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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od Be The Glory 
Rev. Jeanne Schwartz 

 
Thank God for how good He has been to our Church in this year 2010. 

 

We are now anticipating our move into our new church build.  He has 

given wisdom and strength to our exceptionally faithful Building 

Committee.  We thank them and praise God for all that was done. 

 

We thank God for the spiritual growth in our church, our groups, and 

our women’s meetings. 

 

As a church family, we need to rejoice in the outreach God has given 

us, and we must appreciate those who have seen the vision and taken 

up the burden for these works. 

 

We now have services at Boca Raton, Bible studies at Keiser 

University, and Sunday morning service in Jupiter; also we have a new 

small group in Stuart area. 

 

When a church reaches out to spread the Gospel, it is a sign of a 

healthy Church. 

 

As a pastoral team we wish to say how very grateful to God for these 

labors in God’ field.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taking classes to approve themselves as 

workman for God.  There is a class in Hobe Sound on Saturday 

morning with Dr McElwain and one at Hongjun Chen with Doctor.  

There are plans in the making where we will be able to get credit 

toward a degree from Hobe Sound. 

 

I am so glad that our people are realizing “Only one life will soon pass; 

only what we do for Christ will last”.� 

 

 

榮耀歸神榮耀歸神榮耀歸神榮耀歸神 史晶蘆牧師 

 

為過去一年神的帶領和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感謝神！即將搬

入新堂之際，我們讚美神對建堂委員會的帶領，為教會、各小

組、和婦女查經團契的成長感謝神。在福音事工上，為神給我們

傳福音的異像和負擔而歡欣！ 

 

過去的一年，教會開始在南區和北區有主日敬拜，在 Keiser

大學，Stuart 和西 Boca Raton 有新的查經小組。一個健康的教會

是一個傳福音的教會，我們牧師團為那些神的工人感謝神，我們

有同工一直在 Hobe Sound聖經學院接受各種神學培訓和裝備，希

望不久獲得神學學位。還有許多同工參加 McElwain 博士每月一

次的神學系列講座。我很高興神的兒女們明白『人的生命稍縱即

逝，但神藉我們所做的工將會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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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成殿堂叢林成殿堂叢林成殿堂叢林成殿堂 無名 

 

每週末帶著相機到教堂工地記錄施工進度。眼見從一片參天

叢林到如今一幢堂皇建築，建堂進展令人難以置信，也令人不住

讚美神！ 

 

自從決定賣舊教堂那天起，因著多人參與，涓滴心力匯流成

河。首先，購買舊教堂的建築商建議這片土地為教會建址。透過

律師從中協調，我們與地主談判。起初那幾位眼科醫生不願出

讓，後來他們「開了眼睛」，見識到在這片土地為主建教堂是好

得無比。 

 

土地規劃專家設計了近三英畝土地每一角落的用途﹕一萬五

千平方呎的教堂，一百零八個停車位，樹林保護區，積水窪地等

等。接著，另一位專家協助向縣政府申請地目變更和建築教堂的

許可；一位建築商監督建築師的設計不超過預算。 

 

當建築商提出的初次估價遠超預算，便決定以競標方式來尋

找在預算內最合適的建築商。同一位律師又幫忙擬訂施工合同。

在會眾等待多時後，終於破土動工。工程期間另有一位顧問負責

審查進展。 

 

當然，還要提到許許多多付出無數禱告、金錢、時間的夥

伴。 

 

因著這些人鋪出一段段路徑，如今才能對獻堂感恩禮拜指日

可待。 

 

其實，人心不也如此。起初不認識主，心田佈滿參天野樹。

然後有人來講解什麼叫做罪、救恩、信耶穌；有人展現充滿神豐

富應許的生命；有人以實際關懷來傳達神的愛。 

 

一天，我們打開心門，容讓耶穌的推土機進入，把佔據心靈

的罪愆剷除盡淨。祂賜下渴慕神話語的心，奠定建造新生命的基

礎。並藉由兄弟姊妹互相鼓勵，互相服事，互相學習，一磚一瓦

累建成牆垣。我們生命有了基督的樣式。 

 

許許多多兄弟姊妹鋪出一段段路徑，使原本心中的叢林，如

今得以成為敬拜神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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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棄不離不棄不離不棄不離不棄 劉淑滿 

 

Tee 出事的第一個週六淩晨，接到 Karen 的電話，天還黑

濛濛，她微弱發抖的聲音發出代禱的請求。和康仁談起他住

院時我無法入睡的心境，兩人一骨碌爬起，決定陪她去醫

院，讓她守著 Tee 好安心。她拎個大枕頭，帶了厚外套，大

包包裏有水有糧和聖經，看得出她決意奮戰到底的心志。一

路上我們安靜無語，她害怕卻鎮定，我知道她比我勇敢。 

 

漫長的守候除了禱告就是讀經，她說醫院成了她的神學

院，三個月讀的聖經超過三年所讀。她更渴慕神，愛慕祂的

話語。神的話成了她的幫助、力量、引導。她用神的話與人

分享、見證神在他們一家人的作為。出事至今，只要時間許

可她仍帶著孩子來查經、做禮拜。她對 Tee 的家人及對泰國

人傳福音的負擔與日劇增。 

 

當醫生要將 Tee 轉到護理之家（nursing home）時，曾令

Karen的心情跌到谷底，殊不知是神的美意。自爸爸生病住院

後原本就較沉默的兒子更落落寡歡，因為平常爸爸和他比較

能溝通談心。護理之家有完善的設施並且有專業醫護人員照

顧 Tee，使暫時母兼父職的 Karen無後顧之憂，有更多時間與

孩子們相處。母子三人常常一起為爸爸禱告，分享心裏的感

受。女兒夢見爸爸躺在床上休息，等她從學校回來。兒子夢

見爸爸腿上綁著石膏，在他的房間走來走去。以前兒子花較

多時間在 iPod 聽音樂獨處，在 iPhone、網上與同學朋友聊

天，如今化悲傷為力量專心努力讀書，為要得好成績，希望

爸爸能以他為榮，彷佛一夜之間兒子就長大懂事了。 

 

神回應 Karen 對祂不離不棄的信任，遠超過她所求所想

的，神讓他們全家享有醫療保險（Medicaid），Tee 在護理之

家的一切費用都不用支付，還可領食物券（food stamps）、

有房租津貼補助，兩個孩子享有學校的免費中餐，核准 Tee

的殘障社會福利金、Karen申請失業金補助，為母子三人經濟

上得著供應。要搬家時她跟神禱告十個人來幫忙，結果連弟

兄姊妹和朋友共來了二十人。找到更好更理想的房子。神這

一切豐盛的供應，就如聖經所記：上尖下流連搖帶按，開天

窗傾福給她，讓她俯伏在祂面前稱頌感謝。 

 

有時 Karen信心軟弱又彷徨時，神就很清楚地把聖經的話

放入她心中。詩篇 37:3-5 說﹕『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

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

裏所求的賜給你。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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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成全。』神的話安定在天，她知道主耶穌是她一生的依

靠。 

 

試問她願不願意在兒童崇拜服事，她說：我好喜歡。當

一個人有盼望，才有喜樂，她已走出陰暗的幽谷，我替她高

興。Tee在被送往醫院路上，頭腦還清楚時 Karen帶著他做了

決志禱告。談到他們的爸爸如果不再醒過來，他們都有這樣

的盼望與確據，不管事情的結果是怎樣，將來在天家他們會

與爸爸再見面。� 

 

 
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陳竑竣 

 
2003 年我們剛搬到貝城不久，五月一個長週末，陌生的

鄰居到我家熱情地邀請我去參加福音營。我知道福音營在一

個很偏遠的地方，開車要兩個多小時。我一聽就說﹕『太太

打工要用車，我沒法去啊。』『那沒問題，我們可以帶你

去。』第一招不靈，心想，三天吃住要花不少錢，就問﹕

『你們收多少錢？』『我們不收錢，一切免費。』『啊？』

第二招也不好使。這基督徒竟不看重錢，很生詫異。我說﹕

『還是不行，我得在家看孩子。』心想，七八歲的兒子調皮

得連狗都嫌，肯定沒人願找這麻煩。她竟高興地說﹕『那太

好了，把他也帶去，我們有人替你看著，還可以給他講一些

聖經故事和教他做一些手工。』黔驢技窮了，便轉念一想，

白吃白住，還有人免費看孩子，又不賠什麼，我也剛完成一

個大實驗，很累，趁機歇息幾天也好。而且，我們父子倆一

走，太太也能在家清靜兩天，就這樣被拉去參加了基督徒福

音營。營會中我對福音有了大致的了解，雖覺荒誕也不抵

觸，卻沒放在心裡。父子倆過了還算愉快的三天。 

 

回貝城後，就有人隔三差五邀請我們參加查經聚會和主

日崇拜。還有人要到家來，要了解我們對基督教的信仰是否

有何疑問。我對這些聚會和來訪者興趣不大，但對這些友好

和謙和的人很難拒絕。久了開始厭煩那些基督徒占了我寶貴

的時間，索性不付責任地告訴他們，我信他們的耶穌基督以

杜絕後患。詫異的是，之後我卻慢慢地從心裡接受了耶穌基

督。同年九月，我與太太很高興地一同受洗，成了基督徒。

感謝神！信主後一直受到教會弟兄姊妹們的關愛，不到兩年

快樂的時光，習慣了查經聚會和週日敬拜。在神兒女們的關

愛和鞭策下，堅持參加主日學和一些培訓課程，學著閱讀聖

經，在教會和查經小組有點服事。 

 

初信主的甜蜜期，因工作變動在 2005 年搬到西棕櫚灘而

結束了。初來乍到，我們不適應這裡的查經小組和教會生

活。幾年的適應，還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慢慢地我開始喜

歡龐師母的英文主日學課程，班上寥寥無幾的學生和缺乏肢

體交通常讓我困惑。自認為還沒有學會服事的時候，神卻感

動我出來服事別人。首先，神讓我體會到，我們不能只顧自

己的事，也要關心別人的事。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大愛，讓

我明白服事別人要有一顆捨己的心。主耶穌為門徒洗腳的故

事讓我明白服事別人，還要有一顆謙卑的心。多年來我對自

己的工作不是很滿意，想再努力找個更好的工作，而神又賜

給我一個能幹、做家務是一把好手的好太太，因此我長期忽

略了能幹的妻子，也需要丈夫為她分擔家務，對她關心。神

讓我明白這些後，我開始學著做我先前認為是雞毛蒜皮的家

務事，神藉著不容易環境，使我明白家庭服事也是榮耀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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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諦。 

 

與神同行的日子，仍有軟弱的時候。感謝神的信實，賜

福予我，祂用一雙看不見的手，藉著弟兄姊妹，給我加添心

力，推著我往前走，對我說：『孩子，跟隨我。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除我以外世上沒有其它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