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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Coral Ridge Dr. Coral Springs, FL 33071

Call to Deacon Board
Kan Hwee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It is with joy and anticipation that I accept the
invitation from the Deacon Board to serve as a
fellow Deacon a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of Coral
Springs. God’s requirement for church leadership outlined in 1 Timothy 3 is one of the highest
callings that any man could aspire to, and it is by
God’s grace that He has given me a sincere desire and willingness to serve in this capacity. The
biblical model for church leadership is a plurality
of Godly men, and I am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alongside these men who love
God’s Word and His people.
My family and I moved from Taiwan to
Portland, Oregon more than forty years ago.
When we moved, we had no idea about Christ’s
love and redemption. We were invited to a Chinese- and English-speaking, Bible-believing
church where the Gospel of Christ was preached
and lived. I attended Sunday school and God’s
Truth was sown in my life, and I believed and
became a Christian at an early age. God also
gave my parents and siblings the faith to believe
in Christ, and our family was baptized together a
year after we began going to church. I grew up
attending youth groups and church retreats and
camps. My parents encouraged me and my
brothers to participate in all things associated
with the church.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imes of spiritual growth in my life was during
college, through fellowship with a campus ministry group. At that time, my faith was deepened
through Bible studies and conferences, and after
graduation, I returned to the church I grew up in
to serve in the youth ministry. After serving for
several years, God impressed a desire on my
heart to attend a year of Seminary to be better
equipped to serv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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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moving to South Florida, my family and I were involved in a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church plant in Portland. When we
moved to South Florida six years ago, we left the
comforts and security of a home church. We
began to research churches in South Florida on
the internet. The first week we arrived, we visited a large church near our neighborhood. The
second week, we decided to drive a little farther
to attend the Friday evening fellowship and Sunday service at CBC Coral Springs. We were
warmly welcomed, and our children felt a wonderful affinity with the youth group. My motherin-law was extremely happy to meet so many
new friends. And ever since that visit, we have
been a part of this church family. God affirmed
our decision to commit to this local body when
we witnessed the earnest desire of the church
leadership to faithfully proclaim and follow
God’s Word. My family has been blessed by the
ministries of this church, and our faith has been
strengthened through fellowship with its believers. Our four children grew up going to church
and expressed their faith in Christ at an early
age, but they were not baptized until our two
oldest children made public proclamations of
their faith and were baptized at this church.
When Jesus said in Matthew 16, “I will
build my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hell shall not
prevail against it,” he gave us great comfort and
security by reminding us that the church belongs
to Him. He is the one who will sustain it for His
purpose. What a wonderful encouragement to
know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an institution that
God promises to bless when we follow His instructions! I pray that our church will continue
to proclaim the incomparable riches of God’s
truths and honor Him in all that w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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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或不然（第二篇）
神的帶領，憑信追隨
--學習《約翰福音》有感
秦英姿
《約翰福音》開篇講述，“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一語將道講得
明明白白，告訴了我們什麼是道，道是從什麼時
候開始的。也許是我們人被罪所蒙蔽，實在過於
愚笨，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
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將神的榮光真真切切的
演示給我們看，讓我們看見並能體會到什麼是真
道，老子曾講過，“道可道，非常道”，真理是
可以言說的，但卻不是以人間的常俗之道去講明
的。我想，道成肉身的現身說法，也只有神能做
得到，也只有神知道瞭解我們，若非如此，我們
可能無法領悟奧秘的真諦。
耶穌降生在馬槽中，出身於一個木匠之家，
沒有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出生於帝王將相之門，
可就是這樣一位救世主，他明明白白的告訴我
們，他就是生命的糧，那聽他話的，又信差他來
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
了。他見證了父獨生子的榮光，我們雖沒有看見
神，但主耶穌將神表明出來，通過他，我們知道
和認識了這位神。
《約翰福音》中所敘述的以水變酒，大臣的
兒子被救、癱子獲醫治，五餅二魚等奇蹟，都是
在向我們表明神的大能和恩慈。但神教導我們的
方式也是非常有趣，其實主耶穌完全可以從無變
有，可他還是讓我們準備水，或去找尋他，或有
五餅二魚，他將微小變成富足，讓我們所得的遠
遠超過我們所想的。記得我當時決定要好好讀聖
經時，最初的時候，不但不知從何下手，而且一
拿起聖經，本來毫無睡意的我，居然能倒頭大
睡。尤其是早上晨起靈修，對於喜歡睡懶覺的
我，更是痛苦，好不容易從床上起來，結果倒在
沙發上又睡著了，而且，我記得我當時很喜歡上
網看新聞，更喜歡在網上留一些評論，為了方便
上網，居然買了一部蘋果的桌上型電腦。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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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志最初的那段時間，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比
以前更糟。我便跟主禱告：主，你說過，尋求的
便尋見，叩門便給開門，我已立志尋求和叩門，
至於如何才能尋見你，那是你的事情，我的工作
是立志，剩下的就交給你了，主耶穌，你能在曠
野不受魔鬼的誘惑，那你也一定可以幫我從目前
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當時做了這樣的禱告後，心
理還是沒有著落，但我卻滿懷著好奇和盼望，很
想知道和經歷神將如何做工，將我現在看似如此
痛苦的事情，轉變成喜愛和自願的行為，並能夠
將這種行為堅持下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結
果，禱告後沒幾天，我的家裡進了小偷，這位小
偷，好像是蘋果愛好者，將我的兩部IPAD，新買
的蘋果桌上型電腦全部偷走，只留下一部手提電
腦，因為接口有問題，還無法上網。我當時很納
悶，主啊，我是跟你求，讓我能夠尋見你，而不
是讓你將我的東西變不見。但是，接下來發生的
事情，就是這麼的奇妙。一次走廊的偶遇，我開
始了四海讀經的學習，正因為沒有這些雜七雜八
的誘惑，我可以專心的讀經靈修，在神的話語
中，我遇見了神，在聖經的字裡行間中，我認識
了神，在一次次的靈修感悟中，我摸到了神，正
所謂“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就這樣，我與
神的關係越來越近，我也終於尋見了他。
對於神的帶領，我們只能憑信心追隨。信神
的偉大，信自己的渺小；信神的大能，信自己的
無能；信神的智慧，信自己的無知；信神的充足
供給，信自己的一無所有，正如《以賽亞書》中
講到，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的意

念高過我們的意念。是的，神的心思意念豈
是我們尋常人用尋常的心思可猜透的，所以對於
神的話語和帶領，即使不理解，即使不明白，也
要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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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隨筆
郭宇清
以前每年都立志要通讀聖經，但除了剛信

謝神把我們家帶到現在的教會，牧師團和執

主那幾年極為熱切，之後的好多年，不管從

事、長老團隊，以及所有主日學的老師們，

創世紀開始，或從新約開始，都是讀了幾本

他們對神的敬畏和愛，向不分種族人群的對

經文就不了了之。同時覺得，我一直在BSF不

象遵行神的大使命，他們知識上、以及與神

間斷地學聖經也挺好啊，就滿足於一年精讀

的生命關係的深度，都從他們的教導中，從

聖經中的一本經書。只是在每年暑假有主題

生活細節的分享中讓會眾看到神的大能帶領

選擇地讀部分聖經，比如詩篇，先知書，福

的美好見證。這雲彩般的生命見證無不提醒

音書，使徒書信等。

我自己的缺乏、淺薄和卑微，更渴求生命的

感謝神，幾年前在閱讀一些屬靈書籍時，
聖靈開始觸動我，我開始不滿足：那些屬靈

更新！
我重新開始通讀的動機是更好地用神的話

書籍只是很有限地提到一些神的話語以及有

語提醒自己，並分享給他人。以及學習更好

限的分享，如何從聖經的上下文更好地領受

地讚美神。因為以前的禱告中有很多的感

神對我個人的教導呢？與此同時，我認識一

恩，提很多的需求，讚美卻不多。讀經中神

位姊妹，一年通讀很多次聖經，她對神的渴

告訴我那是因為我還需要更多地認識他的美

慕之心很觸動我。不久，有個加拿大的姊妹

好，經歷他的美好。更多地了解神，從更多

邀請我加入一個每日讀一章經文的微信群，

地讀經，熟悉他的話語開始! 渺小如塵沙的

我欣然加入。奇妙的事情發生了，跟讀了一

我，心思被聖靈牽引，一次次地沈浸在恩慈

段時間，我對重新沈浸在神裡面充滿了歡

良善的主的諄諄教導裡，沈浸在從古到今上

欣，渴望再快一點更多了解神，一下就開始

帝寬廣無限的大能智慧公義憐憫的奇妙作為

了自己的通讀。又一次真真切切地經歷主的

中，體驗三一真神永無窮盡的愛與恩典，何

應許：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

其美好！

見…… 只要我去求，天父豈不更把好東西

一路讀經，一路反思。在珊瑚泉接受了很

給求他的人嗎？感謝神的保守，去年我讀完

多聖經教導和服事練習，但這些頭腦知識和

了聖經，今年開始用英文通讀，已讀完了新

經驗在離開了原先的服事環境後就顯得那麼

約，現在讀舊約同時再讀一遍新約。不再是

無力！更糟糕的是，沒有持續全面的讀經生

被教會的要求推著走，而是神激發了我，認

活，就連頭腦知識也開始慢慢忘記。沒意識

識到自己靈裡的饑荒、乾渴和嚴重缺乏。並

到自己生命需要成長的我只是一個doer，一

且今年又比去年有不同的領悟，很美好！

個拼命做事、內心抱怨的馬大，沒意識到自

感謝神讓我在BSF，以及兒子學校的媽媽

己以屬世的方式事奉，看重表面的行為，表

禱告團契（MIP）認識了很多姊妹，她們對

面的興旺；卻沒明白只有屬靈生命興旺了，

神的深度認識，從心裡湧出來的讚美和合神

才能興旺神交給我做的事。而現在，我渴求

心意的禱告，提醒了我自己靈裡的缺乏，以

成為基督的 follower，跟隨他的帶領去經歷

及對神各種美好屬性的深度認識的缺乏；感

成長，不僅在從表面行為，更要從心裡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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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活出一個基督徒的生命。求神掌管我

我家的這個老基督徒敲了我一下：我成長的

的心思意念！

路還長呢！

春假和家人看了兩場很棒的電影，Paul，

有天和先生閒聊兒子將來上什麼大學。

Apostle of Christ 和 God Is Not Dead III: A Light

John說田納西理工不錯啊，就業率挺好的，

in Darkness。影片教導我很多東西，也給我很

本州學費也便宜些。我也覺得在理。轉念一

多提醒。再一次被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中

想，咦，神真的改變我了。以前我會想，周

那擲地有聲的離世遺言震撼。我能活出那樣

圍的國人都在推孩子爬藤，Matthew 也不笨

的信心生命嗎？求神修剪帶領！最觸動我的

啊，會覺得多少有些不甘心。現在的想法

教導是：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愛

是，如果為了推娃，把孩子親近神的時間精

是基督最有力量的武器。我想起了後院那家

力都擠掉，那損失就太大了。求神指引他到

不討喜歡的鄰居，因為他們總在院子裡燒垃

適合他靈命成長的校園去。

圾，塑料惡臭常常飄到我們的小區。燒垃圾

現在我們安定在一個很適合全家的美國教

不對，但我不應討厭他們，而要常常為他們

會，為神當中的奇妙帶領感恩。搬過家的弟

禱告，求神在禱告中更多地改變我的心，能

兄姊妹會知道，要在新的環境找到適合全家

更愛神所愛的、按他形象造的鄰居。也求神

需求的教會，有時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嘗試

保守祝福他們與主建立更親密的關係，對周

和掙扎。這次是神藉著兒子把我們家帶到這

圍鄰居的愛心增長。

個教會的。感恩！但同時，做為一個跨文化

影片給我的另一個提醒是如何看到孩子的

的華人，在教會外看到許多華人和非華人的

不同意見。以前我聽不得兒子的不同意見。

需求。該怎麼界定自己的服事方向和方式，

現在學到，我也許能改變他的外在行為卻無

方向常常很不清晰。神的國度很大，涵蓋所

法改變他的心思。孩子提出不同看法，甚至

有種族人群，而我的眼光和理解卻很有限。

挑戰，其實都很正常，說明他在這件事上很

怎麼明白神對我的心意呢？我惟有將之都帶

認真，是好事。有時候可以引導，有時候只

到神面前，等候神的時間，求他指引我的

能他自己去嘗試，去親自經歷神的帶領。去

路。持續的禱告是最基本的事奉。Not to be a

年兒子堅持不再學鋼琴，我和先生商量後，

simple doer, but to be His follower。求神帶領

同意了。但也同時把我們的想法告訴他：我

我在尋求方向的過程中訓練我更多地順服神

們看到你彈得很好，之前又能在教會事奉，

意捨己意，不效法世界的方式，不為人意影

覺得停掉挺可惜的。後來兒子說其實他不是

響，而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從認識到我自己

討厭彈琴，而是不喜歡參加評比和競賽。最

的問題到能夠真正改變成長，往往需要很長

近他又在想上高中時參加敬拜組彈鋼琴。求

時間和周折。求神帶領我眼光不偏離左右，

神帶領他的路！

專注在他的修剪陶造！

Valentine’s Day我和先生寫卡片給兒子，要

也一如既往地為神給我預備的珊瑚泉教會

列出5個他值得我們愛的理由，我脫口而出：

感恩，也感恩時不時讓我有機會重回娘家。

因為他很聰明！先生馬上糾正我：No！不管

上個月儘管只是短短半天的主日重逢，但那

兒子聰不聰明，我們都同樣愛他，最重要

麼多的溫暖擁抱和真心的問候，還有那時間

的，是神把他賜給我們。先生一下提醒了

和空間都無法阻隔的靈裡默契相通，還有那

我，基督的大愛。驕傲是我的大敵，神使用

默默為我禱告的主內肢體們，都幫助我重新
得力。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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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裏共舞
- 夫妻進深營後感
王學英
我和先生相識在廣州，兩個太多不一
樣的人，卻彼此吸引，衝破重重阻
力，走進婚姻。因為我深信愛情是兩
個人的事，只要彼此相愛，同心協
力，憑著我們的能力，麵包會有的，
一切都會有的。結婚後不久，先生來
美讀博士學位，一年後我隨他到美國
唸書。異國他鄉，舉目無親，我們在
緊張的學習，繁忙的工作中，慢慢開
始挑剔對方的缺點，我開始認真審視
身邊的他，說話大聲大氣，吃飯吧嗒
吧嗒…這是我初識時文質彬彬，學識
淵博的他嗎？他也開始抱怨我不食人
間煙火，太天真爛漫，頭腦簡單。我
不和他爭執，但以沉默為武器，不理
不睬他，惡作劇的嘲笑他。兩個兒子
的相繼降生，我們的分歧更加明顯，
從飲食起居到如何照顧，教育孩子，
各執己見，多少次我們無休無止的爭
吵，都以惡言傷害對方而告終，我真
的傷心失望。這大概是我們參加南佛
州第一屆夫妻恩愛營 MER 1 前的夫妻
關係。就像下面我有感而發的詩一
樣：

感謝神的恩典，2013 年我們有幸
參加南佛州第一屆夫妻恩愛營，
“水牛和蝴蝶”的認知，婚姻沒有
後門，只有天梯和在主面前立約，
教導我們學習珍惜與包容的功課，
要以神的眼光看待和愛惜配偶，不
吝嗇向配偶表示欣賞和愛。彼得前
書 3:8 “總而言之， 你們都要同
心， 彼此體恤， 相愛如弟兄，
存慈憐謙卑的心。 不以惡報惡，
以辱罵還辱罵， 倒要祝福； 因你
們是為此蒙召， 好叫你們承受福
氣.”

這次夫妻進深營，我們得著更多，
與主三人行，導讀聖經，會話式禱
告和等候神的課程，一環接一環，
聖靈充滿整個營地，神與我們同
在，感動我們每對夫妻。特別在等
候神的訓練中，我向神清垃圾，品
味著神的話語，自我反醒，傾心吐
意，靜裡得力。我淚流滿面，內心
無比快樂。現實生活中，我們許多

情竇初開印象深，
愛河同浴覓知音。
只因柴米油鹽日，
辜負卿卿盟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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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不能統一，就好像一起跳舞，
節奏的掌握，樂律的感應如果不在
一個水平上，是沒辦法翩翩起舞
的。進深營卻幫助我們夫妻學習在
主內合一，靈裏共舞 。做夫妻差
不多 21 年，我們在精神世界裡幾
乎形同陌路，在世人眼中，我們都
是好人：坦誠，善良，有知識有教
養。比較不屬靈的理由是我們性格
不同，我們原生家庭，成長環境，
愛好情志都不一樣。我們常常將日
常現象和瑣事視之理所當然，沒有
將神賜予的“寶貝”藏在心裡，不
懂得配偶才是你一生中最值得愛惜
的人，所以會常常不滿足，不喜
樂，忘記加略山上那份起初的愛。
箴言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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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他必指
引你的路.

幫助，因為他永永遠遠是榮耀寶
座上的君王。我們夫妻立下心志
每週操練進深營的功課，建立家
庭祭壇，牢記家新宗旨“向上進
深，向下紮根”。

道合志同 爭當神國忠僕
月圓花好 保守主園盟約

文／王學英 陸愛萍
南佛州夫妻營 2018

夫妻關係是我們一生中最值得經營
的事業， 我們學習彼此順服，讓
聖靈充滿，求神做我們一家之主，
不論大事還是小事都交託給神掌
管。神是信實的，他是我們隨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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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感恩獻給神
（紀念信主十週年）
陳可蘭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神賜恩福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我於上世紀40年代出生在中國廣東省某城

翰福音》3：16

鎮。那時因戰亂關係，中國正處於國難當

感謝神！讓我於2008年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珊
瑚泉華人浸信教會受浸歸主。讓我不但靈命
得以重生得救，而且還有永生的盼望。同時
也讓我在神的家中-珊瑚泉華人浸信教會蒙神
憐憫恩待和主的保守看顧，過著平安，健康
又喜樂的晚年生活。
回顧在主內的十年裡，神不但賜給我諸般的
祝福和恩惠，還賜給我信心和力量，讓我有
機會不時以文章、詩詞和歌曲的形式為主作
見證，並獻上感恩和頌讚給我所堅信的天父
上帝以及我所依靠的生命救主 - 耶穌基督。
神一直以他的慈愛大能和公義信實，藉著聖
靈的感動，讓許多樂意為主做工，願意委身
事奉的弟兄姐妹們給以我無私的付出，體貼
的關懷和熱心的幫助為我妥善的解決了許多
困難。讓我在神的家中一無掛慮，一無所缺
的安度晚年。
神如此憐憫和恩待我這個弱小而且有罪的
人，我在感恩之餘，更深感不配佩。目前，
我當做的事情是讚美神創造大能的榮耀，述
說主的救恩大能的作為而獻上感恩和稱謝，
將一切榮耀與頌讚歸給神。

頭，內憂外患，經濟蕭條，民不聊生的苦難
時期。同時，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猛烈爆
發，炮火連天，硝煙瀰漫，雞犬不寧，生靈
塗炭的慘烈年代。我卻僥倖的避過了戰爭的
蹂躪，安然度過了我的童年時期。
我年青的時候，在中國曾經歷達地階級鬥
爭，文化革命等政治運動的衝擊，以及物質
缺乏的苦難歷程。這些事情雖然不堪回首，
但總算是逢凶化吉的安然無恙的活過來。
在我婚後有了家庭和孩子的負擔，又加上失
業和婚變，可算是走到人生道路的低谷時，
在前路迷茫，心情沮喪，孤獨無助，不知所
措的景況下，苦苦掙扎，輾轉熬過了四年後
才復職，生活稍為安定下來。
於1988年移民到美國後，因離鄉背井，人地
生疏，既不懂英文，又不會開車，固此，無
論在工作上，生活上以及人際間關係等事情
上都困難重重，一籌莫展的情景下，只好做
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鬱悶度日。終於積鬱成
疾，大病一場，苦不堪言，惟有聽天由命，
苟延殘喘的，半生不死的活著。此際，幸然
蒙神的憐憫垂愛，讓我及時的信靠了主耶
穌，不但靈魂得以拯救，成為神的女兒，還
有永生的盼望。而且讓我在神的家中 - 教
會，在神的慈愛里，頤養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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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憐憫

時，耗神和花錢，前後十幾次帶我去鑲牙，

我信主後，先是住在WEST PALM

每次都要花費數小時，辛勞接送，耐心等

BEACH，而我所屬的教會卻在CORAL

候，直到我鑲好全副新牙。為此，讓我免卻

SPRINGS， 從家裡到教會的距離需50分鐘

了沒有牙齒進食之苦，並可以享受各種美

的車程，而我這個不懂英文又不會開車的

食。

人，竟然5年如一日的從未間斷的去教會敬
拜和親近神。因為在那期間均由BILL

在我齒搖牙痛時，不但進食艱難，而且每日

WONG夫婦和WU MING夫婦配合交替接送

早上起來時都滿口鮮血。日子實在難熬。

我去教會。

AMY WONG姐妹察覺我之苦況，便毅然主
動憑著愛心和熱誠，付出精力，時間，拋下

4年前，我搬到了SUNRISE居住後，再由眾

家務，起早摸黑，如此經歷數翻輾轉，才給

多的弟兄姐妹們配合接送我，來回教會敬拜

我找到適合的牙科診所。之後，又親自數次

神和參與若干不同的團契聚會，過著充滿神

帶我去脫牙。在7日之內，分三次把所有的

愛的屬靈生活。

牙齒（30只）脫掉。在脫牙過程中，均由
AMY姐妹親自接送，並全然信靠和交託給

BETTY YIU姐妹付出愛心，熱誠，時間，精

主，而且手拿聖經，誠心禱告，直至到我順

力，智慧，能耐和錢財，在百忙中，歷盡艱

利，平安的拔掉全部牙齒為止。

辛好不容易為我成功的申請了老人公寓。
在我拔掉牙齒之後的一年期間，因年紀老
從我現在的居所去教會只需10分鐘左右的車

邁，而且拔掉全部牙齒而導致失血過多，又

程。而且逢禮拜1-5均有巴士接送去購物，解

沒有牙齒吃東西，只好吃流質食物，而致身

決了日常所需之事。還有鄰居友善，守望相

體孱弱，瘦骨嶙峋，體重銳減。有鑑於此，

助。員工負責，若有需要便呼之即來，妥善

有姐妹憑著愛心帶我去購買或贈送富有營養

解決。同時交通方便，環境安靜，頗適合老

又容易消化的食物給我補充營養，強健體

人居住。所以，我在這裡住得安心，放心又

魄，期盼我早日復原。

開心。
在我眼睛昏暗模糊，視物不清且有重影等眼
此外，BETTY YIU還為我申請了醫療保險。

疾時，JOESPHINE姐妹親自多次接送我去眼

讓我得以享受美國公民老人之醫療福利。卻

科診所治療和檢查後，證實我患上“散光”

了了後顧之憂。

眼疾，並要從速施行“雷射手術”。先後兩
次做雷射手術均由JOESPHINE姐妹接送和陪

KIM WU姐妹為我居住，安頓之事付出愛

伴在側。

心，熱誠，精力，智慧，時間和錢財，帶我
去購物，熟悉環境，並給我辦理更改地址和

我於2015年回中國探親之前以及2016年去聖

援領證件等事項，讓我各方面都得以安頓就

地以色列之前，都曾做過身體全面檢查和複

緒，安心居住。

查。在這過程中，由始至終，JOESPHINE姐
妹憑著愛心和熱誠，不辭勞苦多番接送和耐

此外，KIM WU姐妹還不辭勞苦，樂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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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和能耐，讓我順利地進行多次的檢查和複

個月左右，公寓便進行大修葺，把整座公寓

檢。結果證實我身體無恙，一切正常，讓我

的上蓋除舊換新，變得堅固又穩妥，固能抵

安心和放心投入回國和聖地以色列之旅，而

擋颶風的侵襲，讓住戶都安心留守在家，安

且全程順利進行，平安回來。

然度過風險期。

在我做白內障之眼睛手術時，事前由

我信主至今，剛滿十年（2008年-2018年），

EUNICE姐妹憑著愛心和熱誠，無私的付出

不但靈命得救，成為上帝的女兒，還有永生

精力，時間，智慧和能耐，多次親自帶我去

的盼望。同時靈命也得以長進，讓我改變了

看眼科醫生並複檢。

世俗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所以，我在主內活
得輕省，平安，健康又喜樂。

在我兩次進行白內障手術時，均由EUNICE
姐妹親自帶我到醫院接受手術，並穿上護士

歸納以下幾方面說明之：

袍進入手術室看顧和等候，直到手術完畢

我確信有神的存在，就是我所仰望和堅信的

後，送我回家。因我做完手術後不宜操勞，

天父上帝。而且知道宇宙萬物以及人類都是

需要靜養，為安全起見，她在我家中留宿一

神所創造和掌管的。

晚，並為我操持家務代勞，以策萬全，直到
翌日才離去。

知道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無處不在的靈
體。也是全知，全能，無所不能大而可畏的

自我認識了EUNICE姐妹後，因她比我年

至勝者。更是聖潔，公義，信實且滿有憐憫

青，既懂英文，又會開車。一直為我付出愛

和恩慈的配得諸天萬物所稱頌的獨一真神。

心，熱誠，無私的幫助，體貼的關懷，我所

我深信我所信靠的生命救主耶穌基督是神的

有不能做的，她均樂意代勞。讓我無憂無慮

兒子，他為拯救罪人而降世為人，道成肉

的度過每一天。還有，她不時的不辭勞苦的

身，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寶血洗清眾

帶我出外旅遊，廣傳福音為主作見證而盡一

人的罪孽和污穢，得以與神和好，成為神的

分綿薄之力。

後嗣，他死後第三日復活，讓我們信他的人
也一同復活，成為神國的子民。

2017年9月，美國佛羅里達州受到颶風的侵
襲的前兩天，我剛從加拿大平安回到佛州家

讓我知道耶穌沒有犯罪，是聖潔，公義，沒

中，知道颶風將至，便趕快收拾行李，清洗

有瑕疵的，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只有他才

衣物，並購買和儲備足夠所需飲食之物。預

能有赦罪的權柄，洗清眾罪，還清罪債，以

備停水，停電時之需。雖則如此，因停電6

重金贖回他的子民 - 信耶穌的人。他是有復

日，到了第4日，眼看冰箱裡的食物變壞不

活的大能和審判罪人的權柄的眾光之父。

能食用，心裡開始躊躇不安，正在憂慮不知
何日才恢復用電之際，便有職員把飲料和食

讓我認識到我在信主之前是一個被造而且有

物送到家中。後來兩天後便恢復用電。

罪的人，與神隔絕，失去了生命的源頭，而
致活在各樣罪中，成為罪的奴僕，不能自

此外，值得慶幸的是，在颶風來臨之前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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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主之後，始知自己是一個蒙恩得救的罪人，必須降服在神的面前認罪悔改，時常感恩和堅定
不移的信靠和跟從主耶穌，直到主再來。
我還明白到自己過往的苦難經歷，乃是神的祝福和管教，也是主的恩待与賞賜，讓我得著磨煉和
成長，為此獻上感恩和頌讚，並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十言讚美詩一首
神的創造何等偉大。神的公義正直無偽。
神的作為何其奧妙。神的信實不偏不倚。
神的救贖戰勝死亡。神的智慧高深莫測。
神的權能獨行奇能。神的量度寬宏無比。
神的聖潔完美無瑕。神的慈愛永遠長存。

感恩詩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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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五)

神創天地又造人，

神遣愛子下凡塵，

飲水不忘挖井人，

統管萬有顯大能，

重金贖回其子民。

得蒙救贖主施恩，

滿有恩慈和憐憫，

若信耶穌又悔改，

永恆福樂來自神，

諸天萬物稱頌神。

得蒙救贖見父神！

神愛主恩比海深！

(二)

(四)

(六)

世人犯罪兆不祥，

人若與神復和好，

神愛大能造就人，

人生苦短又無常，

信靠耶穌為中保，

主恩救贖意更新。

與神隔絕失倚膀，

枝桿根部相連結，

時刻警醒又感恩，

如鷹折翼怎飛翔？

根深葉茂展姿彩！

同心協力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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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家維多利亞醫院的
二十二天
Taky 德基(吳明煦弟兄的女婿)
經歷了兩個禮拜半夜胸口痛扎，於9

序通常祗需二十至三十分鐘。約十五分鐘過

月29日星期五上午我向我們教會的長老伍世

後，我覺得有些不尋常。護士不再說話，醫

平醫生求取意見後，我便立即駕車到皇家維

生更專注，唯一的對話祗是兩位醫生的交

多利亞醫院急診室。下午，一連串的心電

談，最後，他們開始從我的手臂上取下導

圖、X光、超聲波和許多血液測試的結果出

管，我知道他們沒有把支架插入，我問，有

來了，顯示除了我的酶水平稍微升高之外，

多少血管堵塞了？醫生回答說：很多。需要

一切正常。但心臟科專家要我去做血管造影

放上大約十二個支架，但這不是好的方案，

程序，以便進一步診斷。當時我的感受，做

而且這些支架只能維持十至十五年。你祗有

為一個基督徒，我學會將掛慮和擔心帶到神

四十歲，你需要把心臟切開來做多個搭橋手

的面前，得時不得時都要謝恩。在我做血管

術。說實話，我當时真的不知所措。直到我

造影之前，我確實大有信心和滿有感激，因

被推回我的房間，看到家人和孩子，我才意

為當我整理好所發生的一切，我的結論是神

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慢慢地向我的家

催促我到急診室，祂打開了所有的門，為我

人重複醫生對我說的話。當我看著兩個分別

開路，讓我很快能得到檢查，我做好了最糟

祗有八歲和十一歲的孩子時。我的眼淚慢慢

糕的心理準備，但做為一個基督徒，我清楚

流下來。當我向他們解釋需要做什麼的時

知道没有什麼大不了。我多年內所經歷的一

候，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可能會死去。當然，

些掙扎，讓我知道對神有信心意味著什麼，

這不是我的第一次手術，十年前我做了一次

知道在掙扎中如何感恩。這一次也不會有什

手術，把在我的脖子上的腫瘤割除，但這手

麼不同。我很堅強和抱積極的態度，期待在

術並没有生命危險，起碼在四小時的手術

星期一可離開醫院。

中，我的心臟不會停頓。我從來沒有想過我
可能會在四十歲時離開我的家人和朋友。我

在10月1日禮拜天早上，我被推進導管

的家人很擔心，每個人都感到震驚。四十八

室，在那裡我看到兩名醫生和兩名護士，他

小時前，我祗是在尋求諮詢，現在突然間，

們已準備為我做支架插入的程序。這樣的程

我需要在未來幾天內讓我的心臟被割開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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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搭橋手術，而這手術是有死亡的風險。

道了神在我身上的計劃，在這一刻我充滿信

有誰能面臨這襲擊仍保持冷靜? 不管你信心有

心。眨眼之間，我再也不害怕和生氣了。雖

多大或你已成為基督徒有多久，你的反應都

然還有很多不確定，誰會為我做手術、我需

會和我一樣，質問神：為什麼？我是否做錯

要多少個搭橋、手術後可能帶來什麼的副作

了什麼事落得這樣的境況？為什麼要發生在

用和我的生活將有什麼的影響，我的心很冷

我四十歲之年？為什麼不在五十五歲當我的

靜，因神已經和我說過話給了我保證。以前

孩子已長大成人？讓我的孩子在如此幼年便

的我是像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不喜歡將自

失去父親是多麼殘酷!我極度沮喪、我驚慌、

己的事告訢別人。我不願別人分担我的掛

我崩潰了。我本應該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慮，也不喜歡叫別人為我代禱。我們總是自

知道如何靠著信心倚靠神面對掙扎，而我卻

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不想去打擾別人。儘管

迷失了，生氣和困惑。那天晚上，在我的家

如此，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次我願意敞開自

人和朋友離開後，胸口微微作痛讓我醒來數

己，請人為我代禱。我不確定是因為我感覺

次，無法完全入睡。我坐著，在黑夜裡看著

脆弱無助，還是因為我相信祈禱的力量，但

這城市的景色，我不知是深夜幾點，但是天

在接下來的兩個禮拜裡，我親身經歷到祈禱

黑了。我開始祈禱。嚴格來說，我只是閉上

的大能所帶給我的奇妙感覺。 說得具體一

眼睛而不是祈禱，因為那時我不知道該怎麼

點，我收到的代禱不是十幾個，而是至少幾

祈禱......只是閉著眼睛，默默無語，只想聴神

百個。 除了我的家人和教會每天的祈禱外，

這次要說什麼。就像禮拜五我聽到一個聲音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也為我祈禱，他們來自香

告訴我身體不好，應該去急診，我突然感覺

港、台灣、美國佛羅里達州、澳門、多倫

到一個聲音告訴我，“孩子，你想錯了。我

多、溫哥華、Kelowna、San Jose 等等.....，來

不是來懲罰你，而是來醫治你 。你這血管閉

自其他教會和團契的弟兄姐妹也為我禱告。

塞不是發生在你四十歲之年，你已經有了這

為我代禱的請求傳開後，我甚至收到了我從

些問題很久了。其實，在你還未出生我已知

來沒有見過的人的電子郵件和短訊。我收到

道這些事。我祗是等著最好的時間來讓你完

一個來自香港從未見過面的牧師的短訉，他

成這個手術。這時間到了，我會看顧你。祗

想為我祈禱。這麼多人對我的關心讓我一下

要你一如繼往的信任我”。

子很難消化過來。我們從每禮拜的主日崇拜
中學到祈禱的力量，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我

那一刻，我立時感到心裏的平安。因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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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時我的感受是如此強烈。所有這些祈禱使

我背後，但我仍然是人。我害怕死亡。但那天

我覺得我並不孤單。大家為我向神祈禱叫我渡

早上神不僅對我說話，而且高聲清晰地說。我

過這危難。從祈禱者的角度來看，這可能祗是

打開了我的靈修電腦軟件時，看到了在一般日

一過小小的表態，但從接受別人代禱的人來

子看作很普通的一節經文，但在那個早上、這

說，特別是收到數百個代禱後，這些祈禱加添

經文就是我所要的：

了我力量和更新我的信心去信和仰望神。我
想，“嘩，這次我確定神聽到了我的呼求和知

士師記 6:23:“耶和華對他說、你放心、

道我的憂慮”。我從前不知道為那些我從未見

不要懼怕、你必不至死。”

過的人代禱的目的為何，因為我和他們没有任
何關係。但從別人為自己代禱的角度來看，這

神啊，你是否在跟我開玩笑？没有什麼比上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總之，永遠不要低估

述這節經文更清楚、更直接地拿走我的憂慮。

為他人祈禱的能力。這本身就是神給你的福

我擔心，說得更具體，我擔心會死。那天早上

氣，也是你對他人的祝福。

我尋找便找到了答案。有時我們很難明白神的
作為，覺得祂的答案模糊。但有時候，就像那

經歷過那天晚上屬於我的“與神相遇”之

天早上，祂高聲清晰地說，我不會誤解。我從

後，我有衝動想要聽到更多神想要告訴我的事

這個經驗中學會了一個功課，向神尋求答案並

情。尋求便尋見，聽起來是何等美妙， 但我們

不是要神向我們顯現，而是我們是否真的尋求

有多少人真正認真地去求？我們有多少人真與

答案。馬太福音7：7 “尋找就尋見”。這是

神交談？過去，我在家中有靈修，但我必須承

一個聲明，也是一個承諾。不是說如果我們尋

認，我從來沒有規劃在指定的日期和時問去

找我們就尋見，而是說我們會找到。我們不要

做，就像很多人一样祗是有空才做，直接地說

擔心祂會否向我們顯現，首要的是要關注自己

就是我不常做。好啦，現在在醫院內這個完美

有没有花時間與神交談。在接下來的日子裡，

的環境中，没有其他的責任佔據我的思想，我

神繼續透過聖經和我遇到的人顯現祂自己。在

決定每天早上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靈修。我心

一次靈修中，我讀了以下的經文：

想，“如果我嘗試和神交談，若走運的話，也
許祂會像那天晚上向我顯现。”第二天早上，
我感到清新和安詳。儘管如此，我仍然有一絲

使徒行傳1：7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
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
以知道的。”

擔憂，怕手術可能不會成功。雖然，我昨天晚
上得到了神的安慰，並擁有數百名禱告勇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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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把他們引來給我安慰的。此外，我很感謝神

目標和計劃地生活？”我終於找到我的答案：

的時間，祂知道什麼時刻是我會有整個家庭

我鼓勵大家尋找神給我們的光、給我們的指

(包括我的妻子、母親、弟弟、岳父母、小舅、

引。現在我每天都以靈修和祈禱來和神“談

舅媽、小姨和襟弟) 和生意夥伴把我所有的工

話”做一天的開始。我首先讓神對我說話，然

作全部分擔，讓我可以安心地接受手術，不用

後整天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能接受這是神給

擔心。如果沒有神在時間上的完美安排，這一

我計劃的一部分。我會先將神的計劃考慮在

切都是不可能的。

內，然後為每天、每禮拜或甚至每年訂出計
劃，這樣便不會因逹不到我的期望而失望。因

2017年10月13日禮拜五我做了一個大手術，

我是先向祂 “諮詢”，讓祂在我做出決定時有

在我心臟內搭了四個橋及放上了一個支架。手

分。我知道如果所發生的和我的計劃不同時，

術很成功，七天後我出院了。這個經歷讓我重

祂會照顧我。最後，我要感謝在這個艱難日子

新認識和活出很多基督教的價值觀，這些價值

為我代禱的每一個人。讓我有力量和信心面對

觀我從前祗是在理論上學到，没有完全明白但

這手術有兩大原因。諷刺的是，這兩個原因都

郤以為自己明白。我今天已經和你們分享了很

不是由我主導。首先，我的力量是來自神太多

多。但當中我學到一樣很重要的，要管理自己

的巧合，叫我不能否認這是祂的計劃和作為。

的“期望”。我們說讓神掌管我們的生命，或

其次，我的力量來自家人和朋友用心地為我代

說不要為明天擔憂。諷刺的是，我們心內仍是

禱。正如我之前提到，知道很多人不住為我代

充斥著自己的期望。以我自己為例，我的期望

求時讓我震撼，使我深信神必聽所有為我的代

是一個四十歲的人應不會有心臟病，所以我對

禱，在手術還未做前我已確信它必然會成功。

神不滿和憤怒。我起初對神的誤會是來自我的

正如大家所注意到的，四十年的基督徒生涯、

期望。事實是，在我心臟內一直有血管堵塞，
也許自二十五歲開始已有。但我的期望讓我扭
曲了這個事實。神有祂的時間，這時間並不因

我們的期望改變。然而，我們不斷為自己的事
業、人際關係、家庭或健康定下期望。當神為
我們定下的計劃和我們自己所定的不同時，我
們便失望。想到這裡，我問自己一個問題：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地活呢？我們怎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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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了神四十年，當我在困難中掙扎時並未有起任何作用。事情進展順利的時候，我們通常是有力
的，積極的，但是當困難時刻到來時，我們會被癱瘓過來、感到困惑。是神對我的顯現和大家的代
禱讓我找到力量和願意信靠。

以賽亞書40: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倦、行走卻不疲乏。”
我終於明白這段經文。如果不是先相信，我們其實是阻止神向我們顯現自己，阻止祂幫助我們變得
更強大來克服任何障礙！我很高興在接受手術前我選擇信靠我們的主。

願榮耀歸於我們的神，天上的父直到永遠。

何等奇妙
劉利培
感謝讚美神，感人動容的見証我們分享很多，但只是聽敘說和回顧觀看，親
身體驗實是難得。神的恩典何等奇妙，大家多少都經歷過生命的改變，如神蹟，
在我們不能，神凡事都能。西棕櫚灘事奉中一個小禾場，竟能見到幾個生命見
証， 理應保留他們的賞賜在末後，但聖靈的感動，也不顧了，求神加潻他們的恩
典.
一年多前，有位女士獨自來聚會，只是從沒笑容，滿懷心事，多次的引導也
未能立定主意信主。年中她被邀請去家庭退修會，神感動她帶丈夫同去，在營會亦
參加事奉(煮宵夜)，感謝神，二人其間決志跟隨主，今年受浸，願把家庭開放為每
週查經禱告的地方，更準備午點，忙碌完後才上班，實是難得。
在分享中，來美生活多年，順著世道而活，不如意事令關係如陌路人，哲理
和時間沒能修復他們的心境，認識真理後，籍神的愛，喜樂平安，彼此相愛，在內
心盡現出來，永生神的祝福，不留餘地讓他們領受到。
今天崇拜禱告會後，(他倆也在禱告會中)，開車回程遇見他倆滿手拿著飯鍋
食物，一跛一拐，並肩同行，本想停車載他們到停車場(步行需十分鐘路程)只是了
解他們的心意要將有限的車位留給其他人，自己步行到較遠的車場，這美意我怎忍
心破壞呢?烈日當空，年紀不輕，看著他倆的背影，實在太美了!在主裏恩愛同行，
那有苦呀?一年多前生命的挫敗，如今在主裏成為美好，這背影永刻在心裏，激勵
我對主的倚靠和信心，在主裡那有難成的事。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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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之行 (ㄧ)
復國的應許
孫月華
這是我第二次去以色列，第一次

在備戰中，他們周圍的阿拉伯回教國

是在 20 年前。此次我學習到很多，

家都要滅絕以色列，所以他們的戒備

是因為與紐約的一間教會ㄧ起去的並

很森嚴，特別是在以色列機場入關

有兩位牧師帶領，所以在出發前 ，

時，他們海關會尋問很徹底；在 20

他們就寄來很多有關資料（聖經上提

年前去以色列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及的地方，氣候，應攜帶的東西⋯⋯）

一到以色列的機場就可看見，到處有

及每一天的行程安排⋯⋯等等。

軍人拿著機槍在巡防，但這次去反而

我們這一團共有 58 位，來自在

沒看到軍人在機場巡防，聽說他們的

美國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只有一家

國防軍依賴高科技的武器系統，敵人

九口人是從國內來的，牧師是用中文

若來攻擊，他們可以很快的查覺並予

講解，其中的一位牧師是韓國人，但

以反攻；以色列的公民不論男或女年

中文講的很好，他曾經在以色列唸書

滿 18 歲都要去軍隊服役約 22 個月左

且住了 10 年，精通希伯來文。我是

右。在以色列境內到處可看見他們年

與路加團契的 Winnie 姐妹結伴同

輕的軍人拿著長機槍巡衛。

行，我們這團的日期是從 2/17 至
3/2 2018。
在我們出發前 2017 年底敘利亞

使我對以色列之行這麽堅定，是
聖經上的ㄧ句經文，在撒迦利亞書
4:6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依靠

境內有內戰，那是靠近以色列屬中東

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

地區，所以我家人及同事還有

的靈，方能成事。」

Winnie 都問我，以色列之行會不會

我們可追朔到，從 606AD 以色列

取消？當時我說：「除非接到通知要

亡國ㄧ直到 1948 年復國，並在復國

取消這次的行程，不然我不會不去

的第二天還不到 24 小時，埃及，伊

的。」但我還是打電話去問了，他們

拉克，約旦，敘利亞，並黎巴嫩這些

回覆說：「行程沒改變」，也是讓

週邊鄰國的阿拉伯回教國家就來攻打

Winnie 姊妹安心。

以色列，以色列是ㄧ個比台灣還小，

記得 20 年前我與我小姊姊（月

人口比台灣還少的國家；雖然如此，

蘭) 去以色列時，當時就聽說去以色

但以色列還是戰勝了，這就應驗了以

列是很危險的，那個國家一直都是處

上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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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千五百多年來猶太人分散在

的奶酪、蜂蜜、椰棗、石榴，還有冰

世界各地，正如聖經上記載在申命記

淇淋是我最喜歡的，就如同神說的是

28:25 「耶和華神必使你敗在仇敵

流奶與蜜之地。

面前，你從ㄧ條路去攻擊他們，必

以色列復國後農產品及人口都不

從七條路逃跑。你必在天下萬國中

斷增加，復國初期人口只有 65 萬，

拋來拋去。」這就是因猶太人違背

現在據 2015 年統計有 800 多萬人。

神的誡命，去拜其它偶像的結果。

另外，以色列復國前巴勒斯坦是一片

聖經也預言以色列會復國，而這

荒地，神賜給猶太人智慧，他們發明

預言已成真實，很令人不敢相信的是

省水的方法來灌溉農作物，廢水經處

猶太人亡國了 2500 多年居然沒被它

理成為能飲用的水，農產品不但自足

國同化，不僅如此，今日他們仍用希

還可外销。我們在那兒的期間沒聽說

伯來語，成為全國的語言，他們的文

過水不夠要我們節約用水。

化及宗教也傳承下來，這就應驗了

現在以色列已是一個擁有先進核

神話語的能力及信實。以西結書

子武器，在世界是舉足輕重的國家之

36:24 耶和華神如此說：「我必從

一。在復國前仍是無力反抗，任人宰

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

割的羊，在德國希特勒手下，眼睜睜

引導你們回歸本地。」，何西阿書

看著他們自己的同胞被殺害 600 萬；

3:5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尋求

是什麼能力讓他們起死回生，在列強

他們的 神耶和華和他們的王大衛。
在末後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歸向
耶和華，領受祂的恩惠。」
當我們在以色列驅車前往死海的
路上看到的是曠野及沙漠，但行駛在
高速公路上是很平穩的，他們目前在
建高速快鐵由耶路撒冷(Jerusalem )

圍攻下仍能屹立不倒呢？ 神的能力
已清楚的彰顯出來了，預言也已準確
的應驗了。耶穌說：「這天國的福

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
末期才來到。」神已發出警告，日
子不多了。啟示錄 1:3 耶穌的門徒約
翰説：「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

至特拉維夫(Tel Aviv)。這使我想起

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

聖經上的話，在以賽亞書 43:19 耶和

的，因為日期近了。」約翰福音

華說：「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12:48「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

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

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

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

日要審判他。」神啟示世人快快接

河。」另外，很難想像我們在旅館所

受耶穌基督神的救恩！！！

吃的食物是這麼的豐盛，特別是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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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中的皂莢樹

Winnie 與我在客西馬尼園

Winnie ，我與以色列的女軍人

猶大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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