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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牧會事奉分享點滴

（下接第4頁）

編後語

    親愛的同工主内平安！自從
2014年回到亞洲宣教以來，由
於政治和疫情原因，目前我們
專注在台灣的教會牧養上。
    下面是在台灣開拓教會7年的
小小的見證：

我們的見證
    今年是橄欖山基督教會建堂
第七年（2014.09.21~2021.09.21)
，感謝上帝滿滿的恩典祝福。
雖然我們沒有盛大感恩活動，
卻有一顆滿懷感恩的心，主的
恩典，樣樣都要數，過去的七
年，我們從未缺乏，卻是豐富
有餘，上帝不僅差派許多弟兄
姐妹前來參與協助，也藉著我
們認識與不認識的主内肢體給
予支持，大家的擺上都必被主
記念。 
    更感謝神，親自預備每位弟
兄姐妹，不論大人與小孩，願
意委身在橄欖山教會，有的在
這裡找到心靈的家，進而信主
受洗，有的在這裡結婚生子，
也有在這裡出生及成長的孩子
們，從腦海裡轉動的每一個畫
面，卻都串連了主的恩典，及
在基督裡豐盛的愛。七年過去
了，不論經過多少風雨，我們
仍同在主的船上，一直堅持到
如今，讓我們懷著感恩的心，
繼續尋求真理，活出我們所相
信的，一起成為上帝貴重的器
皿，為神使用，榮耀神的名，
阿們。

高弟兄的見證
    感謝天父帶領我們進入橄欖
山教會，這真是一個 “超前部
署” 的奇妙恩典！3年多來，
女兒轉變成青少年 的 “原來是
這 Young”，平日家庭生活的
對話相處，到最近父親的生病
住院；不僅有 教會牧師、師母
和弟兄姊妹的相互關懷，學習
在過程中 怎麼倚靠主、不住的
禱告！也同時讓我多了一個心
靈的家，得平靜、得憐憫。這
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愛！
願神繼續保守教會每一位弟兄
姊妹平安，讓我們一起在神的
家彼此鼓勵、榮耀神的名！

黃姐妹的見證
    感謝神，因著教會，使我們
全家可以共同有屬靈的學習，
使我們得蒙救贖的恩典，感謝
牧師師母的辛勞，感謝弟兄姐
妹彼此的幫助與陪伴，讓我們
見證神無限的榮耀，我們獻上
真摯的感謝！感謝榮耀的神！

袁弟兄的見證
    因著橄欖山教會，我們全家
的生命全然改變。基督進入我
們的心中，聖𩆜在此居住，我
們成為神的兒女，充滿喜樂，
信心及盼望。十年前女兒和兒
子出生時，我們以Olivia 和 
Oliver 作為他們的英文名。現在
才知這是神早有的安排，多麼
奇妙的緣份，感謝主！

張姐妹的見證
    記得當年第一次到橄欖山教
會是在某月的第一個主日，愛
宴時教會準備了一個生日大蛋
糕，然後剛好是壽星的我被請
上台慶祝，當下內心超級感動
的，覺得這個教會實在太有心
了、第一次到訪就感受到教會
滿溢的愛！（蛋糕也很好吃，
然後就心滿意足地待下來了，
哈）回首過去這幾年，真的好
感謝天父帶領我們全家陸續加
入橄欖山教會，謝謝張牧師和
師母的教導和陪伴，使我們認
識上帝、明白真理和生活中實
踐，也謝謝教會弟兄姐妹的關

張國強傳道

懷和鼓勵使我們感受到神的愛
，以致於我們能夠學習愛人的
能力。感謝主，有神的孩子是
幸福的！

江姐妹的見證
    到了橄欖山基督教會後，我
學會將事情交到主耶穌的手中.

每每看診前，都要禱告主耶穌
保守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家中三
個女兒雖大了，目前沒能接受
主住到他們心裡，因此在他們
「蛻變」的過程中，我與他們
會有許多的衝突，但感謝主，
祂告訴我如何應對，「如何改
變我自己」甚至於改變我的醫
療行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前

面的道路真的我不知道會發生
什麼事？如今我懂得將我的孩
子們，我的事業，交在愛我的
上帝手中.每天橄欖山基督教會
的讀經區間車，都是我每天一
起床就會吃的糧食。弟兄姐妹
們的關愛，讓我都覺得好溫馨(
喔耶).在主裡面我愛大家，你們
也愛我！

    (1) 疫情後本機構同工第一
次於八月二十四日於戶外舉
行團契分享聚會，詳情請參
閱本期第二頁。
    (2) 本機構有兩對夥伴同工
於十月份回到事奉地區，一
對方姓夫婦回到香港；另一
對李姓夫婦回到中國，禱告
中請記念。
    (3) 由本機構協辦之「聖地
旅遊學習團」原定於今年十
二月初出發，因疫情關係決
定延期到明年上半年，確實
日期等詳情，容後再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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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碧霞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
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
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
來13：15)
    自從疫症要社區隔離以來，
這是恩霖第一次同工祈禱會，
且在Milliken Park進行! 感謝主
帶領了十二位同工朋友一起將
讚美為祭獻給神，更賜予明媚
夏日陽光，叫我們享受主愛中
的團契交通。

豐富恩典
    鄭牧師首先歡迎和報告，更
送給大家禮物，是因主滿滿的
恩惠；中南美洲聖經學院慶祝
二十週年，都記在一本印制精
美，果子溢滿的冊子內，禮物
傳遞主恩主愛和主的供應。
   「我要天天稱頌你，我要永
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詩145
：3)

喜訊
    陳榮基牧師分享二子天信在
溫哥華島舉行婚禮，看見神的
神蹟，醫治了天信，他的皮肌
炎康復了，父神更賜一位門當
戶對的妻子，是在牧師家庭長
大的。同時，看見了陳牧師為
父的喜樂，滿懷安慰是溢於言
表的!
    陳牧師分享中顯露慈父的興
奮，他洋洋灑灑地將婚禮展現
在大家眼前，讓聽眾猶如置身
在現場之中，也略略瞥見了一
對年輕新人的愛，能安排如此
傳統的禮儀，婚禮中舉行獻茶
禮，給長輩和親戚奉上茶禮，
還特別從廣州訂購茶具和軟墊
子，是用來向祖父母、父母和
親戚獻茶，可見他們所擺上的
心思。
    現今世代有此孝敬的心實在
寶貴! 新人的父母當然情深慈祥
地以聖言勸勉一對兒女，盼望

他們建立一個榮耀神的家庭，
挽手邁向主賜的豐盛!

宣訊
    李牧師分享他服事的情況，
包括教會工作和扶貧等，讓大
家知道如何為他們禱告。
    邱牧師分享越南教會的疫情
嚴重，聖經學院有三百多人染
上疫症，我們要切切為他們得
醫治，有足夠的疫苗和更妥善
的安全設施來禱告。
    謝牧師分享在各地的事工，
感謝主在各方面均有發展的空
間，泰國、台灣、雲南等；在
山東聖經學院教導，培訓佈道
課程，開始深度查經小組，很
多方式的工作。其中幸福小組
的果效比較顯著，有200 多間
各地大小的教會投入參與，在
主恩領中眾團隊同心佈道，帶
來生命的改變，教會人數的加
增。
    鄭師母分享了牧師哥哥染上
疫症和已安息，弟婦也染上疫
症，感恩已康復。東南亞的疫
症相當嚴重，求主賜下足夠疫
苗和醫治。
    余滿華傳道分享了她已於七
月三十日退休，寫作的工作卻
仍在進行，在中國出版的兩本
書要加版。退而不休是神的帶
領，為主
作工是蒙
福的!
    劉燕姊
妹分享她
對傳福音
的殷勤，
常常熱心
參與教會
出隊派發
單張、街
頭佈道的
活動；更

會預備一些小禮物送給接受的
朋友。求主報答他們在聖工所
擺上的一切!
    秦淑儀傳道分享她熱心佈道
和對神話語的渴求，更有感動
到中國去服事。
    羅碧霞傳道分享在教會的服
事，在疫症期間有很多網上的
團契聚會和教導。她分享神奇
妙的看顧愛護，都在祈禱會發
生，可見神喜悅眾兒女不住禱
告。透過祈禱會神為工人預備
所需用的車輛，在過程中，顯
出衪無微不至的供應並引導。
    透過祈禱會，神為宣教士剛
畢業要找工作的兒子，預備工
作，時間何等巧妙，崗位何等
合適!
    祈禱會結束，大家一起共進
午餐，說說笑笑談談，享受主
裡伸展的筵席。常常以感恩頌
讚為祭獻給神是最美的，感恩
是禱告的中心，因主賜下各樣
美福，賜及時的幫助，全面的
保護，賜生命能力，智慧和盼
望給屬祂的兒女!
   「我的口要說出讚美耶和華
的話，惟願凡有血氣的，都永
永遠遠稱頌祂的聖名。」(詩
1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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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宣教專欄

陳榮基
    日常生活中初次見面的日本
人，通常都會互相交換名片（
日文叫名刺）。名片在中國秦
漢時期已有，叫做謁、刺，後
來又叫做門狀、名帖和名片。
近代歐洲法國路易十四時代有
參訪卡，它是國際通用的社交
小道具。但根據社會學家統計
，日本人一天的名片交換量約
三千萬枚，年間消費量約為一
百億枚，這真是驚人的天文數
字！（日本人每人平均持有三
種以上名片）讓我們一起來探
討日本的名片熱背後的特殊原
因：
一、日本社會的結構等級森嚴
    日本人執着於名片，實際上
反映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等級認
同意識和安分守己的心理。換
言之，等級制度是名片顯得如
此重要的一個主要原因。以前
等級的序列由皇族、貴族、士
（指武士）、農、工、商一路
排下來，各個等級裏還有細緻
的區分，最底層的是被稱為穢
多的賤民。戰後，這種等級主
要根據在公司或機構內所擔任
的職務來制定，從最低的新入
社員到最高的董事長，中間有
無數的臺階。因此，日本社會
結構被社會學家概括為縱向社
會（等級社會）。
    日本人在交換名片時，首先
注意對方的銜頭和職務，因為
這會決定他將採取甚麽樣的禮
儀，而且跟着下來對話時，用
詞和使用敬語的程度，都不能
破壞這標準。有趣的是，從出
示名片的動作、表情和姿態上
，也能大體猜到名片上的職務
和級別。一般來講，出示者鞠
躬幅度越大，態度越恭謹，名
片上的銜頭便越小；反之，出
示者鞠躬幅度越小，態度越隨
和，銜頭就越大，兩者剛好成

反比。當然，這也不是絕對，
而是隨機應變的，譬如説，銜
頭大的人遇到比自己更大的，
他的鞠躬幅度就要相應加大；
職位低的人遇到比自己還小的
，他的鞠躬幅度就可相應縮小
。同樣道理，出示名片的次序
能說明地位的高低。地位高的
人握有交換名片的主動權，也
就是說，地位低的人只有在對
方顯出願意與自己交往的意願
後方可掏出名片夾，這是社交
場上的規矩，尤其在商界，這
種規矩更為嚴格。但以上種種
，對歐美人士來説，簡直匪夷
所思，極度難以適應！

二、日本人姓名既龐雜又難唸
    日本人喜愛名片，還有一個
不得已的原因，就是他們的姓
名實在太複雜，所有姓氏據說
有十幾萬個，令人咋舌！比中
國百家姓中的504個姓，日本不
愧是個姓氏超級大國！這歸究
於日本特殊的歷史和國情。以
前，只有貴族有姓名，分為氏
、姓、苗字、名字四個部分，
十分複雜，後來氏、姓、苗字
逐漸合為一體，統稱為苗字，
即今天的姓。氏姓和苗字都是
權勢的象徵，平民百姓與此無
緣，只有名字。明治維新後，
日本政府仿傚歐美先進國家，
規定所有國民可為自己取姓，
明治8年（1875）更頒佈《平民
苗字必稱義務令》，平民長期
無姓的習慣才告終止。
    日本人選取的姓氏反映他們
愛好大自然山川田野、動植物
花卉的天性。例如山田、熊谷
、櫻井等大量的姓。强調與豪
族權門的歷史淵源，例如近藤
。敬業精神使他們用職業為姓
，例如物部（掌管武器）。另
外還有取自地名的，像富士。

可以說應有盡有！
    由於日語發音過於簡單，産
生大量的同音異義語，比如説
Sasaki這個發音，就可代表佐佐
木、佐前、佐崎、佐佐喜、筱
笥這些姓。而Goto這個發音就
可代表後藤、五藤、吳藤、悟
藤、江藤、梧桐、牛頭、後島
等姓氏。更令人頭痛的是，竟
然有人拿自己的姓來玩文字遊
戲，話說他的父親姓高梨
(Takanashi)，他大哥繼承家業及
父姓，他做弟弟的便沿用父姓
的讀法，但用不同的漢字來間
接標記姓氏，就是“小鳥遊”
。因Takanashi可以“鷹無”來
直接標記，既然老鷹不在場，
小鳥便可安心遊玩了！
    由於許多家長在給孩子取名
時，先確定了讀法，再去找對
應的漢字，導致經常出現不能
正確讀出人名的情况，成為一
個社會問題！就以“一”這最
簡單的漢字來説，本身已經有
七種讀法，但有人名字叫一二
三的，卻偏偏讀作Doremi。所
以，細心的日本人總是在名片
上自己姓名的下面注上拉丁拼
音，以避免可能出現的尶尬。
    總而言之，一張小小的名片
交換，卻反映了日本式團體默
契精神，在地狹人稠的擁擠空
間中，互相配合的實際操作能
力，這就是禪宗所謂的以心傳
心，强調心靈的交融，心照不
宣的協調感應！

    親愛的同工主内平安！自從
2014年回到亞洲宣教以來，由
於政治和疫情原因，目前我們
專注在台灣的教會牧養上。
    下面是在台灣開拓教會7年的
小小的見證：

我們的見證
    今年是橄欖山基督教會建堂
第七年（2014.09.21~2021.09.21)
，感謝上帝滿滿的恩典祝福。
雖然我們沒有盛大感恩活動，
卻有一顆滿懷感恩的心，主的
恩典，樣樣都要數，過去的七
年，我們從未缺乏，卻是豐富
有餘，上帝不僅差派許多弟兄
姐妹前來參與協助，也藉著我
們認識與不認識的主内肢體給
予支持，大家的擺上都必被主
記念。 
    更感謝神，親自預備每位弟
兄姐妹，不論大人與小孩，願
意委身在橄欖山教會，有的在
這裡找到心靈的家，進而信主
受洗，有的在這裡結婚生子，
也有在這裡出生及成長的孩子
們，從腦海裡轉動的每一個畫
面，卻都串連了主的恩典，及
在基督裡豐盛的愛。七年過去
了，不論經過多少風雨，我們
仍同在主的船上，一直堅持到
如今，讓我們懷著感恩的心，
繼續尋求真理，活出我們所相
信的，一起成為上帝貴重的器
皿，為神使用，榮耀神的名，
阿們。

高弟兄的見證
    感謝天父帶領我們進入橄欖
山教會，這真是一個 “超前部
署” 的奇妙恩典！3年多來，
女兒轉變成青少年 的 “原來是
這 Young”，平日家庭生活的
對話相處，到最近父親的生病
住院；不僅有 教會牧師、師母
和弟兄姊妹的相互關懷，學習
在過程中 怎麼倚靠主、不住的
禱告！也同時讓我多了一個心
靈的家，得平靜、得憐憫。這
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愛！
願神繼續保守教會每一位弟兄
姊妹平安，讓我們一起在神的
家彼此鼓勵、榮耀神的名！

黃姐妹的見證
    感謝神，因著教會，使我們
全家可以共同有屬靈的學習，
使我們得蒙救贖的恩典，感謝
牧師師母的辛勞，感謝弟兄姐
妹彼此的幫助與陪伴，讓我們
見證神無限的榮耀，我們獻上
真摯的感謝！感謝榮耀的神！

袁弟兄的見證
    因著橄欖山教會，我們全家
的生命全然改變。基督進入我
們的心中，聖𩆜在此居住，我
們成為神的兒女，充滿喜樂，
信心及盼望。十年前女兒和兒
子出生時，我們以Olivia 和 
Oliver 作為他們的英文名。現在
才知這是神早有的安排，多麼
奇妙的緣份，感謝主！

張姐妹的見證
    記得當年第一次到橄欖山教
會是在某月的第一個主日，愛
宴時教會準備了一個生日大蛋
糕，然後剛好是壽星的我被請
上台慶祝，當下內心超級感動
的，覺得這個教會實在太有心
了、第一次到訪就感受到教會
滿溢的愛！（蛋糕也很好吃，
然後就心滿意足地待下來了，
哈）回首過去這幾年，真的好
感謝天父帶領我們全家陸續加
入橄欖山教會，謝謝張牧師和
師母的教導和陪伴，使我們認
識上帝、明白真理和生活中實
踐，也謝謝教會弟兄姐妹的關

《日本人的見面禮儀：交換名片》

懷和鼓勵使我們感受到神的愛
，以致於我們能夠學習愛人的
能力。感謝主，有神的孩子是
幸福的！

江姐妹的見證
    到了橄欖山基督教會後，我
學會將事情交到主耶穌的手中.

每每看診前，都要禱告主耶穌
保守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家中三
個女兒雖大了，目前沒能接受
主住到他們心裡，因此在他們
「蛻變」的過程中，我與他們
會有許多的衝突，但感謝主，
祂告訴我如何應對，「如何改
變我自己」甚至於改變我的醫
療行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前

面的道路真的我不知道會發生
什麼事？如今我懂得將我的孩
子們，我的事業，交在愛我的
上帝手中.每天橄欖山基督教會
的讀經區間車，都是我每天一
起床就會吃的糧食。弟兄姐妹
們的關愛，讓我都覺得好溫馨(
喔耶).在主裡面我愛大家，你們
也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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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滿華真理必叫爾得自由(四)

（待續於下期）

宗教信仰自由
    一次，我前往西安探望一位
朋友，朋友見我一天到晚往博
物館跑，痴迷古蹟古建築，逐
取出二塊瓷片，她說，一塊是
真骨董，一塊是仿古，問我能
不能看出那塊是真那塊是仿。
    我詳細觀察後，選了其中一
塊。朋友很驚訝，她試過不少
人，都選錯了，我是惟一選對
的人，而且，還能準確說出年
代﹕宋瓷。朋友問我怎麼看出
來。其實很簡單，我不是這方
面的行家，但是，博物館收藏
的必定真品，看得多了，有點

印象，凡跟真的不似，便是仿
的。
    人生在世，常常面臨各種各
樣選擇，包括宗教信仰。從宗
教研究的學術角度而言，全球
有五大宗教，還有許許多多形
形色色的小宗教。現在，許多
國家的憲法都明文規定其國民
有信仰自由，確保個人有選擇
信仰的自由，並且不會因此遭
受到逼害。
    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我們
天天都面對信仰選擇題，即使
歸信基督教多年的也不例外，
因為很有可能有人會問﹕你為
什麼信基督教﹖又或者有人會
說﹕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勸人
為善。我們要能夠清楚道出為
何我．自．己在芸芸眾宗教當
中，選擇了航向基督，一生一
世，無怨無悔。
    信仰選擇題，倒也不是什麼
新鮮課題，在三千年多前，以
色列民也是曾經面對過。他們
的領袖約書亞老了，他知道自
己來日不多，將油枯燈滅，歸
回列祖那裏，遂召集了所有長
老、族長、審判官和官長，先
回顧上帝如何揀選看顧保守先
祖亞伯拉罕，一直講到出埃及
，過紅海，曠野漂流，迄今進

入迦南流奶與蜜之地，長篇大
論之後，他說﹕「如果你們不
願意事奉耶和華，今天就選擇
你們的神明吧，或大河那邊你
們祖先(亞伯拉罕還在兩河文明
之地時)事奉的神明，或你們這
裏(迦南)亞摩利人的神明。至於
我和我全家，我們必事奉耶和
華。」
    約書亞的恩師摩西也是在臨
終前召集全體以色列民，溫習
了上帝的律法之後，他提出挑
戰，要百姓做出選擇﹕「我要
呼天喚地來作證，今天我將生
．死．禍．福，陳明在你們面
前……」
    常常有人說﹕「自由是『天
』賦人權。」這是因為上帝造
人本意如此。上帝創造天地萬
物，惟有人祂是照著自己的形
象造的，也是惟有人，祂給了
自由意志，人可以擇善也可以
擇惡，可以選擇跟隨上帝，也
可以選擇掉頭而去，而其選擇
結局如何，上帝也一早告訴人
了。
    耶穌說﹕「真理必叫你得自
由」，又說，「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至於選擇走怎
樣的道路，操之在你我的手中
，上帝很民主。

    親愛的同工主内平安！自從
2014年回到亞洲宣教以來，由
於政治和疫情原因，目前我們
專注在台灣的教會牧養上。
    下面是在台灣開拓教會7年的
小小的見證：

我們的見證
    今年是橄欖山基督教會建堂
第七年（2014.09.21~2021.09.21)
，感謝上帝滿滿的恩典祝福。
雖然我們沒有盛大感恩活動，
卻有一顆滿懷感恩的心，主的
恩典，樣樣都要數，過去的七
年，我們從未缺乏，卻是豐富
有餘，上帝不僅差派許多弟兄
姐妹前來參與協助，也藉著我
們認識與不認識的主内肢體給
予支持，大家的擺上都必被主
記念。 
    更感謝神，親自預備每位弟
兄姐妹，不論大人與小孩，願
意委身在橄欖山教會，有的在
這裡找到心靈的家，進而信主
受洗，有的在這裡結婚生子，
也有在這裡出生及成長的孩子
們，從腦海裡轉動的每一個畫
面，卻都串連了主的恩典，及
在基督裡豐盛的愛。七年過去
了，不論經過多少風雨，我們
仍同在主的船上，一直堅持到
如今，讓我們懷著感恩的心，
繼續尋求真理，活出我們所相
信的，一起成為上帝貴重的器
皿，為神使用，榮耀神的名，
阿們。

高弟兄的見證
    感謝天父帶領我們進入橄欖
山教會，這真是一個 “超前部
署” 的奇妙恩典！3年多來，
女兒轉變成青少年 的 “原來是
這 Young”，平日家庭生活的
對話相處，到最近父親的生病
住院；不僅有 教會牧師、師母
和弟兄姊妹的相互關懷，學習
在過程中 怎麼倚靠主、不住的
禱告！也同時讓我多了一個心
靈的家，得平靜、得憐憫。這
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愛！
願神繼續保守教會每一位弟兄
姊妹平安，讓我們一起在神的
家彼此鼓勵、榮耀神的名！

黃姐妹的見證
    感謝神，因著教會，使我們
全家可以共同有屬靈的學習，
使我們得蒙救贖的恩典，感謝
牧師師母的辛勞，感謝弟兄姐
妹彼此的幫助與陪伴，讓我們
見證神無限的榮耀，我們獻上
真摯的感謝！感謝榮耀的神！

袁弟兄的見證
    因著橄欖山教會，我們全家
的生命全然改變。基督進入我
們的心中，聖𩆜在此居住，我
們成為神的兒女，充滿喜樂，
信心及盼望。十年前女兒和兒
子出生時，我們以Olivia 和 
Oliver 作為他們的英文名。現在
才知這是神早有的安排，多麼
奇妙的緣份，感謝主！

張姐妹的見證
    記得當年第一次到橄欖山教
會是在某月的第一個主日，愛
宴時教會準備了一個生日大蛋
糕，然後剛好是壽星的我被請
上台慶祝，當下內心超級感動
的，覺得這個教會實在太有心
了、第一次到訪就感受到教會
滿溢的愛！（蛋糕也很好吃，
然後就心滿意足地待下來了，
哈）回首過去這幾年，真的好
感謝天父帶領我們全家陸續加
入橄欖山教會，謝謝張牧師和
師母的教導和陪伴，使我們認
識上帝、明白真理和生活中實
踐，也謝謝教會弟兄姐妹的關

懷和鼓勵使我們感受到神的愛
，以致於我們能夠學習愛人的
能力。感謝主，有神的孩子是
幸福的！

江姐妹的見證
    到了橄欖山基督教會後，我
學會將事情交到主耶穌的手中.

每每看診前，都要禱告主耶穌
保守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家中三
個女兒雖大了，目前沒能接受
主住到他們心裡，因此在他們
「蛻變」的過程中，我與他們
會有許多的衝突，但感謝主，
祂告訴我如何應對，「如何改
變我自己」甚至於改變我的醫
療行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前

面的道路真的我不知道會發生
什麼事？如今我懂得將我的孩
子們，我的事業，交在愛我的
上帝手中.每天橄欖山基督教會
的讀經區間車，都是我每天一
起床就會吃的糧食。弟兄姐妹
們的關愛，讓我都覺得好溫馨(
喔耶).在主裡面我愛大家，你們
也愛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