念劉吳愛蓮師母已故 

        回天家五週年； 

♦ 30期-教會二十週年特刊； 

♦ 33期-記念在6/4/2013回天家 

        的主任牧師劉勝培特刊 

 

 

 

七律 感恩七律 感恩七律 感恩七律 感恩    

  

主內同心共挈扶， 

二十五載滿恩福。 

回眸往事皆因愛， 

展望將來信當初。 

高舉基督求異象， 

合十祈禱靠耶穌。 

僑胞骨肉心中挂， 

熱愛靈魂為主僕。 

 

（中華新韵，十四姑，仄起入韵） 

獻上感恩的心 
 

出版部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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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twelve spies that Moses 

sent to spy out the promised land, only Josh-

ua and Caleb had the faith to see the land as 

a great gift from Yahweh for the Israelites. 

The other ten spies were too afraid to move 

in because they were intimidated by the chal-

lenges that they had witnessed (Num 13:28-

29, 32-33). Joshua and Caleb were devastat-

ed at their own peoples’ failure to trust the 

Lord (Num 14:6)! Those who believed in 

God were able to enter into His blessings, 

which Joshua and Caleb did (Num 14:24, 

30). But those who did not trust in God were 

prevented by Him from entering into the 

promised land. It was very sad to learn that 

the whole generation of adults twenty years 

old and older, who had previously crossed 

the Red Sea and experienced God’s great 

miracle, did not get to possess the land which 

God had promised them. What was wrong 

with this picture? What w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Joshua and Caleb and the other ten 

people? 

 

1. Past success does not guarantee 

future success, but faith does! In Exodus 15, 

we learned that God saved the Israelites from 

Pharaoh and his army. “The people of Israel 

walked on dry ground through the sea (Exo 

14:29a)”, but all of Pharaoh’s chariots and 

horsemen were buried in sea. After the Red 

Sea, Moses led the Israelites toward Sinai, 

and then northward toward Kadesh. Sadly, at 

Kadesh, the Israelites did not demonstrate 

the faith they had gained at the Red Sea or by 

the many miracles that Yahweh had showed 

them along the way during the wilderness 

journey. The nation refused to listen to the 

advice of Joshua and Caleb and received the 

negative report of the other ten leaders which 

caused them to rebel against their leader, 

Moses, and against God. 

Every generation is directly accounta-

ble to God and has its own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trusting God. For CBCCS,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serve as a reminder to the 

present generation that God is faithful and 

gracious to the church. However, the past 

does not give us ‘credit’ for future success. 

We must continue to seek and obey God’s 

will, and serve Him faithfully. 

 

2. Facts alone without Faith is futile. 

The promised land was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and its fruit was big (Num 13:23, 

27). It was also a fact that the people who 

dwelt in the land were big and strong, and 

their cities were fortified and very large. Fur-

thermore, the twelve spies were very careful 

to identify Israel’s enemies inhabiting every 

 

The Faith Journey Forward 
 

by Pastor Keh Yeong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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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f the land - the south land, the sea, the 

hill country, and along the Jordan River val-

ley. Enemies were everywhere! 

Without faith, ten of the twelve spies 

were fearful and saw themselves like grass-

hoppers compar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land. The present and future difficult cir-

cumstances will seem to be impossible when 

we see them through human eyes and minds. 

Unlike the faithless ten men, Joshua and 

Caleb exhorted their countrymen to trust in 

God’s power to bring them into the prom-

ised land. “If the Lord delights in us, he will 

bring us into this land and give it to us, a 

land that flows with milk and honey. … and 

the Lord is with us; do no fear them. (Num 

14:8, 9c)” A great lesson for all of God’s 

people is that our future is in God’s hand, 

and our hope rests on the truth that the Lord 

is with us! If the Lord is with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3. Faith without Diligent Work is 

also futile. After all the congregation heard 

the negative news from the ten faithless 

men, they lost heart. Numbers 13:30 says, 

“But Caleb quieted the people before Moses 

and said, ‘Let us go up at once and occupy 

it, for we are well able to overcome it.’” 

Caleb trusted God and was ready for action! 

God had already told the Israelites that He 

would give them the land that flowed with 

milk and honey. Caleb wanted to serve God 

as He had commanded. 

 

 

In fact, Caleb was eager to serve the 

Lord even at an advanced age of eighty-five 

years old. He said to Joshua, “So now give 

me this hill country of which the Lord spoke 

on that day, for you heard on that day how 

the Anakim were there, with great fortified 

cities. It may be that the Lord will be with 

me, and I shall drive them out just as the 

Lord said”(Jos 14:12). Caleb wasn’t afraid 

of the challenges and with God’s help he 

would never stop serving Him! 

The Lord never promised that every-

thing in the future would be smooth and 

easy! But in the great commission, Jesus 

promised his disciples that if they would do 

everything he commanded, He would be 

with them until the end of the age (Matthew 

28:19-20). There are a lot of actions in these 

two verses. A person of faith will produce 

fruit by doing everything the Lord has com-

manded. 

In summary, the Lord blessed all 

who believed in Him. Numbers 14:30 says, 

“not one shall come into the land where I 

swore that I would make you dwell, except 

Caleb the son of Jephunneh and Joshua the 

son of Nun.” The New Testament book of 

Hebrews 11:6 affirms this truth, “And with-

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him, for 

whoever would draw near to God must be-

lieve that he exists and that he rewards those 

who seek him.”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as we journey forward together 

and serve the Lord, I pray that your faith and 

my faith would be like that of Joshua and 

Ca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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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主內平安！ 

 有半年多沒有和大家分享信息了，在美

國，比較多的時間就是為大家禱告，我一直以撒

母耳為榜樣，當時撒母耳從士師位置上退下來的

時候，就說過：“至於我，斷不停止為你們禱

告，以致得罪耶和華。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

們。” (撒母耳記上 12:23） 

 不為你們禱告，不是靈性軟弱，而是直

接得罪神！因此在美國的家，燕玉給我預備了一

個禱告室，在儲藏室的一角，跪下來的墊子始終

放在那裡，隨時可以來到主的面前。 

 接下來要和大家分享的題目，也許是不

大受歡迎的，但是，幾位同工希望我分享一次，

其實一個教會一年中也至少對奉獻的信息分享一

次，無論是剛剛得救受浸的，還是老基督徒，這

個信息都是有幫助的。因此，為了大家靈命上的

長進，過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也是為了大家蒙受

神豐盛的恩典和祝福，即使不討好，也要分享。 

 講到奉獻，大家都會很自然想到說十一

奉獻。考考大家：舊約聖經中第一個實行十一奉

獻的是誰？亞伯拉罕！ 

 

一，十一奉獻從亞伯拉罕開始 
 又有撒冷王麥基洗德帶著餅和酒出來迎

接；他是至高 神的祭司。他為亞伯蘭祝福，

說：“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蘭！至

高的神把敵人交在你手裡，是應當稱頌的！”亞

伯蘭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來，給麥基洗德。 

(創世記 14:18-20） 

 接下來是他的孫子雅各： 

 雅各許願說：“神若與我同在，在我所

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

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親的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

我的神。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殿；凡

你所賜給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 (創

世記 28:20-22) 

 有些弟兄姐妹說，這十一奉獻是舊約的

律法。我們現在是新約時代，還需要遵守舊約的

摩西律法嗎？上面兩段經文使我們清楚了，十一

奉獻並不是摩西律法開始的，而是當耶和華神呼

召亞伯拉罕以後，屬於神的子民必有的一種回

應！什麼回應？愛的回應。 

 因此，一開始，奉獻就是神的子民和神

關係的一種反應。世界上的百姓怎麼知道這些民

是屬於耶和華神的呢？就是從他們的奉獻，後來

就是獻祭。 

 新約中確實沒有十一奉獻的記載，然而

在新約中講到奉獻的時候，是怎樣說的呢？請

看：“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

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

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

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

書 12:1-2） 

 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什麼意思？那就

不是十一十二了，而是全然的奉獻，把自己整個

身心靈都奉獻給神。 

 聖經裡耶穌親自給我們作了一個全然奉

獻自己的見證： 

 耶穌對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投錢入

庫。有好些財主往裡投了若干的錢。有一個窮寡

婦來，往裡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耶穌

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

入庫裡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

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

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馬可福音

12:41-44） 

 這是我們今天背誦的金句。有些故事性

的經文，我們不大背誦，其實當我們背誦這段經

文的時候，會時時想到這位寡婦對神的愛和她對

神的信心！ 

 我常常想，這個寡婦當初奉獻的時候，

她並沒有聽到主耶穌的這個評價，然而當她在永

恆里和我們的主面對面的時候，她才知道當初她

那兩個小錢的奉獻，已經成為世世代代聖徒們奉

獻的榜樣！ 

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特徵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特徵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特徵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特徵    
許錦根執事許錦根執事許錦根執事許錦根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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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寡婦應該也是會有擔憂的，

當她把未來養生的都投到奉獻箱去的時候，她的

未來的生活怎麼辦？ 

 但是，她的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她從來

沒有把自己未來的需要放在手中那兩個看得見的

兩個小錢上，而是仰望在看不見的神的祝福裡。 

 回想起來我自己剛剛到美國的時候，800

美元一個月的收入，因為要辦身份，必須按照

2500 一個月的收入標準交稅，就是每個月交納

733元的稅，剩下的 67元怎麼奉獻？ 

 6.7元，那麼剩下的不到 60元，要過一

個月了（房租不要錢，住在老闆準備拆遷的舊房

子裡），那個時候，美國的物價，60元，買些

食物還是夠的。這期間，燕玉曾先後兩次託人給

我帶來 6000 美元，這本來是我離開上海時給她

留下的救命錢，萬一家裡發生事情，我在美國又

不能幫助她，這筆錢，那時是人民幣的比價是

1:7，也有四萬多可以幫助她們母女倆救救急

了。因為當時一般人工資也就兩三百元。但她把

這些救急之用的錢都帶給了我，成為了我的救急

之用。她當時有一句話說，如果這些錢你都用

完，還不能在美國站住腳，你就回來吧！ 

 現在想來，這實在是神的意思，如果那

個時候我回來了，那麼後來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個

故事了，當然不可能像今天那樣站在神家的講台

上了。 

 我把這 6000 美元平均算在 12 個月中，

每個月就一下子增加了 500元，這 500 美元要

不要十一奉獻？我覺得要！因為我不能把自己的

未來綁定在這 500元上，我的希望在神那裡！耶

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相信這種捉

襟見肘的生活不會長久，主必會帶領我走出困

境！果然，我作為第一優先的綠卡被批准，燕玉

和女兒來到了美國，我的生活發生了根本的改

變。 

 親愛的弟兄姐妹，這個見證是告訴大

家，不要和神斤斤計較，不要眼睛盯在手中那有

限的資源上，而是要定睛在萬事都能的主耶穌身

上。當你作到了該做的，屬於神做的，祂自會

做，我常常和弟兄姐妹分享這節經文：“神既不

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

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羅馬書 

8:32） 

 用一個很世俗的比喻解釋這句經文：你

向我要一套房子，我都給你了，你要房子裡面的

一個擺設，我會不給你嗎。歸根到底，奉獻是和

我們對主的信心有關。 

 

二，基督徒的財富到底來自何方？ 
 “我算什麼，我的民算什麼，竟能如此

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

得的獻給你。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與我們列祖一樣。 (歷代誌上 29:14-15a) 

 這段經文大家熟悉嗎？那是大衛王的兒

子所羅門在聖殿造好獻殿時的禱告，他說出了基

督徒的財富觀，一切來自於神！常常聽一些弟兄

姐妹說，我們十一奉獻，那十分之九不也是神的

嗎？ 

 這個世界不信神的人都認為個人的錢財

都屬他自己，個人可以隨便使用。而聖經則把我

們的錢財視為神的託付，每個人都是神的管家，

雅各弟兄母親的見證。 

 應當為神的榮耀而使用。這是兩種根本

對立的財富觀。有的教會在奉獻前都要宣讀上面

的話：就是提醒會眾：“凡天上地下的都是祢

的。萬物都從祢而來，我們把從祢而得的獻給

你。 （歷代誌上 29:11,14） 

 這乃是聖經始終如一的態度。如果我們

也和世人一樣認為錢財屬於我們自己，那實際上

我們已經從基督徒退位到世界上與那些沒有得救

的人為伍了。我們和他們的財富觀等同，那可不

是小事！那就要問一問你還有沒有重生！ 

 恐怕你心裡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

能力得來的。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 神，因

為得貨財的力量是祂給你的，為要堅定祂向你列

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 (申命記 8:17-

18） 

 我認識一位弟兄，和他太太經營兩家外

賣餐廳，生意很好。那時這個弟兄的姐妹有一次

來找我，說弟兄在家很驕傲，認為自己很成功，

賺得那麼多。 

 那天我見到他，就給他看這段經文，他

很震撼，因為這節經文顛覆了他賴以自豪的個人

奮鬥的財富觀。十多年後，後來我又見到這對夫

婦，弟兄是教會飯食的主管，每個主日有三、四

百位用餐，他在教會服事的工作量非常大，比他

的工作還要繁重，但他的事奉非常忠心，從未抱

怨，同時他也再沒有說自己如何能幹了。 

 

三，我們奉獻是因為我們愛主 
 我們再來看一段經文：“後來，他們打

發幾個法利賽人和幾個希律黨的人到耶穌那裡，

要就著他的話陷害他。他們來了，就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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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的，什麼人你都不徇

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誠誠實實傳神

的道。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我們該納不該

納？” 

耶穌知道他們的假意，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什

麼試探我？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他們就拿了

來。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

“是凱撒的。”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

撒， 神的物當歸給神。”他們就很希奇他。” 

(馬可福音 12:13-17） 

 這是一個當時的問題，主耶穌回答了當時

的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回答了今天我們這個同樣

的問題。 

 請大家注意主耶穌所說的這個“當”字。 

 在主耶穌的心目中，這個問題是很明顯

的，你當納的稅當然要納，但你不僅是羅馬的百

姓，也是神的子民，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屬於

神的物當歸給神。 

 今天，我們來看看基督徒，許多時候，我

們把奉獻當做讓神賜下更大恩典的條件，這樣的

奉獻心志是錯誤的。我們的奉獻是儘自己的本

份，什麼本分？愛的本分！這同神恩賜給我們多

少，不應該有什麼關係的。如果因為神賜恩多，

我們的奉獻也多，而最近好像工作不順，甚至挫

折連連，於是奉獻就少，甚至不奉獻。親愛的弟

兄姐妹，這樣的奉獻態度，即使我們在奉獻很多

的時候，也是不蒙神悅納的。因為我們的神，是

監察人心肺腑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們千萬不

要用奉獻和神做交易！ 

 奉獻也完全不同於納稅，納稅和奉獻是兩

碼事。納稅是我們的義務，也是要換取政府對我

們的福利和其他的保護，而奉獻是因為我們愛

神，所以我們願意來奉獻。 

 這年頭我們常常忽略了這點，就是愛的能

力。若一個人真的愛神，要他掏出心肝都願意。

歷世歷代有多少殉道者，為了愛神犧牲了自己的

生命，何況奉獻金錢。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我們奉

獻是為了愛神。 

 這裡講講我女兒女婿在奉獻上的見證：他

們是 2007 年 7月結婚的，當時我們已經在上海

302 教會服事，因此是專門回去參加他們婚禮

的。婚禮前一天，我和女兒交通當夫妻一起生活

時，怎樣奉獻？女兒 9歲去美國，接受的都是西

方的價值觀念，和她交通用高壓手段不行，只能

商量。我問你們兩人收入合起來後有 50 多萬美

元，怎樣奉獻呢？ 

 女兒告訴我，爸爸，我們早就商量好，十

一奉獻，而且是稅前的十一。 

 他們當時沒有孩子，沒有買房子，因此稅

前和稅後差別就是 20 多萬，如果是稅後的十一

奉獻，那就是 3萬多，而稅前的則要 5萬多。 

 女兒告訴我，女婿說因為神要初熟的果

子：“地裡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華你 神的

殿。” (出埃及記 23:19) 

 我聽了很感動，原先還想對他們做一些十

一奉獻的要求，現在看來他們做得比我想像的更

好！ 

 女兒女婿和神有對的關係，那是比什麼都

要緊的，也都讓我最為放心的。後來不久他們在

加州買了房子，幾年後他們搬遷到芝加哥，把當

初買的房子賣掉，加州房子升值很快，兩者差價

有 18萬美元，他們全部奉獻給他們聚會的教會

（我女婿是那個教會的執事）； 

 搬遷到芝加哥以後，他們去聚會的教會在

財務上有不少困難，牧師每個禮拜都要為奉獻禱

告，因此他們的奉獻就佔了全教會奉獻款的四分

之三，不僅如此，當他們得悉教會的教堂貸款在

還貸方面有困難，銀行要收回教堂的房地產後，

他們倆不約而同提出他們一次性支付，幫助教會

把貸款全部還掉。那是十幾萬美元！他們在自己

個人生活上卻很節約，舉一個例子，那個小區是

有錢人的小區，因此周圍鄰居沒有一家是自己割

草的，就他們自己割，因為草地很大，每次都要

分幾次才能割完·······感謝主！看到自己的下一代

這樣愛主，那真比什麼都讓我們夫婦滿意和為之

感謝主！ 

 

四，新約中奉獻的一個見證——馬其

頓教會 
 在新約聖經中另一個奉獻方面的見證，就

是林後 8章中記載的馬其頓教會。 

 “弟兄們，我把 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

恩告訴你們，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

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

們樂捐的厚恩。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

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地捐助，再三地

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份；” 

(哥林多後書 8:1- 4) 

 這段經文有幾點特別讓我們感動和學習： 

第一，他們在極窮之間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

恩；請注意“極窮之間”，聖經很少說極窮這個

詞，可見他們當時是連基本生活費都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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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

量——因此保羅才會說他們“過了力量”！ 

 第三，他們是再三地求保羅，准他們在

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份！ 

 這些年，我到過不少中西方的教會，一

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幾乎每個教會，奉獻最多的，

並不是收入最多的人，而是最愛主的一些弟兄姐

妹！相反，有些收入不菲的，奉獻時很吝嗇。我

心中非常為他們難過。十一奉獻，如果不能做到

的話，實際上還沒有開始走基督徒的路！這句話

不是我發明的，而是很多屬靈的偉人說的：一個

基督徒如果連十一奉獻都沒有，那說明他還沒有

走上這條路！ 

 多年前，一位老弟兄，就是曾來我們這

裡分享信息的周虔弟兄的親戚，楊長老。他以前

是紐約多家輪船公司的老闆，他本來的奉獻就常

常是十二、甚至十五（就是收入的一半），有一

次他被聖靈感動，把這些公司全部賣掉，成立了

向回教國家傳福音的基金會。 

 他晚年的生活立刻完全改變：原先來上

海都是五星級酒店，現在就改為住在親戚和弟兄

姐妹的家，他後來去吉爾吉斯斯坦國傳福音，有

許多美好的見證，我這裡不展開了，只是談一

點，他最近被神接回天家。我就想，他原先在地

上有上億的錢，在回天家的時候，地上什麼也沒

有了。請問弟兄姐妹，當他見主面的時候，是地

上還有幾千萬甚至上億的財產好呢，還是地上什

麼都沒有留下，卻在天上存了豐豐富富好呢？ 

 這個問題對於不信有天堂地獄的人是回

答不了的！我不知弟兄姐妹是否常常想這個問

題，就是我們怎樣面見我們的主？我就是受這位

楊長老的啟發，才決定把幾套房子全部奉獻的！ 

 有人說，你總得給女兒留一套吧？她將

來回來住哪裡？這個問題我和女兒討論過：你希

望爸爸媽媽回天家的時候，是給你留了很多，而

給神的卻是兩手空空呢？女兒說，爸爸，我們本

身就是奉獻的人，當然全力支持你們奉獻！你們

不在了，我們也不會常常回去，偶爾回去可以住

酒店嘛！ 

 感謝主！甘心樂意奉獻這一個關口，在

我們家裡是人人都過了的！ 

 今天信息最後，我們來看聖經中一段比

較難解的經文：“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

主的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

呢？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

管家。'那管家心裡說：'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

管家，我將來做什麼？鋤地呢？無力；討飯呢？

怕羞。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

後，接我到他們家裡去。'於是把欠他主人債

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問頭一個說：'你欠我

主人多少？'他說：'一百簍（每簍約五十斤）

油。'管家說：'拿你的帳，快坐下，寫五

十。'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

麥子。'管家說：'拿你的帳，寫八十。'主人就

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

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我又告訴你

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

用的時候，他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路加福音 16:1-9） 

 要理解這個比喻可能較難，因為讀上去

我們都會譴責這個管家的狡詐，主耶穌怎麼說他

是“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呢？其實，主耶穌

並沒有對他的人品作出評價，而是告訴祂的門

徒，也就是今天的你我，總有一天你的那些錢財

沒有用了，或者是你無法使用它了，或者是當主

耶穌再來的時候，所有的錢財都已經沒有用了。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能學這個聰明

的管家，為自己的未來，對我們基督徒來說，就

是在永恆裡的生活做一點預備呢？如果我們還不

能清楚明白主耶穌這個比喻的真意，那麼我們再

看這段經文，也許應該明白了吧！ 

 “因為你富有的時候，不歡心樂意地侍

奉耶和華你的神， 所以你必在飢餓、乾渴、赤

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華所打發來攻擊你的仇

敵。他必把鐵軛加在你的頸項上，直到將你滅

絕。” (申命記 28:47-48) 

 這節經文我是寫在我的辦公桌上的，時

時用來提醒自己。當然，有的弟兄姐妹認為這是

神在舊約時代對以色列人的警告，今天我們已經

進入新約的恩典時代，那麼以下這節經文總把今

天的你我概括進去了吧！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

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

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

人的工程怎樣。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

得住，他就要得賞賜。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

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

裡經過的一樣。” (哥林多前書 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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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今天這奉獻上的表現，經得起那天火的試驗嗎？希望引起我們的深思，也希

望這個禮拜三晚上能夠聽到弟兄姐妹對今天信息的反饋。 

 

今天的背誦經文：“耶穌對銀庫坐著，看眾人怎樣投錢入庫。有好些財主往裡投了若干的錢。有一個窮寡

婦來，往裡投了兩個小錢，就是一個大錢。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裡

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因為，他們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裡頭；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

生的都投上了。” (馬可福音 12:41-44） 

 

我們唱詩歌：《都歸耶穌》 

 

我們禱告：“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

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瑪拉基書 3:10） 

      我很喜歡陶淵明在這首詩中對家的描述，各有所依，寧靜安詳。家，每個人對它有不同的

憧憬和期望，家對於我們來說有太多的意義，做為一個基督徒，我們很幸運，我們既有自己的小

家，還有弟兄姐妹組成的教會大家庭，那教會大家庭對我們來講，有什麼意義呢？ 

      近日，有幸拜讀了史百克的“教會的意義”，史百克（Theodore Austin-Sparks，1888-

1971），是英國基督教領袖，是二十世紀福音派基督教重要的思想家。他出版的“見證報“，歷

來為注重靈性追求之基督徒所推崇，並且他極其看重教會在神計劃中的地位，主張教會的建造是

神在現今世代的主要工作。 

      在這本書裡，作者首先闡明了教會的重要性和教會的性質。教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教會

需要基督，而基督也需要教會，“把他當作萬有之上的頭賜給教會，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

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以弗所書1：21-22）。將這兩者擺在一起，說明了教會是神計劃

中重要的工作。教會是神揀選，蒙神呼召出來的一班人，不是單個的人，是一個群體，教會不是

一個抽象的觀念，而是一個確定的實體，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並且，教

家有家規 
-讀史百克“教會的意義”有感 

 

秦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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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是撒但所忌恨的，因為教會乃是撒但的

國度最大的威脅。 

      教會又被稱為神的家，帳幕和聖殿，

聖潔的國度，基督的身體，君尊的祭司，新

人，新婦，羔羊的妻，聖城新耶路撒冷。作

者提出主的子民若失去教會屬天的觀念和在

地上的表現，所受的虧損是何等的大。作者

認為教會現今在地上應有實際的表現，實際

的表現開始於十字架，服從於聖靈的管治，

讓我們有交通和彼此相關的感覺，神子民低

落的屬靈光景和個人利益，是教會實際表現

的攔阻。在這一點，作者提醒了我，教會雖

然身處這個世界中，可以看得見摸得著，卻

不屬這個世界的，是屬天的，所以教會雖在

地上，卻是有主榮耀和豐滿的地方。 

 今年我們教會的主題是：建造基督為

主的家。正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既然這家是屬天的，那一切屬地的分別在教

會中都不應存在在“出埃及記“中，神在西

奈山上吩咐摩西如何建造會幕，每一點細小

的事，神都有特別的指示，在建造的事上，

神不讓人有一點意見，神不是說，我要你為

我造一個家，只要你能給我造一個家，不管

怎樣造法都可以，只管盡力去作。神是要我

們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一絲都不可含糊，最

後，摩西和眾百姓嚴格按照神的要求建造會

幕，會幕剛剛建好，神的榮光立刻將其充

滿。所以教會要有神的榮光，必須由神來掌

權，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教會是神管理的

地方，我們都應遵守神所定的秩序和規矩，

我記得一位傳道人曾講到，教會是最獨裁的

地方，沒有民主，教會的所有決定，是膝蓋

跪出來的，在這個家裡，大家長是神，長兄

是主耶穌，教會是神的產業，不屬於神之外

的任何人。 

 教會是遵主的規定和秩序的地方，是

神所在的地方，是我們與神相遇的地方，偉

大，性格，功能，這就是教會的特點，是基

督自己的表現和同在，藉著十字架完美的完

成而豐滿。同時，教會也是聖潔的，是分別

出來歸給主的，教會不是一件事物，是一幫

人，是一幫蒙揀選，蒙召出來的，專門為神

做事工的，教會要成為神管理的器皿。很感

恩，神祝福我們的教會，賜給我們好牧人，

賜給我們一群忠心事奉的執事，傳道人和同

工，願神保守我們的教會，彰顯基督的生

命，行事為人像光明的兒女，在愛裡行走，

正如基督曾愛我們。“願主我們神的榮

耀，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

作的工，我們手所的工，願你堅立。”

（詩篇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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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 
 

我家與教會 
 

李瑋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也是感恩的季節。回顧我們

全家在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的歷程，前後十多年

的時間，經歷了不少的人和事。藉用短文，數算

幾樣主的恩典如下。 

 

一

一一

一、

、、

、感謝神的揀選

感謝神的揀選感謝神的揀選

感謝神的揀選，

，，

，讓我們家人接觸並接受真

讓我們家人接觸並接受真讓我們家人接觸並接受真

讓我們家人接觸並接受真

理

理理

理，

，，

，得到永生的盼望

得到永生的盼望得到永生的盼望

得到永生的盼望。

。。

。 

  

 

 

  

 算起來我們在教會的經歷大約與我們第一

個孩子的年紀相當。從徘徊在真理殿堂的門外，

每次到教會都坐在最後一排，到2007年我岳父岳

母決志信主，再到2009年我和劉瑩信主受洗，還

有孩子們在教會的成長，都是主的恩典。 “可

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

的。”（羅馬書10：17）藉著教會歷任牧師，特

別是劉勝培牧師的教導和見證，我們得以成為教

會大家庭的一員。並且藉著讀經、禱告、靈修、

弟兄姐妹分享見證，紮根信仰，靈命得以長進。 

 

二

二二

二、

、、

、是主的恩典

是主的恩典是主的恩典

是主的恩典，

，，

，讓我們全家參與教會服事

讓我們全家參與教會服事讓我們全家參與教會服事

讓我們全家參與教會服事，

，，

，逐

逐逐

逐

漸學習調整自己生命的重心

漸學習調整自己生命的重心漸學習調整自己生命的重心

漸學習調整自己生命的重心。

。。

。 

  

 

 聖經上講，“謀略和知識的美事，我豈沒

有寫給你麼？”（箴言書22：20）“我所禱告

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

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做誠實無過的人，直

到基督的日子。”（腓立比書1：9-10）。神的

話是又真又活的真理，它指導我們調整生活的中

心，從自己生活的準則，財物安排，孩子的活動

安排，到家庭關係的處理，都可以從中找到神的

指導原則。儘管很多地方我們還能有改進，但是

回首往事，我們全家在努力調整做神喜悅的安

排。藉著教會兄弟姐妹搭配共同做工以及關懷同

胞，神教導我們如何把從神來的愛應用到日常生

活當中。聖經提醒我們，“我若將所有的周濟窮

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於我無

益。”（哥林多前書13：3）我們本是墮落的罪

人，生命經歷在世間的短暫旅途，繁華散盡，將

來總要面對死路一條，留下諸多的無奈和遺憾，

並沒有多少指望。靠著神的愛，耶穌基督的十字

架，我們得蒙救贖。並且因著永生的盼望，可以

除去對死亡的恐懼，坦然走完人生道路。現在把

這種愛用到周圍人的身上，讓更多人聽到福音的

信息，豈不是理所應當！ 

 

三

三三

三、

、、

、主是滿有憐憫的主

主是滿有憐憫的主主是滿有憐憫的主

主是滿有憐憫的主，

，，

，給信他的人豐富的應許

給信他的人豐富的應許給信他的人豐富的應許

給信他的人豐富的應許

和祝福

和祝福和祝福

和祝福，

，，

，即使在世間的短暫時間和空間內

即使在世間的短暫時間和空間內即使在世間的短暫時間和空間內

即使在世間的短暫時間和空間內，

，，

，我們

我們我們

我們

也有切身體會

也有切身體會也有切身體會

也有切身體會。

。。

。 

  

 

 在神的保守下，我們家有了豐豐富富的供

應。在美國工作生活的十幾年過程中，我們家沒

有為物質的供應發愁。隨著小寶寶的出生，我們

有了第三個小孩。沒有人手幫忙，神藉著弟兄姐

妹的愛心關懷幫我們度過小女兒出生的忙碌生

活。幾度搬家離教會的物理距離雖然增加，但是

我們與教會的心理距離卻日漸縮短，與教會弟兄

姐妹的關係日漸親密。我們和神的關係是靈裡的

關係，親近他必有回報。相比物質上的供應，獲

取真理後所帶來心理上的滿足和信心，家庭關係

的改善，以及生活中靠聖靈戰勝困難和試探所能

彰顯出的神的榮耀，更為可貴。 “你們所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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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

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

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哥林

多前書10：13）神的話語超越世間的心靈雞湯和所

有正能量，它戰勝風暴，賜人平安。伴隨人類歷

史，是永遠的生命指南。“草必枯乾，花必凋殘，

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以賽亞書40：

8） 

 寥寥數語，說是數算恩典，主的恩典哪里數

算得清。十年時間彈指一揮間，我們全家伴隨並且

見證了教會的起伏，愈感教會成長的可貴和堅守真

道的不易。雖然我們頭上的白髮皺紋日漸增多，然

而“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

一天。”（哥林多後書4：16）環顧四周，原來在

教會只會爬行的小孩子如今也成長為翩翩少年，諸

多弟兄姐妹勤懇為主做工，怎能不感恩神的創造和

帶領！有了主的保守，和弟兄姐妹在聖經基礎上的

牢固站立，成就教會的今天。 “從來沒有人恨惡

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

樣，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以弗所書5：29-

30）願在有生之年，我們弟兄姐妹肢體配搭、連

結、彼此扶持，保養神的身體，做神的好見證，推

動教會繼續成長，擴張在當地華人同胞中的影響

力，未來有更多的25週年，直到主再來的日子。 

十六字令. 經歷厄瑪  

 

秋, 秋, 秋, 秋,     

雨驟風侵客旅憂, 雨驟風侵客旅憂, 雨驟風侵客旅憂, 雨驟風侵客旅憂,     

神同在,恩典逐寒流神同在,恩典逐寒流神同在,恩典逐寒流神同在,恩典逐寒流。  。  。  。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 (林後 12:9)  

 

 

 

 

我愛金秋的家鄉  

  

走天下,游四方, 走天下,游四方, 走天下,游四方, 走天下,游四方,     

金秋勝地好風光, 金秋勝地好風光, 金秋勝地好風光, 金秋勝地好風光,     

清波浩渺湖蕩漾, 清波浩渺湖蕩漾, 清波浩渺湖蕩漾, 清波浩渺湖蕩漾,     

密林深處美農場, 密林深處美農場, 密林深處美農場, 密林深處美農場,     

漫山遍野綠家園, 漫山遍野綠家園, 漫山遍野綠家園, 漫山遍野綠家園,     

蔬菜牲畜瓜果香蔬菜牲畜瓜果香蔬菜牲畜瓜果香蔬菜牲畜瓜果香。 。 。 。     

呼吸一口爽秋風, 呼吸一口爽秋風, 呼吸一口爽秋風, 呼吸一口爽秋風,     

聖靈在成長, 聖靈在成長, 聖靈在成長, 聖靈在成長,     

啊, 啊, 啊, 啊,     

我愛這金秋的家鄉我愛這金秋的家鄉我愛這金秋的家鄉我愛這金秋的家鄉。。。。    

五律.感恩 

  

左眼生雲翳,茫然痛不禁左眼生雲翳,茫然痛不禁左眼生雲翳,茫然痛不禁左眼生雲翳,茫然痛不禁。 。 。 。     

大夫醫術好,兒媳誼情深大夫醫術好,兒媳誼情深大夫醫術好,兒媳誼情深大夫醫術好,兒媳誼情深。 。 。 。     

窗外蟬聲急,神前禱告沉窗外蟬聲急,神前禱告沉窗外蟬聲急,神前禱告沉窗外蟬聲急,神前禱告沉。 。 。 。     

主恩高萬丈,聊慰老人心主恩高萬丈,聊慰老人心主恩高萬丈,聊慰老人心主恩高萬丈,聊慰老人心。  。  。  。      

 

八十歲的老母親是多年來的白內障,閉角

性青光眼患者。 經過檢查調理後在長沙

愛爾眼科醫院實行鐳射手術,右眼手術比

較順利,手術後視力明顯好轉。 兩天后左

眼實行鐳射手術,發現情況不樂觀,在醫院

複查後發現左眼黃斑病變,是眼底的問題,

我擔心80歲老母親,可是我和靈修小組姐

妹們迫切祈禱後,心裡很有平安,因為聖經

告訴我們...「我允許世間有苦難,但在耶

穌裡有平安...」 我現在也不知道一個月

後情況會如何?但我堅信靠著我們的神,藉

著禱告,她會將那出人意料的喜樂平安加

給你。 因為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我的感恩 – 王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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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金融危機的2008年來到邁阿

密，至今為止真正經歷的颶風就這一

次：艾瑪。2016年的馬太颶風預測要

來，結果最後還是擦邊而過，連一滴雨

都沒下。 

 但馬太颶風是讓我真正領會“山

雨欲來風滿樓”的意義：商店的貨架半

空，加油站門口排成長龍，學校停課，

單位停工，人人面色凝重，電鋸，電

鑽，梯子收放，金屬擋風板碰撞的聲音

此起彼伏。這次，當弗州州長正式發布

緊急令，敦促全州居民行動起來，作好

準備，該撤離的立即撤離，嚴陣以待颶

風艾瑪的到來，情勢的緊張氣氛比去年

的馬太有過之而無不及。聖經上說：

“神是輕慢不得的。”（加拉太書6：

7）在神眼裡不過是小小的颶風，在人

眼裡已經如臨大敵。我們既然連颶風都

不敢輕慢，如何膽敢輕慢神長久以來對

人類持續不斷的警告呢？ 

 人的一生中，有一些時刻是決定

性的時刻，是轉型的時刻，是塑造的時

刻。這些時刻的到來，我自己感覺得

到。當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我從醫院

走出來去拿嬰兒座椅，在午後的陽光

下，我覺得我的肩膀沉重了起來，好像

有一束陽光從後面照過來，我的身量突

然變高，我在地上的影子現得很矮。肩

上的責任和莊嚴的肅穆同時油然而生。

我以為只是偶然的感覺。不料，當我的

第二個孩子出生，我又在同樣的醫院，

幾乎是同樣的午後，沿著幾乎同樣的路

徑又走去拿嬰兒座椅，那種責任和莊嚴

感又升上來。也許這也是一種呼召的觸

動吧，讓我眼眶濕潤。 

 準備馬太颶風來臨的時候，這樣

凝重的感覺再一次來到。頭一天下午，

一位年長的弟兄來幫助我教我怎樣裝擋

板。我們一起裝了最大的兩塊。第二天

凌晨，我起得很早，拎著工具，霧水還

未散盡，開始爬梯子。周圍出奇地安

靜，太陽也沒升起來。我開始釘釘子的

時候，想到我的家人的安全，就在於我

能否盡我的力量把這些板子釘上去。平

常我所不擅長的釘釘子的體力活，在這

個時候竟然變得如此地重要，我的疲

勞，抱怨，不安和膽怯，在這個寧靜的

清晨，像草上的露水，逐漸蒸發得無影

無踪。我手上所當完成的工作的意義，

家人對我的依賴，超越了我個人的感

受。 

 艾瑪颶風來臨前，一切工作準備

就緒，外面一片寂靜，惟一剩下的就是

等待我覺得這樣的時刻又來到了聖經上

說：“你們要靜止，要知道我是神。”

（詩46：10，直譯）如果說等待死亡是

等待著和造物主的面對面，等待颶風的

到來是我能感到最接近的經歷了我的視

角和思緒，可以不再像平時，拘泥於今

天吃什麼，穿什麼，做什麼，而可以放

得很長，從過去直到未來，就像放電影

一樣，緩緩流淌。我甚至覺得我們最後

來到神面前審判交賬的時候，一定不會

像在去教會或進商店排隊那樣，還能和

身邊的熟人打聲招呼，道聲平安，大家

相互作伴，緩緩進場。到了時候，來到

他的面前，世界的一切都不再喧囂，就

是剩下我，或者你，單獨地要和他面對

颶風中的等待 
郭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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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像我現在這樣，在寂靜中等待，

等待颶風的到來。 

 當你等待颶風的時候，你想到了

什麼？當你等候神的時候，你想到了什

麼？ 

 我想到：假如這次颶風真的標誌

著我人生的終結，我是否有遺憾我的周

圍，是我最親近的人的陪伴，包括我的

配偶，我的孩子，和我的父母，在生命

的最後一刻，還有比這更好的結局假如

這次颶風並不讓我的人生終結，颶風過

後，我仍然會面對著颶風前就存在的問

題：夫妻關係，親子，父母，工作，理

財，並且在這些之外，還得加上颶風後

重建的工作。奇妙的是，平常這樣那樣

的各種各樣的矛盾，夫妻之間的矛盾，

和兒子之間的矛盾，和父母之間的矛

盾，工作上的糾結，物質上的憂慮，在

此時此刻變得如此地不再重要，因為當

等待颶風的時候，颶風顯得如此地大而

沉重。然而我知道，當颶風過後，這些

矛盾又會重新浮起，像章魚的長而繁亂

的肢腳，侵入生活的中間，彷彿就是生

活的全部。 

 只有當颶風來臨的時候，我才能

超越我自己常有的微小短視的狀態，被

神所獨有的大氣和威勢所震撼。六百萬

人口的南弗州邁阿密大都市地區，一個

星期之內街道空空蕩盪，幾乎成為空

城。我們可以在日常繁瑣的一天一天的

生活中失去對神的敬畏之心，因為當低

頭顧慮我們吃什麼，穿什麼的時候，我

們不會抬頭看到他的高高在上，他對所

有這個世界的超越。神固然會顧慮我們

一切細小的需要，但當我們享用他日常

的供給，對待他彷彿自己無話不談的知

心的朋友的時候，別忘了他可是用“雲

彩當海的衣服”，“為它定界限” 的

大能者（約伯記38：9-10）。當耶和華

在旋風中向約伯說話的時候，約伯 - 

連聖經都認可的完全正直的- 看到了

“萬事都能作”（約伯記42：2）的

神，立刻降服在他面前，承認自己的渺

小和卑微。 

 只是在我的內心的最深處，我知

道這種敬畏之心，震懾之心，又超越了

簡單的害怕。當我明白在颶風之上有一

個神在掌管，我的本能反應是遠離颶

風，我的內心卻不滿足於生命的平安：

我更渴望見到他，在他的翅膀的蔭下，

翱翔在颶風之上很多年前，因為始祖的

犯罪，這樣與神同行的自由和浩瀚，我

們不幸地失去了：大自然和人類之間密

不可分，卻彷彿有著永遠的隔閡和對立

很多年後，耶穌的出現，這樣的希望又

重生了：當耶穌平靜風和海的時候，何

嘗不是對未來的自然和人類的親密無間

的關係的一個遠景的初嘗！ 

 

Lauren Daigle 在“我是你”（我是你

的）這首歌中唱道： 

 

（當大水漲起） 

（當海洋咆哮，我仍要站立） 

讓地球震動（當腳下的土地震顫） 

讓大山跌倒（當大山倒塌） 

你是風暴之上的神， 

而我是你的（而且我是你的） 

 

 明天，風暴就會來到; 今天，我

仍在等待，等待風暴，等待風暴之上的

神。 

 （後記：颶風艾瑪來到的前幾

天，心有所感，想在颶風到來之前趕緊

寫下來以做見證，然而在大風大雨吹打

窗戶的時候，難以集中精力，最終沒有

寫完颶風過後兩個月才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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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耶穌真好, 得著耶穌真好, 不期然心裡泛起一首詩歌: 

 

If you know the Lord, You need nobody else, 

To see you through the darkest night. 

You can walk alone, you only need the Lord 

To keep you on the road marked right. 

Take time to pray, every day; 

And when you're heading home, He'll show you the way. 

If you know the Lord, You need nobody else, 

To see the Light, His wonderful Light. 

If you know the LordIf you know the LordIf you know the LordIf you know the Lord    
黃慶麟 

 前兩天當我看電腦時,媽媽出來告訢我,

我們的一位朋友在美國公幹出了意外,右眼無

恙。這些年,心想,平安就好了,聽見「無恙」,

就沒有追問詳細情況,還以為朋友遇上交通意

外,人總算平安,沒有想到意外十分嚴重,而且竟

發生在我們熟悉的朋友身上。我們不明白為何?

不明白為何現在? 我們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以

致神懲罰我們嗎? 我想,只有我們某一天朝見

神,才有答案。上星期天主席在主日崇拜領禱

時, 說到我們下一分鐘還不知道是否活著, 心

想不會吧, 但轉念一想: 或許我現在心臟病發,

或許我們像拉斯維加斯的恐怖襲擊一樣,還陶醉

在激情的音樂時,生命突然就結束了。生命掌握

在神的手中,我們深信我們如何活著都有祂的計

劃,祂的美意。神的意念,人無法明瞭,神的主

權,人不用挑戰,但當我們驀然回首,就會讚嘆神

的作為。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

香常漫。感謝主, 祂卻曾應許,生活有力，行路

有光亮，作工得息，試煉得恩助，危難有賴。

神既看顧小麻雀，在每天覓食時為牠預備, 我

們是祂的兒女, 豈不也為我們預備嗎? 我們信

主, 衪已經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 永久的盼

望。是祂,用寶貴的生命把我們救贖回來, 是

祂,用無盡的愛去讓我們回轉, 否則我們仍然陷

在罪中, 無法自拔。我們要禱告: 祢是偉大的

創造主, 我們要屈膝向祢敬拜, 歌頌祢的聖名, 

因為我們是不配得的,卻可在樂園中有份。神

啊, 我要倚靠祢過聖潔的生活, 我要倚靠祢過

得勝的生活, 就讓我握著祢的應許, 從新得力, 

去榮耀祢, 去見証祢。阿們。 

 

來自朋友的母親： 

感謝各位的禱告，手術後第一個晚上，母親在

醫院陪伴，母子得著從神而來的平安，睡得非

常香；親身感受到大家禱告的托住，第二天早

上按醫生要求必須下地行走，母子肩並肩地一

起走路。請大家繼續為他們康復代禱！深知你

們的祈禱天父都垂聽。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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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來南弗州的第七年, 我先生來南

弗州的第九年。常常聽說南弗州最大的自

然災害是颶風，雖然基本上每年都有或大

或小的颶風預警，但是從來沒有真正親歷

過。去年的颶風馬修是最接近的一次，第

一次看到周圍的鄰居紛紛開始給窗戶安裝

防颶風擋板。我們也把車庫裡塵封多年的

一大堆擋板找出來，按編號排好，最後二

樓的窗戶還是靠各位弟兄們幫忙才趕在颶

風過境前勉強裝好。結果馬修雷聲大雨點

小，沒留下什麼動靜就從我們這裡過去

了，反而是弗州中部和北部受到影響。 

 

所以9月4號勞動節當艾瑪的預警開始發佈

的時候，一開始並沒覺得有什麼特別。不

過基於以往的經驗，為了避開之後的大搶

購，我們還是趁著勞動節休息，把食品、

氣罐等等颶風必備物品早早採購了。 

 

到了周五的傍晚，國家颶風中心5點的發佈

一出來，形勢急轉直下，更新後的艾瑪風

眼路徑不偏不倚正好從我們住的地區穿

過，185英哩每小時的風速和超大的覆蓋面

積。比1992年給南弗州造成災難性打擊的

安德魯還要大上四、五倍。據說安德魯被

評為五級是因為人家就是五級，而艾瑪被

評為五級是因為這已經是颶風評級的上限

了，六級颶風根本就不存在。一下子開始

心慌慌，一查機票早已售罄，個別航班剩

下零星一兩個座位，可我們一家老小一共

有六口人，兩個小朋友還需要汽車座椅。

開車撤離的話，我們沒有囤多餘的汽油，

路上的住宿也沒有着落。考慮到我們離海

岸有一定距離也不在強制撤離區，權衡之

後，決定堅守。 

 

接下來的幾天就繼續各種準備工作。感謝

神，去年的馬修颶風相當於給了我們一次

實戰演習的機會。經過去年的狼狽和教

訓，今年上半年我們就趕緊請人把所有的

窗戶都裝上了簡易的推拉式的accordion 

shutters。節約下來的時間可以用來考慮其

它的各種細節問題。我們把房屋正中、樓

梯下的儲物間清理出來，鋪上床墊和被

褥，成了小朋友的樂園。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父母在國內看到新

聞和弗州百事通等公眾號不間斷的發佈各

種關於颶風的最新動態和消息，擔心得不

得了。一開始是勸我們撤離。後來知道我

們決定堅守， 就開始各種叮囑。 

 

“你那間房最不安全， 因房後的鳳凰樹靠

得最近， 颶風來時， 切不可呆在上

面。” 

“時刻保持高度警惕， 密切關注颶風動

向， 颶風到來時晚上要輪流值守……” 

“我（指我父親）的騎行安全帽和孩子們

的騎行安全帽都可以用上，可以起到保護

頭部的作用。” 

“艾瑪風力強勁，起風時要密切注意和判

斷風向，要特別注意和前門那兩棵高大的

棕櫚樹……” 

“我覺得大門還需要加固一下，可將牆邊

的大櫃子移過來將大門堵上……” 

  

颶風中的感恩 
 

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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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全家都來自內陸，沒真正經歷過颶

風，所以面對不停的關於颶風威力的報導，

兒行千里父母擔憂。不管我們怎麼解釋和寬

慰他們我們已經盡力認真準備，他們還是擔

心。後來我們就跟父母說：“我們隨時監控

國家颶風中心、州長辦公室和各家主要媒體

的實時動態。沉著冷靜，認真準備。請爸媽

放心，要是擔心就請替我們多禱告。” 感

謝神，我爸爸真的開始禱告了！要知道他可

是幾十年的老革命，之前從來沒禱告過。 

 

從9月8號星期五下午開始緊閉門窗，外面

的風雨越來越大，呼呼的風聲像火車駛過， 

不停的把臥室的防風擋板撞得嘣蹦響，直到

9月11號周一早晨徹底從我們這裡經過。 

 

之後出門檢查，後院一片狼藉， 各種掉落

的大棵樹枝和棕櫚樹葉，樹歪倒了三棵。門

前的車道也被一棵倒下的桃花心木樹擋住

了。但是感謝神，樹倒的方向都沒有造成任

何人員和房子的損害。周圍的鄰居都感慨比

預期的結果好很多。颶風在最後關頭向西移

動， 所以其實最後到我們這裡的風速相當

於一級左右。即便這樣，依然威力驚人， 

很多大樹被連根拔起。可以想像如果是預計

的那樣四級或五級直接登陸會造成怎樣災難

性的後果。 

 

一位牙買加來的同事曾經經歷過四級以上颶

風，他說風過的時候屋頂就像開罐頭瓶蓋一

樣一下子就被掀開。的確，不論平時覺得自

己多麼強大和無所不能的人， 在這樣的威

力之下都能真切的感受到自己的弱小。坦白

的說，在週六晚上到週日晚上風開始越來越

大，動靜一陣緊似一陣的時候，心裡真是緊

張，各種擔心房頂，窗戶和門經受不住颶風

的不斷侵襲。很奇妙的是，因為睡不著，在

週六的晚上按自己早前定好的讀經計劃讀經

的時候， 正好讀到馬可福音第四章。 

 

“忽然，湖面上狂風大作，波浪撞擊船身，

船內幾乎灌滿了水。 耶穌卻還在船尾枕著

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祂，說：'老師，我

們快淹死了，你怎麼不管呢？'耶穌起來斥

責狂風，對著湖面說：‘靜下來！停下來 

！ ´於是就風平浪靜了。祂對門徒說：

‘你們為什麼這樣害怕呢？你們還是沒有信

心嗎？ ´他們極其害怕，彼此議論說：

‘祂到底是誰？連風浪都聽祂的！ ´”

（馬可福音 4:37-41） 

 

當時就覺得是對自己極大的安慰和提醒。 

“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

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詩篇29：10）

我們雖然常常軟弱和小信，但是神卻始終信

實。 

 

颶風過後數算恩典，感謝神在颶風來到的時

候，用大能的手托住我們。這次親歷之後，

對颶風的準備包括如何看各種預測模型的知

識都增加了很多。在危機來臨的時候，弟兄

姐妹們互相關心和幫助，讓神的愛在我們中

間顯明。更重要的是，神讓我們看見他才是

那掌管萬有的主。因為國度、權柄、榮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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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首先祝賀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成立

25週年，感謝神過去25年的帶領，使其越

加成為神所喜悅的家！  

 

“且愛耶和華你的神，聽從祂的話，專靠

祂；因為祂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

在乎祂。”(申命記 30:20a) 

       約三年前我就開始預備父親病危

的到來，他因心臟病發而被送入ICU數

次。雖然我期待著在國內陪伴他時，他能

病發被搶救乃至離世，至少我能在他身邊

陪伴和照顧，把他送走，對我也是莫大的

安慰。但，就像我曾經說過的，神是會在

地上留有遺憾，是為了我們將來在天家相

聚！  

      父親是很博學的人，一生清廉正

直，從不謀求私利，亦沒有收過任何灰色

收入。博覽過中外名著，天文地理也知之

甚多，積累了資治通鑒，辭海等大量珍貴

的書籍約千本。文筆口才也是一流，並十

分幽默。雖然年輕時沒有機會讀大學，在

50多歲時完成了大專中文系的全部課程。

他最大的愛好是唱歌，也因此留下了幾百

盤唱片，而我也遺傳了他的基因。父親約

八年前受洗，但靈命並沒有大的長進，在

他受洗後不久，我盼望著他的生命有更深

的成長，開始向他推薦啟導本聖經以及各

種屬靈書籍和影像資料。他也看了一些，

但是真正讓他凡事依靠神還是有很大的難

度。今年6月離我去年回國剛好過去了一

年，還沒聽到父親有任何的意外時，我就

計劃著趕快回國，深怕回去晚了他會出意

外。怎奈我的投資公寓房客逾期不搬，沒

有簽下一年的房租合約，導致我無法成

行。無奈之下只好提心吊膽的計畫著9月

回去陪他多住幾個月。其實神早已經知道

了他即將離世的時間，9月初我接到一位

姊妹的電話要訂葬禮花14個，需要的時間

是9月8號，剛好跟我9月3號的婚禮鮮花佈

置不衝突，我就接下了訂單，兩天後她又

離奇的取消了。9月6日晚上，我收到妹妹

的微信，說父親陷入昏迷正在ICU急救並

伴有瞳孔放大的跡象，讓我們都做好心裡

準備。彼時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什麼是熱鍋

上的螞蟻 — 坐立不安⋯⋯。我於是跪下跟

神祈禱：求主讓我安下心來接受面前的突

發狀況，保守我能訂到第二天的機票趕回

國。也請馬太團契微信群的弟兄姊妹們代

禱。儘管心情稍好些了，但仍無法靜心查

找機票，最後由旅行社的朋友和月華姊妹

代勞，而我凌晨兩點打點完行裝後才吃

「晚飯」。由於Irma颶風來襲，很多弗州

居民準備前往外州避難，旅行社無法訂到

機票。感謝神的恩典，月華姊妹經過幾個

小時的搜索，為我訂到了第二天的機票，

她又安排Uber把我送到了機場。 

       登機後我在想，如果葬禮花沒有

取消，我應該5號去買花，6號和7號完成

全部的插花工作，8號送花。那時又接到

父親病危的消息，買的鮮花又不能退貨，

颶風接著來襲，我回國跟父親見面就成了

泡影。我感恩神的安排，祂的旨意對我都

是最好的。 

 接著一系列的挑戰也接踵而來：

由於三藩霧大不適合降落，在弗州晚了一

個半小時起飛，導致錯過了飛北京和轉飛

生命的最後七天 
 

楊夏伊 

— 僅以此篇獻給我的父親楊貴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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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的兩個航班。Jet Blue航空公司拒

絕給我安排當日的班機，後來找經理經過

一個小時的交涉才為我安排了飛往廣州再

轉哈爾濱的班機。按常理人未登機，行李

應該留下，可我卻被告知行李不知在何

處，又經過幾個小時的查找和等待，才最

終找到了。那時弟兄姊妹一直為我禱告，

我也跟神祈禱說，主啊，我不知道祢的心

意如何，但我信靠祢，也許祢在試煉我，

讓我相信有祢與我同在，祢必預留時間讓

我見到父親。說起來自己都不相信，雖然

有些心急，卻沒到崩潰的狀態。經過9個

小時的等待，才從三蕃起飛到廣州，後又

因廣州下暴雨，飛機在空中盤旋了很久都

無法降落，只好迫降在深圳機場，由於等

待過長，使得之後廣州飛哈爾濱的班機也

錯過了。我的心情十分沮喪，而姊妹們卻

及時發來了安慰我的信息： 

• 王珍：剛才禱告時，我感到神是特意

給你安排多一點時間來預備你去面對

接下來的事，神必保守。 

• 姍姍：別怕，我們一起為你禱告，求

神平平安安帶你到家中，保守你爸爸

和家人。 

• 英姿：為你禱告，回家的路雖有波

折，但神的恩典和平安與你和你的家

人同在。 

• 劉瑩：夏伊，一路上雖然波折，但暴

風雨前夕能成行，能平安到家，感謝

神。願神憐憫你的心意，繼續保守你

前面的路程。 

• 冠雯：回家的路真是一波三折，一定

是心急如焚，禱告祈求神醫治你的父

親，並賜給他永生的盼望。 

 在等待當中神也給我足夠的時間

為父親準備經文和讚美詩。雖然回國路程

曲折離奇，但我感謝神讓我在颶風到來之

前回到了家，不然可能要第二週才能飛，

不知道是否能見父親最後一面。原20多個

小時就能到達醫院，卻花了整整40多個小

時才到，以為見不到父親了，可是神卻這

樣作為了，祂依然彰顯了祂的榮耀，見到

父親時他仍然維持著原來的狀態。我真正

體會到了「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

王」。從得知父親病危到在路上奔波了兩

天兩夜，我從未掉過眼淚，感謝神賜給我

力量和堅強。 

       9號晚上一落機我完全沒有時差觀

念，8點半到了哈爾濱市第一醫院探視父

親。父親是因為腦血管堵塞引起的深度昏

迷，由於超過了黃金6小時，腦細胞在逐

漸凋亡，已無救助的可能。而我，母親和

姊姊的心願是希望轉到省級最好的醫院。

第二天我帶著父親的X光和核磁共振片子

去了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

科聽取專家意見，雖然ICU的費用每天是

300美元，若有50%的希望，我們仍然決

定轉院，甚至賣房也要醫治父親。怎奈我

們得到的答覆是能夠救過來的希望不到

10%。主治醫生說我們已經跟父親見了

面，建議他轉入普通病房。  

 那幾日我們也備受煎熬，離開ICU

我們很不捨，不離開他恢復的可能性又很

小。後來拍的腦CT顯示比以前更惡化了，

有腦水腫和腦出血的狀況。母親在得知父

親的治癒率不足10%后，情緒波動劇烈，

一直在流淚，我安慰她說，我們是神的兒

女，生命在祂手裡，如果父親要離開，我

們一定要順從神的心意，不要太過悲傷。

你陪伴了他56年，已經很蒙福了，遺憾的

是我們做兒女的沒有更多時間陪伴他。主

任醫師在得知我父親簽了遺體捐贈書後，

對他十分的敬重，在每個家庭每天只有一

次探視機會的情況下，準許母親可以隨時

進ICU看望父親。經過兩天的禱告和家人

的商議，在該院沒有普通病房的情況下，

我們聯絡了離家較近的社區醫院，有單人

房間方便陪護，一邊醫治，一邊做臨終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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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等待神的時間。由於在轉院的過程

中，極有可能心跳停止，我們準備在ICU

跟父親告別。我先去請師傅上門為父親理

髮，他們聽說是ICU的重患而拒絕上門服

務。從未為父親剪髮的我決定根據自己的

剪髮經驗親自為他剪髮。當我說，爸爸，

我在給你剪頭髮，你還是那麼帥時，他干

澀的眼睛流出了眼淚，我確信他能聽到了

我們說話。於是我們分別拉著他的手跟他

一一道別，母親流著淚為他禱告，讓他在

神面前認罪悔改，求神赦免他一切的罪，

接受他的靈魂！我跟父親說，你是自己決

志信主的，信而受洗就是神的兒女，我們

一生一世都要依靠祂。在這個世界我們有

許多的苦難無法踰越，但主耶穌卻能勝過

一切的苦難，包括死亡。你信祂，認自己

的罪，祂必赦免你的罪，將來在天家我一

定會再相聚。 

      在急救車轉院期間，我一直跟神祈

禱，祈求神能夠托住父親到醫院，無論神

給他多少時間，哪怕是一天，我仍然很感

恩，感謝主給我這個機會在父親最後的人

生路上陪伴他。 

 經過緊張的等待，他終於帶著生

命體徵到了醫院。第二天凌晨呼吸卻越發

的急促，我為他讀了以下經文，並一一解

釋給他聽：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若是強壯

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

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詩篇 90:10） 

“生有時，死有時； 栽種有時，拔出所

栽種的也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

時，跳舞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

守有時，捨棄有時；”（傳道書 3:2, 4, 

6 ）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

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

一樣。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

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

一同帶來。”（帖撒羅尼迦前書4:13-

14）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

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

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

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

你們也在那裡。”（約翰福音 14:2-3 ）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

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

的機會。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

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

座城。”（希伯來書 11:13-16）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

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

全。”（馬太福音 5:18）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

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神要擦去

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

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

了。”（啟示錄 21:1, 4）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

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神必將寫在這

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 這書上的預

言，若有人刪去甚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

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啟示錄 

22:18-19）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

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

（啟示錄 22:13）。 

 為他唱了三首讚美詩，《最知心

的朋友》，《我知誰掌管明天》和《應許

之詩》，並一直陪伴在側。約18個小時

後，他的呼吸逐漸微弱，我一直唱著《應

許之詩》歡送他離開回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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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之詩 

1. 球根裡有美麗花朵；種子裡有蘋果樹； 

蠶蛹裡有隱藏應許：小毛蟲會變蝴蝶！ 

在那寒冷的冬天，已有春天在等待， 

萬事都有定期定時，唯有父 神知道。 

 

2. 沈默中隱藏著詩詞，在尋找優美旋律； 

黑暗中有黎明曙光，帶給你我新希望。 

過去時光引導將來；雖然我們不明白， 

萬事都有定期定時，唯有父 神知道。 

 

3. 我們終了，神的開始，我們有限，  

神無限。我們懷疑，神永信實， 

必朽身體會復活。我們死亡，神賜永生， 

在主裡得勝有餘，萬事都有定期定時， 

唯有父 神知道。 

 

(我特別一直重複著唱第三段的歌詞。) 

 

 父親於9月13日早上5:18分被主接走

了，享年81歲。我跟他說，主耶穌來接你

了，你可以安心離開了，不要擔心，我會好

好照顧媽媽。我愛你爸爸。並親吻了他的臉

頰和額頭。他走的很安詳，很平安，還是那

麼帥。爸爸我們天堂再見！ 

 感謝神，母親回到家後心情一直很平

靜，沒見她流過淚。在此感謝徐灴光伯伯和

孫月華姊妹分別在2012年和2016年去探訪我

的父母，願榮耀歸主！ 

     我父親的遺體捐獻給了哈爾濱醫科大

學附屬第一醫院，被用做醫學研究火化後骨

灰送往黃山公墓，刻上他的名字以示紀念。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

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

（彼前1:14）當我讀到這段經文時，我清楚

的知道，我無法也無力改變什麼，從20開始

到現在，無論工作，買房等重大的事情，

“好運”均與我無緣，但神讓我學習這些功

課，跟隨祂不是為了改變命運，而是要接受

命運；也沒有什麼運氣好壞，一切都是神的

恩典和神的試煉。儘管我房子的玻璃被颶風

倒下的大樹砸碎近兩個月，小區一直拒絕為

我更換，我從焦慮擔心變得心情平靜，等待

迎接所有的不如意，相信神有祂心意，要堅

信祂的應許永不落空！ 

 

      弟兄姊妹的愛心回覆和禱告：  

• 文利：禱告祈求天父讓夏伊爸爸儘快清

醒過來！希望夏伊能找到機票回去。王

珍：求神看顧楊叔叔，能早日康復，你

能順利訂到機票，也求神保守阿姨的身

體 。 

• 少靖：感謝主 求神保守你一路平安 保

守你家人。夏伊，願神保守看顧你回國

的腳步！願神的平安與你同在！為你禱

告！神與你同在！必保守安慰你！  

• 姍姍：為你爸爸的治療禱告，求主讓他

能一日好過一日，也為你禱告，求主親

自安慰你，幫助你。 

• 思彤：為你爸爸的治療禱告，求主讓他

能一日好過一日，也為你禱告，求主親

自安慰你，幫助你。親愛的夏伊姊妹，

願父神的安慰在你和你家人的心裡⋯ 

• 劉瑩：為你爸爸的治療禱告，求主讓他

能一日好過一日，也為你禱告，求主親

自安慰你，幫助你。夏伊，感謝神，你

能買到機票。神必定保守你回國的腳

步。也謝謝月華。  

• Michelle：為你爸爸的治療禱告，求主讓

他能一日好過一日，也為你禱告，求主

親自安慰你，幫助你。張英：為你爸爸

的治療禱告，求主讓他能一日好過一

日，也為你禱告，求主親自安慰你，幫

助你。  

• 心雨：為你父親的治療和護理禱告，求

神保祐他和你的母親，為你禱告，求主

安慰你和儘快買到回家的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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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 Sea：夏伊，願神保守看顧你回國的

腳步！願神的平安與你同在！願天父的慈

愛環繞你，賜福給你和你的家人！ 

• 張貴珍：感謝主 求神保守你一路平安 保

守你家人！君華：禱告神一路為你開路 

• 亭竹：求神憐憫，求神醫治，求神為你預

備合適的機票！ 願主加添你力量！繼續

為你禱告，希望你在飛機上能有休息，主

保守你的身心靈，有安慰、平安。  

• Monica：感謝讚美神，為你的信心繼續

禱告！神與你同在！他會親自安慰你自己

和家人。  

• 吳建平：求神憐憫 求神醫治 求神保守你

們姊妹回去的腳步 。為你禱告！神與你

同在！必保守安慰你！你保重 繼續為你

和你家人禱告  求神在這個困難時刻賜他

們平安和力量  你很棒 為你驕傲 ！ 

• 英姿：求神保守你回家的行程，求神憐憫

和醫治，求神的大能保守你的父親和家

人。  

• 丁惠玲：求神保守你回去的腳步！ 

• Annie Liu：感謝主 求神保守你一路平安 

保守你家人！ 

• 丁海水：感謝主 求神保守你一路平安 保

守你家人！ 

• 明惠：夏伊，願神保守看顧你回國的腳

步！願神的平安與你同在！ 

• 勵瑾：夏伊，願神保守看顧你回國的腳

步！願神的平安與你同在！願天父的慈愛

環繞你，賜福給你和你的家人！ 

• Lily：夏伊，願神保守看顧你回國的腳

步！願神的平安與你同在！願天父的慈愛

環繞你，賜福給你和你的家人！ 

 

• 思進：平安去，安全回；願神與你和家人

同在，也願神更多的祝福你們。  

• 忠華：願主與你同在。保守你旅途平安。 

• 彥君：求神保守你回家的腳步，也安慰你

的家人。君華：夏伊，謝謝你一路報導近

況，機上多休息，下機後才忙呢，願神憐

憫你的心懷意念，賜你平安。 繼續替你

及你全家禱告，信靠神有最好的安排。感

謝神這一路來預備你今天可以如此堅強。 

• Helen：求神的憐憫臨到你家中，一路有

祂的保守，求神的憐憫臨到你家。 

• 亭竹：感謝神恩典，願神格外的保守你、

安慰你！繼續為你代禱！  

• Min Sea：感謝神恩典，願神格外的保守

你、安慰你！繼續為你代禱！  

• 君華：繼續替你及你全家禱告，信靠神有

最好的安排 。 

• 彥君：求神的憐憫臨到你家。繼續為你及

你的家人禱告。  

• 吳建平：求神的憐憫臨到你家。繼續為你

及你的家人禱告。神會給你最好的。 

• 忠華：聽到關於你父親的情況我感同身

受。為你和你的家人禱告。神是我們在患

難中隨時的幫助。願神的慈愛和聖靈的安

慰與你同在！  

• 明惠：夏伊，為你的信心感謝神！  

• 月華：夏伊你作的很好，相信你父親會感

受到，也繼續為你們禱告，神的恩典是無

限的，無論什麼境況，只要是祂的兒女，

祂會將最好的給我們。"耶和華的眼目，

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

人，" （詩篇33:18 ） 

• 學英：為你的信心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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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辛：願神安慰你和家人的心。願神賜

平安和力量給你和家人。為你們禱告。 

• 劉瑩：為你和你的家人禱告！求神親自

安慰你們。你很堅強，感謝神這些年為

你的預備和操練。 

• 李瑋：願神大能的手托住你和你的家

人，特別是你的媽媽。願神繼續賜平安

和永生的盼望！  

• 月華：感謝神！你能在你父親在世的最

後幾日陪伴他，唱聖詩，禱告這是神的

恩典。願神的慈愛，聖靈的大能安慰你

及家人。 

• Annie Liu：願 神親自安慰你和你的家

人，給你們盼望和依靠。神的恩典和慈

愛與你們同在。  

• 張英：為你和你的家人禱告！求神親自

安慰你們。你很堅強，感謝神這些年為

你的預備和操練。 

• 思進：願神大能的手托住你和你的家

人，願神繼續賜平安和永生的盼望！ 

• Helen：親愛的夏伊姊妹，願父神的安慰

在你和你家人的心裡⋯ 

• 亭竹：求神以祂永不改變的應許，親自

安慰並堅固你，也求神使用你對主耶穌

基督的信心和盼望，帶領你的家人得著

永生的應許！我們繼續為你禱告！ 

• 少靖：你爸爸好帥啊！願神親自安慰

你，你媽媽和你的家人！我們繼續為你

和你全家禱告！  

• 君華：這是上次我帶的詩歌，希望它帶

給你安慰與盼望。https://goo.gl/

mExGat   

 

• 學英：節哀順變，為你和你的家人禱

告，特別為阿姨獻上祈禱！ 

• 丁海水：節哀順變，為你和你的家人禱

告，特別為您和您媽媽獻上祈禱，感謝

神！  

• 廣龍弟兄：羅馬書 8：37，38, 39 然

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

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

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

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

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

的主基督耶穌裡的。(Romans 8:38, 39) 

For I am convinced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or angels nor governments nor things 

now here nor things to come nor powers 

39 nor height nor depth nor any other crea-

tion will be able to separate us from God’s 

love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 彥君：願神安慰你和你的家人。為你母

親禱告，求她早日接受神的救恩！ 

• 王珍：還有時間，你先休息休息，不許

再看手機了，你現在有更重要的事（休

息），回去給神做一個漂亮的見證！ 

2016年父親節與父母在一起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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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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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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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glongzhu@yahoo.com 

 手寫： 黑筆寫在原稿紙上。 

 錄音： 將信息內容錄在錄音帶內, 將有專人幫助編寫。 

◎出版部保留刪改以及刊登權。  

 
 
Guidelines for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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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fore welcome your articles, including： devotion, sharing, testimony, daily thoughts, poems and so on. In 
order to encourage a greater variety of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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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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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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