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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神憐憫我們，
愿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
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
用臉光照我們，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
神啊，愿列邦稱讚你！
愿列邦稱讚你！愿萬民都稱讚你！
愿萬民都稱讚你！
愿萬國都快樂歡呼；
愿萬國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
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引導世上的萬國。
神啊，
神啊，愿列邦稱讚你！
愿列邦稱讚你！愿萬民都稱讚你！
愿萬民都稱讚你！
地已經出了土產
地已經出了土產；
土產；神就是我們的神要賜福與我們。
神就是我們的神要賜福與我們。
神要賜福與我們；
神要賜福與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
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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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興福 牧師
教會是祂的身體、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以弗所書1
以弗所書1：23〕
23〕

今年二月以來，弟兄姊妹們一齊經歷了 神的大

現在，讓我們來思想一下，到底 神让我們在

能和奇妙的帶領，在購堂的事上，大家的同心、

這裡要建造的是一個怎樣的教會？神要的是

忠心、愛心和信心實在是令人感動。這件事完全

一個合祂心意的教會。根據聖經，一個合 神

是出於 神。本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本沒想到

心意的教會起碼要具備七個條件：

的事，卻在我們眼前成為事實。真如使徒保羅所
說的：“『 神為愛他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

１〕 基督的教會：〔以弗所書 1：22-23〕

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以弗所書1：22-23 “又將萬有服在祂(基督)的腳

﹝哥林多前書2：9﹞，又說：“神照著運行在我們

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祂的身

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

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以弗所書5：

所想的．”﹝以弗所書3：20﹞。我們的心中深深

23 “基督是教會的頭．” 教會是屬基督的，祂

的知道，只有 神才能成就這件美事。何等大的

是教會的主和全體的救主，因此，教會一切事

恩典，讓我們能親身經歷、親眼看見祂大能和奇

工、一切聚會、團契，都當以基督為中心。為

妙的作為，使我們心存敬畏，知道我們事奉的是

了要帶領人到基督面前，信耶穌，進一步像耶

又真又活的獨一真神。願這件奇妙的事成為我們

穌，事奉、敬拜祂、傳揚祂、跟隨祂、見證祂。

每一位弟兄姊妹一生的見證和一生的力量。感謝

教會絕對不能高舉人，唯獨高舉耶穌基督！這

神。

是耶穌基督的教會，不是某人或某一家族的教
會。主耶穌說：“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

現在，神已經將這樣美好的產業託付給我們，祂

引萬人來歸我。”﹝約翰福音12：32﹞

是這產業的主，我們是祂的管家，基督是我們教
會的主和全體的救主。今後，求 神幫助我們能

所以一個合 神心意的教會是一個基督是主的

靠著聖靈作祂忠心的管家，使這片地上所有的建

教會，是一個永遠高舉基督的教會。

築物，各樣的設備達到最高的使用價值，為福
音、為 神的名、神的國度和祂的榮耀效力，使
凡來到這個教堂的人都蒙福。該得救的得救、該
得造就的蒙造就，神的名得一切的榮耀。

２〕 聖經的教會：﹝提摩太後書 3：15-17﹞
提摩太後書3：15-17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
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
慧。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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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 神

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路加福音1：

的人得以完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 一個合 神

74-75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

心意的教會必定是個注重聖經、傳講聖經、持守

終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

聖經真理的教會，是一個渴慕 神的話、看重 神

祂。” 我們是一群被基督寶血洗淨、蒙聖靈重

的話，對 神的話嚴謹忠心，持守正統純正信仰

生，從世界中蒙神選召、分別為聖、事奉祂的

的教會。不允許任何錯誤、異端和偏差來侵襲我

人。神是聖潔的，因此教會事奉的人要聖潔，

們的教會。

教會事工也要聖潔！希伯來書12：14 “你們要

鼓勵弟兄姊妹自己讀經，天天喫靈糧。人人讀

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
人能見主．” 因此，教會不允許任何罪惡侵襲！

經、人人參加主日學，有系統來研讀 神的話。

必須保持聖潔，任何犯罪的事必須立刻照聖經

學習庇哩亞人的榜樣﹝使徒行傳17：11﹞

的原則去處理。

 甘心領受這道

所以，一個合 神心意的教會必須是個聖潔的

 天天考查聖經

教會。

 要知是與不是
５〕 相愛的教會：〔約翰福音 13：34-35〕
３〕 禱告的教會：〔馬太福音 18：18-20〕

約翰福音13：34-35主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

馬太福音18：18-20主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

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

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又

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只

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

要是弟兄姊妹，我們就必須彼此相愛，這是主

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

的命令，既是命令，就必須遵守。彼此相愛的

全。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

另一面是彼此饒恕！信徒之間應該彼此尊

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當兩三個人同心

重、彼此接納、彼此相顧。教會對外最美好的

合意禱告時，聖靈必要工作。奇妙的事就要發

見證就是彼此相愛。

生：歷代以來，個人的復興、教會的復興都從禱

所以，一個合 神心意的教會必須是個彼此相

告開始。禱告是教會的動力廠，是教會能力的來

愛的教會。

源。禱告是教會事工不可缺少的要素。聖經告訴
我們：“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

６〕 合一的教會：〔以弗所書 4：1-6〕

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

以弗所書4：1-6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

書5：17-18﹞盼望弟兄姊妹們，不僅個人禱告，

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

也應參加星期三晚上的禱告會。

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

所以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必須是個著重禱告的

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

教會。

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

４〕 聖潔的教會：﹝彼得前書 1：15-16﹞

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 神、

彼得前書1：15-16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

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經上記著說、
『你

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這裡，我們看到：一
5

個身體、一個聖靈、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

有人說：

洗、一 神。這七個一是教會合一的基礎。合一

１〕
‘Every heart with Christ is a
missionary, and every heart without Christ is
a mission field.’ – Dick Hillis
有基督在心中的人是宣教士，沒有基督在心中

是教會的優先：絕對不允許任何事破壞我們的合
一。
合一：
• 在基督裡合一，合一必須建立在真理上。絕對
不可與異端或異教談合一
• 是 “同心合意” 的意思，以基督的心為心才能同
心，弟兄姊妹和睦同居。〔腓立比書 2：5〕
哥林多後書13：11神的話說：“還有末了的話、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
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 神、必
常與你們同在。” 當我們同心合意時，就是一個
有 神同在的教會。
所以，一個合 神心意的教會必然是個合一的教
會。
７〕 宣道的教會：〔馬太福音 28：19-20〕
馬太福音28：19-20主耶穌說：“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
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
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是主耶穌給
教會的大使命，祂要每一個教會成為宣道差傳的
教會，一個真正傳福音、造就門徒的教會。

的人是宣教工場
２〕
‘You cannot spell Gospel without
spelling Go’ – David Livingston
當你寫 ‘Gospel/福音’ 這個字時，必然要先寫
‘Go/去’ – 李文斯頓
３〕
‘Mission is taking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by the whole church.’ –
Adoniram Judson
宣道是全教會，將完備的福音帶給全世界
所以，一個合 神心意的教會必須是一個遵行
大使命、宣道差傳的教會。
弟兄姊妹們，現在就讓我們再來溫習一下：
一個合 神心意的教會是：
1.

基督的教會：基督是主

2.

聖經的教會：看重聖經

3.

禱告的教會：注重禱告

4.

聖潔的教會：分別為聖

5.

相愛的教會：彼此相愛

6.

合一的教會：同心合意

7.

宣道的教會：宣道差傳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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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傅明霞
近來不止一次的聽到弟兄姊妹之間，在談論一件

首先在正面的教導方面；在（舊約）規定，

有關某教會多年前所發生的事，說他們不應該把

教養下一代，除了是父母不能推卸的神聖責任（申

犯奸淫的人開除，說什麼“教會就是讓罪人來的

6: 6--- 9.）外，也是整個以色列民族的共同責任．

地方”，在此首先要為那間教會說几句話，其實

他們必須將神的律法書抄錄下來，公開誦讀，傳

那間教會並沒有開除任何人，只是經過多次，按

講，並由眾長老和官長負責教訓百姓（申31: 9 ---

聖經的教導與勸戒都無效後，不得不按教會憲

13.）
．因此舊約時代三種必需膏立的職分：祭司，

章，召開會員大會，全數通過要停止她的聖餐及

先知，君王，都要肩負教導者的角色；其中尤以

會藉，因此她就不好意思再來教會而已；至於

君王的責任最為吃重，百姓是否遵行耶和華的律

“教會就是讓罪人來的地方”，也只是說對了一

法，為善為惡，均要算在他們的頭上．

半，別忘了主耶穌對那蒙恩的婦人說：不要再犯
罪．

進至新約時代，這個群體教導的責任便落在
信徒群體 ─ ─ “教會”上．大使命本身便包含了
使我感覺不安的是，為什麼事隔那麼多年，

要求門徒教訓眾人遵守基督的命令（太28: 20,）.

還會有人談論這件事呢?，可能因為他們對基要

因此，教導真理便成了使徒首要的職責（徒5: 42,

真理，不太清楚，我身為教師，為了保護教會的

6: 2—4;）還有保羅的眾多自證如（林後4: 1 –

聖潔與合一，為了教會的成長與發展，不得不在

6,），使徒所栽培的門徒資格如（提後6: 1 – 5.），

此與大家一同來看看，“聖經”對“教會紀律”

監督或長老的資格（提前3: 2, 5: 17, 多1: 8.），

的看法．

以至代代相傳教會領導者的資格（提後2: 1 –
2）．教會必須傳講

壹．聖經中的二種教會紀律：
所謂“教會紀律”Church discipline有二
個含義：
(一)正面的教導，就是說：教會應協助信徒對教
義及倫理守則，有正確的認識，並且能實踐在生
活裡；

知曉

神的真理，教導神的兒女

神對倫理的要求，好叫神的兒女們能謹慎

自守，成為聖潔（彼前1: 13—15.）．

至於懲治性的紀律，舊約清楚顯明，耶和華神是
忌邪的神，萬不以有罪為無罪，也不容犯罪者居
於祂的子民中．這從摩西頒佈律法，以至先知們
嚴辭申斥罪惡，呼喚百姓回轉的事例中均可見

(二)是懲治性的：即是在信徒犯錯誤後，教會予

到．但由於社會環境的不同，舊約記述的紀律懲

以挽回性的紀律處分．

治，很難等同於今天的教會紀律懲治，也甚難為

這二方面的紀律要求，在聖經裡均是既清楚又明

教會執行懲治時作直接參考．如此，真正可資參

確的．

考的還是(新約)的資料．
7

在福音書裡，耶穌並沒有就教會如何執行紀律，

不能私下解決，由牧者或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包攬

作過太多的教導．祂只是集中勸導屬祂的人，律

在身．

己以嚴（不可容罪玷身，太18: 8 – 9.），待人
以寬（如同祂對法利賽人自義的指責，太23:
23 – 36; 及梁木與刺的比喻，路6: 39 – 42,），
又預告末日大而可畏的審判，及宣掦
人的福音．祂強調

神拯救罪

神才是真正及至終的審判

者．

哥林多前書五章所述的，淫亂事件是典型的教會
懲治案例．哥林多教會有人犯了淫亂罪，但教會
郤因各樣的理由( “自高自大”? )

沒有把犯罪

者，作任何公開的處分．使保羅非常，非常憤怒，
乃下令應立即將此人驅逐出教會門外．他主張
“教會”必須採取斷然的行動，理由有三：

耶穌對罪的看法，成了使徒制定教會紀律處分的
理論基礎．

貮．教會執行紀律的指引：
在決定是否執行教會紀律前，必須先分辨過犯

第一，為教會而言，必須在罪惡的事上表態；
第二，為犯者而言，必須在審判後立即給以挽救；
第三，為社會而言，紀律處份是教會對外的見證．
其中第二點對今日的教會和信徒都至為重要：

的性質．要是所謂過犯，僅是人與人之間對事物

對於與信仰真理，或倫理道德，相衝突的嚴重罪

的不同看法和做法，在聖經中並沒有清楚絕對的

行，必須先作集體處理，然後才作個人挽回醫治

教導，則完全不涉及教會紀律問題，甚至不應以

（林前5: 5,）．教會必須先宣告對罪惡不容的鮮

合一見證，少數服從多數為藉口，脅迫異議者屈

明立場，才努力重建，挽回犯罪者．

服，（哥林多前書 給我們的原則，倒是多數服
從少數，強壯的憐恤軟弱的，信心大的遷就信心

神愛罪人，郤絕不會以有罪為無罪；事實上

小的．）要是私人的恩怨，影響到教會運作，那

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除了是表達愛罪人外，也

已不是私人恩怨，也構成教會整體的危機，諸如

是對罪惡深惡痛絕的表示！當然，刑罰不可過

兩位執事不和，嚴重破壞事工上的合作關係

重，愛心挽回仍然是教會紀律的至終目的．

-----

對於這種情況，(聖經)的教導是私人的恩

怨，仍當優先以私底下的方式解決，只在千方百
計都無法妥善處理的情況下，才以集體的教會紀
律處理(太18: 15 – 18.)．

（哥林多前書五章）的案例：還給我們彰顯了
另一個真理，便是教會合一的情況：信徒間是否
同心合意，能以神意凌駕人意之上，常常影響了
教會的懲治能力．教會愈合一，執行紀律就愈容

但是，倘若對方的過犯真正直接抵觸了聖經的

易，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教訓，與基督徒倫理準則相衝突，則執行教會紀
律就是唯一的出路．“教會紀律”之為教會紀
律，就必須是教會整體性的，一切決定均應由教
會集體作成的，不是個別信徒任意裁斷；並且處
理的方法是公開的(公開到什麼程度：由執事會
或會員大會？在什麼時候公開？倒可再議)，而
8

黃傅明霞

(一)牧師的身份，和職分：
（約１：６－７）“有一個人，是神那裡差來的，名叫約翰．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
牧師是人，但是他郤是神所差派來，賜給信徒的．
牧師的職份是為光（耶穌）作見證．
這是崇高的職分，是配得信徒敬重的．
教會不是聘請牧師，乃是呼召牧師． (not hire a pastor, but call a pastor)
即是說，教會求告

神

差派一位僕人來，神就呼召一位僕人來．
（耶１：５）“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
牧師是神所揀選，呼召的，不是出於人意所聘請的．
(二)信徒如何對待牧師：
˙

敬

重

（帖前５：１２－１３）“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
中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裡面治理你們，勸戒你們的，又
因他們所作的工，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

服

從

（民４: 27，27: 18 -- 21，羅 13: 1 – 2．）神在教會設立了屬靈的權柄，
信徒應當服從．“Authority is not to be claimed,

but to be recognized.”

權柄不是要去爭的，乃是應當被承認的．
牧師不會去（也不能）爭這個權柄，但這是信徒的本份，應當承認
尊重的，因為是神設立的．

9

˙

代

禱

（弗6 : 19 – 20,）“也為我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講論，開口講
明福音的奧秘，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份，放膽講論． ”
傳道人最需要的，是弟兄姊妺的禱告，因為他們打的是屬靈的爭戰．
（弗6 : 12,）
˙

供

給

（加6 : 6,）“在理道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
（林前9: 7 – 12）
(三)信徒應當謹慎的：
˙

不要毀謗牧師
（民1 2：8）“你們毀謗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懼怕呢？”
傷害傳道人最深的，往往是從內部而來的攻擊．
弟兄姊妹，切莫背後攻擊傳道人，神的僕人．

˙

不要敬拜牧師
（啟2 2：8 – 9.） “ ---- 我既聽見看見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
俯伏要拜他．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
並那些守道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 ”

˙

不要因牧師的軟弱而趺倒
牧師（和任何傳道人或屬靈領袖）也是人，有人的軟弱．
而且“撒旦”對傳道人的攻擊也是特別的厲害．因為擊打牧人，羊
就分散．更因如此，我們要特別的為牧師和他的家人禱告，為他們
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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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欽文 牧師

神藉弟兄姐妹激勵我

者的教會)不斷從「無」中經歷「有」，因為我
們的神正是「使無變為有」的神(羅4：17)。十

翻開日記本，第一次到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是在
二OO五年十二月四日。是神的恩典，給我如此福
份，有機會參與主日講台的事奉。回想每次由West
Chester到New Jersey，無論冬天或夏季，總是帶
著興奮、愉快的心，喜樂的情，傳講神的話，每
次感覺到櫻桃山教會是一件享受、快樂的事。我
是一個感性的人，站在講台可以感受到弟兄姐妹
的熱情，對神話語的渴慕，對講員信息的回應。
這樣的回應大大的激勵我，聖靈也常賜下能力，
常常同一篇講章，在櫻山教會有更深的分享，更
流暢的表達。
將近三年，雖然只是講台的事奉，也與弟兄姐妹
建立情誼，這是很大的安慰與說不出的感恩。我
感受在此教會，被接納，被肯定。這樣的接納是
一種真實的激勵，如此的激勵，也帶來能力。難
怪每回到櫻桃山講道，總覺得有能力。這讓我更
加明白，天父也是如此透過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
完成的工作，完全的來接納我們，當我們真知道
神完全的接納，生活事奉就有能力。

神藉櫻桃山教會鼓勵我

這幾年有幸參與事奉，從一個外來的講員，親眼
看著神的祝福臨到教會。一個自稱「三無」的教
會(無財力購堂、無能力向美國社區傳福音，無牧

分佩服教會同工，在艱難的情況下，仍忠心的
事奉，這三年我有幸見證神的恩典，看見同工
們在異中求同，在禱告中尋求等候，在難處上
一同忍耐。而愛我們的神，也睜眼看側耳聽祂
子民的呼求。這幾年神把得救的人加給教會。
每個月去，每個月聚會人數在增長。神也把忠
心愛主的弟兄姐妹陸續加給教會，對福音的傳
揚，必有助益。在承接CHBC這麼一大間教會
的事上，更是經歷前所未有的恩典，誰可料到
這一夕之間的變化，背後有神奇妙的帶領。此
舉大大鼓勵附近尚未有自己會堂的華人教會，
如果神要成就，豈不也是一夕之間。但過程中
祂訓練我們忍耐，等候，同心，包容。
此外，尋找牧者的事上，神真有最好的預備。
因此無論在同工，在聚會場所，在尋牧，神真
是大大供應祂的教會，祂豈不說了：「我要做
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
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
並且「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為肥
田，肥田看似樹林。」(賽32：15)。

神行大事帶領我

在此值得感恩的歷史時刻，用詩篇一二六篇（上
行之詩）祝福神的教會：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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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做夢的人。
好像做夢的人。

說的話，再對今日祂的子民說話，因為祂的話

我們滿口喜笑、
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
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
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不落空，永不改變，願這段經文成為教會的祝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我們就歡喜。
耶和華啊，
耶和華啊 ，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
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好像南地
的河水復流。
的河水復流。
流淚撒種的，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 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
來！」

福。
這幾年我們都親眼見證，神在櫻桃山華人
基督教會所行的大事。我們也深知那真正的大
事，是神藉耶穌基督，把我們從罪惡死亡中拯
救帶回來。在祂愛子的國裏有份。但願眾弟兄
姐妹常思想神恩之大，以至內心總有一股喜
樂、歡笑，歡呼的泉源。同時也因著神所行的

這首詩是上行詩，是以色列男子一年三次，

大事，創造內心一份對神深深的渴慕，渴慕祂

到聖城耶路撒冷朝聖，路途所吟唱之詩，他們一

的澆灌，渴慕腹中活水的江河湧流。並且能甘

面行路，一面唱詩向上走，也一面紀念神的信實，

心獻上，流淚撒種，在流淚中保持歡笑，在建

述說神的恩典，活出神給的使命。

造中保持信心，在灰心中保持讚美，在危難中

耶和華神在以色列民被擄到外邦之後，果然
按著祂的信實，在時候到了使他的百姓「歸回」。

保持勇氣。神的應許必不落空，終究會歡呼收
割，歡歡樂樂帶禾捆回來。

這不可能的轉變，使他們好像作夢的人，但如今

有形的會堂會轉讓、會過去。透過耶穌基

是美夢成真。他們情不自禁，滿口喜笑，滿舌歡

督在十字架成就的工作，在信主的兒女心中所

呼，不停的讚美，不停的感恩，不停的歡呼。這

建造的聖殿，將要進入永恆，存到永永遠遠。

麼大的喜樂，感染了附近各國，連列邦都說，這

願我們藉著外在看的見的殿，建造裡面那永恆

是耶和華神行的大事，連他們自己也說，是啊！

的殿。讓神不斷在我們心中作大事，也願我們

神果然在我們當中行了大事。

有顆渴慕的心讓神來作大事，更願我們流淚撒

然而詩人並非停留於此。神所行的大事，使

種為神來作大事。

他們對神產生一個極大的渴慕，如同南地乾涸的
河床，渴慕天降甘霖，使河水復流。歸回的百姓
正是如此的心，渴慕能重新建造，已荒廢七十年
的聖殿，恢復過往的榮耀。而這渴慕帶出了一個
清楚的使命，一個甘心願意付出的代價~~「流淚
的撒種」，神也應許，他們必「歡呼收割，歡歡
樂樂的帶禾稇回來」。
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祂用昔日對祂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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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曉蒼

今年是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最蒙

神恩待

賜福的一年，首先我們期盼許久的牧師，

在這數不盡的恩典裡，我願提出幾件事
與大家共勉：

神聽了衆人的禱告，呼召了陳興福牧師及師
母，在教會慶祝成立六週年的時刻，來到我

教會週間的禱告會，需要你的參與，因為

們當中。弟兄姊妹們以歡喜快樂、同感

神國度擴展前進的動力，是要靠衆人合一的

神

禱告來支撐。

恩的心情，歡迎他們的到來。
神將得救的人數，不斷的加給

願以瑪拉基書三章十節再來鼓勵大家，要不

教會，使我們終於突破一百人的瓶頸。光是

吝惜的積財寶在天上。固然教會此後財務的

復活節及八月份兩次的受洗人數，就達二十

需要大增，然而靈命的成長，也可以此作為

一人，尚有好幾位等着要在聖誕節的時候受

個人自我考核的指標。

其次是

洗呢！而青少年及兒童人數不斷的增長更
加可喜。

要有普世宣教的觀念和異象。大家都常有機
會回國探親，你是否為家鄉的父老鄉親等的

再就是我們的母會CHBC，將整個設施

得救有負擔？我今年夏天返鄉探親之旅，看

轉讓給我們教會的過程，更是讓人無法不讚

到親戚們生活都過得蠻好，但是一問卻沒聽

嘆

說有教會之事。相信你的家鄉情況也不會好

神的奇妙，我們不可能做到的事， 神

多少。但願聖靈感動，讓弟兄姊妹們組織假

卻成就了。

日短宣隊，回國參與傳福音的工作。如此的
還有就是弟兄姊妹們愛

神愛教會的

走出去，遵照主的吩咐“你們往普天下去，

心，真是等量的增長，不但在服事上大大的

傳福音給萬民聽” 而行，不但將救恩帶到

投入：清理維修的工作，都是一呼百諾，更

家鄉，也使個人靈命的進深，大大的跨出一

在敬拜、主日學、團契生活各方面的參與，

大步。

都令人振奮。相信在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讀
經、禱告、靈修等也必大有進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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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成立六周年之際
丁荔
原本並沒有提筆的念頭，覺得要把故事從大腦轉

加不同教會的活 動和敬拜，以及其他弟兄姐妹

移到手下實在是很漫長的一條路。只是上週，一

的推薦，我們最終選擇了底特律華人宣道會作為

個年輕的網友突然離世，留下半歲不到的兒子和

我們新的家。宣道會的特點是以傳福音為主，很

原本要相伴走完全程 的丈夫，一切都發生在短

多設置以及事奉都是為宣道服務。來到一 個全

短的十幾分鐘，她只喊了一聲兒子的名字，就再

然陌生的環境，我總是不由自主的想到過去的朋

也沒有醒來，離世時，她還三十歲不到。人生，

友，教會和生活，即便是到商店，也是一頭霧水，

可以很短暫，好像煙花綻放，但我想，有神的人，

還要重新熟悉東西的擺置。適逢教會還有其她幾

生命 即便短暫，神在每分每秒所帶給我們的恩

個從外地搬來 MICHIGAN的姐妹，我們每次聚

典與美好，也應該是炫目的，讓我們的今生有著

在一起，都要對過去無限惆悵的回憶一番，再對

與眾不同的精彩。讓我們可以用有限的日子來讚

現實抱怨一番。原本以為這樣的傾訴可以幫助自

美祂無限的恩典，人生就會不一樣。

己趕快適應新環境，可事與願違， 心情越來越
沮喪。有一天，曹宇为我翻到路加福音9：62，

序

那裡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這
句經文對我震撼很大，想到過去我們曾經一起討

記得我們今年三月剛從MICHIGAN搬来，我們便

論過，其實在 神的心意之中，祂並不希望我們

開始尋找新的教會，曹宇的GodMother為我們禱

在一個熟悉的環境中停留的太久，因為我們會越

告，希望我們能找到一間教會，我們在那裡可以

來越喜歡，越來越依賴這個環境，對生活中一切

"GROW AND SERVE"(事奉並成長）。聽著簡

我們似乎都得心應手，而忘卻了我們所要信奉和

單，但現實卻不容易。我們深知在主裡，若不成

仰望的主。其實我現在正 是重新尋求神的時

長，生命就會枯萎，若不事奉，熱情就會熄滅。

候，生活中的事情事於俱細，都需要神給我特別
的耐心與帶領。信心被重新點燃的日子是美好

四年前，同樣因為曹宇工作的原因，我們從NJ

的，因為你會突然發現天藍花香，即便烏雲滿布

搬去了寒冷的MICHIGAN，依依不捨的告別了相

也擋不住陽光擁抱你時的溫暖。

處七年之久的費城中華基督教會的弟兄姐妹，我
們的教會生活就要開始新的一頁了。經過親身參

當我們願意全心依靠順服主的時候，祂就會將我
們這樣的器皿拿起，來計劃我們的可用之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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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的四年中，我們經歷了牠無盡的帶領和恩

在練習的過程中，我們又會有禱告和分享，敬拜

典。

團的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傾心吐意，為彼此的需
要禱告，真的是在服事中經歷神和贊美神。

敬拜的天地
宣道會每周日的敬拜讚美是由四，五個敬拜團輪
流帶領的。他們從選歌，配器到聲部配合都非常
專業，弟兄姐妹們謙卑敬拜的心，對神的熱情，
和對音樂的專業，讓每個主日的崇拜都是大家在
靈裡極為享受的時間。
一次偶然的機會，負責這項事工的莊玉賓姐妹知
道曹宇會彈吉他，就邀請他參加敬拜團的練習，
看看與其它樂器的配合情況。開始的幾次並不理
想，其實這個學習的過程也是在操練培養團隊精
神，因為和諧的美就在於每種樂器都要了解什麼
樣的旋律或節奏更適合自己或者別人， 然后選
擇進或退，否則就是一片嘈雜和混亂。經過一段
時間的練習，敬拜團裡終于出現了吉他的旋律，
曹宇和其他弟兄姐妹的配合也越來越默契。
從開始在教會服事開始，我和曹宇都是盡量在同
一個事工上同工的，因此我們可以同心禱告，在
面臨到的問題上也可以互相扶持和鼓勵。自從他
參加到音樂事工中去之后，就一直鼓勵我加入。
此時，敬拜團裡正好缺少低音貝斯，他就建議我

每每當我們一起回憶這段時光的時候，總忘不了
在敬拜團裡的幾位兄弟姐妹，他們給予了我們很
大的鼓勵和幫助，可以讓我們在音樂事奉這條路
上有信心走下去。莊玉賓姐妹以前是贊美之泉的
成員，有著完美的高音。卓淑惠姐妹在臺灣是鋼
琴專業畢業。和她們一起配搭是很鍛煉意志和技
巧的一件事，因為她們對節拍，音調都把握的非
常準確，專業的訓練也讓她們對不和諧的雜音分
辨的特別敏銳。我們無論是無意或是偷懶所錯過
的節拍和音調，都能被她們無一疏漏的聽出來。
有些時候，為了一個細微的地方，都需要附上加
倍的練習。
不言而喻，經過這幾年的音樂事奉，我們一起所
學到的不僅僅是樂理和樂器技巧， 更多的是從
這些弟兄姐妹身上領悟了如何用音樂去敬拜讚
美主， 如何借著詩歌去帶領人心歸向主。我們
歌，因為這是神給我們的恩典；我們唱，因為被
神的愛摸著；我們見證，因為要傳揚祂奇妙的作
為！
短宣之旅

“從師”于他。其實低音貝斯入門遠要比其它樂

底特律 宣道 會每年 都會 向外地 差派幾個短宣

器簡單，但是凡事都要熟能生巧，特別是要彈好

隊，以幫助當地教會的事工。近到附近的州, 遠

其中的過渡(也稱Walking Bass)，更需要很多的

到中國和歐洲。我以前從未參加過類似的事工，

指法聯系。經常是為了彈好一首歌，指尖和關節

所以聽著多少覺得這是個蜻蜓點水的事情，不會

上都要打泡。我們購置了基本的音響設備作為練

有太大的果效，但直到我們參加了德國柏林的短

習之用，每天都會空出一段時間作為我們自己的

宣隊，才有機會親身見證神在其中的作為。

音樂敬拜時間。幾個月過去了，曹宇開始獨立帶

2005年冬，我們一行六人，由曹宇帶隊，分批來

領一個敬拜贊美團，而我們也開始正式的一起配

到柏林 幫助 那裡的 華人 宣道會 帶領聖誕布道

搭。每次我們都會根據主日的信息，選擇詩歌，

會，在次之前，還要探訪，帶領團契，主日崇拜，

然后在周末的時候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練習，而

以及準備聖誕特會的各項事情。完畢之後，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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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只身前往波蘭華沙繼續幫助那裡的華人教

有我的網裡連水草或蝦米都沒有，我不免有些沮

會的新年特會。

喪。但是在接下來的禱告中，這位姐妹求神借著

雖然我們在柏林只有短短的一周時間，但前前後
後所聽到，所見到的以及所經歷的確是如此的豐
豐富富。我所親自經歷神的作為和聖靈的感動，
確是我生命中未曾有 過的。正如約伯記42：3
所寫，“誰用無知的言語 、使你的 旨意隱藏
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清楚的記得出發前，教會的王長老在為我們作祝
福禱告時，作過這樣一個比喻，他說，短宣對一
個人來說，如果他能為神做的是這麼多，他用手
比劃了一英尺高，那末這個 人從神那裡所得著
的應該是三倍之多，我當時的第一反應就是，長
老是不是搞顛倒了，為神去做短宣當然應該是舍
己為神了，自己能得著什麼是其次，能為神多建
奇 功，能向多少人傳福音，領多少人歸主才是
首當其衝的。我就帶著這樣的不解上路了。
十二月的柏林陰冷潮濕，很少能見到聖誕節的裝
飾與點綴。冬季的柏林略顯暗淡，因為很難見到
綠色，陽光也很少，仿佛一切都褪了色。初到一
個陌生的城市，就被這樣的天氣所包圍，我的心
情不面有些失落。我們在柏林住在牧師為短宣隊
租的臨時公寓裡，整棟建築蓋於二戰前，全部用
磚砌成，古老又厚重，房子很陳舊斑駁，但內部
隔音和保溫卻很好。

這次短宣來建造我，讓我在自身上有新的突破，
不論是什么樣的攔阻，因著神應許說祂是我們的
力量，只要我們信靠祂，祂就會為我們挪去大
山，掃平道路。我聽到這樣的禱告，很是詫異，
因為我不知道神會帶給她這樣的負擔，心裡也忐
忑不安的等待神所為我預備的禮物。
又是一個夜晚，忙碌了一天的我們回到宿舍，按
照慣例開始以禱告結束當天的事工。清楚的記
得，禱告一開始，我的心就被一種沉重的感覺壓
迫著，束縛著，快要窒息了一般，是從小到大所
有那些未曾被對付過的罪在噬咬著我，雖然平時
的禱告中都時有認罪悔改，但從未有過如此強烈
的一種感覺，要自己將所有隱而未現的罪都在神
的面前一一列出。所有的猜疑，嫉妒，驕傲，都
在這一刻傾巢而出。人無處可躲，圣靈將魂與
靈，骨節與骨髓，都刺入剖開，連心中隱晦的思
念和主意，都辨明了。罪人在神的面前是根本無
法站立的，唯有祈求赦免和醫治。我開始向神哭
訴，我的罪，掙扎，困惑，沒說完一句，我的心
就輕松一份，如同久旱的土地終于得到雨露的滋
潤，鎖鏈的捆綁從我身上一層一層的卸去，心裡
所有的傷口都在神的輕撫下慢慢愈合了。若不是
在禱告中神的攙扶和帶領，僅憑自己的肉體和血
氣是走不到這么遠的，祂的能力一直在覆庇我。
由我開始，每一個人都開始將自己被罪完全捆綁
和煎熬的痛苦告訴祂，向祂呼求拯救。我們告訴

當天晚上，我們在牧師家參加了他們的團契。回

神那些名字，那些曾經傷害過我們的人，都求神

到宿舍，我們開始總結分享當天的收獲。曹宇當

安慰他們，因著神，讓他們饒恕我們在話語上曾

時已經比我們先抵達了柏林八天，探訪了許多個

經給他們的傷害。就像詩篇25章中所寫：求你轉

人和家庭，所以內容非常豐富。另一位短宣隊的

向我、憐恤我、因為我是孤獨困苦。我心裏的愁

姐妹也和我們談到她在當晚是如何從圣經的角

苦甚多．求你救我脫離我的禍患。 求你看顧我

度和原則出發，幫助這裡的一位姐妹處理她現在

的困苦、我的艱難、赦免我一切的罪。

婚姻和教導孩子上所遇到的困難，看來看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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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兩個多小時過去了，神說：“流淚撒

起了一副我們擔不動的重擔，祂的愛總是這樣豐

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

盛無盡的。

歡樂樂的帶禾捆回來。”（詩篇126：5-6）。在
禱告中，神親自加添我們的力量，醫治我們的傷
痛。如果說，初到柏林的時候，我還有惶恐和低
落，當天色漸亮的時候，我已經滿心喜樂，連呼
吸的空氣中都充滿了神的慈愛。晴天是很少光顧
柏林的冬天的，但是今天例外，窗外布滿了陽

這一年的聖誕節的確與眾不同，不是像以往那樣
與家人朋友圍坐在爐火旁聊天，或是選擇一個溫
暖如春的地方去享受陽光，這次，我們選擇離開
自己親切舒適的地 方，來到一個更加寒冷而又
陌生的人群和環境中，其實原因很簡單，我們是

光，神賜下了一個美好的日子。

一群蒙福的人，我們更願意和所有的人來分享我

早在2005年的夏天，曹宇第一次從柏林短宣回來

雖然我們身體上很疲憊，但內心的滿足和舒暢早

時，當地的教會就和他商量，預定在聖誕節的時

已讓身體的軟弱不能再來困擾我們了。很多時

候準備一個一百人參加的聚會。我們經過反復討

候，作為一個基督徒，自己常常徘徊在一種景況

論和禱告，最後確定了內容以短劇，遊戲，禮物

之中，那就是在忙碌中習慣了一種想法，除非自

和短講為主的聖誕特別晚會。我負責改編劇本，

己參與做事，否則神的旨意是無法完全成就的。

導演，並且參加角色演出，曹宇除了要參加短劇

但是在柏林之行中，我們所見所聞的都是人在軟

的演出，還要在最後有一個短講和呼召, 其他隊

弱無力的時候，神大行其事。直到現在，我們還

員除了自己的角色外，還有各自的分工，比如製

常常回憶起在柏林的點點滴滴，所有的除了贊美

作道具，制定聖誕晚宴的菜單，購買調料，準備

還是贊美。

贈送當地教會的靈修書籍，以及錄製音樂等等，
全部是一人多職。從這個特會的方案決定的那天
起，我們就同心禱告，求神帶那些失喪在外的羔
羊來聚集。而前期的短宣隊也為我們作宣傳和分
發單張。聖誕節的這天，也就是我們聚會的日
子。一早，天上就下起了鵝毛大雪，路上很快就
堆積了厚厚的一層。人們會不會因為天氣惡劣就
不來了呢？我們的心裡開始擔心。下午四點的時
候，人們陸陸續續的來了，我們的接待和其他準
備活動也在按計劃有條不紊的進行著。晚飯開始
時，人數已經達到了150人，遠超過我們所想的。
更讓我們感恩和振奮的是，在短講結束後，呼召
的時候，有十多個人舉手願意接受主耶穌作他們
生命的救主！我們分別和他們交談，讓他們和牧
師，師母閒了面，鼓勵他們參加教會活動。晚會
散場，人們漸漸離去，我們也長長的鬆了一口
氣。我們的信心何其的渺小，但是神又為我們擔

們所擁有的美好，讓他們來認識那源頭的 主。

短宣是讓我們全然經歷神的機會，當我們來到一
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遠離了我們所熟悉的住宅
區，商店，教會，公司，更遠離了我們的家人，
朋友，惟一可以信靠和依賴的就只有神了。也就
在這個時候，我們有機會和祂獨處，完全的交
托。在這裡，我們無處可以躲避祂的面，每日所
思所想的都是祂。神借著這次短宣，幫助我們突
破各自性格上的一些堡壘，重塑我們，讓我們對
一些事情和人的看法態度上都有了完全的的改
變，神也在我們的心理松土，讓我們的心柔軟，
能夠對他人做到真正的理解和饒恕。
從零開始
一直希望自己在事奉上不斷有新的突破，讓自己
可以如同承納新酒的新皮袋一般。從音樂敬拜，
短宣，到后來的教會家庭月，神一直讓我們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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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工中經歷祂無處不在的恩典和帶領。剛來到
櫻桃山教會，我們就很為買堂這件事情中弟兄姐
妹的奉獻和擺上而感動，也明白神就是要選擇這
個地方召集迷失的人們。我們相信神領我們來到
這裡，其中一個心意便是要我們從起點開始做
起，重新加入團契，重新與大家建立關系，重新
得力來服事祂。一切從零開始，是一個可以再次
遇見神的契機。

點一點的匯集，源源不斷。
這篇分享停筆時，還有一個月就要到感恩節了，
我們的救主在兩千多年前，為我，你和我們的罪
受鞭刑，受凌辱，甚至受死，然而祂勝過了這所
有的一切，復活回到榮耀寶座，今天，祂仍是那
又真又活的神，每一天，祂都在我們的生命中。
在這個感恩的季節，我們的旅行，家庭，工作，
人際，服事， 生活中有許多美麗的事物，可以
和周圍的人分享，就是在每日的吃喝住行也有滿

尾聲
這些過往的見證不斷的提醒我們，神的恩典每日
都是新的，每天我們經歷怎樣新的挑戰，神就有

滿的祝福， 分享不是膚淺談物質生活，神所賜
的福份是要數算的， 更多的感恩帶來更多的福
份!

怎樣新的恩典為我們預備。寫下這篇分享，原本

今天的世界不平安，面臨世界性的經濟衰退和金

只是想草草收尾，可是當自己真的開始在鍵盤上

融危機，美國的很多公司已經開始大量裁員或準

敲下這些字時，過往的點點滴滴就開始從我眼前

備裁員，我們不知明天會怎樣，但愛我們的神掌

一幕幕的閃過，很多將要遺忘的細節也都浮出水

管明天，正如詩篇29：10所寫：洪水泛濫之時，

面，神在提醒我，要我借著這樣的機會來細細數

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算祂的恩典，就這樣，一邊寫，讚美也在心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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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琨瓏
在我們教會的大家庭裏提起Connie的名字，人們都

們準備好了生活所需品，買好了麵包，牛奶，

不會陌生，因爲是教會的弟兄姐妹給了Connie的

肉蛋，蔬菜，熟食品，甚至細微到連蔥薑都備

愛，為Connie的生命，健康不停地禱告，祈求神對

齊了。當我們從機場回到家時，秀玲姐妹已站

Connie的保守和醫治。感謝主的恩典，感謝弟兄姐

在昏黑的夜色下等候著我們，叫我們感動得不

妹的關懷，Connie今天已經身體健康，恢復了學業。

知說什麽才好。秀玲姐妹這種無私的愛，叫我

憶往事，不堪回首。當Connie病危時，全家人都陷

們體會到只有在主的大家庭裏才能享受的愛！

入極大的痛苦之中，這時我們接到了教會弟兄姐妹

感謝主！謝秀玲姐妹。

打來的越洋電話，當時我們好感動啊！記得當接到

賴松弟兄可算是個大忙人，他教會侍奉很多，

德高望重的黃媽媽電話時，她用神的話語安慰我

但他仍然在百忙中打來電話，詢問Connie的病

們，叫我們一定要相信主，主一定會為Connie毉

情，在電話裏與我共同禱告，賴弟兄的電話深

治。黃媽媽同時囑咐我一定要堅持向神禱告，而黃

深溫暖著我的心，更增強了對主的愛，對主的

媽媽為我們行走在兩個教會中禱告。我當時感動得

追求，聖靈深入我心，周日我便到北京的教會

熱淚不止，感激的心久久不能平靜。是神的力量叫

參加主日崇拜，讚美神，感謝神！感謝賴弟兄

我們增強戰勝困難的信心，那時黃媽媽每天打來電

的關懷。

話詢問Connie的病情，再斟酌情況為Connie禱告.
感謝主！奇跡真的出現了，Connie的病情幾乎每天
都有變化，每天都在向好的方向轉化，這種奇跡連
醫院的大夫也說: "Connie恢復得很快，每天都見
好。" 而與Connie同在住院醫治的幾個相同疾病的
孩子病情恢復的效果並不顯著。一個月后當Connie
辦理出院手續時，工作人員高興地說：“這孩子好
的可真快，這醫院還沒有這麽快就能出院的。”其
實，他們何曾知道這是神的威力，“教會卻為他切
切的禱告神（徒12：5）”
黃媽媽越洋電話每每打來，我們便增強信心，鼓舞
著我們度過每一天。我想教會有這麽位年長的神的
使者，真是我們的福分。感謝黃媽媽，祝願黃媽媽
健康長壽！
秀玲姐妹身體並非十分好，但她從不麻煩別人，反
而對別人付出很多，當她知道我全家人都在中國照
顧Connie，這邊家中無人，她就幫助聯係解決各種
瑣事，當Connie囘美時，秀玲想得特別周到，為我

當Connie回來在家休息期間，瑛丰姐妹，董弟
兄對我們幫助很大。陪Connie去醫院，到家中
看望，瑛丰姐妹還經常打電話詢問家中情況，
與我共同禱告，調節我的情緒，神的力量在我
心中深深扎根，增強了戰勝困難的信心，感謝
主！感謝董弟兄，瑛丰姐妹。
關心幫助我們的人真是太多了：阿娟姐妹，冰
白姐妹，施彥姐妹，黃馨珠姐妹，王維姐妹，
李醫生，蔣醫生DD等等人。我想這是主的大
愛叫我們與眾弟兄走到一起，享受主的愛，是
人間最美好的愛，只有相信神，依靠神，什麽
困難神都會給我們解決。“耶和華豈有難成的
事嗎？（創世紀18：14）”沒有！對於依靠祂
的人，神是一定會幫助你解決的。
“你當依靠耶和華（詩37：3）”，“依靠祂，
祂就必成就（詩37：5）”。我深深地感謝主，
感謝弟兄姐妹。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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姮瑛
這次建堂的整個過程對我的信心有很大的激勵， 再

員會決定邀請陳興福牧師；三月二十六日，CHBC

一次看見神的信實和大能。

會堂轉讓委員會也同意讓我們將教會接下來。”
真是不敢想象神給予的時間這么快，又這么充足。

在二月二十二日召開的會員緊急大會上，教會提出

三年來的聘牧，反反複複，都沒法請到一位大家都

了買堂的計划後，我便常常為買堂的事禱告，心裏

滿意的牧師，這一次是否也會是同樣的不容樂觀

不敢奢望，但是既有一線希望，還是繼續禱告。有

呢？

一次神借著他的話，給了我一個牢靠的印象，一個
靈裏的感動。

四月二日的日記寫到：“會員表決通過接下教
會.”

以弗所3：20：“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四月六日的日記寫到：“會員表決通過聘請陳牧
師.”

求神原諒我的小信，雖然有神的話，心裏還有疑惑，
我心想這一切可能嗎？

我在日記中還寫到：“我又想起以弗所3：20，一
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水到渠成。等待神是一

我在三月二日的日記中寫到：“二月二十二日開

門難學的功課，但是在這件事上，我們清楚地看到

會，同工提出買堂計划；二月二十四日已經有大約

當我們盡本分仰望神的作為時，聖靈就會親自動

四十八~四十九萬的認獻；二月二十九日陳興福牧師

工，一切都會被漂漂亮亮，完完足足，丰丰富富地

應征。

成就。"

難道神真是充充足足，丰丰富富地賜下教會;同時又

我們在感恩不盡時，求聖靈幫我們負起主耶穌升天

賜下牧者嗎？那可真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前所交付給我們的使命：“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 並照著神所賜給每個人的恩賜，各

我告訴賴松弟兄以弗所3：20這段經節，給他鼓勵。
我又在三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到：“昨天聘牧委

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使每個人都得以長大成
人，滿有基督的身量，好叫基督的名在櫻桃山這地
方被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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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夢宇
先生和我相繼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零年

華人基督教會裡，蒙受從神而來的教導和鼓

從中國大陸的南方來到美國，轉眼間已經十

勵。

八年有余。即使是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這

苦盡甘來，斯奇終於在西北部的懷俄明

些年過去也該長大成人了。但在這漫長的歲

大學拿到了固定教職，我也順利進入該校的

月裡，我們馬不停蹄，轉輾在美國的東西南

研究生院攻讀心理學博士。在寒冷封閉的懷

北中部，總像一葉浮萍，老也扎不下根來。

俄明，我們總是有種不適應的感覺，所以一

在美國的第一個驛站是中西部密蘇

直都在租公寓居住，一住就是五年。我們的

裡州的聖路易斯，在那裡的華盛頓大學我們

家究竟在何方？神給我們安排的家，卻是巧

開始了留學生涯。三年過后，我拿到了社會

妙地通過女兒若詩而顯明的。千禧年，斯奇

工作碩士學位，而先生的數學博士尚未結

喜得了一年的科研基金，我們來到了新澤西

業。為了綠卡，我隻身去了內布拉斯加州的

州的普林斯頓大學。之后，在二零零一年的

奧馬哈。一年的就業培訓結束，我被公司分

夏天，女兒若詩出生在了普林斯頓醫院。

去了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分公司，而這時

人們都說有了孩子，一對夫妻就成為

先生斯奇也順利地在加州大學的爾灣分校

了一個家庭。若詩的到來，不僅讓我們變成

拿到了博士后職位。相聚的日子總是很短，

了一個家庭，也讓我們覺得新澤西州就是我

分離的日子總是很長。由於博士后不是一個

們在美國的家鄉了。只要是神開的路，就會

固定的長期位置，斯奇和我在相聚兩年之

事事順利，果然，兩年之后，斯奇成功地轉

后，又勞燕分飛了。這一次，他從美國的西

到了新澤西的羅格斯大學，而我也順利完成

部去到南部得克薩斯州的農機大學，一去就

學業，在家附近不遠的斯多克頓學院任教。

是兩年。

與此同時，兒子若海也出生了，也在新澤西

由於德州的工作依然不穩定，我們作

州。終於，在漂泊了美國的中部、西部、南

了讓我繼續留守加州的決定。多情自古傷別

部、和北部后，神讓我們在美國東部安了

離，這一次的分離，讓我們經受孤獨的折

家。好像這一切恩典仍不夠我們享用一樣，

磨，也更體會到相聚的甘甜。感謝主，在我

神又在我們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建堂六周

覺得傷心時給我安慰，無助時給我力量，更

年前夕，賜我們一座美倫美奐的聖殿，讓我

賜福我 能在 一九九 六年 的聖誕節前夕受

們在屬靈上也有了一個家。

洗，歸入主的名下。斯奇早在國內中山大學

感謝主，能讓我們滿心歡喜地呼喊：“終於

就職期間就成為了基督徒，此時也在德州的

有了一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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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使 我 的 年 日 窄 如 手 掌 ； 我 一 生 的 年 數 ， 在 你 面 前 如 同 無 有 。 各 人
妥 的 時 候 ， 真 是 全 然 虛 幻 。世 人 行 動 實 係 幻 影 。 他 們 忙 亂 ， 真 是 枉
積 蓄 財 寶 ， 不 知 將 來 有 誰 收 取。主 啊 ， 如 今 我 等 甚 麼 呢 ？ 我 的 指 望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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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曉 得 你 怒 氣 的 權 勢 ？ 誰
按 著 你 該 受 的 敬 畏 曉 得 你 的 忿 怒 呢 ？求 你 指 教 我 們 怎 樣 數 算 自 己 的 日
子 ， 好 叫 我 們 得 著 智 慧 的 心 。”

記得大學時和同學調侃時常有“等你兒子打醬油

得遠志明說的有道理，她竟然引用說“神就是

時”來形容人到中年。 轉眼之間， 我的兒子早

愛”。我當時心裡大聲贊美感謝神！ 一年前我回

已超 過可 以打醬油的年齡， 我也已是人到中

國的時候，特意帶了一套遠志明的新片《福音》，

年DD

希望父親也能早日靠近神， 但是他看完后還是不

在我的電腦上有張我家三十年前的合影， 當
時的我就是我兒子現在的年齡，當時的父母和我
現在的年齡相仿，那時的母親沒有什么白髮，父
親雖有白髮，但他卻是腰板挺直非常精神。即使

很感興趣。回到美國后，我常常地在禱告中提到
父母， 求神在他們心裡做工。當父母接受我們的
邀請願意來與我們同住以后，我更是不斷為父母
禱告， 求神的憐憫。

是十餘年前父母送我赴美，在機場父親還要幫我
提五十磅重的箱子DD 非常慚愧， 當我發現父

父母是今年三月中旬抵美的， 三天后我帶他

母老了的時候是我幾年前回國探親時。那時父母

們到教會參加我們的復活節聚會。 雖然時差還沒

非常熱情地帶我去看城市的巨大變化，記得有一

有完全倒過來，可是母親對教會的聚會非常感興

個十餘級臺階的景點竟然讓曾經腰板挺直非常精

趣，而父親卻是非常地不感興趣… … 以后的幾周

神的父親氣喘噓噓。父親的衰老最明顯的是耳背，

裡，母親總是非常地樂意同我們參加周五的團

和他講話常常需要大聲和重復。 看著衰老的父

契，主日學以及主日崇拜；而父親總是有各種藉

母，我心裡非常的不是滋味， 非常的不安。遠隔

口。 他的一個藉口是非常典型的， 馮秉誠牧師

重洋的我們實在是不能為父母做很多，實在是有

當年不去參加團契時就用過，“在國內的政治學

很多的無奈… .

習已經上夠了”。

大約三,四年前，錢俊弟兄轉發給我一份遠志明的
布道見證文集。我當時隨手就轉發給了父母。不
曾想不久之后當我打電話回家時，我母親說她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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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四月中旬，

Moorestown 教會舉辦劉志雄長老主講的福音佈
道會， 我的父母都參加了。 那天晚上當劉志雄
長老呼召時， 我的母親舉手了！感謝禶美主！父
親沒有舉手， 他說他耳背聽不清。

地用手擋在耳后側頭挺身。下午的課上完后， 還
在其后的幾個月裡，母親堅持與我們一起參

要再等三小時才能上晚上的課， 習慣于午休的父

加團契主日學和崇拜。 看著母親在主裡的生命成

母有點想打退堂鼓 。 這時衡生弟兄鼓勵他們參

長，很多的教會兄弟姐妹都為她高興而感謝贊美

加晚上劉志雄長老的布道會， 父母沒有太多的猶

主。 父親在此期間還是一如既往地不願去教會，

豫就答應了。當晚當劉志雄長老呼召時， 父親沒

我也不住地切切地為父親禱告， 求主快快地動

有聽清楚。我在他耳邊大聲告訴他劉長老在問有

工， 求主在父親能夠聽到福音的時候揀選他。 雖

沒有人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自己的救主， 這次他

然父親沒去教會， 但他並沒有完全與教會脫離。

沒有再猶豫， 他舉手了！他肯定他需要也願意接

教會兄弟姐妹因著愛心對他的探訪對父親是有影

受耶穌基督作自己的救主。感謝贊美主！

響的， 因為他從董弟兄/瑛妦姐妹，衡生弟兄/王
維姐妹身上看到了那份基督徒所獨有的在主裡的
平安喜樂。

我們這些身在海外的人， 當看到父母日漸衰
老，我們常常掛慮， 而我們又實在無力為父母做
很多，我們能為父母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他們帶

從六月底起父母去我的哥哥家住，當他們回
來時已是八月底了。 那天恰好是八月三十日， 一
年一度的long beach island 福音營在同一天開
始了。 當我告訴父親福音營的講員是與他有同樣
借口的馮秉誠和他並不陌生的劉志雄時， 他欣然
同意參加。 我們是下午到的福音營， 剛好趕上

到主的身邊， 交在主的手裡。 主是信實慈愛的，
他要你“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籍著禱告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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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們， 你願意把你的親人帶到主的身邊
嗎？你願意開始為他們禱告嗎？

馮秉誠的“圣經無誤” 講座。 父親這次坐到了
第一排離講員最近的地方，為了能聽清楚,他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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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回首展望过去的一年，太多太多的事情发生：教
会建堂的过程，我们的瓷婚纪念，两个孩子受洗
归主，献堂典礼，聘牧的成功，先生的Ph.D的
完成，每一件都可以成就一篇文章，该从何处下
笔呢?
輾轉反側，夜不能寐，想起前幾天先生問我：
“結婚二十周年，你想要點什麽？” 我竟脫口而
出：“謝謝你忍受了我這麽多年。”是阿，貳拾年，
婚姻當中能有幾個二十年呢？想到二十年前，我
和先生一起领结婚证的情境：拿着单位介绍信，
户口本，走进海淀派出所。当办事员说：“你们
现在是夫妻了。”我是一脸的茫然，不知所措。
然而从这一刻起，我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没有美丽的婚纱，没有金银首饰，也没有特
别的婚礼。只是，我们用自己的真情携手，走到
了一起。在以后的一段日子裡，生活似乎没有发
生什么本质的改变，两个人依然是我行我素，你
玩你的，我做我。這樣的日子到也過得瀟灑。直
到八九年民运，才让我们对一些事有了新的思
考。总不能浪费青春，无所事事吧。对，出国去！
我是唱着“我爱你，中国！”，踏上美国的。
为了生计，剛到美國就不得不去打工，每当半夜
收工回家，我经常流着眼泪唱着“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两年半后，随着先生毕业，
在新泽西找到工作，我的“洋插队”生活才算结
束。
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生活就象是掉进了看
不到亮光的无底洞。看着两个不会说话，只会哭
叫的孩子，还有永远乱七八糟的屋子。“天哪，

这是什么日子？”难道这就是我结婚，和来美国
的目的？我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衣冠不整，披头散
发，随时尖叫的河东狮子。
生孩子以前，自以为是一个愉快，善良，爱
帮助人，很阳光的女人。可是当生活的内容质量
完全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裡面的独断专横与女性
的体贴温柔也掺杂在一起。一会儿是一个阳光灿
烂的微笑，一会儿是一个“女强盗”魔鬼的脸色，
“离婚，我走。”变成了口头禅。这就是我们家庭
气候时晴时阴的原因。
当我被朋友拉着走进教会的时候，我听到的
是耳目一新，真实贴切的真理的讲述，我被震撼
了，我骄傲的心，放下了。是啊，“才德的妇人
是丈夫的冠冕（箴言12：4）”，“智慧妇人建立
家室（箴言14：1）”我小心翼翼地开始经营夫妻
关系，耐心且盡心地教养儿女。家庭生活從此开
始了质的变化。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暮然回首，才惊觉那
二十年的婚姻旅程，每一步都是那双钉痕的手，
在牵着我，牵着我们这个家，让我们从是家不象
家；从不爱红装爱武装，从要顶半边天；到能顺
服家裡的头做出的决定。啊，神啊，是因为有祢
的带领, 我们今天才能体会到那種结婚时应有
的感动。是因爲祢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时时牵着
我们的手， 即便是在我們還不認識祢的時候，
祢就已經愛了我們，我們今天才能真正得着家的
溫暖。虽然我们有时还会磕磕碰碰，跌跌撞撞，
但自从我们认识祢，就清楚的知道是祢拣选了我
们，怜悯了我们，恩待了我们。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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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榮
氣溫一天比一天涼了﹐房前屋后的草地上滿了

亮﹐可他就是我想像中的模樣，我的心都熔化了。

落葉﹐屋后那棵高過屋頂的楓樹已是滿樹的金

縱然初次見面﹐卻仿彿相識已久。

黃。我們的神，這位宇宙間最偉大的藝術家僅用
瑟瑟秋風就把整個世界染得五彩繽紛。一轉眼﹐
這已是我們來到櫻桃山的第六個秋天。幾個星期
前，我帶孩子們到醫生診所去進行年度體檢。當
醫生問及他們的日常健康狀況時﹐我很自然的
和以往一樣一一替他們回答了。在回家的路上﹐
坐在旁邊的老大德華突然冒出一句:”媽媽﹐以
后你不用替我講了﹐我自己會跟醫生說的。”看
著這不知什麼時候坐車時已從后坐挪到了前排，
個頭已比爸爸媽媽高的兒子﹐我真的感到兒子
長大了。

詩篇第九十篇中，詩人摩西寫道: “我們一
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
其中所矜夸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
們便如飛而去。”從德華出生到如今﹐近十五年
的時間就這樣轉眼逝去了。還記得十五年前﹐當
我把懷孕的消息告知國內的親人時﹐媽媽不辭
辛苦地買了几副漂亮寶寶的圖片跨洋寄來﹐要
我每天看﹐盼著我們也生個漂亮寶寶。十月懷胎
一切平順﹐生產時卻出現了狀況﹐最后只好剖
腹產。當我還躺在手術臺上﹐護士把剛剛來到人
世，哇哇啼哭的兒子捧到我面前。看著頭尖尖、
沒有几根頭髮的兒子，雖然不如圖片中的寶寶漂

轉眼間德華就滿了一歲。生日那天我做了
個大蛋糕﹐還請來了周圍鄰居的小孩要給他慶
生﹐可是他卻對蠟燭上的火苗發生了興趣﹐伸
手就要去抓那火苗。我雖然眼疾手快及時抓住了
他的小手，免除了燙傷的皮肉之苦﹐卻破壞了他
探索的興致﹐於是小家伙便哇哇大哭起來﹐留
下了一張眼淚汪汪的第一個生日紀念照。德華從
小性格比較內向，無論我帶他到哪裡﹐一看到不
熟悉的人，他就往我身后躲，還要把頭往我衣服
裡面躦﹐我覺著自己多了一條小尾巴。

德華五歲了﹐第一天送他去上學﹐看著那
背著書包走進學校、漸漸遠去的兒子的背影﹐我
的眼睛模糊了，盈滿了淚水﹐一陣無名的失落涌
上心頭。孩子已漸漸長大﹐不再是那個我可以整
天摟在懷裡的嬌兒了。還記得德華學會讀的第一
本 書 是 “Are You My Mother”By Philip D.
Eastman。那本書我給他讀了不知有多少遍，到
後來我讀一句他可以跟下一句。他就是從讀這本
書開始認字的。到了二年級時，兒子迷上了一套
名叫“Magic Tree House”的系列叢書。我們買
全了整套，一共三十多本﹐每天晚上睡覺前一起
坐在床上讀﹐那是我在照顧孩子、料理家務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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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后最享受的時刻。孩子小時侯讀的書﹐我都

樣帶走南瓜。這時聖靈提醒我﹐德華已從聖經裡

盡量大致讀一下﹐看是否有不適當的東西在裡

學到神為我們頒佈的十誡﹐不可偷盜。我們好不

面。到德華三年級時﹐“指環王”流時一行﹐我

容易說服了弟弟﹐依依不舍地放下南瓜﹐母子

們也買了一套。看兒子讀，我也試著想讀﹐但是

三人在夜幕裡中走回車裡，開車回家。一路上我

翻了三頁就放棄了﹐我那點單簿的英文底子已

默默地為懂事的德華感謝主﹐也感謝年幼的小

跟不上他了。最近我因實驗室研究經費短缺沒有

兒子給了媽媽一個機會，和他一起學習順服神的

工作﹐便有了點時間﹐又將那套書拿來讀﹐居

功課。

然能大致讀下來﹐又多了一個跟兒子談論的話
題。

2003年夏天﹐我們即將從康州搬到櫻桃山。
為了清理房子准備出售﹐我把德華送到學區辦
2001年夏天﹐七歲半的德華第一次參加教

的暑期學校﹐地點是在一個離家較遠的中學﹐

會的暑期聖經學校。在為期五天的聖經學校裡，

自己請了几天假在家整理。一天﹐把倆個孩子送

德華每天都過得很開心。最后一天學校結束時﹐

到他們各自的學校后﹐我就回家埋頭整理。幹得

我去接孩子。一見面德華就迫不及待地告訴我﹐

差不多了﹐又趕到單位處理一些工作。時間早已

他已經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個人的救主了。回到家

過了中午﹐我卻一點也沒察覺。突然電話嚮了﹐

中，德華既心奮又很認真地把暑期聖經學校的老

我拿起電話聽到的是德華的聲音﹐我驚嚇得跳

師所講解的耶穌基督的救恩，並帶他作的決志禱

了起來﹐這才意識到我完全忘記了中午放學應

告，一一講給我們聽。那真是我們全家最幸福難

該去接孩子的。我聲音顫抖著問他在哪裡? 他倒

忘的感恩時刻。94年當我初去教會時﹐就是被教

是很鎮定的告訴我，他是從對面鄰居家打的電

會裡的孩子能在耶穌基督的愛中成長所吸引﹐

話。原來﹐中午放學后﹐孩子在學校門口等不到

最終認識並接受福音的。

媽媽來接﹐看人都走光了﹐就自己背著書包﹐
提著小提琴﹐憑著平時坐在車裡對路的認識﹐

2002年﹐ 我們 度過在 康州 的最后一個秋
天。一天德華放學回家﹐說學校要求每個孩子帶
一個南瓜到學校﹐於是我便帶著倆個孩子到附近
的農場去買南瓜。到了農場買好南瓜，又去坐Hay
Ride。坐完Hay Ride，天色已漸漸黑下來。就在
我們經過南瓜地，往停車場走的時候﹐四歲的弟

走了二英裡半路、近一個小時才回到家。發現家
裡沒人﹐又跑到對面鄰居家打電話到單位來。知
道孩子安全的在鄰居家﹐我激烈跳動的心稍稍
平靜了一點﹐趕緊一路跑到停車場開車回家。從
鄰居家把德華接回家後﹐真想抱著孩子哭一場
﹐為兒子而驕傲﹐也為自己的失職而內疚。

弟之鴻看到了一個長得很好看的小南瓜﹐於是彎
腰抱起來就想帶走。這下德華著急了﹐因為他知

那年夏末﹐就在學校開學的前一天﹐我們

道我們還沒有為這個南瓜付錢的。遠處銷售棚已

搬到了櫻桃山。德華萬分舍不得他在康州一起長

熄燈關門了﹐我們無法再去付錢買這個南瓜了。

大的朋友、及熟悉的環境，幾乎是哭著來的。還

看著愛不釋手地抱著南瓜的小兒子﹐我心裡掙扎

記得那天我們是深夜兩點鐘到達的。進到空蕩蕩

起來。那南瓜不過值一﹐二美元﹐或許農夫都不

的新家﹐隨便就著地上睡了幾個小時。七點鐘搬

在意呢。哥哥還是很認真地堅持﹐不許弟弟就這

家公司的卡車來了，還在工人們進進出出搬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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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家裡亂作一團時﹐我就送孩子們去上學。

備好孩子的心。復活節后﹐教會又在準備六月的

到了校門口﹐看著一臉緊張憂愁的兒子走進學

洗禮﹐這次我們沒有再去問他。等到洗禮的日子

校﹐我的心七上八下的。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我

一天天近了﹐有一天﹐他突然來跟我們說他已

提前幾分鐘就站在校門口，等孩子放學出來。出

準備好受洗。我們不禁高唱“哈利路亞﹐讚美

乎我的意料﹐德華面帶笑容地走出來了﹐跟早

主！”感謝神對孩子的帶領。2007年六月二十四

上完全判若倆人﹐一見面就迫不及待的告訴我

日﹐德華在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受洗﹐在眾人面

﹐他已經結識了兩個新朋友。我那顆懸著的心這

前見證他在七歲半時即已從耶穌基督得到的寶

才放了下來。

貴救恩。

來到櫻桃山后﹐賴松和我因為忙著工作和

德華受洗后的一段時間﹐好象也沒多大變

教會的事奉﹐對孩子們的照顧不如他們幼年時

化。今年夏天﹐我們同往年一樣送他去賓州的一

那麼周全了。一轉眼﹐德華已經小學畢業﹐中學

個基督教的音樂夏令營。這已是他第三年參加這

畢業﹐進入高中了。以前常聽那些孩子已經長大

個夏令營了﹐所不同的是這次還有他的兩個好

了的父母說起青少年孩子令人頭痛的事﹐自己

朋友書豪和大維同去。在夏令營裡，孩子們不但

也從書上讀到一些﹐現在已身臨其中。記得德華

能學到音樂﹐還有很多靈修、禱告和分享的時間

在初中的一段時間﹐無論跟他講什麼﹐他都要

﹐每個周末的音樂會更是高品質而令人享受。兩

跟我們爭論一番。更有一段時期﹐他對電子游戲

個星期的夏令營很快就結束了。最后一天的音樂

著了迷﹐好幾次趁我們不在家，或是在忙別的事

會后﹐看著德華一一跟他在夏令營裡認識的朋

沒空管他﹐便打游戲打得忘了時間、也忘了吃喝， 友擁抱、道別並合影留念﹐我再次意識到兒子真
等到睡覺前才發現學校功課沒做完﹐趕快來趕。

的長大了。當年那個如影隨行的小尾巴，如今已

有幾次已是凌晨﹐還要爸爸到CVS去給他買做課

能從容地與人結識交往。從夏令營回來后﹐我們

題的材料。更有甚者﹐他為了在弟弟和幾個小朋

發現孩子改變了很多﹐開始每天定時讀聖經了

友面前逞能﹐在家門前滑旱冰做高難度動作時

﹐並且不時會主動來跟我們討論信仰問題。在教

摔倒﹐把左手手腕的兩根骨頭都摔斷了﹐做了

會裡，他也開始積極參與青少年的事工。過去不

兩次手術﹐三個月不能運動和拉琴。好在右手沒

太主動向朋友傳福音的他﹐現在會積極地邀請朋

事﹐還能寫字﹐沒有耽擱太多學習。那個同學們

友來教會，還在Facebook上設置网頁介紹我們的

簽滿了名的石膏筒，他至今還留著作紀念。這時

教會。那個凡事都要跟我們爭辦的兒子﹐現在更

我想起了康州的一個主內弟兄跟我們說過的一

多地明白父母的心了。以往常常抱怨爸爸只知道

句話﹐“有一天﹐我們的孩子會長到我們已經不

忙教會的事﹐現在會更多地理解和支持爸爸的

能為他們做什麼﹐只能用我們的膝蓋為他們禱

事奉了。生活上也更愛干淨整潔﹐不單把他自己

告。”這真是一個寶貴的分享。於是賴松和我便

的房間整理好，還常常主動清理其他房間。家裡

常在神面前迫切地為他禱告。去年﹐在他剛過了

要招待客人時﹐他便幫著把家收拾干淨並接待

十三歲生日﹐我們便問他是否準備好受洗﹐因

客人。記得一個星期天﹐從教會回到家我感到很

為教會在復活節有洗禮﹐但他說還沒有準備好。

累﹐雖然看著廚房裡早上留下的一片殘局﹐但

我們就繼續為他禱告，盼望主按祂的時間親自預

實在無力清洗了﹐於是便躺下小憩了一會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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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過了多久﹐等我起來準備幹活時﹐卻發現整

神跡﹐讓孩子們和我們一起不但從聖經中認識

個廚房已被兒子收拾得乾乾淨淨﹐碗筷都洗乾

祂﹐更在我們的生命中親身經歷祂的大能和信

淨並整齊的碼在洗碗機裡﹐所有的鍋、盆也洗淨

實。我也要感謝賴松在孩子們幼小的時候，支持

並擦干，放回了原處。

我全時在家﹐專心照顧他們。還要感謝孩子們的
愛心和耐心﹐讓我能和他們一起成長﹐學會做

看著孩子大大小小的變化﹐我們不僅心得
安慰﹐更是將一切感謝讚美歸給主。更可喜的是
几個星 期前 的十月 四日， 在Greg Laurie牧師
Harvest 2008福音佈道會上﹐我們的小兒子之鴻
也決志信主。雖然他從小在教會長大﹐但我們還
是擔心他是否真正明白救恩的真意。這次看著十
歲的兒子為著自己的罪流淚悔改、求神赦免時﹐
我們很清楚他是真正重生得救了。感謝神將這麼
寶貴的產業賜給我們﹐讓我們能和孩子們一起
在基督裡成長。我們每天都向神禱告，求聖靈帶
領孩子們繼續成長，讓他們的一生一世能夠榮神
益人。特別感謝神今年在教會場地轉讓中所行的

母親、朋友和天路旅程的同伴。也要特別感謝兒
子德華的鼓勵﹐讓我能把這篇文章寫出來。幾天
前﹐就在教會年刊征稿即將截止時﹐在送他學
琴回家的路上﹐德華突然問我是否要為今年的
年刊投稿。我便跟他講了我曾打算寫一篇有關他
成長過程的文章﹐但是因時間太緊﹐難度也大
﹐恐怕難以完成了。同時我也擔心他不願我與人
分享他的故事。沒想到他竟鼓勵我應該把這篇文
章寫出來。於是我靜下了心﹐花了幾天的時間終
於把這篇文章完成，記下神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給
我們的恩典，來慶祝教會成立六周年。
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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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龍飛 牧師
從去年的次級貸款問題，演變成為最近的全球性金

我們按時往裡邊投一些錢。在我們生活的這個

融危機。短短幾個月時間裡，許多曾經鼎鼎有名的

環境裡，似乎沒有什麼不是靠我們的能力和外

大銀行和金融結構陸續破產和被兼併。這種情形出

在的制度來安排。

乎許多人的意料，也讓許多人目瞪口呆。有不少事
後諸葛亮型的投資人士和政界人士，用諸如“美國
金融 界的 珍珠港 事件”“1929年大蕭條就要重
演”等話語，更使得人們覺得世界性的金融末日就
在眼前，使得人心更加的慌亂不安。

因此，我們的信心很多時候成為一種“過去
式”的信心。當我們提起“信神”或者“信耶
穌”的時候，我們指向的是當初決志信主或者
受洗時的信心；而不是“進行式”的信心--就是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在非常順利的生活

而每個人的生活都逃避不了金融風暴的沖擊。最直

環境中（順利得似乎不需麻煩上帝的介入）---

接就是看到退休金不斷的縮水，從401K 變成301K

我們每天都需要相信神，我們每天都需要信靠

變成201K變成101K。在這樣的情形下，在教會裡

神。很多時候，我們講到相信神，指向的是理

邊，我們開始（如果不是第一次認真的話），為美

性相信“神的存在”，而忽略了我們需要信靠

國和全球的金融秩序恢復迫切禱告。確實，我們需

這位存在的神。

要這樣的禱告。但是我們禱告的背後，原因是否僅
僅是為了我們自己能擺脫（可能的）經濟困境？免
于我們生活和信仰上的不方便？我們還是靠聖靈的
帶領，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事件的發生。透過
這次金融風暴，我們是否更加認識所信的神，明白
他的心意？我們是否在金融風暴中，有一些認真的
反思？

這次金融風暴，使我們發現最讓我們有安全感
的金融體系，我們以為固若金湯的銀行帳戶，
似乎如此的不堪一擊。在幾個月前，我們做夢
都沒想到，許多的大銀行，世界最大的保險公
司---這些掌握我們現在或未來安全感的金融
行業---會破產或者瀕臨破產的邊緣。在這樣
的情形下，我們真的需要思想，我們的信心是

長久以來，作為北美的華人基督徒。我們習慣把自

一種什麼樣的信心，我們所講的信靠，是一種

由安全的外在環境，現代的科學技術，穩固的金融

什麼樣的信靠。我非常相信一點﹕就是在危機

體系，自我對環境和生活的掌控能力等等方面，與

中不會培養我們對神的信心和信靠，在危機中

神的恩典和祝福密切聯係在一起。很多時候，當我

只會反映出我們平時對神的信心和信靠。 在

們說要依靠神的恩典時，我們容易指向的是我們看

這次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中，我們真是發現我

為安全的外在環境或者自己掌握局面的能力。當我

們往常信仰和信心的蒼白和脆弱。我們是否在

們思想神的供應和未來的盼望的時候，我們也容易

內心和外在的表現上，和不相信神的人，沒有

滿足于現有的，看似完善的退休體制的保障。我們

什麼區別？我相信我們每個人最清楚這個問

有許多銀行帳戶幫助我們作各樣的未雨綢繆，只要

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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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特別給弟兄姐妹推薦一本非常好的書。

聖經告訴我們真實的身份是“天上的國民”

書名叫《Ruthless Trust---The Ragamuffin’s Path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

to God》，作者是

Brennan Manning。這本書值

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腓立比書3﹕20），

得我們反復的讀，仔細的讀。這本書能幫助我們明

“屬神的子民”（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白信心的真義。在這本書中，作者講到“The faith
that animates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s less a
matter of believing in the existence of God than a
practical trust （斜體字和下划線是我所加）in his
loving care under whatever pressure. The stakes
here are enormous, for I have not said in my
heart, ‘God exists,’ until I have said, ‘I trust you.’”
“The second conversion from mistrust to trust--- a
conversion that must be renewed daily—is the
moment of sovereign deliverance.” 我們需要對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

神從理性的信心到實際的信靠。我們需要在平時最

國投資者”的重要性？這不是我們想要不想

順利的環境中，培養對神的信靠。 在這次金融風暴

要的問題，而是我們的身份決定我們只能作

中，求神幫助我們認識他，並且去信靠他。這次金

“天國的投資者”。

融風暴或許是這樣一個好時候作一個信仰的調整，
象我非常喜歡的Henri Nouwen “ For as long as
you can remember, you have been a pleaser,
depending on others to give you an identity. But
now you are being asked to let go of all these
self-made props and trust that God is enough
for you.”（引自 Henri Nouwen 所著 《In The
Inner Voice of Love》，斜體字和下划線為我所
加）。

民---彼得前書2﹕9）。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也從來沒有回避教導，我們應該對金錢的態度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馬
太福音6﹕21），我們需要積財寶在天上而不
是地上（馬太福音6﹕19-20）。我們有多少
時候是認真思想我們天國子民的身份，和我們
救主清楚而簡單的教導。我們是否明白作“天

很多時候，我們認為世界的投資讓我們的金錢
保值或者增值。可實際上，當我們在世界的投
資不斷增值的時候，並不能帶給我們真正的喜
樂與平安；如果我們的投資是貶值的，更是讓
我們後悔不已。只有當我們真正投資于神的國
度，即使再小的錢，都會帶來永恆的意義；再
多的錢，都不會擔心虧損。在這次金融風暴
中，當我們看到自己銀行或者退休帳戶的錢不

這次金融風暴，也讓我們反思我們平常對待金錢的

斷縮水的時候，我們真的需要問自己﹕到底我

態度。我們華人大多擅長理財，我們有許多的理財

在天國的銀行裡存款和投資有多少？

方式和手段。我們知道怎麼讓自己的錢保值並且增
值。我們是這個世界上非常優秀的投資者，但很多
時候，我們不是合格的“天國投資者”。

盼望櫻桃山華人教會的弟兄姐妹都能積極投
資下邊幾個“天國銀行活躍概念股/優先股/
成長股”﹕ 教會的日常奉獻基金；教會的宣

我們習慣把錢投資，存儲在這個看得見的世界中，

教基金；教會或者個人慈善基金（幫助有需要

似乎我們的歸宿就是這個看得見得見的世界 。英國

的弟兄姐妹或者其他個人---失業/身體疾病等

基 督 徒 文 學 家 C.S.Lewis 曾 經 這 樣 說
“Prosperity knits a man to the world. He feels that
he is ‘finding his place in it,’ while really it is
finding its place in him.”(C.S.Lewis, 《 The

等，包括國內的扶貧或者助學等）。投資這樣

Screwtape Letters》)。我們以為自己擁有財富，但

方式。很多時候，我們基督徒依舊過著一種以

最終卻是發現被財富所佔有。

欲望/攀比為導向的消費生活。單純看我們的

的天國基金和股票，只會增值永不貶值。
這次的金融風暴也提醒我們反思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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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方式和習慣，真的看不出我們信神和不信神時

的時候，我們拿出這個方程式來套用就好了。

候的區別。原諒我說句刺耳的話，當我們在買房子、

我相信﹕簡樸生活更重要的是一種心態，是一

買車、買家居用品的時候，我們往往不是按照我們

種主動的選擇。我不能提出什麼是具體的簡樸

實際的需要，而是我們的欲望和虛榮，加上內在的

生活方式，但是我相信，當我們真正的在各樣

攀比。我們一定要那麼大的房子嗎？我們一定要用

的消費習慣中，我們謙卑來尋求神的引導，有

那樣的東西嗎？我們可以花很多錢作世俗的娛樂，

一個禱告的態度；神肯定帶領我們作合適的選

買各樣的小說、DVD，我們卻舍不得買一些和信仰

擇，幫助我們過一個“簡樸生活”。其實，當

有關的書。

我們在神面前認真反思我們的消費習慣時，基

我們很多時候在消費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信仰和消

本上聖靈都會在我們內心告訴我們，我們是否

費的關係。英國教會幾年前出的《新起點祈禱書》
中講到這樣以段話“該到哪裡購物，如何購物，以
及該買什麼等等，均是我們信仰的真實顯現… … 購
物時購物者需要進行道德及宗教方面的評斷，這種
行為可能比教堂裡任何虔誠的祈禱者更能榮耀上
帝。” 你可能會覺得這段話講得太重了。其實，不

符合“簡樸生活”的標準。只是很多時候，我
們不願意去聽聖靈的提醒，更願放縱自己的欲
望。我也相信﹕簡樸生活的衡量，不是看你用
什麼樣牌子的東西；而是我們對神與神國度的
態度，我們對自己“天國子民”這個身份的認
識程度。我們的生活消費，有沒有顧及到我們

是這段話講得太重，而是我們平常對待消費和購物

全家的屬靈需要？

得態度太輕飄飄了。我自己曾經把詩篇23篇作了改

在這裡向弟兄姐妹推薦一本非常好的書，書名

寫，描述我們日常的金錢消費。中國人常用“孔方

是《Freedom of Simplicity》(中文翻譯是《簡

兄”作為“金錢”的代名詞。我的改寫用了“孔方

樸生活真諦》)，作者是﹕Richard J.Foster (中

兄”這個詞作為“錢”的代稱。“孔方兄是我的牧

文翻譯作 傅士德)。我相信每個認真閱讀這本

者，我總是感到很缺乏；它使我躺臥在商場購物的

書的人，都會帶來生活方式的調整，更讓我們

休息椅上，領我到時尚的商品邊；它使我的靈魂蒙

的生活方式體貼神的心意，成為神的見證。

蔽，為自己的欲望引導我走消費之路；我雖然行過
富裕的山谷，也沒有滿足；因為你的名，你的利，
都驅使我；在我朋友面前，你為我擺設攀比的宴席；
你用美食膏了我的口，使我的酒杯滿溢；我一生一
世必有貪婪不幸隨著我；我且要住在孔方兄的牢籠
裡，直到永遠。“

這次金融風暴，會讓我們失去一些東西。但是
感謝神，上帝為我們在“天國銀行”裡所儲存
的各樣福氣一樣都不會失去，一樣都不會貶
損。我們作為神兒女的身份，天國子民的身
份，永遠不會貶值。但願這次金融風暴打開我
們的眼睛，讓我們看到上帝的恩召有何等指

我們實在是需要重新檢討我們的生活和消費方式，

望，他在聖徒中得得基業有何等豐盛得榮耀，

重新會到過“簡樸生活”的實踐。這也是我們救主

並且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

耶穌基督對我們的教導。我相信﹕“簡樸生活”不

等浩大（以弗所書1﹕18-19）。讓我們看到，

是說我們只買最便宜的東西，不是說我們不能享受

上帝為我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是不能朽壞、

生活的美好，不是說某種固定方式的生活就是“簡

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的（彼得前書1﹕4）。

樸生活”的標準，不是互相比較誰更寒酸。簡樸生

也 求神幫助我們成為不是只在“今生有福

活沒有一個簡單的方程式讓我們套用，當我們消費

氣”的人---“耶和華啊，求你用手救我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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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脫離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財

造。我也感謝教會能夠成為我們全家中國宣教

寶充滿他們的肚腹；他們因有兒女就心滿意足，將

的伙伴。盼望未來在中國大陸的宣教禾場上，

其余的財物留給他們的子孫。至于我我必在義中見

能和弟兄姐妹彼此的同工。讓神的國，不論在

你的面；我醒了的時候，得見你的形象就心滿意足

南澤西還是中國大陸，借著我們與他同工，不

了。”。

斷的擴展。

題外話﹕

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在過往已經領受神許多

感謝神的恩典，過去近三年的時間裡，幾乎每個月
我都有機會來到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和弟兄姐妹
一起敬拜神，分享神的話語。我自己非常榮幸成為
這個教會發展壯大的見證人之一。非常謝謝弟兄姐
妹給我的許多鼓勵和幫助。我在弟兄姐妹中傳講神
的話語，實際上我自己更得到幫助。弟兄姐妹們的
鼓勵和接納，使我更看重和慎重自己的職分，更鞭
策自己在神話語上下功夫，我自己的生命也得到建

的恩典。巴不得這樣的領受，更增加我們對神
的信心和依靠，更擴展我們屬靈的視野。我相
信，未來神還有更大的恩典和祝福，讓櫻桃山
華人教會去經歷和領受。相信未來在陳興福牧
師和師母的帶領和牧養，在各位同工和弟兄姐
妹的參與和支持下，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將會
不斷的向下扎根，不斷的向上結果，；成為神
國度的精兵和榮耀的見證。

介紹一個收聽主日講道的小竅門
介紹一個收聽主日講道的小竅門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通過教會的網站﹐
通過教會的網站﹐我們可以收聽到每個星期天的講道。
我們可以收聽到每個星期天的講道。一般情況下﹐
一般情況下﹐有關網頁
大約需要一到兩天時間才可以得以更新。
大約需要一到兩天時間才可以得以更新。這裡向大家介紹一個幾乎在同一時間便可以收聽到
星期天講道的簡便方法﹕
星期天講道的簡便方法﹕無論你在什么地方﹐
無論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在互聯網上鍵入下面的鏈接﹕
只要你在互聯網上鍵入下面的鏈接﹕
http://www.cherryhillccc.org/ChineseSundayMessage/mmddyyyy.wma
http://www.cherryhillccc.org/ChineseSundayMessage/mmddyyyy.wma
這裡mm代表月份
mm代表月份﹐
代表月份﹐dd代表日期
dd代表日期﹐
代表日期﹐yyyy代表年代
yyyy代表年代﹐
代表年代﹐你便可以聽到相應日子裡
你便可以聽到相應日子裡的講道〔
的講道〔注﹕如果
是單數日或月﹐
是單數日或月﹐請加０
請加０〕。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如果2009
如果2009年
2009年7月12日
12日(星期天〕
星期天〕你正在Virginia
你正在Virginia海濱度假
Virginia海濱度假。
海濱度假。當天中午12
當天中午12點半左右
12點半左右﹐
點半左右﹐
你只要在互聯網上鍵入下面鏈接
你只要在互聯網上鍵入下面鏈接﹕
鏈接﹕
http://www.cherryhillccc.org/ChineseSundayMessage/07122009.wma
http://www.cherryhillccc.org/ChineseSundayMessage/07122009.wma
你就可以聽到我們教會幾分鐘前剛結束的講道。
你就可以聽到我們教會幾分鐘前剛結束的講道。如果你還
如果你還想重溫一下今年２
一下今年２月１０日
１０日以來任
何一個星期天的講道﹐
何一個星期天的講道﹐以上方法也同樣適用。
以上方法也同樣適用。
請你現在就試一試
請你現在就試一試﹐
現在就試一試﹐看看這個方法
看看這個方法靈不靈
這個方法靈不靈。
靈不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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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成鵬

之一
某聚會前，在課室裡大家熱鬧地交談著。
隱約聽到課室外面走廊傳來：
「我老公來了嗎？」

羊領出來。
羊領出來。既放出自己的羊來，
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
就在前頭走，
羊也跟著他，
羊也跟著他， 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因為認得他的聲音。 羊不跟著
生人；
生人 ； 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
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 必要逃跑。」
必要逃跑 。」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
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但他們不明白所說
的是甚麼意思。
的是甚麼意思。”(約十1~6)

課室裡就有位弟兄馬上回答：「來了。」

主！我認得祢的聲音嗎？在外面喧嚷、裡面剛

旁邊有人打趣地問他：「還沒看到人，只聽到微

硬的情況下，我還能認得祢微小的聲音嗎？

小的聲音，你就知道是你太太？」
另有人插嘴：「他如果聽不出來是太太的聲音，

之二

回家就倒楣了。」

小孩甲專注地玩著玩具，小孩乙站在旁邊看著

這位弟兄卻反問說：「難道你認不出你太太的聲

也試想拿過去玩，小孩甲硬是不給。

音？」

一位成人經過，柔和地勸小孩甲把玩具讓小孩

《思想》

乙玩一下，小孩甲連看他一眼都不看。

“耶和華說：「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
：「你出來站在山上，
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
那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
，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
那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
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
崩山碎石，
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
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
風後地震，耶和
華卻不在其中；
華卻不在其中 ； 地震後有火，
地震後有火 ， 耶和華也不在火
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
火後有微小的聲音。以利亞聽見，
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衣
蒙上臉，
蒙上臉，出來站在洞口。
出來站在洞口。有聲音向他說：「
有聲音向他說：「以利
：「以利
亞啊，
你在這裏做甚麼？」
？」”
亞啊
，你在這裏做甚麼
？」
”(王上十九11~12)

另一位成人經過，對小孩甲說：「你好乖，讓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進羊圈，
人進羊圈，不從門
進去，
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
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
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就是強盜。
從門進去的，
從門進去的 ， 才是羊的牧人。
才是羊的牧人 。 看門的就給他開
門；羊也聽他的聲音。
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
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

他玩一下好不好？」小孩甲抬頭看他一眼，馬
上又低頭繼續玩。
第三位成人經過，用比較硬的聲音對小孩甲
說：「嘿！讓他玩三分鐘，之後再輪到你玩。」
小孩甲抱著玩具撇頭就跑開了。
《思想》
“ 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誰呢？
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 ，
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詩七三25)

33

“耶穌又對眾人說：「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若有人要跟從我，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
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
因為，凡要
救自己生命的，
救自己生命的， 必喪掉生命；
必喪掉生命； 凡為我喪掉生命
的，必救了生命。
必救了生命。”(路九23~24)

這主管的孩子在旁邊拉拉他的衣服，說：「爸
爸，你昨天DD，跟你現在說的完全不一樣
阿。」
這主管很尷尬地作許多辯解。

主！我是這樣死心塌地抱著祢？還是抱著我的

《思想》

舊人、老亞當不放？

“ 他領我到院門口。
他領我到院門口 。 我觀看，
我觀看， 見牆上有個窟
窿 。 他對我說：「
他對我說 ：「人子啊
：「 人子啊，
人子啊， 你要挖牆。」
你要挖牆 。」我
。」 我
一挖牆，
一挖牆， 見有一門。
見有一門 。 他說：「
他說：「你進去
：「你進去，
你進去 ，看他
們在這裏所行可憎的惡事。」
們在這裏所行可憎的惡事。」我進去一看
。」 我進去一看，
我進去一看 ，
誰知，
誰知 ， 在四面牆上畫著各樣爬物和可憎的走
獸 ， 並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並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在這些像前有
以色列家的七十個長老站立，
以色列家的七十個長老站立， 沙番的兒子雅
撒尼亞也站在其中。
撒尼亞也站在其中 。 各人手拿香爐，
各人手拿香爐， 煙雲的
香氣上騰。
香氣上騰 。他對我說：「
他對我說 ：「人子啊
：「人子啊，
人子啊 ， 以色列家
的長老暗中在各人畫像屋裏所行的，
的長老暗中在各人畫像屋裏所行的， 你看見
了嗎？
了嗎 ？ 他們常說：『
他們常說 ：『耶和華看不見我們
：『 耶和華看不見我們；
耶和華看不見我們； 耶

之三
教堂停車場邊有不少野蔓藤，長時間沒理它，它
就漸漸入侵進來佔據停車位，成了雜亂窩了，有
許多垃圾隱藏參雜在裡面。
《思想》
“ 神啊，
神啊，求你鑒察我，
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
試煉我，
知道我的意念，
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
看在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

和華已經離棄這地。』」
和華已經離棄這地。』」”(結八7~12)
。』」

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詩一三九23~24)

“耶穌進入聖殿，
耶穌進入聖殿，趕出殿裏做買賣的人，
趕出殿裏做買賣的人，推倒兌
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
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許
人拿著器具從殿裏經過；
人拿著器具從殿裏經過；便教訓他們說：「
便教訓他們說：「經上
：「經上
不是記著說：
不是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
我的殿必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

“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 卻不想自己
眼中有樑木呢？
眼中有樑木呢 ？ 你自己眼中有樑木，
你自己眼中有樑木， 怎能對
你弟兄說：『
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太七3~4)

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們倒使它成為賊窩了。」”
。」”(可十一15~17)
“ 祂 既來了，
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就要叫世人為罪 、 為義、
為義、 為審
主！求祢赦免我常姑息自己把祢擠出去。

之四

判，自己責備自己。
自己責備自己。”(約十六8)

主！求祢使我瞎眼得以看見自己，自己責備自
己。

公司某部門連同眷屬一起有個餐會，會中部門主
管發表訓言，大肆批評其他部門不合體統，要求
所屬員工要遵守規矩，教導這個，教導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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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梅
誰先愛上誰

羅馬書十一章三十二節道“因為神將眾人都圈在
不信從之中﹐為要憐憫眾人。”在我初信之時﹐

記得多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和我老公在聊天。不
知﹐我們聊到當初我們相戀的事。老公忽然笑著
說﹕“是你先追我的吧﹖要不﹐你怎么會… … ”
我笑著瞪了他一眼﹐道“呸﹐明明是你先追的我。
要不﹐ 你怎么會… … ”我一邊聊著﹐一邊心裡暗
笑“他這人真是要面子﹐明明先追的我﹐卻不好

這話對我來講很難理解。為何神故意先把我們全
都放在背離他的情形裡﹐然後再來憐憫我們呢﹖
我特意為此去問在主裡 侍奉多年的朱弟兄。他沒
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只是很肯定的對我說﹐“沒
錯﹐是神先揀選了我們。所以不論在主裡為主做
了多少事﹐也不敢夸口。因為那是主的揀選。”

意思承認。”
我現在的理解是在我們和他的關係上神是主動的
我們人大都是這樣子。在戀愛的季節裡﹐總是希
望有個條件不錯的異性先愛上自己。這會使我們

一方﹐因為一切都是從他而來的﹐一切也都是依
靠他才得以存在的。

心花怒放﹐並且虛榮心得到很大的滿足。
大女兒和小女兒
在我們和神的關係之中﹐絕對是神先愛上我們
的。約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節道“不是你們揀選了

我的大女兒已經七歲多了。我叫她去做什么事時﹐

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約翰一書四章十九節

常常聽到的回答是“媽媽﹐不行﹐因為… ” 。她

道“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我們真是有面

的理由很多。當我忙的時候﹐實在沒有耐心去聽

子﹐全能的完美的聖潔的神先愛上我們。我們這

她講那些在我看來完全不能成為理由的理由。可

些渺小的敗壞的骯髒的罪人﹐如何配得神的關注

有時我想想﹐面對神的命令時﹐我不也老是有一

與愛心呢﹖正因為是如此的不配﹐所以我們說這

堆理由不去執行嗎﹖

是個奧秘﹔我們的救恩是白來的恩典。
我的小女兒有兩歲多了。她很好動﹐也很有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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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教會聚餐的大廳裡﹐她總是一會兒跑到這

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于是﹐耶和

邊﹐一會兒跑到那邊。我叫她別跑了快回來﹐她

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

一副根本聽不見的樣子。我只好跟在她後邊追著

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言語﹐

她。有一次我忽然想到這其實也很像我在神面前

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就是

的情形。多年前我體會到神對我的引導是讓我多

“變亂”的意思〕。”

禱告。可任性的我卻喜歡讀經或看屬靈書籍﹐不
能堅持禱告。這些年來﹐我的知識增長了﹐生命
卻成長的緩慢。能說些動聽的話語﹐卻缺乏從那
靈來的能力。知識多了而愛心卻不夠﹐使我常常
會掉到驕傲的泥坑裡。雖然我沒選擇走神讓我走
的路﹐而是走自己想走的路。神卻並沒離開我。
我一路上也得到些他的祝福。但其實我心裡明白﹐
如我能從頭就走神讓我走的路﹐那我得到的將遠
遠超過現在。 即使現在﹐神一直在耐心地等我。

華爾街的金融風暴

我最近天天都上網看CNN的財經新聞。雖然﹐我
感覺種種跡象都早已表明美國經濟中存在著很嚴
重的問題﹐但這次的金融風暴發展的速度和規模
還是讓我有些感慨不已。這讓我想起了三段經文。
巴別塔

詩篇一 百二十五章一節“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
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
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節到二十七節“所以﹐凡聽
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
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
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
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
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
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

初信主時讀巴別塔的故事﹐我很不理解神為什么
這樣做﹐好像故意和人做對似的。現在我卻漸漸
的明白了﹐在宇宙中只有神這一個中心。離開神﹐
用自己的方式和能力去尋求榮耀是不會成功的。
神也不會允許這樣的成功和榮耀。我們在事業上﹐
家庭裡﹐社會上﹐以及在教會的服侍上﹐有多少

創世記十一章一至九節“那時﹐天下人的口音﹐

事情是在追求自己的益處和榮耀呢﹖雖然我們可

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

能會一時很順利﹐但終會嘗到其中的苦澀。只有

拿地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他們彼此商量

在主裡的建造﹐才會永遠長存。因為那是建在基

說﹕“來吧﹗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

督耶穌這塊磐石上的。

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

美元很有意思。從小的一分硬幣到大的百元美鈔

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
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
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
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
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
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

上﹐都有一句話﹕“In God We Trust”。中文的
意思是﹕在主裡我們相信。沒有信心﹐貨幣體系
是無法運轉的。而信心是從神來的。〔希伯來書
十二章二節道“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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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

從辦公室的窗子望出去， 有一排整齊的橡樹， 五彩
繽紛的秋色已掛滿了枝頭。一陣清風佛過， 葉子隨
之舞動。 在它們背後是一片碧蘭的天空。 這一切仿
拂是天堂的一景。 或許因為今年沒有到山裏野營的
緣故， 窗前的秋景讓我有一些特別的感觸。 神為我
們所造的真是完美無缺。

風時兒搖動樹枝， 幾片紅葉脫離了樹枝隨風
飄蕩起來， 在空中快樂地起舞，似乎在享受那無拘
無觫自由。 片刻他們輕輕地落在草地上， 加入那早
些時侯落下來的葉子中。望著那些漸漸枯干的葉子，
一抹惆悵忽然席上心頭。 我們的生命又何常不是如
此那？你我的生命中都曾經有過輝煌和快樂的時光，
然而當人脫離生命的源頭 神的時候， 就如同那些離
開樹枝的葉子一樣，生命最終的結局只有一個。因亞
當一人犯罪使我們都落在死的權柄下，神的公義得到
張顯，但神的憐憫何在哪？

感謝神即將賜給我們一個女兒, 雖還未生，
我們已有很多的負擔。開始為她的未來做計划，從吃，
穿，行，個性的培養，智力的開發，甚至如何付大學

費用等等。我們不會知道她將來會是一個什么樣的
人，但會盡最大可能使她快樂，健康。我們對她的愛
也不過如此。思緒不停的跳動，轉而想到我們做兒女
又當如何體會天父的心意哪？約翰福音３－１６〞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當我重新思考這句經文
的含意時，深深為神的憐憫和恩慈所震撼，體會一些
天父的心意。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把孩子帶到神的面
前，神的道路永遠高于我們的道路，神的愛浩瀚無比。
與神同在時，她才真的會有平安和喜樂。

不知何時，飄來了幾片云，天則顯得更加蘭。
正如人的罪反而襯托出神的榮美。心緒漸漸轉回，可
以在神的面前有一個簡段的禱告，〞親愛的天父，願
天上地下的榮耀都歸于你。我原是在罪生夢死之中，
本不配得你的恩典，但你的大愛透過你的愛子耶蘇基
督丰丰富富地澆灌在我和我的全家，讓我們可以住在
你永遠的國度裏。世界隨風而動，但你的話語安定在
天。願聖靈看護我們的心思意念，堅定我們的信心，
帶領我們走過生命的低谷，指引我們當行的路。讓我
們有一棵愛主，愛人的心，特別賜給我們為主做工的
心志和智慧”。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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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俊

我們每個人在世上都會犯錯誤﹐都不是十全十美

如是在戰亂年代﹐我們就會趁機除去我們所痛

的﹐這是自古以來無須爭辯的事實。問題是我們

恨的人﹐因為在那種境況下,我們自已也是朝

每個人在這個鐵的事實面前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夕不保了; 我們從未放過火﹐因為我們恨惡縱

如何。

火犯﹐不願與他們同伍。可是在戰亂年代﹐當
我們發現我們所痛恨的人就住在我們附近的

有兩類持絕然相反態度的人存在。一類人是藉這
個事實為自己的過錯開脫: 既然這個世界上沒有
完人﹐我犯點錯誤﹐無可厚非; 另一類人則是尊
重這個事實而讓自己謙卑下來﹐即使做了好事﹐
也不願意張揚自己﹐因為他們深知自己在做好事
的同時﹐也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換句話說他
們深知自己是有罪的人﹐是需要懺悔的人。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罪的﹐這聽起來有點讓人毛骨
悚然。我們幾乎都不認為自己是有罪的。我何罪
之有? 我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偷盜﹐四不
奸淫﹐我怎么會是有罪的人呢?

其實承認自己有罪﹐與承認人無完人是同等的。
所謂人無完人﹐就是人都是有缺陷的﹐都是有罪
的。

一間茅草屋裡時﹐我們就極有可能點上一把火
後逃之夭夭; 我們恨透了偷竊行為﹐哪怕是小
偷小摸也讓我們深惡痛絕。可是當我們遭遇到
一場洪水或地震而無家可歸時﹐在一貧如洗的
境況下﹐我們就極有可能將別人的財產占為己
有; 我們都想標榜自己是潔身自好的人﹐因為
我 們都在一心一意地愛著自己的妻子或丈
夫。但在我們的心底﹐我們有誰沒有對自己的
妻子或丈夫以外的人產生過好感呢? 只是我
們因為環境所限﹐我們有那個賊心﹐沒有那個
賊膽。

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承認自己是個有罪的人?
我們為什麼非要到被抓個正著的時候才肯承
認自己是有罪的呢?我們為何不可以在這一
切過犯發生之前就接受這個事實﹐承認這個傾
向﹐從而對自己有一個全面客觀的認識﹐知己
知彼﹐百戰百勝呢﹖

我們雖然沒有殺過人﹐但我們都有在心底裡恨一
個人的經歷﹐我們甚至希望我們所恨的人早一點
離開這個世界。我們之所以沒有讓我們的咒詛付
之于實施﹐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怕死﹐我們沒有膽
子去殺害別人﹐或者是我們的時機尚未成熟。假

當全社會人都願意承認自己的罪性﹐大家就會
互相謙讓﹐齊心協力地創造一個和諧祥和的社
會生活環境。我們就不再盲目地崇拜一個人﹐
瘋狂地抬舉一個人﹐一窩瘋地模仿一個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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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腳踏實地地遵循生命之道﹐走懺悔的道路。

本為自己有罪的本性開脫﹐而他們周圍的人更
不要被他們的頭銜和美麗外表所迷惑。

孰能無過？這種反問不應該成為我們可以常常

我們承認自己是個有罪的人﹐並不是叫我們因

犯罪的藉口﹐否則無異于犯更大的罪。以此作為

此而一蹶不振﹐從此就破罐子破摔﹐相反是要

藉口, 就意味著我們對自己的過犯還熟視無睹﹐

讓我們在這個鐵的事實面前明白自己在脫去

還沒有一點自責和悔改的跡象。如果大家都在這

所有外裝後究竟還有幾斤幾兩。 當我們徹底

樣一個反問中生活﹐那麼這個世界就會蛻化成一

看清自己的本相後﹐我們就不會再把自己放在

個充滿自傲﹐充滿謊言﹐充滿罪惡﹐充滿血腥的

高人一等的位置上﹐就不會再一葉遮目﹐狂妄

社會。

自大﹐而只會從心底裡相信自己是一個需要時
刻警醒的人﹐一個容易跌跟頭的人﹐一個不比

我們要讓正人君子的面孔在我們的社會裡盡可
能地減少。無論他們處于多高的位置﹐無論他們
的周圍有多少花環環繞﹐他們都不可以此作為資

周遭人更好的人﹐一個需要別人攙扶的人﹐一
個有限而又軟弱的人﹐一個需要不斷懺悔的
人。

不停止禱告
幾個牧師聚在一起，
幾個牧師聚在一起，討論一些難題。
討論一些難題。有人問“
有人問“不可停止禱告”
不可停止禱告”的命令該怎樣才能遵行。
的命令該怎樣才能遵行。
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了些建議，
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了些建議，最後指定一個牧師就這個問題寫一篇文章，
最後指定一個牧師就這個問題寫一篇文章，下次聚會時
用。一個年輕的女佣正在房裏待候，
一個年輕的女佣正在房裏待候，聽到他們的討論，
聽到他們的討論，叫了起來：
叫了起來：“什么？
什么？整整一個月就用
整整一個月就用
來討論這段經文的含義？
來討論這段經文的含義？這在聖經裏其實是最容易也是最好的經文呢。
這在聖經裏其實是最容易也是最好的經文呢。”
“真的嗎，
真的嗎，瑪麗？
瑪麗？”一個老牧師說，
一個老牧師說，“你是怎樣理解它的？
你是怎樣理解它的？你能一直禱告嗎？
你能一直禱告嗎？”
“當然了，
當然了，先生！
先生！”
“真的嗎？
真的嗎？那怎么可能？
那怎么可能？ 你要做這么多事！
你要做這么多事！”
“先生，
先生，要做的事越多，
要做的事越多，我就禱告得越多。
我就禱告得越多。”
“是嗎？
是嗎？瑪麗，
瑪麗，告訴我你是怎樣做的？
告訴我你是怎樣做的？大多數人不會同意你呢。
大多數人不會同意你呢。”
“先生，
先生，早晨我一睜開眼，
早晨我一睜開眼，就禱告說：
就禱告說：‘主啊，
主啊，開我悟性的眼睛’
開我悟性的眼睛’；穿衣服時，
穿衣服時，我禱
告說：
：‘願我穿上主的義袍’
告說
我穿上主的義袍’；洗漱時，
洗漱時，求上帝將我的罪洗淨；
求上帝將我的罪洗淨；干活時，
干活時，祈求上帝給我力量，
祈求上帝給我力量，
讓我干好一天的活兒；
讓我干好一天的活兒；扇火時，
扇火時，我禱告我心中的靈火也能旺旺的
我禱告我心中的靈火也能旺旺的；
靈火也能旺旺的；預備和吃早餐時，
預備和吃早餐時，我求上
帝用生命的糧食和純淨的靈糧喂養我；
帝用生命的糧食和純淨的靈糧喂養我；打掃房間時，
打掃房間時，我禱告上帝將我心中的不潔都掃干淨；
我禱告上帝將我心中的不潔都掃干淨；
忙著照顧孩子們的時候 ， 我仰望上帝 ， 祈求我能總是有小孩子一樣信靠上帝的愛，
祈求我能總是有小孩子一樣信靠上帝的愛 ， 當
我……”“
……”“夠了
”“夠了，
夠了，夠了！
夠了！”牧師嚷道，
牧師嚷道，“主說過：
主說過：‘這些真理，
這些真理，向聰明通達人，
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
就藏起來，
向嬰孩，
向嬰孩，就顯出來。
就顯出來。’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瑪麗，
瑪麗，不要停止禱告。
不要停止禱告。至于我們，
至于我們，弟兄們，
弟兄們，讓我們為這一
課感謝上帝。
課感謝上帝。
此文摘自 安妮的聚寶盆
安妮的聚寶盆(美)布魯克斯等編；
布魯克斯等編；朱文麗等譯;
朱文麗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2.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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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教會6
教會6周年堂慶有思

周功耀 施彥

六年風雨坎坷途，
六年風雨坎坷途，蒙主攙扶神指路
蒙主攙扶神指路。
縱有攻擊加分裂，
縱有攻擊加分裂，傷痛過後始知福。
傷痛過後始知福。

基督櫻桃山尋羊，
基督櫻桃山尋羊，聚會小屋露晨光
聚會小屋露晨光。
耶穌恩典日日添，
耶穌恩典日日添，*百八子民住聖堂。
百八子民住聖堂。

神州歡悅福音達，
神州歡悅福音達，南澤西地擎燈塔
南澤西地擎燈塔。
燈塔。
萬民歸向十架路，
萬民歸向十架路，CHCCC 是主家。
是主家。

* 現教會約有120
現教會約有120成人
120成人，
成人，60兒童參加主日敬拜
60兒童參加主日敬拜，
兒童參加主日敬拜，總數約一百八。
總數約一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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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回憶中的童年
除了媽媽的病
簡單而又快樂
跳皮筋玩功城
Bo Po Mo Fo Ar Wo E
要背“
為人民服務”
爲什麽要背
“為人民服務
”
还有那讓我咽口水的熬白菜
有那讓我咽口水的熬白菜
一切简单
简单的
一切
简单
的
都成了美好的記憶
終于學會複雜的我
卻失去了曾經
純真的笑聲
五光十色的都市
迷失其中不知谁
迷失其中不知
谁是我
到處是喧囂的人群
閃耀的霓虹燈
我要去哪兒
誰能指點
走進教堂的瞬间
走進教堂的瞬间
簡單殷紅的十字架
震撼了複雜齷齪的心
簡單的道理
喚醒了永生追隨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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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道路
應跟隨祂真理的腳步
讓生命就與祂的簡單合拍
祂的創造簡單完美
享受創造是你的天職
捧起春水一泓
簡單而又透明
傾聽夏蟲長鳴
簡單而又清晰
拾起秋葉一片
簡單而又緋紅
凝望雪花飄落
簡單而又晶瑩
一輪明月
就那樣簡單地懸挂在夜空
把生活放在簡單的創造裏
把生活放在簡單的創造裏
簡單地走路
不要故作莊重
開懷地大笑
難顧淑女的形象
脫去臃腫的矫饰
脫去臃腫的
矫饰
簡單就好
一身輕鬆
淡淡地數著
發梢上的無奈
輕輕地撫著
面頰上的痕跡
永遠不變地
是簡單慇紅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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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磊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你們好！祝賀你們建會六周年。謝謝你們對我們
神學裝備和全職事奉的資助。
我和我全家是二00四年八月辭職走全職事奉主的
道路，至今已有四年零兩個月。白天我在神學院
全職工作，晚上在神學院上課，周末抽時間在中
國人社區傳福音。生活有時平靜如無風的湖水，
風平浪靜﹔有時似狂風亂舞，波浪濤天，不見天
日。

照顧小女兒(2歲)，再請同事看顧(她也要做學校
的中午飯)﹔晚上回家后，還要做飯吃，照顧妻
子、女兒。她有時清早出去，我不知她什麼時候
能回來？有時我擔心她生病時離家出走，或想不
開不活了。但我已學會了凡事交托，禱告，依靠
主的話語渡過難關。雖然撒旦借著人和事來攻
擊，我好象已經被打垮，遍體鱗傷，但主的話語
一次又一次的鼓勵了我，使我沒有在事奉主的道
路上跌倒。就象聖經所說“拿著聖靈的寶劍，就
是神的道﹔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以弗

由於神學院的資金極其有限，還要交納一半的學

所書6：17-18)。她上次生病，主給我的聖經話

費，我的收入就非常低。如果沒有弟兄姐妹們及

語是“我的好處不在耶和華以外”(詩篇16：3)。

教會的支助，我們似乎難以生存和讀書，特別是

每次當王凌生病，都是給我一次沉重的打擊﹔

我們沒有健康保險，不能輕易看病，但是我妻子

每次她從病中走出，我就滿懷希望和感恩。我曾

王凌又經常生病(周期性精神躁郁症)﹔我們來杰

對主說，但願主徹底將她治愈，我便能勝任牧師

城四年，妻子生病就有八次。每次生病，至少有

的崗位﹔我很難想象我妻子有這樣的病還能當

一個月時間她不能安靜下來睡覺，而是抑郁和煩

師母嗎？但我怎麼辦呢？王凌的病老是不得醫

躁。在這裡已有四次去住院治療，一去就是至少

治，我還能做牧師嗎？甚至能否做一個傳福音全

一個多星期。我們沒有辦法付醫院的帳單，有時

職傳道人？主呼召我不是全職事奉他嗎？白天

醫院免去她住院費，隻要交急診費和救護車費。

我面對工作的壓力，學生的挑戰，回到家面對妻

有時我們隻好置之不理。感謝主，自去年四月她

子的埋怨和憤怒(病所引起)，真是四面夾擊，八

住了醫院回來后，至今還沒有去過醫院。

方對付。同時我申請綠卡的過程一再被拒受挫﹔

她生病的時候，我就象處於火燒一般。記得今年
七月，我正開始教暑期中學補習班，每天必須九

連想回中國，辦中國護照延期也被拒絕，(請假
開了幾天的車去華盛頓辦護照延期，一無所獲)。

點開始上課，下午三點才結束，十一個學生，八

看上去我似乎走投無路了，連事奉也走不下

個不同的年級，隻有我一人教數學，沒有代課老

去，但主的話語一再安慰我。“我的好處不在耶

師。我不能請假，但妻子生病了，不能帶兩個女

和華以外”，我一再回味、思考這句話，我的好

兒，我隻好將兩個女兒帶到學校，要大女兒(8歲)

處是什麼呢？我想到我結發的妻子，曾經那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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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溫柔、善解人意的同心伴侶，她生病時卻成

離鄉背井，離開結發的妻子和兒女，離開熟悉的

為我需防范的

”敵人”。 我想到我不遠萬裡來

教會和朋友，來到完全陌生的環境，其中的困難

到美國尋夢，卻又回到學校帶著白發帶孩子學

可想而知。有一個叫Biju的印度學生，他來到我

習。我的房子在哪裡？我的家產在哪裡？我的學

們學校，每夜哭泣，連哭了兩個星期。還有一個

問，我所學過、用過的技能又在哪裡？但這些都

叫莽的弟兄，在華盛頓特區呆了一個多月，交不

不是我的好處，我的好處隻有我相信了的，接受

起那兒一所神學院昂貴的學費，每天煩愁，精神

了的並永遠住在我裡面的主耶和華。即使我來自

萎靡，后來經人介紹來到我們學校。我們學校給

妻子的喜樂離開了我﹔即使弟兄姐妹們不再支助

他們工作機會，並可免掉一半學費。當然他們的

我們，神學院也不發工資﹔即使我不能有登台講

工資是很低了，因為付了一部分學費。他們來美

道傳講聖經的機會﹔即使主拿去了一切我能事奉

國隻帶了很少的行李。我們這裡的住房房租很

他的崗位、技能﹔即使我沒有人間一切可喜樂的

貴，我帶他們一起禱告，幫助他們找到一處最便

事情，我還有主，我的好處就是他，不在他以外。

宜($541兩個臥室)，又離神學院最近的地方。我

這就如詩篇74:25-26所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

們又幫他們買了兩台桌子，一個電話，一個書

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包，一個台燈，(我們和另一個中國姐妹合買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 神是我心中的力

的)。我還迅速在杰城華人教會的電郵名單上發

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了消息，尋求華人弟兄姐妹的幫助，馬上就有弟

我們堅持在中文學校唱詩，傳福音，每次兩個小
時(先唱詩再學聖經，中間有見証分享)，至今已有
三年，起先參加的人很多(多達十三個人)，半年后
大陸和台灣辦的中文學校 地址分開，人數就少
了。大陸的中文學校搬到北佛羅裡達大學商學院
教，我們便將唱詩查經班移到這個商學院，中文
學校在教室樓裡上課，我們便在教學樓前面唱贊
美歌，學聖經。這學期台灣的中文學校又移到與
大陸中文學校一塊。參加我們唱詩學聖經的人數
便有增加。我常常單獨大聲唱聖詩，有時也有一、
兩個人參加。有時我們唱英文，有時唱中文，居
然也有不認識的美國大學生參加我們的唱詩。最
近一個周日，一位叫“路得”的女大學生和我們
一起唱詩。我剛來美國時，是美國人在校園裡給
我們這些中國人傳福音﹔現在我們中國弟兄姐妹

兄姐妹響應，有的送被子，床單，床墊，有的 送
電腦、微波爐，有的送餐具，還有送自行車的等
等。他們非常感謝我們這些中國的弟兄姐妹在主
裡的愛心奉獻。這些印度學生沒有能力付但汽
車，但他們可以騎自行車，也可以走路，(大約
40分鐘)。飲食也有很多不適應。因為我們在神
學院裡提供的食物是西餐居多，而他們要吃米飯
和炒菜。他們喜歡吃蔬菜和水果，但我們學校提
供的絕大部分都是烤雞、土豆泥和面包。華人教
會的姐妹們很有愛心，總有人給我家捎來水果、
蔬菜，有時數量”驚人”，我們便帶到神學院給
大家分享。我妻子也周五去做中國飯給同工們吃
(包括印度學生)，給他們改善伙食。這些印度學
生非常喜歡王凌給他們做的飯菜，居然要求她每
天都來做飯給他們吃。

居然也能對美國子弟有所回報，傳福音給他們，

那位叫 Biju 的印度弟兄家境非常貧寒，他的父

這也叫飲水思泉了。

親是牧師，他在印度的一家神學院教神學，有一

我們神學院這學期來了三位新的印度學生，他們

女一兒，最小的兒子和我女兒加加一樣大，才三
歲。他說他借了五千美元才能來美國。他沒有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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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行李來。有天早上我看見他穿了一雙拖鞋來

主以外”，我就馬上心平氣和了。亞伯拉罕當初

上班，我趕緊跑回我的汽車，找了一雙皮鞋給他

先讓他的侄子羅得挑選土地，羅得將上好的挨近

穿，雖然大了一點，但總比拖鞋好﹔至今我還見

所多瑪、蛾摩拉的約但河平原選去﹔神卻讓亞伯

他穿在腳上，我們又送了每人一雙棉襪給他們，

拉罕免去罪惡的試探(創世紀13：7-13)。當年以

因為秋天、冬天來了，天氣很涼，他們又在校園

利亞靠溪水和烏鴉送來的面包也能安然度日，我

裡干體力活，需要厚一點的襪子。我們也不富裕，

們豈不比他好上千白倍嗎？隻要活在主的話語

但我們來美國比他們長，在地上的物質比他們

裡，吃點虧也是甜在心裡。

“豐富”，應該多多幫助這些“貧窮”的弟兄。
還有一家已來美國一年的印度學生，他和他妻子
以及一兒一女都來到了美國，也是和我們一樣邊
工邊讀。他們一家都長得象中國人，看不出是印
度人。他們也很窮。那個姐妹來美國之前，才作
了子宮切除術，來美國后傷口總有感染，疼痛，
她還有貧血和低血壓，身體不好，我們就一直幫
助他們，給他們送家俱，衣服、被子，送青菜、
水果，送錢送藥。他們不可能回報我們﹔我們也
不願他們回報，這都是來自主的愛。箴言19章17
節說：「伶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
行、耶和華必償還。」耶穌說“你們擺設筵席，
倒要請那貧窮的，殘廢的，瘸腿的，瞎眼的，你
就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什麼可報答他。到義人
復活的時候，你要得著報答。”(路加福音14：
13-14)
神學院有很多來自商場捐獻的食物，但沒有青
菜、水果，都是肉類，魚蝦和面包。有時有很好
的牛排、海鮮等等。我立定了一個主意：一定要
讓別的弟兄姐妹同工先挑，選他們喜歡的，最后
我再去拿我所需要的。我想到“人活著不是單靠
食物，乃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4：

我很喜歡主的話語﹔我喜歡聽他的話語，讓他
的話語從我的耳畔聽入我的腦海，又進入我的心
坎。如果妻子沒有生病，我不需要時刻陪著她，
我便每天拿出一個小時的時間聽聖經。從年頭到
年尾，一年又一年，從創世紀到啟世錄，就這樣
一遍又一遍的聽。自我來這個神學院，來到這個
佛羅裡達州的杰城，這個海邊城市，氣候適宜，
晚上涼爽的空氣特別適合我聽聖經。我聽的是
NIV的英文版聖經，念聖經的人極其愛主﹔從他
們的語氣中不難聽出這種誠摯、純朴的愛。背景
音樂是古典風格，與所朗讀的聖經配合得緊密協
調，天衣無縫。我不知道來杰城后總共聽了多少
遍聖經，我想大概十遍左右。
神的話語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看萬事盡都有
限，唯有你的命令極其寬廣。”(詩篇119：96) 神
的話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
甜！”(詩篇119：103) 神的話”是我腳前的
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119：105) 我之所
以能夠在神學院事奉和讀書，在家裡幫助妻子渡
過疾病的難關，全靠每日的靈修和讀經，如果沒
有主的話語，我想我早做了逃兵。

4) 我不能在食物上絆倒弟兄。有時這很難做到，

事奉主不會一帆風順，時刻都有爭戰。這個爭

我開車去食品店將一袋袋誘人的牛排，鮮艷的魚

戰不是與屬血肉的爭戰，是與空中屬邪靈的爭

蝦拖到神學院，卻先讓弟兄同工們拿去，一點也

戰。戰場就在我的頭腦裡以及心頭的深處。辭去

不留下好的給自己，我也有妻子和兩個女兒呀，

屬世的工作后來到神學院讀書和事奉，屬靈的爭

她們也需要吃有營養的食物。可是這種自憐的想

戰就逐步激烈。由於語言問題，我們沒有弄清楚

法一來，主的話語立刻安慰我，“我的好處不在

來神學院工作的准確工資，誤以為有三萬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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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當時我也沒有想一定要弄個一清二楚，隻想

於感動那個老板將工資發給他。他在屬靈的戰場

到要專心事奉主，早日受裝備，以響應神對我的

上學到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功課，就是禱

全職全心事奉的呼召。后來工資發到手，每月工

告。不靠勢力，不靠學問，而是靠神的靈方能成

資比預想的要少很多，不足以付基本的生活、學

事。同樣，呼召戴得生的那位神不也是我的神

習費用(學費交了一半，還要付房租、水電、汽油、

嗎？我專心仰望他，他一定會給我開路的。於是

汽車保險等)，我們還得在以前工作中積攢的有限

我每天回到家，跪在床頭禱告，在禱告中我將我

的存款中拿出錢來付各種的費用。特別是王凌來

的顧慮，疑惑甚至氣憤，“被騙”等等一切感情

后不久就開始生病(憂郁症)，后來又懷孕生孩子，

都傾吐給愛我的主。我問他該如何辦？是否要退

就不能在神學院工作。我們的工資又減去很多，

出來？我們當初已辦好了加拿大的綠卡，移民手

每月的工資付去房租、水電和汽車費用就沒有

續全部准備好了，隻等登陸﹔加拿大也有很多神

了﹔我們的存款也不多，如果就這樣下去，沒有

學院，我也可以去那裡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可是

多久也就會用光的。當時神學院還沒有商行捐獻

禱告的結果是神要我們繼續留下來，不去加拿

的肉類和面包﹔我們得去商店購買。我們得精心

大。神也讓我從心裡明白，神學院院長(也是我

劃算，不敢多花錢。可是王凌生病看醫生，住院

們的牧師)並沒有欺騙我。我還是繼續禱告，進

得付錢，我們一是設法申請政府的支助，二是在

一步尋求神的旨意，就這樣禱告、讀經(每天堅

存款中付去剩下的醫治費用。 (比如她看中醫的費

持聽聖經一個小時)，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

用，還有西藥的費用完全得自己出。)

月一月的過去了。我的心情漸漸開朗，疑惑消除

當時在工資理解方面的誤差使我非常難：我誤以
為我們“被騙”，心裡非常氣憤。但怎麼辦呢？
是去與院長抗議嗎？是辭去工作，中止神學院的

了，顧慮也大大減少，”被騙”的感覺也消失的
一干二淨。我們終於舍棄去加拿大移民而專心在
神學院讀書和事奉。

讀書嗎？我想到看過的戴得生傳。當年戴得生年

我還有千言萬語要寫下來，但想道還有許多課程

青時，准備遠去中國傳福音，在英國一個診所裡

論文沒有寫完，隻好就此擱筆。以后我要詳細寫

學習和工作，准備醫療方面的培訓，好在中國一

給你們。在這裡我感謝我的妻子: 她在電腦上打

邊行醫一邊傳福音。我讀到戴得生有很久沒領到

的中文。願主祝福你們！

工資，生活非常窘迫，但他沒有直接質問他的老
板而是依靠禱告，后來經過長時間的禱告，神終

October 26, 2008

47

賴松
葛老弟， 本名 Donald Gratti，是第一個向我傳福音的人。
初遇葛老弟

1989年夏末秋初，我放棄了在中科院
的物理研究生學習，退學，從北京回到故鄉
昆明，成了一名待業青年 [注1]。那段時間，
是我記憶中人生的最低點。徬惶而苦悶的日
子中，一如既往地真摯愛我的新婚妻子，是
我生命的船帆在心海中唯一可停靠的港灣。
她、我自己，以及家人，特別是慈父對我的
前途的深深的擔憂，激勵我重整旗鼓，一門
心思專注于聯係出國留學。

回昆明後不久的一天，我陪建榮去上
一個夜校英文補習班。那天的老師，是個白
人，四十來歲，中等個子，有些禿頂，清瘦
的面龐，目光炯炯有神，講話生動風趣。其
他講課內容，現在早已忘了，但仍記得的是，
在介紹他的家鄉波士頓的一些風土人情時，
他也穿插著問了大家一些關於波士頓的簡單
問題，想來是為了活躍課堂氣氛，也看看班
上學生對美國及他的家鄉有多少了解吧。也
許是因為他所問的問題，我都能答得上來，
諸如MIT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縮寫，等等，記憶
尤深的是，下課後，他徑直向我走過來，主
動和我聊了起來。他的名字，我聽起來像是
“唐納德。葛老弟”。心里就想，美國人就
是幽默，明明比我年長很多，卻自稱“老
弟”。和他相熟以後，我把這當作笑話告訴
他，誰知在聽我解釋“葛”是中國姓氏之
一，“老弟”即“Old Brother”後，他竟然
很興奮，說這個名字比別人稱呼他的“唐先
生”、“唐老師”來得親切。所以“葛老弟”
也就成了他的中文名字。我也自此染
“疾”，不時會給一些外國朋友取中國名
字，如“張伯樂” [注2]，“倪樂睿” [注3]，
等等。這是後話，在此不贅。

雖是初識，我英語又只能講得磕磕巴
巴，但和葛老弟的交談卻相當愉快。臨別時，
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熱情邀請我，周六傍
晚到他旅館房間，參加一個Party（聚會）。
那時候，能認識個把外國人，是件榮耀的事，
加上想到這是練習英語口語的難得機會，說
不定還能在留學申請上請他幫上什麼忙，我
就忙不迭地答應，到時一定不見不散。

醉翁之意
到了周六，我興致勃勃地按時前往葛
老弟所住的雲南大學留學生樓 [注4]。雲大是
建榮的母校，本科加上研究生，她前後在此
學習的時間，涵蓋了我們八年戀愛長跑的七
年。所以我沒什麼困難，很快就找到了葛老
弟的房間。

葛老弟的“家”，有一個臥室加一個
客廳。據他介紹，這個 “沙龍” [注5] 每周
六晚上同樣時間舉行。那天來的客人，除我
以外，另有七、八人，大多是雲大或附近其
他高校的學生或青年教師。大家“破冰”、
彼此介紹後，聊了一會兒天，然後在客廳里
圍坐一圈。每人手上發有几張歌篇，開始唱
歌。大部分是中文歌，也有一、兩首英文歌。
中文歌詞用的是繁體字，我有好多字都只能
靠猜，遣詞用句也是我所不熟悉的（後來知
道這些歌篇是葛老弟從香港帶來的）。歌曲
內容都圍繞著耶穌、神、主。我注意到，唱
中文歌時，葛老弟就只是打著節拍哼唱，而
唱英文歌時，大部分人都不能開口。唱完歌
後，葛老弟遞給我和另一個第一次來參加這
個“沙龍”的人每人一本黑色封面的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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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我們，這是聖經，是送給我們的見面禮。
然後大家讀一段聖經，接著是葛老弟講解，
由雲南師範學院外語系的一個青年老師翻
譯。大家或提問、或討論，氣氛蠻熱烈。我
後來知道，這種聚會叫『查經班』（Bible
study）。
對于從未涉獵過基督教的我，這完全
不是來之前所想象的Party。一切是既陌生，
又似曾相識。陌生的，是其內容；熟悉的，
是聚會的方式。無論是唱歌，還是讀、講、
討論聖經，都讓我不由得聯想到我從小就熟
悉、但深惡痛絕的政治學習，只不過歌唱、
認罪的對象不是共產黨、毛主席，而是神和
耶穌，讀的書由紅寶書 [注6] 換成“黑寶
書”—聖經罷了。我心想，搞了半天，這所
謂的Party，就是為了販賣精神鴉片啊 [注7]！
我開始有些後悔來參加這樣一個莫名奇妙的
聚會，心中那種怪怪的、甚至有些上當受騙
的感覺，至今記憶尤深。我既沒有開口學唱
任何一首歌，也沒有主動問任何問題或參與
討論。但礙于禮貌，也出于好奇，更因為難
得有機會直接與美國人講英語、練習口語，
就沒有拔腿告辭。

後來，葛老弟問我有沒有聽過福音，
信不信神、耶穌。聽到我否定的回答後，那
個作翻譯的老師和他的妻子就熱情地告訴我
說 [注8]，他們以前也象我一樣，但現在已經
信了耶穌，信主有多麼好，等等。既然已經
開了口，我就開始問一些自以為會擊中要害
的問題。但無論葛老弟他們的回答是什麼，
在我看來，不過是“信則有，不信則無”的
注解罷了。

聚會結束時，葛老弟特別關照我和另
一個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沙龍”的人，請我
們不要對任何人講這個聚會的內容，以免引
起不必要的麻煩。他也邀請我們以後每周六
來參加這個“沙龍”。也許是被他的真誠打
動，也許是出于對新事物的好奇，但更多的
是出于練習英語口語的目的，以及一種挑戰
心理，我答應以後只要有可能，我都會繼續
來參加這個聚會。

溫柔敬畏[注
溫柔敬畏 注9]
葛老弟的周六“沙龍”，我前後參加
了約半年左右的時間，直到後來葛老弟離開
昆明為止。其間，為了經濟上的需要，我開
始到處找工作。後經在雲大物理系任教的一
個科大老校友、也是我在昆明最好的朋友的
引薦下，我得以認識了他的一個鐵哥們兒。
這個新朋友恰是管理雲大留學生樓的主任
[注10]。在他的安排下，我開始在雲大留學生
樓工作，負責夜班的前台工作。這樣一來，
參加周六“沙龍”就更加方便了。這份工
作，讓我有很多機會練習英語口語，工資雖
然微薄，即使加上獎金，每月還不到150元，
卻也能幫助應付一部分日常生活開銷，以及
我聯係出國的郵資。

聯係出國留學、焦急等待錄取及獎學
金消息的日子，乏味而沉重。參加葛老弟那
里的查經班，猶如吹皱一池春水，成了我每
周生活的亮點，同時也把從未思考過的關於
信仰的問題帶到我的面前，對我從小就接
受、但未細糾過的無神論思想，形成直接的
挑戰。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甚至為了show
off （出風頭），每個星期周間，我都會花一
些時間，仔細閱讀周六要查的聖經經節，及
前後經文，找其中的“漏洞”，準備些尖銳
問題。到了周六“沙龍”，我就常常用我自
以為已深思熟慮過的問題去挑戰葛老弟和其
他基督徒。在他們無法回答我的問題時，我
心里就有很大的滿足。但有時雖然我心里有
些懊惱，卻也不得不承認他們講的有道理。
其實一經點破，稍加思想，宇宙間有個超自
然的神，對于我來說，並不難接受。我學的
是實驗物理，做實驗時，如果結果是漂亮而
有規律的，我就知道實驗做對了。那些物理
定律、公式，那末漂亮；這世界，大到宇宙
星辰，小如原子分子，運轉那麼有序，怎麼
可能是隨機產生的？所以說這個宇宙世界出
自一位超然而大能的創造者，或稱之為神，
我很快就接受了。但我那時所相信的，是所
謂“第一推動”的神﹕神創造了宇宙萬物以
後，一切就按創造時已完全定好的規律自己
運轉。要說神無所不在，關心人的喜怒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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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耶穌就是神，變成人的樣式來到世上，
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為的是拯救世人，我
認為與文化大革命將毛澤東神化一樣，無非
是一千九百年前就開始、並持續至今的另一
場造神運動罷了。

不久，我就能感到除了葛老弟以外，
其他基督徒都不太喜歡我，一定是覺得我太
驕傲狂妄、無可救藥吧。甚至一些非基督徒
也有點討厭我，常勸我不要那麼鑽牛角尖、
“攪窩子”（昆明話，把好好的聚會攪亂的
意思）。但我心里並不以為然。我們不是在
尋求真理嗎？真理不是越辯越明嗎？會被駁
倒的就一定不是真理。因為我來這個Party的
主要目的，是練習英語口語，所以只要逮著
機會，我就盡可能多地用英語向葛老弟提
問、或說出我的觀點。印象深刻的是，無論
我表達得怎樣磕磕巴巴、語無倫次，甚至有
時是胡攪蠻纏，他始終對我很尊重、耐心，
總是鼓勵大家多提問，多思想，多討論。在
不能回答我的問題時，他就實事求是地告訴
我，他需要更多地思考一下。他常常會在夜
深人靜時，來到我值班的前台，或聊天， 或
就信仰進行更深的交談。

慢慢地，雖然我心里依然剛硬，但不
知不覺中，我對基督信仰，對有信仰的人的
看法，還是有了些許改變。特別是葛老弟的
那種淡定从容，真的讓我羨慕。記得有一次
聚會，是給兩個新基督徒施洗，浴缸就當作
浸禮池。洗禮過程中的一切都顯得那麼神
聖，無論是身穿潔白袍子的受洗者及給他們
施洗的葛老弟，還是燭光搖曳中祝福的歌
聲，都讓我很受感動。後來我就跟葛老弟說，
有信仰還是不錯的。但葛老弟就強調，不是
什麼信仰都是好的，只有耶穌是獨一的真
神。記得有一次，在得知一個瑞典客人向我
傳一種宗教時，他就把那人送給我的一本書
借去看，然後在第二天晚上，到我值班的前
台來找我。他告訴我，瑞典人所傳的，是一
種源自印度教的新紀元宗教，是false religion
（錯誤的宗教），是把人引向地獄的邪惡信
仰，勸我要遠離那個瑞典人。我雖然並不相
信他所說的天堂、地獄，但回想到那個瑞典
人的行事為人的確有些鬼鬼祟祟，讓我感到

不舒服，以後就避免再跟他談論宗教信仰。
好在此人不久就離開了雲大。

不知不覺中，已到了1990年初春。我
那時整天盼星星、盼月亮般，在等待1990年
秋季到美國留學的錄取通知。每次見面，葛
老弟都會說他在為我的留學申請順利禱告。
我雖然不信他所傳講的神，但還是被他的真
誠友誼所感動。經過幾個月的相處，我和他
已彼此熟悉，對他也已相當信任。有一次，
我和他談起了非常敏感的六四血案。這是我
回到昆明後，除了建榮外，絕少對其他人提
及的話題。89年春、夏之交所經歷的那場血
雨腥風，特別是6.4之後所看到的人心的險
惡，讓我對人生的看法，灰暗到了極點。當
我回憶到當時所親歷、已刻在我心板上的一
切，悲從中來，眼淚止不住地流。葛老弟也
雙眼飽含淚水，不住地安慰我說，神愛我，
神愛中國人，神會按神的時間做事。我不禁
就問葛老弟，如果這世界真的有個象他所說
的那樣慈愛、公義、大能的神，那為什麼還
會有6.4這樣的慘案發生？為什麼那些惡人未
受到應有的懲罰？葛老弟的回答，並不能讓
我信服，但他與我同流淚、同哀傷的真誠，
還是深深地感動了我。

遞解出境
不久後的一天深夜，我正在值班，葛
老 弟 突 然 來 向 我 告 別 ， 說 PSB （ Public
Security Bureau，即公安局）發現他從事與
他身份不符的事[注11]， 第二天就要將他遞
解出境，他將乘飛機離開昆明去香港。他留
下一個袋子給我，說是給我的几件小禮物。
我一聽這又是公安局，又是遞解出境的，嚇
得不敢跟他像平時一樣多講話。我永遠記
得，臨別時他用力地握著我的手，看著我的
眼睛，說了這番我永遠難忘的話﹕“It has
been my great pleasure to know you and
share with you the gospel. You are a highly
intelligent young man, and you are very
serious in seeking the truth. I will keep
praying for you. I believe you will become a
Christian some day”。(“很高興和你認識，
與你分享福音。你是個很聰明的年輕人，對
尋求真理很認真。我會繼續一直為你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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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你終有一天會成為一個基督徒。”）

那天夜里，我緊張得要命，通宵未眠。
特別是看到葛老弟留給我的袋子里，有几本
聖經，以及周六聚會用的詩歌歌篇，心想如
果公安局發現，不要說我聯係出國的事要泡
湯，多半還會給抓起來。真是越想越怕，不
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第二天一早，天才麻麻
亮，一輛有公安標誌的吉普就開到院子里
來，幾個公安下車、上樓。過了不一會，就
看到葛老弟和他們一起下樓來，上車走了。
下班後，我路過翠湖，乘天還未完全亮、附
近沒人時，將事先已放了一塊磚頭在內的葛
老弟留給我的袋子，沉入湖里。此後，在惴
惴不安中度過好幾天，直到看來一切如常，
懸著的心，才慢慢平靜下來。

棄而不舍
葛 老 弟 被 迫 離 開昆明 後， 周六“ 沙
龍”當然就再也沒有了。我因害怕惹上麻
煩，擔心公安局監視、調查和葛老弟有過來
往的人，所以刻意避免與過去在這個聚會認
識的人聯係。但心里，卻時常懷念和葛老弟
認識、交往的那些時光。

幾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沒有
葛老弟的任何消息。那年秋季留學的獎學金
申請，結果也因我的托福、GRE成績已過期、
需要重考，而一一被拒。日子像一轴毫无才
气的都市画卷缓缓铺开，生命似河流上的漂
浮物被时间裹挟着前行。有一天，建榮如往
常一樣，下班時帶回我的一些郵件。其中一
封沒留寄信人的地址，郵戳是香港的，收信
人的姓名、地址是手寫的，象是葛老弟的字
跡。急忙打開一看，落款處是一個歪歪斜斜
的“葛”字，果然是他的來信。想必他是為
了我的安全考慮吧，信很短，沒有提任何其
他的事，只是說他正在準備一些Paperwork
（公文），希望能再訪問中國，到時會再與
我聯係。我心里想，象他這樣被遞解出境的，
肯定已經上了公安局的黑名單，再來國內大
慨是不可能的事了。

這以後，葛老弟又是音訊全無。我沒
有他的地址，但即使有，大概也不敢與他聯
係。誰知幾個月後，又收到他的一封來信。
還是和上封信一樣，沒有回郵地址，信很短，
只是告訴我，他已開始在國內一個中醫學院
doing old stuff（重操舊業），他沒有說他在
哪里。從郵戳上看，他應該是在福州。我想，
他所說的doing old stuff，一定是又開始了個
“沙龍”了吧。心里就默默為他祝福，希望
他不再出事。

再次、也是最後一次收到葛老弟的消
息，已是1991年夏天。那時我已來到美國留
學。一天，收到建榮的來信，里面附上了一
張葛老弟寄來的明信片。郵戳是莫斯科的，
畫面是那里著名的圣巴西利亚大教堂。明信
片上還是只有寥寥几行字，說他不得不離開
中國，神已把他帶到了蘇聯，那里的人對Good
news（福音）很饑渴，他每天都忙得不行。
我想他所說的“had to leave China” （不得
不離開中國），應該是暗示他再次被驅逐出
境吧。很想跟他聯係，但無奈沒他的地址。

永遠記念
我和建榮1995年底信主、1996年一月
七日受洗後，我最想將這個好消息分享的
人，就是葛老弟。我真想讓他知道，他五、
六年前為我得救種下的福音種子，現在終于
如他在離開昆明前所預言的那樣，結出了果
實。聖路易斯中華福音教會的薛孔偉牧師和
几位弟兄姐妹分析，葛老弟應該是在香港有
分支機構的福音機構的宣教士。他們就想辦
法為我去打聽，希望能幫我找到葛老弟，分
享我得救的歡喜快樂。几番努力下來無果，
最終只好放棄了這個願望。
自馬禮遜入華以來這兩百年間，成千
上萬的外國宣教士前赴後繼， 身體力行主耶
穌所交付的大使命，將寶貴的福音傳給我們
中國人。這其中，既有馬禮遜、戴德生這樣
廣為人知的神的忠僕，更多的，是象葛老弟
這樣默默無聞的普通宣教士。感謝主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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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旅程中，預備了葛老弟、及後來在各地
遇到的許多好宣教士、牧師、傳道人、弟兄
姐妹，如同彩雲，環繞在我的生命道路周圍，
帶我從不信到信，從敵對福音到以福音為至
寶。

牧師，因他有向華人社區傳福音的異象，于
2002年10月建立了CHBC中文堂，即櫻桃山
華人基督教會的前身。我因今年六月初教會
獻堂典禮有幸與他認識，禭為他取名“倪樂
睿”。

由此，我不禁想到我們的母會—櫻桃
山浸信會的弟兄姐妹們。六年前，正是因著
他們秉承主的大使命，我們教會的前身—中
文堂才得以開始。不久前，他們又順服聖靈
的帶領，讓我們承接他們美麗的教堂設施，
成為南澤西唯一擁有教堂設施的華人教會。
從去年夏天浸信會決定將他們教堂設施轉給
別的教會開始，我們几位同工需要常常與他
們開會、電郵聯絡，也因此有機會彼此真正
了解、在主內有團契。經過近一年的同工，
我看到他們實在是一群敬畏神、愛主的弟兄
姐妹。接手教堂設施近半年來，我每過幾個
星期就會與Bill Woods夫婦聚會，有禱告，有
分享。他們發自內心的愛主、愛教會的那種
真誠，時時激勵著我。

[注4] 當時的雲南大學留學生樓，實際上是昆
明的高校定點涉外賓館。除了像葛老弟這樣
的外籍教師，和一些來講學的外賓，以及少
數短期來昆明旅游的外國散客，住在這里
的，主要是在雲大及附近高校進修漢語的留
學生。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只有政府批
准的一些飯店、賓館，才能接待外國人。現
在好象已不再有此限制。
[ 注5] 葛老 弟喜歡 用Shalom與人打招呼。
Shalom 是希伯來文中“平安”的意思，發音
聽起來類似“沙龍”。由于叫“查經班”絕
對會遭取締，而沙龍文化流行于高校校園，
後來有人就建議將這個聚會稱作“周六沙
龍”，以掩耳目。
[注6] 毛澤東語錄，封面為紅色，又稱為紅寶
書。

在紀念、慶祝教會六周年的時候，盼
望、禱告我們都能有象葛老弟、CHBC的弟兄
姐妹那樣從神而來的寬廣的國度觀，清楚知
道教會究竟是什麼、教會的目的究竟何在，
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傳主的福音，高舉主
耶穌的十字架，竭力向下扎根，向上結果，
使我們的教會真正成為這個地區的一座明
燈，吸引萬人來歸主。

[注1] 中國長期宣傳，『失業』是資本主義社
會特有的腐朽現象。故當時掩耳盜鈴，統稱
沒有工作的人為『待業』人員。我當時回昆
明後辦的身份證上，職業一欄為“待業“。
[注2] John Buckner，負責建立了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與雲南大學的英、漢語言交
流項目。
[注3] Larry Nees，櫻桃山浸信會（CHBC）
前任牧師。現在慶祝教會六周年，要感謝倪

[注7] 共產主義的始主馬克思，認為宗教是人
民的精神鴉片，這跟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有
關。但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精神鴉片一詞詳
細解釋，大部份學者皆把精神鴉片一詞解讀
成人對神的依附。
[注8] 後來知道，這叫分享、作見證。
[ 注9] 彼前 3: 15: “只 要心裡 尊主 基督為
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
準備，以溫柔、 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注10] 李超，出生于北京，中學時隨父母支
邊到雲南西雙版納。雲大畢業後留校任教。
90年代末，來到Ohio州的Oberlin College（雲
南大學姐妹學校）作訪問學者，現在該校任
教。已信主，故為主內弟兄。
[注11] 葛老弟傳福音，不單與他來華的公開
身份（英語教師）不符，還觸犯了外國人在
中國不得從事傳教活動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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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衡生

回想新生團契過去一年的路程，實在有許

教導我們“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

多說不很明白的事。教會年刊要稿件，思

睦。”

前想後難以落筆。很想找幾件上的了臺面
的大事，大書特書一下，奈何竟是沒有。
仔細回想，按神的家的標準，我們合格的
事大概是不多。敬拜禱告，肢體關懷，和
廣傳福音都有做，但好像都沒做多少。每
週五的聚會，連可以準時開始的日子都不
多。特別聚餐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次。郊遊
確實計劃了一次，但未能成行，因天氣原
因取消了。我們就是這樣一群軟弱的人,
只因為被神的愛所吸引, 就成了一個團
契。感謝神，因爲這團契是屬祂的，祂的
手沒有一天停止過在我們的生命裡做

團契的敬拜是以詩歌為主，每次開始聚會
的時候，先到的人就先開始唱，大約唱到
人來得差不多多的時候爲止。慢慢地成了
習慣，但卻好像不大過癮。去年聖誕節
前，團契聚餐的那個夜晚，豐盛的晚宴之
後，大家團團圍坐，打開詩歌本，整整唱
了一個晚上，讚美的歌聲，喜樂的歡笑，
讓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經歷了一次不一
般的感動。那是只有在同心讚美神的時候
才能經驗到的感動。

工。祂不但知道人的軟弱，且要在我們的
軟弱上顯明祂的能力。

團 團契的查經生活，以查閲聖經書卷爲主，
大家共同分享個人對經文的感受，彼此互

一年來, 最明顯的感受是縂有人來來走
走，團契的成員變化真不少。這變化好像
早就在神的預見之中，團契剛好在去年上
半年查完了羅馬書，神從那時起就時時刻
刻地在教導我們學習彼此接納的功課。我
們本是自私的人，祂就教導我們“爱弟
兄，要彼此亲热”， 我們實在是驕傲的
人，祂就教導我們“要彼此同心；不要志
氣高大”，我們多是自以為是的人，祂就

動，把生活的經歷，個人的見證，帶到團
契中。對照神的話，互相鼓勵，互相啓發。
真心依靠聖靈的帶領，從神的話語之中，
重新得力，認定真理，遠離過犯，作討主
喜悅的人。這一年來，我們查完了哥林多
前書，哥林多后書，和箴言。神用這些書
卷，不斷地把生命的糧加給我們，每次研
讀祂的話的時候，大家總是以敬畏的心來
領受，以敬虔的態度來思考。討論的時間
好像經常是不夠用，每個人都覺得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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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對自己說的，那種有所得着的喜樂，

習如何禱告，學習彼此的代禱。在禱告中，

時時充滿我們發出的笑聲之中。

我們也經驗到神的信實。祂顯明在我們面
前的神跡，一再讓我們看見，凡我們按祂

團团契成員之間的相互關懷，是一件相當
不容易的事。因着我們的軟弱，關懷始終
是團契事工中很弱的部分。但神卻在團契
中，不斷地興起弟兄姊妹，把那從神而來
的愛帶到我們中間。一年以來，大家不斷
地學習着如何“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
的人要同哭。” 這真是很難的功課呀。當
然，我們那微小的信心也不時地告訴我
們：在神沒有難成的事。也實在是神的帶

的旨意所求的，祂都要為我們成就。現在
的新生團契融合了兩個原本各自獨立的團
契小組，在合併伊始，為聚會場所的安排，
為大家的合一，每一個人都熱切地禱告。
將近半年過去了，我們有了教會的圖書館
作聚會的地方，大家也熟悉起來，融合的
關 係不斷地增進。當我們回顧過去的時
候，就知道神照著祂美好的旨意恩待了我
們。

領，團契的肢體關懷慢慢地有了進步。成
員之間的聯係漸漸地加強起來。

試想將來，唯盼望能以保儸為帖撒罗尼迦
人所作的禱告，作爲我們為新生團契的祈

團契的禱告，是團契力量的源泉，每一次
聚會將結束時，我們都預留一些時間，大
家一起來為教會，為團契，為個人的事向
神禱告，把我們的感謝，讚美，以及一切
的所求所想告訴祂。我們也在禱告之中學

禱，在帖撒罗尼迦前書五章二十三和二十
四節，保儸 這樣說： “願赐平安的神亲
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願你们的灵与魂与
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
候，完全无可指摘！ 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
的，祂必成就这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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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君
在很多年前，我也不太記得多久了，我那時

著他的手，並且緊緊地依靠著他，深怕那安

侯還不是基督徒，我讀過一本書，對我印象

穩、依靠又再度離開她。

非常深刻，是一位當時非常有名的波蘭作家
寫的書，我很喜歡那書。

故事的最后，因戰亂開始有往波蘭城
市蔓延的趨勢，因此在城市經常都可見到，

寫作的背景是納粹德國佔領下的歐

到處都有軍隊在行走，軍機在上空巡邏，非

洲國家，故事發生地點在波蘭，一位年輕、

常緊張。每當敵人攻擊，很多房屋都被炸的

英俊、有不錯收入的婦產科醫生，由於工作

粉碎。當然，這位醫生也想要離開，但當他

的關系，來找他治療的都是女性。因此，他

想要離開的時候，他腦海中突然想起了那雙

也幾乎跟每一位他的病人有過性關係，而跟

緊握著不放的手，是何等的重，是何等的重

他有過性關係的顧客、病人也都很喜歡他。

要到他無法離她而去。這是他所要的，他突

直到有一天，一位農村女孩，因逃避戰火，

然發現那雙緊握的手，是他生命中不能沒有

遠離家園避至城市，因為戰亂，她失去家

的手。於是他飛快地去找那女孩，不再和她

人，如今已經是一無所有。因為長途行走，

分開，但一枚炮彈打中他們所在的房屋，他

日晒雨淋，終於不支倒下，而剛好就在這位

們就這樣被炸死了。他們找到生命中重要的

醫生的診所旁邊。

東西，他們彼此快樂地依靠著、雙手緊緊地

就這樣，那位醫生救了她，抱她進去

握著。

讓她過夜。當時她已高燒不退，就在那女孩

這個故事，帶給我很多思索。在如此

昏睡當中，她一直緊緊握著那位醫生的手，

一個戰亂動蕩、人心惶惶、生活艱難的年

不讓他離開。在睡夢中，她不斷地哭叫、不

代，人心早已殘破，心靈所受的傷痛及創

斷地抱緊那位醫生。當然那位醫生也同樣跟

傷，遠比身體所受的創傷來得更深，很多心

她發生了關系。就這樣高燒持續了數日之

碎的人隻在在乎及時行樂，深怕那最后的快

后，那女孩的燒退了，也開始進食了，那醫

樂時光也被奪走。人與人之間透過性來得到

生也說她可以走了。他看著那女孩子瘦弱的

安慰，家庭、婚姻不再是神聖的，人們對神

背影消失在街道中。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聖的愛也不再渴望，一雙緊握的手，會帶給

那位醫生雖然仍舊工作，與病人有性關係，

人的生命多麼重，遠超過人所能承受。

起初他沒有覺察到他的生活有什麼不同，但

你是否有想到當你被背叛、被傷害、被

當他看見那女孩每天都在他診所的外面看

人厭棄、或遇上什麼困境時，你曾否緊緊握

他、等他的時候，他才想起了她。他請她離

著那雙主耶穌釘痕的手，永遠不放？你是否

開不要影響他的工作，但沒有用。就這樣，

注意到，那雙緊握的手，是何等的信實、何

這女孩走進了他的生活中，也不知不覺走進

等的充滿著慈愛，讓你不再害怕，不再驚

了他的生命中。每一次他與她發生關係，他

慌。在祂裡面，有著永不止息的愛！

都注意到他的手從不鬆開，她都緊緊地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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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訓清
教會中許多人知道我在不久前完成了
為時三年的專業証書考試﹐ 感謝弟兄
姐妹在這期間為我禱告﹐ 我在此願與
大家分享由此經歷而學到的信心的功
課 ﹐也 願 借 此 機 會 讚 美 耶 穌 的 大 愛 和 榮
耀。
也 許 有 人 認 為 考 試 不 是 什 么 難 事 ﹐但 這
次 考 試 對 我 確 實 是 很 大 的 挑 戰。考 試 分
三 大 部 分 ﹐每 年 只 有 一 次 機 會 ﹐尤 其 第
三部分〔口試〕﹐ 雖參考者已經經過
了 前 兩 部 分 篩 選 ﹐但 第 一 次 參 考 就 能 無
條 件 全 部 通 過 的 比 例 很 低。參 考 者 都 具
碩 士 或 博 士 學 位 ﹐我 屬 學 位 最 低 的 碩 士
檔。想 到 自 己 是 和 那 些 會 讀 書 的 博 士 們
和 精 力 充 沛 的 年 輕 人 競 爭 ﹐工 作 又 因 缺
人手極忙﹐還有兩個小孩子需要照顧﹐
真 是 沒 信 心。但 上 帝 就 是 這 樣 奇 妙 地 在
那些充滿挑戰的日子裏讓我靠著祂的
話 語 ﹐真 實 地 感 受 到 祂 的 同 在 。神 的 話
一 句 都 沒 有 落 空 ﹐連 續 三 年 ﹐每 次 考 試
都順利通過﹐真是神的恩典。
“做 好 神 要 我 做 的 事 ﹐ 祂 會 照 看 我 的 需
要 。 ”這 是 戴 愛 美 姐 妹 曾 來 到 我 們 教 會
傳 講 的 一 個 信 息。我 那 時 有 值 日 三 個 月
的 LIVE CONNECTION ﹐ 也 是 臨 考 前 時 間
為最寶貝的階段﹐我曾為把時間用在
LIVE CONNECTION 上 有 過 思 想 鬥 爭 。 戴
愛美姐妹講道的那天﹐我也因帶領
LIVE CONNECTION 的 孩 子 們 沒 能 現 場 聽
到。但 當 有 弟 兄 姐 妹 與 我 分 享 戴 愛 美 姐
妹 所 傳 講 的 “做 好 神 要 我 做 的 事 ﹐ 祂 會
關 照 我 的 需 要 ”這 樣 的 信 息 的 時 候 ﹐ 我
不 禁 被 深 深 觸 動 。我 向 神 禱 告 ﹐我 願 盡
心 盡 力 帶 領 祂 的 小 孩 子 ﹐我 也 相 信 神 會

照 顧 好 我 所 需 的 一 切 ﹐並 且 祂 會 成 就 我
靠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感謝讚美神﹐
在 我 需 要 明 白 祂 的 心 意 的 時 候 ﹐把 這 樣
的信心放在我的心裏。
神 跡 的 內 外 因 。 五 餅 二 魚 的 故 事 ﹐我 已
經 聽 過 很 多 遍 了 ﹐但 真 正 懂 得 其 中 的 蘊
意﹐卻是在聽了黃媽媽對它的講解以
後。連續三年﹐ 我都是在工作和照顧
孩 子 之 余 餘 準 備 考 試。尤 其 在 今 年 應 戰
口 試 時 ﹐真 是 覺 得 好 累 ﹐淘 汰 率 又 是 這
么 高 ﹐心 想 ﹐如 果 我 能 通 過 ﹐那 真 是 奇
跡 了 。 可 是 ﹐奇 跡 能 出 現 嗎 ﹖ 黃 媽 媽 在
一個星期日對五餅二魚的教導回答了
我 這 個 問 題。耶 穌 用 五 餅 二 魚 餵 飽 了 四
千 人 還 有 剩 餘 ﹐那 是 神 跡 。 黃 媽 媽 的 講
道使我看到了這個神跡的內外因。第
一 ﹐有 飢 渴 慕 義 的 心 ﹐求 神 的 國 ﹐神 的
道。第 二 ﹐全 然 的 奉 獻。第 三 ﹐傳 福 音 。
第 四 ﹐數 算 讚 美 神 的 恩 典 。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五 餅 二 魚 的 神 跡 就 是 在 這 樣
的環境中發生的。我們努力做好這四
點 ﹐有 憐 憫 和 大 愛 的 神 必 會 行 神 跡 而 看
顧 我 們 的 需 要 。 後 來 ﹐我 常 把 此 放 在 禱
告 中 ﹐尤 其 在 侍 奉 兒 童 項 目 和 周 五 團 契
所花時間與考試學習的時間發生爭搶
的 時 候 。 感 謝 讚 美 神 ﹐我 的 信 心 沒 有 落
空。我 能 第 一 次 就 無 條 件 地 全 部 通 過 口
試﹐就是神行了神跡。
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牢牢抓住神的話
語 ﹐做 討 神 喜 悅 的 事 ﹐相 信 你 必 會 和 我
一 樣 ﹐領 受 到 從 祂 而 來 的 丰 丰 富 富 的 恩
典﹐讓我們彼此勸勉。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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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咸和
周咸和
搬來紐澤西已快一年了，回顧這段日子，感恩之

經和週間的活動。若歌是一個健全有很多的長處

情油然而生。神的帶領是出乎我們的意料。祂像

的教會，是很好屬靈的家。 我們有好一陣，輪

是一個高明的棋手，早已在佈局，而我們是棋盤

流在兩個教會聚會，難以決定。像客人一樣來來

上的“卒子”雖然向前走卻不知其中的意思，等

去去，享受供應，卻無服事。自己雖覺得不妥，

到許多事情發生後，才略知一二。但這所見的一

也知道神不喜悅，但對每週來Cherry Hill 沒有這

二也夠讓我們讚嘆了。

個決心，不去若歌也有點捨不得。禱告中開始求

來美後住的最久的地方就是路州的貝城

神帶領，求祂向我們顯明祂的旨意。

(Baton Rouge)。在那一住二十年，是我們孩子

後來聽說陳興福牧師可能來櫻桃山牧

長大的地方也是工作，家居，朋友的所在。而貝

會，他曾是我們在貝城時的牧師，是我們尊敬愛

城華人教會更是我們敬拜，事奉的屬靈大家庭。

戴的。他與師母對神的忠心，對傳福音的盡心竭

我們已習慣了南方的氣候，生活方式，總以為是

力我們親身體會，至為佩服。我們想果真他們來

要在那兒退休了。從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搬家，而

此，豈不就是神對我們禱告的印證？在分別這麼

且是搬到那麼遠的東岸來。 雖說不上連根拔

多年之後，美國這麼大，我們若都從那麼遠的地

起，也有換盆移植之痛，有很多的不捨和問號。

方，不約而同地來櫻桃山，這樣的機率實在太

唯一覺得好的是離宇明的大姊家 Cherry Hill只

小，也太奇妙了。但神真是藉著這個不可思義的

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比起以前一年最多見一次

“巧合”讓我們不再猶疑。我們的心定了後，路

是方便多了。

遠一點，也不再是問題。後來看見弟兄姊妹們在

在準備搬家的時候，突然聽到宇明姊夫
身體欠安。他一向健康，我們也不以為意。不料
診斷結果卻是胰線癌，由發病到去世不過兩三個
月。宇明的大姊很堅強，但是我們看到神的顧念
和慈愛，在這個時候我們剛好搬來，彼此有個照
應，以免遠念。Cherry Hill 除了大姊外，也有我

買堂上的同心，齊心和盡心，更是感動。神在這
個教會行奇事，我們親眼目睹，覺得能成為櫻桃
山教會的會員是神特別給的福氣。雖然我們目前
因不住在這裏，在很多的事工和服事上無法參
與，相信神既然帶了第一步，祂必繼續帶領，為
我們開路。

們以前教會的好同工，周國成夫婦。當我們週末

我們常問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其實祂的

來此時，常受到他們愛心的款待，很自然的我們

旨意在我們還不知道的時候就已開始，藉不同的

開始參加櫻桃山華人教會的主日崇拜。

人，事，物逐漸成形。我們感謝神對我們來櫻桃

由於來櫻桃山仍是遠了點，我們也去過
離我們較近的若歌教會，固定參加他們星期五查

山教會的帶領，似乎聽到有一個聲音“這是正
道，你們要行在其中。”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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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紅

神就是愛。
神就是愛。（約翰一書4:16）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13:35）

這是我來美國後剛學會開車第一次駕車上高

西。車是剛買的二手車，開車對我來說還是

速公路的經歷。那天是勞動節，一對好心夫

件恐懼的事, 更別說熟悉車了。千斤頂和板

婦邀請我出去吃飯，並順便趁節日高速路上

手似乎小了點，他費了好大勁卸了半天怎么

車少，先陪我上高速公路練車。我在高速公

也卸不下那只車胎。這時有一位好心的美國

路上開了一會兒，准備在緊急停車帶停車換

人停下車来幫忙，他從他自己的車子上取出

人駕駛時，突然看見前方有一易拉罐樣的東

一个大千斤頂和一只長把的板手，好不容易

西，當時我的駕車技朮還沒嫻熟到能躲一下

將壞胎卸了下来並裝上了備用胎，備用胎却

或踩一下剎車的地步，就聽我的車出現劇烈

沒有氣，根本走不了。這時“禍不單行”這句

的響聲， 那位先生馬上說：“你的車胎爆了。”

話讓我體會充分了,真让人沮喪。 那位好心

我的第一反應是他說的不對，心裡真希望他

人又取出一罐液體樣的東西来，說可以用它

說的不對，下車一看，右前胎炸開了一個杯

給備用胎充氣，我真是感激萬分。没想到還

子口大小的口子，我當時只覺得腦子一下子

是沒有能够把備用胎充起來, 这又如當頭一

全空了，似乎想哭的感覺都沒有了,第一次上

盆冷水，我是想不出什么招了，就覺得真是

高速路就出這事，真夠倒霉的，当时我還不

倒霉透顶了，接二連三，想到好心人幫忙幫

是AAA的會員，他倆也不是，那位先生看出了

到這份上，也該走了，心裏真是恐懼。那位

我的神情，趕緊說：“別急，別急,咱們裝備

好心人想了一下却說：“ 咱們把備用胎卸下

用胎。” 看著他從我的車裏找出備用胎，千

來， 再裝上壞胎, 我開我的車帶上備用胎找

斤頂和工具包， 我才知道車裏還有這些東

地方去充氣，然後我們再将它裝上。” 我一
58

聽，腦子裏瞬間一閃 “這沒氣的備用胎若沒

在人間相助，我猶如經歷了一番，想到這不

了，我就更沒輒了。” 我的那位朋友看出了

禁轉悲為喜。又為自己那瞬間的擔心感到無

我的擔心就對她的先生說：“ 你們倆一起去，

地自容，人家的行為就象光照到了我內心的

我們倆在這裏等。” 于是他倆又卸下備用胎

陰暗處。

開車找地方去充氣。在這期間又有一戴著十
字架項鏈的年輕美國人停車問是否要幫忙。
覺得時間過得真慢，好象等了好久，他倆才
回來，又開始卸下那只壞胎，換上充了氣的
備用胎，終于可以走了。我感覺是在不知雷
鋒是誰的國度裏遇見了活雷鋒。我們三個都
非常感激他，一定要他和我們一起去吃晚飯，
他客氣了一下就愉快地接受了。席間，我的

從那一後，我更留心基督徒了，盡管我
那時不信基督，但我願意和基督徒相處，我
覺著他們單純，有愛心，有積極向上的生活
態度，而且那種發自內心的平安與喜樂讓我
羨慕。我也會不自覺地感覺他／她看著象基
督徒。

朋友(她是決志未受洗的基督徒)悄聲跟我
說：“ 這人這么有愛心，看著象基督徒，你
問問他是不是基督徒。” 我問了他，他回答
說：“是”。接著他就和我們談起他的家庭，
那是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有很多孩子，他還

多年過去了，沒記住他的名字，相貌也
模糊了，但當時的情景卻歷歷在目，每每想
起，都有一股暖流涌上心頭。重要的是我頑
逆了５年之後也受洗成為基督徒。

把他最小的弟弟的照片從皮夾子裏拿出来給
我們看,我們全然沒有陌生人的感覺， 就象
老朋友一樣。和那位好心人告別之後，那對
夫婦將我和車一同送回我的住處（我已嚇的
不敢再碰那車了），我還驚魂未定，心想早
知這樣還不如在家蒙頭睡覺，又一想，多虧
有他們倆陪著，長了不少見識，否則我一人

每個基督徒都是神使用的器皿，基督徒
又象是流通的管道，神借著基督徒們在傳揚
他的道, 讓人得以認識神。耶穌把基督徒比
作鹽和光。 你們是世上的鹽。
你們是世上的鹽。（馬太福音
5:13) 你們是世上的光。
你們是世上的光。(馬太福音5:14) 你
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

更不知怎么辦，以後再遇見這類事也有經驗

的好行為，
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了；再一想碰上這個好心人，一切有驚無險，

(馬太福音5:16)

我還真幸運。人在危難之時都希望能有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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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彥金
我於八月二十四日受洗，壹個月後，我們家

會把所有收到的湯，每樣乘壹碗報名參加比

的小Kathy出生了。

賽，我相信都會得大獎。

我和太太非常感謝上帝送給我們的這份

還要特別感謝姐妹們，送來好多的飯

珍貴禮物。我們也特別感謝神，感謝教會弟

菜，真好吃啊，其中有愛心粥幾種(我都叫不

兄姐妹在這段時間裏送給我們的愛心和關

上名字)，愛心豬蹄 (非湯類)，愛心排骨，愛

懷，禱告和祝福，特別是姐妹們的靚湯。

心鴨，愛心鹵牛肉，愛心磨菇雞片，愛心茶

從我太太住院第壹天（也就是太太”做

蛋，愛心小菜若幹種。

月子” 的第壹天）收到的壹份愛心雞湯開

我們還收到愛心蛋糕，愛心鮮花，愛心

始，我們的好日子就來了。由於我本人做飯

毯，愛心紙尿褲和愛心Baby Monitor等等各

的水平只能停留在餓不著的水平，我對湯的

樣精美的愛心禮物。

概念就是東北亂燉再多加幾勺水。我在醫院
聽說壹些産婦會有産後憂郁，而且太太又是

在此其間，我們的兒子也經常得到弟兄
姐妹的愛心照顧，減去了我們的好多負擔。

C-Section，我開始還有些擔心，她會因爲整
天吃我做的"飯"和”湯”，恢複不好，更別說
她還要擔任起哺乳的重大責任。可是，就從
那第壹份愛心雞湯開始，我的顧慮就消除
了。因爲從那天開始，我們收到了很多很多
的愛心湯，無論從種類到數量，多到了我以
前從來沒有見過的那麼多。
這些來自教會姐妹的愛心湯有，小雞
湯，老母雞湯，烏雞湯，小雞和烏雞湯(請註
意細微差別)，魷魚雞湯，鯽魚湯，黃魚湯，
未名魚湯，牛肉海帶湯，牛尾湯，牛筋湯，
豬蹄湯，西紅柿雞蛋面湯，酒釀(要做成湯服

今天，我們的小Kathy整三個星期了。感
謝神的保守和看護，小Kathy成長得很健康，
媽媽恢複得也很好。我統計了壹下，我們平
均每天收到壹份湯，其中有壹天我們就收到
了五份湯。神教導我們彼此相愛，在此我真
正體會到了主內愛的力量。連做月子這麼壹
件可怕的事都成爲了我和太太美好溫馨的回
憶。
我們全家感謝教會，感謝婦女團契和所
有關心我們的弟兄姐妹。願所有的感謝和榮
耀都歸給神。

用)等等。如果有美食協會舉辦靚湯大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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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喆
周圍的人的故事讓我用不同的角度觀察這個世

旁邊, 她告訴大家, 她從來沒有覺得孤單, 她

界和看待人生, 使我越來越走近神, 從一個總想

拍拍我的肩膀, 說: 這些國際留學生都是我的

實現自我價值到踏上認識神, 榮耀神的道路.

孩子. 一股暖流從我心頭涌出. 還有一次, 她

我的大姨是一個普通工人, 不認識幾個字,
只會寫自己名字. 大姨支持我媽媽上了大學, 我
的哥哥和姐姐也是她帶大的. 我媽常說對大姨有
許多虧欠. 我們和大姨分別住在兩個城市, 偶爾
大姨會請人寫信問候我們. 一個探親的機會, 媽
媽給大姨傳福音, 大姨開始去教會. 電話裡,大姨
告訴我們, 她正在讀聖經, 雖然生字太多, 但她

帶我們參觀一個傳統手工藝品工廠. 工作人
員都是能工巧匠, 但全是義工, 有的人甚至開
兩個小時車到這裡工作. 工廠裡還存放著數
以千計捐贈的物品. Mim 領我到一張地圖前,
告訴我: 這裡所有的東西和拍賣工藝品賺的
錢都將運往地圖上插小旗的地方, 那裡的人
們迫切需要. 我看見小旗子遍布世界各地.

堅持不懈. 一年以後, 我們收到大姨的來信, 信

偶然的機會聽說一個叫劉明霞的人,

竟然是大姨寫的, 她說: 妹妹, 我為你做了許多

她曾去重慶教英語, 遇到一個叫菲菲的女孩.

事, 你總想報答我. 讓我信主是你給我的最好禮

菲菲六歲時因車禍失去了一條腿, 而且內部

物, 謝謝.

臟器受到嚴重損傷, 生命在枯萎. 劉明霞盡她

在國內, 我們查經組長是一位七十多歲的
老人, 身體狀況不好, 但講起聖經來顯得神采奕
奕. 他告訴我: 他因為信耶酥做了近十年牢. 他
從來沒有改變自己的信仰. 在牢裡, 他堅信會有
一天, 他能走出來, 傳講福音.
剛到美國, 認識一個美國老太太, 叫Mim.
她和她丈夫去非洲傳教達三十年. 他們沒有孩子.
丈夫去世後, 她回到費城, 在大學裡傳福音. 她
教我們這些外國人學英文, 美國文化和聖經. 帶
我們到各地旅行. 我們從她那裡知道怎樣在美國
更好地工作和學習. 一次大的聚會上, 我坐在她

的全力通過教會聯系美國的慈善組織幫助菲
菲治傷, 最後菲菲竟然來到美國. 菲菲在約翰
霍普金斯醫院接受最好的盆腔整行治療, 100
多萬的費用醫院自己承擔. 劉明霞又帶菲菲
到費城兒童醫學院裝假肢, 當我見到菲菲時,
面前是一個快樂和勇敢的孩子. 我問劉明霞:
四川地震後, 有那么多殘疾兒童, 你幫得過來
嗎? 劉明霞回答: 能幫一個, 我就幫一個.
我的心靈被那些普通人傳遞愛的故事所
震撼. 當我望著頭頂上燦爛的星空, 明白是神
教會我們怎樣去愛別人, 愛是能創造奇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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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青
感謝贊美

神！今年七月的一個盛夏之日，我們

飛機終於平穩地降落了，我迫不及待地

全家打點行裝，與另外兩個弟兄姐妹的家庭，以

領著兩個同我一樣興奮的女兒，直朝前沖，

及遠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好友家一起，頂著美利堅

對那些繁瑣的入關手續，表示出了極其的不

的烈日，飛赴到了坐落在中美洲的加勒比海中

耐煩，一股腦兒把護照塞到老公手裡，對著

央，一個並不太大、群山環繞、叫做“牙買加”

他說：“就委托你全權代理了！”便開始東

的島國。沒去之前就聽說了牙買加盛產“飛毛

張西望起來。終於，盼望已久的時刻來臨了，

腿”，當飛機在這個島國上空盤旋下降之時，望

在走出機場的一剎那，我閉起了雙眼，又回

著機窗外懸浮著的一朵朵如棉絮般的大雲傘，我

想著雲朵中的那一幕。當感覺到一陣熱浪襲

的腦海中反復演繹的就是，淳朴勤勞的牙買加

來之時，我用力睜開了眼睛，眼前沒有繁華

人，頭頂著一筐筐裝滿了令人垂涎欲滴、美不勝

的集市、沒有沸騰的人群、沒有穿梭的飛毛

收的各式熱帶水果，腳下生風地穿梭在人聲鼎沸

腿，取而代之的是炙熱的赤道太陽下，一個

的集市上的畫面，耳邊環繞回響的是加勒比海熱

個笑意洋洋的牙買加人，身穿鮮艷的、浸潤

情奔放的桑巴… … “

神 啊 ！ 你 是 多 麼的奇

著熱帶島國風光特色的服裝，手裡舞動著黃

妙，你的愛長闊高深﹔你的愛無處不在！”想著

綠黑相交的牙買加的小國旗，口中不停翻動

想著忍不住嘴角上揚笑了起來，身體也不由自主

著夾帶著牙買加口音的英語，時不時的一句

地扭動起來。坐在身旁睡意朦朧的老公，努力地

“Jamaica, no problem!”還甚是好聽。

睜著他那雙迷茫不解的小眼睛，木然地望著我，
不知我這突如其來的取代旅途疲勞的欣喜是從
何而來。我趕緊和他分享眼前的畫面，他費力地
把那漫游中的思緒向我靠攏過來，滿懷關愛地擠
出了“你肯定餓了！”然后坐直了身子，等待下
降。無奈我隻得在那煽情的桑巴舞曲中，猶如半
空 中 搖 繹 而 降 的 樹 葉 繼 續 自 我 陶 醉、 沉浸下
去… … 老公也對我的走神表示出了深深的“同
情”和“理解”。

一切是那麼的新鮮奪目、一切是那麼的
光彩耀眼。從機場去渡假村的一路上，我被
夾雜著濃郁的加勒比海氣息的海風包裹著，
眼中應接不暇的是一棵棵扑面而來，長著如
孔雀羽毛一樣葉子的椰子樹，煞是飄逸秀
美﹔樹影婆娑中那懸挂著的一隻隻古靈精怪
的的椰子，好象在向我露齒而笑著。一抹抹
銀白色的沙灘背襯著忽藍忽綠的大海，那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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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瑩透亮不言而喻﹔一簇簇不知名的奇花異草

聲所淹沒，但我知道

映照著輕柔如紗的白雲，越發得顯得嬌艷亮麗。

禱告！翻開聖經，幾位弟兄都選擇了自己喜

我突然覺得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都不夠用

愛的經文，領著我們誦讀。從約翰福音到羅

了，還來不及感嘆上帝造人造物之神奇，一抹淡

馬書、從哥林多后書到雅各書、從出埃及記

淡的霧氣不自覺地蒙上了雙眼。“主啊！這一切

到詩篇… … 我們象孜孜不倦的小學生那樣朗

都來自你的愛。你的愛如淙淙的泉水，把我們帶

讀著經文，又情同手足般地敞開各自的心

到了這人間的仙境﹔因著你的愛，讓我們這些在

扉、分享你我的情懷。好似嬰兒吮吸母乳般

死蔭之地的人有了永恆的盼望和平安﹔在你的

的渴慕、又如魚兒回歸大海般的舒暢。披著

愛裡，我們體驗著永遠的滿足和喜樂。懇求你保

滿天的朝霞、迎著滿海的金波，我們用心唱

守我們常在你的愛裡，讓我們擁有你的愛，也讓

起了“贊美之泉”… … “從天父而來的愛和

我們用你的愛去好好愛我們身邊的人！”默禱

恩典，把我們冰冷的心溶解，讓我們獻出每

完后，便轉身給了坐在身旁為搬運行李而忙得滿

個音符，把它化為贊美之泉。讓我們張開口、

頭大汗的老公，一個深情而感激的微笑，老公也

舉起手，向永生之主稱謝，使贊美之泉流入

似乎“心領神會”地向我回報了一個微笑。

每個人的心間！”。

神必定聽到了我們的

走馬觀花似的第一天很快就要過去了，明天

望著那一望無際泛著粼粼碧光的大海，

是一個星期日，對於屬主的兒女，我們誰都不願

映托著一屢初升的霞光和被染成了橘紅色彩

意在這個遠離他鄉的主日、在這個完完全全被主

緞似雲彩。那一刻，聽不到心跳聲、聽不到

愛充滿的主日，不去贊美、敬拜我們的

神。外

呼吸聲，隻有那聖潔、飛揚的歌聲伴隨著海

出找教堂是不可能了，於是我們弟兄姐妹一致決

浪擊打礁石的水聲，在碎金般的海面上上

定，明日一早相聚在大海邊，一起來歌頌我們的

升、散發開來。在這完美的海與天的結合面

神、我們的阿爸父！主日的清晨，天剛蒙蒙亮，

前， 我突然感到自己是如此的虛無和渺小﹔

我們便相約來到了渡假村的海灘上，每家的手裡

在這如清新沐浴般的歌聲裡， 人性的軟弱狹

都不約而同地拿著一本聖經。出門在外，無論何

隘，也是如此地坦露無遺。耳旁響起了大衛

時何處，主的話語會是我們永久的避風港。我們

的詩篇，“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

相互牽扶著，走上了一處一直伸到大海中央的礁

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他

石堆上，席地而坐。伴著腳下海浪撞擊礁石發出

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遠處的天

的拍打聲，我們開始了我們的禱告，每個人都向

空中仿佛有鴿子向我們緩緩飛來，主啊！我

神傾吐著心中的感激和贊美，向

知道你是一直與我們同在的！

神祈求著遠方

弟兄姐妹們的平安，祈求著聖靈與我們的同在！
我們的禱告聲不大，有時甚至被不時傳來的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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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叫 朱 晨 ﹐ 95 年 來 美 國 留 學 ﹐ 現 在 住 在
Woodcrest。
Woodcrest。 太太趙崢﹐
太太趙崢﹐有一個10
有一個 10歲的女兒和
10歲的女兒和5
歲的女兒和5
歲的兒子。
歲的兒子。

說到為什么會決志信主﹐
說到為什么會決志信主﹐那會有很多見証﹐
那會有很多見証﹐
其中有兩點是我信主過程中思考最多﹑
﹑最艱難
其中有兩點是我信主過程中思考最多
的 ﹐ 一是確認有
神﹐另一個是百分之一百
地接受聖經﹐
地接受聖經﹐並確認耶穌就是那位 神。

剛到美國的時候﹐
剛到美國的時候 ﹐ 腦子裡
腦子 裡 是進化論。
是進化論 。然後
在學校附近的華人教會第一次接觸福音
華人教會第一次接觸福音﹐
在學校附近的
華人教會第一次接觸福音﹐第一
次接觸
神創論。
神創論。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
這兩種觀點在我的腦子裡
這兩種觀點在我的腦子 裡 是並行的﹕
行的﹕都有點道
理﹐但又都沒有直接了當的﹑
但又都沒有直接了當的﹑一錘定音的証明。
一錘定音的証明。
神看不見﹑
神看不見 ﹑ 摸不著﹐
摸不著 ﹐既沒有辦法直接証明他的
存在﹐
存在 ﹐又沒有辦法否認他的存在。
又沒有辦法否認他的存在。後來讀了兩
本書﹕
本書﹕ <<認識真理
<< 認識真理>>
認識真理>>和
>>和<<游子吟
<<游子吟>>
游子吟>>。
>>。這兩本書
舉了大量自然界的實例 ﹐ 說明進化論的不可
靠 。 漸漸地﹐
神創論﹐
漸漸地 ﹐我開始傾向于
神創論﹐ 並最
終接受。
終接受。

對此﹐
對此 ﹐我自己有一個解釋﹕
我自己有一個解釋 ﹕ 進化論依賴于
概率﹐
﹐每一次進化突變都是極小概率事件。
概率
每一次進化突變都是極小概率事件。如
果給予足夠的時間﹐
果給予足夠的時間﹐小概率事件就有可能發生﹐
小概率事件就有可能發生﹐
直至進化到人
直至進化到 人 。 英美有一個諺語故事﹐
英美有一個諺語故事﹐講猴子
在打字機上跳﹐
在打字機上跳 ﹐ 如果有足夠多的猴子﹐
如果有足夠多的猴子﹐在足夠
多的打字機上﹐
多的打字機上 ﹐ 跳足夠多的時間﹐
跳足夠多的時間﹐那就有可能
打出一部莎士比亞全集。
打出一部莎士比亞全集 。 但如果有人拿出一部
莎士比亞全集﹐
莎士比亞全集 ﹐ 說是猴子跳出來的﹐
說是猴子跳出來的﹐每一個人
都會覺得荒謬。
都會覺得荒謬。

每一人都做過家務﹐
每一人都做過家務 ﹐家 裡 亂糟糟的﹐
亂糟糟的 ﹐如果
沒有人整理﹐
沒有人整理 ﹐ 不會自動變整潔。
不會自動變整潔。如果整潔了﹐
如果整潔了﹐

那一定是有人整理過了。
那一定是有人整理過了 。 無序不可能自動變成
有序﹐
有序﹐如果有序了﹐
如果有序了﹐一定有一個管理者。
一定有一個管理者。

剛開始讀聖經的時候﹐
剛開始讀聖經的時候﹐ 覺得是一本好書﹐
覺得是一本好書﹐
好的道德教科書﹐
好的道德教科書 ﹐ 可以90%
可以90%﹑
90%﹑甚至95%
甚至95%地接受
95%地接受。
地接受。
但要說到聖經裡
但要說到聖經 裡 每一句話都是對的﹐
每一句話都是對的﹐每一個字
都不能改﹐
都不能改﹐那就不一樣了﹐
那就不一樣了﹐需要仔細推敲。
要仔細推敲。

一開始我想得比較簡單﹕
一開始我想得比較簡單 ﹕ 如果有人能証明
聖經﹐
聖經 ﹐特別是新約上所寫的都是真人真事﹐
特別是新約上所寫的都是真人真事﹐而
不是一些人寫的神話故事﹐
不是一些人寫的神話故事 ﹐那我就信了。
那我就信了。在我
們教會的圖書館﹐
們教會的圖書館 ﹐ 我看到了一本書﹐
我看到了一本書﹐書名叫<<
書名叫<<
鐵証待判>>
鐵証待判 >>。
>> 。 這本書從歷史學﹑
這本書從歷史學﹑考古學﹑
考古學﹑地理
學等各個角度客觀地論証新約和耶穌的真實
性 。 看了這本書以後﹐
看了這本書以後﹐ 我被說服了﹐
我被說服了﹐相信聖經
上所記載的一切都是真實的。
上所記載的一切都是真實的。

但即使是這樣﹐
但即使是這樣﹐我還是不能完全接受耶穌就
是那位
神 ﹐ 因為他太謙卑了。
因為他太謙卑了。那時候問題
很多﹐
很多﹐ What if 這樣﹐
這樣﹐ What if 那樣﹐
那樣﹐甚至想
過耶穌會不會是一個外星人﹐
過耶穌會不會是一個外星人﹐具有超過我們的
智慧和能力
智慧和能力。
和能力。當時我給自己定了兩條rules
當時我給自己定了兩條rules﹕
rules﹕一
條就是受感動的時候不能舉手決志﹐
條就是受感動的時候不能舉手決志﹐因為沖動
下的決定往往是不成熟的(
下的決定往往是不成熟的 ( 注 ﹕ 我現在知道被
聖靈感動和沖動不是一回
聖靈感動和沖動不是一回事)。所以有好幾次聽
傳道﹐
傳道 ﹐心 裡 已經感動得翻江倒海了﹐
已經感動得翻江倒海了﹐卻硬是克
制住自己不“
制住自己不 “ 沖動”
沖動”。 另一條rule
另一條 rule就是每次讀
rule就是每次讀
聖經感到讀到心坎裡
聖經感到讀到心坎 裡去了﹐
去了 ﹐覺得特別有理﹐
覺得特別有理﹐特
別被打動﹐
別被打動 ﹐ 那時我就會特意找一位不信的人﹐
那時我就會特意找一位不信的人﹐
聽他們是怎樣反駁的。
聽他們是怎樣反駁的。 因為我覺得不能只聽一
面之詞﹐
面之詞﹐ 如果是真理﹐
如果是真理﹐ 就不怕被辯論﹐
就不怕被辯論﹐真理只
會越辯越明﹐
會越辯越明 ﹐ 真金不怕火煉。
真金不怕火煉。從好的方面看﹐
從好的方面看﹐
我曾經是帶著非常謹慎的態度來看聖經﹔
我曾經是帶著非常謹慎的態度來看聖經﹔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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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方面看﹐
好的方面看﹐我是極其挑剔的
我是極其挑剔的。

正由于這樣﹐
正由于這樣﹐我的信心起伏極大。
我的信心起伏極大。幸運的是
教會始終對我們非常關心。
教會始終對我們非常關心 。趙曉蒼弟兄﹑
趙曉蒼弟兄﹑曹國
良弟兄﹑
良弟兄﹑賴松弟兄﹑
賴松弟兄﹑施建榮姐妹﹑
施建榮姐妹﹑董成鵬弟兄﹑
董成鵬弟兄﹑
張瑛丰姐妹﹑
張瑛丰姐妹 ﹑ 周功耀弟兄都來探望過我們﹐
周功耀弟兄都來探望過我們﹐耐
心地幫我們排疑解惑。
心地幫我們排疑解惑。 團契的兄弟姐妹也熱心
邀請我們參加團契﹐
邀請我們參加團契 ﹐使我即使在信心最低谷的
時候﹐
神的聯系。
時候﹐也沒有放棄與
神的聯系。

教會的周功耀弟兄來探訪的時候給我一本
書 ﹐叫 <<明白正道
<< 明白正道>>
明白正道 >>。
>> 。這本書列出了基督教的
基本教義﹐
基本教義 ﹐ 同時﹐
同時 ﹐ 也列出了一些目前最流行的
異端的基本概念。
異端的基本概念 。 很客觀﹐
很客觀 ﹐沒有任何抨擊的字
眼 。 當時﹐
當時 ﹐ 新約我已經讀了一遍﹐
新約我已經讀了一遍﹐舊約讀了一
半﹐對聖經有了一定的了解
對聖經有了一定的了解。
了一定的了解。看這本書的時候﹐
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豁然開朗了。
我覺得豁然開朗了 。以前光知道聖經好﹐
以前光知道聖經好﹐但不
能很好地體會到底好在哪裡
能很好地體會到底好在哪 裡﹐可一旦把好的東
西和不好的東西放在一起作比較﹐
西和不好的東西放在一起作比較﹐那馬上就感
到聖經比其它的異端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到聖經比其它的異端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由

此還想到牛頓﹐
此還想到牛頓 ﹐ 他是公認的人類歷史上最偉大
的科學家。
的科學家 。 如果把他的工作和耶穌的教導放在
一起作比較﹐
一起作比較﹐ 那耶穌的教導又要比他偉大無數
倍 。 比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還要偉大無
數倍的那一位﹐
數倍的那一位 ﹐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只能是那位自有永
有 ﹑ 至高無上的
神。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沒有別的
解釋。
解釋。

我們05
我們 05年剛搬到
05年剛搬到Cherry
年剛搬到 Cherry Hill的時候
Hill 的時候﹐
的時候﹐教會
的巢國良弟兄對我說過一句話
的巢國良弟兄 對我說過一句話﹐
對我說過一句話﹐出自新約的馬
太福音﹕
太福音﹕你們祈求﹐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
就給你們﹔尋找﹐
尋找﹐就尋見﹔
就尋見﹔
叩門﹐
叩門 ﹐就給你們開門。
就給你們開門。 這句話我當時聽了將信
將疑﹐
將疑 ﹐心 裡 在想﹕
在想 ﹕ 我倒是求求看﹐
我倒是求求看﹐你真的會給
我嗎﹖
我嗎 ﹖現在回頭看我的信主過程﹐
現在回頭看我的信主過程﹐就可以用這
句話來概括。
句話來概括。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只要抱著一顆謙卑﹑
只要抱著一顆謙卑﹑
真誠的心﹐
真誠的心 ﹐ 去追求永恆的真理﹐
去追求永恆的真理﹐去祈求﹐
去祈求﹐神一
定會把恩典加給我們。
定會把恩典加給我們。

我 願 意在教會裡
意在教會 裡 ﹐ 通過神的話語﹐
通過神的話語 ﹐在靈命
裡得到成長。
得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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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趙崢，
我叫趙崢，1995年來自中國上海
1995年來自中國上海。
年來自中國上海。在這之
前從來沒有讀過聖經，
前從來沒有讀過聖經， 來美國之後開始接觸基
督教。
督教 。十多年間去了無數次查經班，
十多年間去了無數次查經班，聽了無數
次福音傳道，
次福音傳道 ， 直到最後發現周遭的朋友竟然都
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而自己卻仍然是自由散漫的慕道友。
而自己卻仍然是自由散漫的慕道友。
親近的朋友給我起了一個雅號-----親近的朋友給我起了一個雅號------“
------“千年慕
道友”
道友”。蠻好聽的，
蠻好聽的，有點武俠的感覺。
有點武俠的感覺。
為什么這么多年來，
為什么這么多年來 ，一直游離在信與不信
之間呢？
之間呢？ 我也常常自問，
我也常常自問 ， 也許是十多年前，
也許是十多年前，在
國內工作後所經歷的一些事，
國內工作後所經歷的一些事，對我的世界觀和
價值觀產生了一些深刻的影響。
價值觀產生了一些深刻的影響。
從小，
從小 ，我一直是一個聽父母話的小孩，
我一直是一個聽父母話的小孩，聽
老師話的學生，
老師話的學生 ， 工作後自然成了聽領導話的下
屬 。 可是，
可是 ， 當一個剛踏入社會就猛然發現某些
事 、 一些人并不是你一直所想象得這么高尚、
一些人并不是你一直所想象得這么高尚、
這么值得崇敬，
這么值得崇敬 ， 反而有點丑陋時，
反而有點丑陋時， 那信心和信
仰像被小石子擊打的玻璃一樣“
仰像被小石子擊打的玻璃一樣“嘩啦”
嘩啦”一下子
就碎了。
就碎了。
那時師范一畢業，
那時師范一畢業 ， 我就被分配到我們學校
附屬的小學。
附屬的小學 。 那是一所上海市重點小學，
那是一所上海市重點小學，學生
的來源除了一小部分來自所屬學區，
的來源除了一小部分來自所屬學區，大部分都
是名人、
是名人、 富商、
富商 、 政府官員的孩子。
政府官員的孩子。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我們學校的效益是非常好的。
我們學校的效益是非常好的。
我們的校長是全國優秀教師，
我們的校長是全國優秀教師 ， 共產黨員，
共產黨員，
上海市小學系統第一位獲得教授頭銜的長者，
，
上海市小學系統第一位獲得教授頭銜的長者
我非常尊敬他。
我非常尊敬他 。 90 年代社會上開始流行 “ 紅
包 ” ，我們學校更是不會趕不上流行。
我們學校更是不會趕不上流行。一個星
期五的下午，
期五的下午 ， 照例政治學習。
照例政治學習。校長在會上非常
嚴肅地為我們傳達關于不得收紅包的有關規
定 ， 凡是推辭不掉的紅包必須上交學校領導
凡是推辭不掉的紅包必須上交學校領導。
紅包必須上交學校領導。
事也湊巧，
事也湊巧 ， 就在那天政治學習結束後，
就在那天政治學習結束後，就有一
位家長來到我的辦公室裏，
位家長來到我的辦公室裏 ，他是當時市政府的
秘書長。
秘書長。 我們交流了孩子在學校在家裏的情況
後 ， 他就告辭了。
他就告辭了 。 等我發現書桌上有一個他留

下來的信封時，
下來的信封時 ， 他的車已經開遠了。
他的車已經開遠了。信封裏是
好幾張購物禮券。
好幾張購物禮券。 既然校長剛剛在會上提到紅
包問題，
包問題， 那我如果收下豈不是撞在槍口上？
那我如果收下豈不是撞在槍口上？拿
著信封，
著信封， 我就去了校長室。
我就去了校長室 。校長只是問了一個
問題：
問題：是哪個家長送來的？
是哪個家長送來的？我如實回答。
我如實回答。結果
你們猜怎么樣？
你們猜怎么樣 ？ 校長和藹可親、
校長和藹可親、語重心長地告
訴我：
訴我 ：這個人的你可以收下，
這個人的你可以收下，沒問題。
沒問題。你們知
道這個時候我的腦子裏是什么嗎？一腦袋
的 ！？。再看校
！？。再看校長和副校長的桌子上也躺著兩
再看校 長和副校長的桌子上也躺著兩
個和我的一模一樣的信封，
個和我的一模一樣的信封 ，當然比我的要厚一
些。看來這個紅包我是必須收下的。
看來這個紅包我是必須收下的。
自這件小事，
自這件小事 ， 又遇到了很多讓我生出一腦
袋 ！？的事情
！？的事情。
的事情 。 什么是對的？
什么是對的？什么是可信的？
什么是可信的？
什么是不變的？
什么是不變的 ？ 問過很多人，
問過很多人，看過一些書，
看過一些書，可
是那些回答的表面總是冠冕堂皇，
是那些回答的表面總是冠冕堂皇，私底下又是
另一付模樣。
另一付模樣。OK，
OK，既然尋找的結果是失望的話，
既然尋找的結果是失望的話，
我何必認真呢？
我何必認真呢 ？ 何必去輕信呢？
何必去輕信呢？不如不在乎，
不如不在乎，
不放在心上，
不放在心上 ， 開開心心過每一天，
開開心心過每一天，做一個待人
接物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人豈不是更實在。
接物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人豈不是更實在。
所以一直以來對信仰都是抱著懷疑的心態
來對待。
來對待。直到2005
直到 2005年
2005 年， 我們搬到了櫻桃山，
我們搬到了櫻桃山， 遇
見了親愛的祁秀玲姐妹，
見了親愛的祁秀玲姐妹 ， 遇見她的故事又將是
另一個見証，
另一個見証 ， 她的一言一行，
她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處處體
現出基督在她生命裏的榮美。
現出基督在她生命裏的榮美。因她的介紹，
因她的介紹，我
們來到了這個教會，
們來到了這個教會 ，開始有規律、
開始有規律、有系統的學
習聖經，
習聖經， 參加教會主日。
參加教會主日 。 從一開始讀不懂，
從一開始讀不懂，不
愿意讀，
愿意讀， 到現在能夠慢慢地讀，
到現在能夠慢慢地讀，試著去理解，
試著去理解，
神的話語就像涓涓細流不知不覺中浸潤到我的
心裏，
心裏 ，很多的疑惑、
很多的疑惑 、問題在這本聖經中都能找
到答案。
到答案。今年5
今年5月19日聽了
19日聽了MOORESTOWN
日聽了MOORESTOWN教堂舉辦
MOORESTOWN教堂舉辦
的劉志雄長老的福音布道後，
的劉志雄長老的福音布道後，讓我更加豁然開
朗 ： 在這個世界裏，
在這個世界裏 ，只有那位無所不知、
只有那位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的神才是永恆的、
不能的神才是永恆的、 公義的、
公義的、不改變的和信
實的。
實的 。在聖靈的感動下
在聖靈的感 動下，
動下 ， 我終于舉手決志成為
基督徒。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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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偉橋﹐
我叫王偉橋﹐太太吳婕銘﹐
太太吳婕銘﹐四歲兒子Bryan
四歲兒子Bryan﹐
Bryan﹐
Marlton Engineer﹐
Engineer﹐將近五年了。
將近五年了。
2006/10 CHCCC四
CHCCC四周年慶第一次來到這
個教會﹐
個教會 ﹐ 認識了賴松弟兄﹐
認識了賴松弟兄﹐ 熱情邀請我們
參加他們周五晚上的團契﹐
參加他們周五晚上的團契﹐ 說老實話﹐
說老實話 ﹐剛
來團契的時候﹐
來團契的時候﹐ 只是把這當作一個認識朋
友 social的地方
social 的地方﹐
的地方 ﹐ 同時也能讓Bryan
同時也能讓 Bryan有玩
Bryan 有玩
伴 ﹐ 增長一些對基督教的認識也是有益無
害嘛。
害嘛 。 後來慢慢感覺到這個團契的溫欣﹐
後來慢慢感覺到這個團契的溫欣﹐
弟兄姐妹們都很nice
弟兄姐妹們都很 nice﹐
nice ﹐ 各種團契活動搞得
都很好﹐
都很好﹐在賴松﹐
在賴松﹐滕靖﹐
滕靖﹐周國成﹐
周國成﹐董承鵬﹐
董承鵬﹐
馮恆生﹐
馮恆生 ﹐ 及其他弟兄的引領下對聖經﹐
及其他弟兄的引領下對聖經﹐基
督教有了真正的基本的認識﹐
督教有了真正的基本的認識﹐ 團契的生活
也慢慢成了我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也慢慢成了我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很少有間斷。
很少有間斷。在這裡
在這 裡 也借這個機會要感謝
甘泉團契的弟兄姐妹們這兩年來對我們一
家的關心照顧﹐
家的關心照顧﹐ 你們真的是在為我們的神
做光做鹽﹐
做光做鹽﹐帶領我們認識歸主。
帶領我們認識歸主。
06年底婕銘查出來有先天性心臟房間
06 年底婕銘查出來有先天性心臟房間
隔缺損﹐
隔缺損 ﹐ 最後確定要做導管手朮﹐
最後確定要做導管手朮﹐ 在這期
間我們 團契 的弟兄 姐妹 們真的是非常關
心﹐那時候聽說還不信的時候God
那時候聽說還不信的時候God不會聽我
God不會聽我
們的禱告﹐
們的禱告 ﹐我們也從沒有禱告過﹐
我們也從沒有禱告過﹐ 但弟兄
姐妹們的恆切禱告讓我們心裡
姐妹們的恆切禱告讓我們心 裡 很平安。
很平安 。在
費 城 CHOP 醫院 裡 婕銘 做手朮 的時 候我在
waiting
waiting room裡
room裡 焦急等待﹐
焦急等待﹐ 這個時候我就
試著向主第一次禱告﹐
試著向主第一次禱告﹐ 求主保守手朮的順
利進行﹐
利進行﹐禱告完了以後我心裡
禱告完了以後我心裡平安了很多﹐
平安了很多﹐
在以後的日子裡
在以後的日子裡 有神的保守﹐
有神的保守 ﹐ 婕銘的心臟
恢複得很好。
恢複得很好。
剛接觸聖經的時候﹐
剛接觸聖經的時候 ﹐ 只覺得裡
只覺得 裡 頭講的

東西和希臘神話故事沒什么區別﹐
東西和希臘神話故事沒什么區別﹐對其真
實性有很大懷疑﹐
實性有很大懷疑 ﹐ 在每周團契的查經幫助
我認識了聖經的很多真理﹐
我認識了聖經的很多真理﹐ 隨著後來開始
來主日聽道和參加福音營﹐
來主日聽道和參加福音營 ﹐ 對聖經裡
對聖經裡 的道
有了越來越多的認識﹐
有了越來越多的認識﹐特別記得有一次鄭
龍飛牧師的講道﹐
龍飛牧師的講道 ﹐ 基督耶穌的救恩﹐
基督耶穌的救恩﹐ 主的
大愛﹐
大愛 ﹐ 將我深深的感動﹐
將我深深的感動﹐ 情不自禁地淚流
滿面。
滿面 。 不久以後在Moorestown
不久以後在Moorestown聽劉志雄長
Moorestown 聽劉志雄長
老的講道﹐
老的講道﹐ 讓我再次認識到自己的罪和基
讓我再 次認識到自己的罪和基
督耶穌救贖的大恩﹐
督耶穌救贖的大恩﹐ 從此願
從此 願 意立下心志跟
隨主。
隨主。
在決志以後的日子裡
在決志以後的日子 裡 ﹐ 我也有過很多
掙扎﹐
掙扎 ﹐ 我想這時候撒旦也沒有停止它的工
作 ﹐ 讓我不斷產生對主對聖經的懷疑。
讓我不斷產生對主對聖經的懷疑。 我
真的迫切需要有什么神跡出現來堅強我的
信心﹐
信心 ﹐ 正在這個時候﹐
正在這個時候﹐我真實地見証了我
們教會購堂的順利進行﹐
們教會購堂的順利進行﹐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 若
沒有主大能的手扶助﹐
沒有主大能的手扶助﹐我們今天怎么可能
坐在這么舒適的新堂裡
坐在這么舒適的新堂裡。
就在一兩個月前﹐
就在一兩個月前 ﹐婕銘終于找到了工
作﹐在面試後等待offer
在面試後等待offer的三個星期
offer的三個星期裡
的三個星期裡﹐我
一直迫切的禱告﹐
一直迫切的禱告 ﹐ 雖然說應該為主而活﹐
雖然說應該為主而活﹐
這樣的禱告難免自私﹐
這樣的禱告難免自私﹐但對于我們剛信主
的人來說﹐
的人來說﹐ 信心是很脆弱的﹐
信心是很脆弱的﹐ 就在幾乎失
去信心的時候﹐
去信心的時候﹐主大能的手再次把我拉回﹐
主大能的手再次把我拉回﹐
在主的保守下﹐
在主的保守下﹐婕銘順利拿到offer
婕銘順利拿到offer﹐
offer﹐Bryan
全天在Day
全天在 Day Care也能夠適應
Care 也能夠適應。
也能夠適應 。 現在我們家
的日子顯然比以前節奏快了很多﹐
的日子顯然比以前節奏快了很多﹐但我也
要感謝神給我這樣的機會讓我更好的學習
做一個好丈夫﹐
做一個好丈夫 ﹐ 好爸爸﹐
好爸爸﹐ 學基督耶穌的樣
式 ﹐ 也把一切交給主﹐
也把一切交給主﹐求主帶領我們走前
面的路。
面的路。阿門﹗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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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叫 吳 婕 銘 ﹐ 于 2004 年 2 月 底 和 老 公 搬 到 NEW
JERSEY﹐
JERSEY ﹐過去4
過去4年一直在家照看兒子﹐
年一直在家照看兒子﹐直到最近2
直到最近2
個星期才開始工作﹐
個星期才開始工作﹐現在在費城北面的一個軟件
公司做ENTRY
公司做ENTRY LEVEL的
LEVEL的SOFTWARE
SOFTWARE ENGINEER。
ENGINEER。

我信主的歷程比較平淡無奇﹐
我信主的歷程比較平淡無奇﹐沒有什么驚心
動魄的故事。
動魄的故事。開始是有人上門傳道﹐
開始是有人上門傳道﹐一周一課﹔
一周一課﹔
後來一方面由于對基督教的好奇﹐
後來一方面由于對基督教的好奇﹐另一方面想找
找看有什么地方可以玩﹐
找看有什么地方可以玩﹐于是就來到這個CHERRY
于是就來到這個 CHERRY
HILL的教會
HILL 的教會。
的教會。起先是參加星期五的團契﹐
起先是參加星期五的團契﹐馬上就
有很多人請吃飯﹐
有很多人請吃飯﹐我記得賴松﹑
我記得賴松﹑建榮家的飯是吃
的最多的了﹐
的最多的了﹐都記不得幾次了。
都記不得幾次了。但是吃飯的同時
也是要講經的﹐
也是要講經的﹐也就是說這飯不是白吃的﹐
也就是說這飯不是白吃的﹐呵呵。
呵呵。
同時是參加每周一次的婦女團契﹐
同時是參加每周一次的婦女團契﹐得以結識阿娟
和黃媽媽﹐
和黃媽媽 ﹐當初都是由阿娟接送我和黃媽媽﹐
當初都是由阿娟接送我和黃媽媽﹐于
是在車上我們就開始聊天。
是在車上我們就開始聊天。我很驚訝于黃媽媽的
人生經歷
人生 經歷﹐
經歷 ﹐第一次感受到基督徒的生活是那么的
神奇﹐
神奇 ﹐他們的快樂平安都來自于非物質﹐
他們的快樂平安都來自于非物質﹐而且是
那么的強烈。
那么的強烈。接著瑛丰提出給我上課﹐
接著瑛丰提出給我上課﹐也是一周
一次﹐
一次 ﹐一共30
一共30多課
30多課﹐
多課﹐先是新約﹐
先是新約﹐再是舊約。
再是舊約。開始
的時候﹐
的時候﹐ 我有無數的問題
我有無數的問題﹐
問題﹐總是對經上的話持不
服氣狀態﹐
服氣狀態 ﹐瑛丰很是有耐心﹐
瑛丰很是有耐心﹐不厭其煩地
不厭其煩 地給我解
釋 ﹐ 從來沒有用過強勢的語句。
從來沒有用過強勢的語句 。 然後就是參加N
然後就是參加 N
次的布道會﹐
次的布道會﹐建榮﹑
建榮﹑賴松給了我們N
賴松給了我們N多的書﹐
多的書﹐DVD﹐
DVD﹐
CD﹐
CD ﹐ 慢慢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
慢慢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問題越來
越少﹐
越少 ﹐前後貫通地
前後貫通地讀經﹐
讀經﹐加上婦女團契的講經﹐
加上婦女團契的講經﹐
使我逐漸放棄了懷疑的態度。
使我逐漸放棄了懷疑的態度。我想從那個時候我
開始從理性上認識主。
開始從理性上認識主。

其實不嚴重
其實不 嚴重﹐
嚴重﹐ 對現在的生活沒有影響﹐
對現在的生活沒有影響﹐ 但到
中年以後就會有問題﹐
中年以後就會有問題 ﹐所以需要手術﹐
所以需要手術 ﹐但只
是一個小手術。
是一個小手術。 我只詢問過教會幾個朋友﹐
我只詢問過教會幾個朋友﹐
想得到一些意見﹐
想得到一些意見﹐但大家對我真是關懷備至﹐
但大家對我真是關懷備至﹐
讓我們習慣于漂泊異鄉的心受寵若驚。
讓我們習慣于漂泊異鄉的心受寵若驚。每次
周三的禱告會我的名字都在被列之中﹐
周三的禱告會我的名字都在被列之中﹐起先
我都不知道大家替我禱告﹐
我都不知道大家替我禱告﹐ 怪不得老有人問
“ 你怎么樣了﹖
你怎么樣了 ﹖ ” ﹐ 我都一頭霧水﹐
我都一頭霧水﹐ 不知道
他們在問我什么
他們在問我什么。
。
去年手術很順利﹐
去年手術很順利
﹐期間得
在問我什么
到無數人的關愛〔
到無數人的關愛 〔例如瑛丰﹑
例如瑛丰 ﹑ 阿娟﹑
阿娟 ﹑王維﹑
王維﹑
何速﹐
何速 ﹐ 等等……
等等……〕﹐
……〕﹐我們能感
〕﹐ 我們能感覺到這愛來自
我們能感 覺到這愛來自
于信神的心。
于信神的心。 今年初﹐
今年初﹐我開始找工作﹐
我開始找工作﹐由于
我有4
我有4年多沒有工作﹐
年多沒有工作﹐加上經濟不好﹐
加上經濟不好﹐又不能
去離家太遠的地方﹐
去離家太遠的地方 ﹐ 所以機會很少。
所以機會很少。 在繼續
找工作和重新回學校換專業之間一直徘徊﹐
找工作和重新回學校換專業之間一直徘徊﹐
但感謝神在我迷茫之際﹐
但感謝神在我迷茫之際﹐通過禱告給了我安
慰 ﹑ 耐心和平靜的心﹐
耐心和平靜的心 ﹐ 我當初想﹐
我當初想﹐ 無論結局
如何﹐
如何﹐ 我都學會了靠神生活。
我都學會了靠神生活。 我要感謝神賜
下騰靖﹐
下騰靖﹐在我找工作期間助我一臂之力。
在我找工作期間助我一臂之力。

我想引用馬太福音5
我想引用馬太福音 5 ﹕ 16來概括我的信
16 來概括我的信
主歷程﹐
主歷程 ﹐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
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
在天上的父。
在天上的父。 ” 正是由于有這么多的人﹐
正是由于有這么多的人﹐ 才
讓我建立了信主的心。
讓我建立了信主的心。

我曾經總是和瑛丰抱怨﹐
我曾經總是和瑛丰抱怨﹐為什么我體會不到
神和我有交通呢﹖
神和我有交通呢﹖瑛丰說﹐
瑛丰說﹐神是要經歷的﹐
神是要經歷的﹐你要
用心體會。
用心體會。06年底
06年底﹐
﹐
我被發現有先天性心臟病﹐
我被發現有先天性心臟病
﹐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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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美國讀書之前,
來美國讀書之前, 我曾在國內參加過三次黨章學習
小組。
小組 。也許是作為信仰太認真,
也許是作為信仰太認真, 最終都放棄了。
最終都放棄了。那
時記得好像有個別同學或其家長﹐
時記得好像有個別同學或其家長﹐或年長的同事信
基督教,
基督教, 但自己對它談不上什么了解。
但自己對它談不上什么了解。

2002年來美國讀書後
2002 年來美國讀書後,
年來美國讀書後,學校附近一些美國教會,
學校附近一些美國教會,
還有中國教會,
還有中國教會, 逢年過節的,
逢年過節的, 時常搞一些活動,
時常搞一些活動, 大
家可以想象,
家可以想象 , 去那兒主要是吃吃飯,
去那兒主要是吃吃飯 , 認識一些朋
友 。 曾多次謝絕了附近美國教會的一個朋友連續好
多次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Bible
多次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Bible study。
study。原因是我覺
得我想搞清楚但還沒有搞清楚。
得我想搞清楚但還沒有搞清楚。

自己潛意識裡
自己潛意識裡 還是有驕傲﹐
還是有驕傲﹐ 覺得自己拼命地辛
苦工作掙錢養家﹐
苦工作掙錢養家 ﹐ 回到家裡
回到家裡 ﹐ 期待妻子應該很
溫柔聽話﹐
溫柔聽話 ﹐加上自己的急躁的脾氣。
加上自己的急躁的脾氣。 所以那時
間確實是很痛苦,
間確實是很痛苦 , 疲憊,
疲憊 , 又矛盾﹐
又矛盾 ﹐ 自己既是驕
傲的﹐
傲的 ﹐ 又是軟弱的。
又是軟弱的。 忽然之間,
忽然之間 , 我想也許真的
是需要回歸到神的身邊﹐
是需要回歸到神的身邊﹐交托自己疲憊的心靈﹐
交托自己疲憊的心靈﹐
學習更多更好的愛。
學習更多更好的愛 。 什么是信﹖
什么是信﹖ 正如希伯來書
第十一章第一節說﹐
第十一章第一節說 ﹐ “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信心不是眼見之物﹐
信心不是眼見之物﹐是信
本身。
本身 。 因為信﹐
因為信 ﹐ 就一定變成可見的一切。
就一定變成可見的一切。如果
都搞的很清楚,
都搞的很清楚 , 我們就不是人,
我們就不是人 , 而是神了。
而是神了。我 願
意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
意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承認自己是個需要救
贖的罪人。
贖的罪人。

其實2006
其實2006夏天臨近畢業的時候
2006夏天臨近畢業的時候﹐
夏天臨近畢業的時候﹐就業的壓力很
就業的壓力很
大 ﹐ 我們就時常參加當地的華人教會﹐
我們就時常參加當地的華人教會﹐希望也許能
得到一些幫助﹐
得到一些幫助﹐當時他們也經常替我禱告。
當時他們也經常替我禱告。我記得
還好多次跟其中的一位長老朋友討論﹐
還好多次跟其中的一位長老朋友討論﹐對于很多問
題 ﹐ 雖然沒有得到答案。
雖然沒有得到答案。但我能明確感受的是﹐
但我能明確感受的是﹐他
們的心裡
們的心裡很平安﹐
很平安﹐因著信﹐
因著信﹐他們相信﹐
他們相信﹐他們所有的
一切﹐
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都是神的安排﹐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 神愛世人﹐
神愛世人 ﹐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妻子跟我這么多年其實付出了很多﹐
妻子跟我這么多年其實付出了很多﹐她也承擔
了很大的壓力﹐
了很大的壓力﹐她需要我很好的愛心。
她需要我很好的愛心。跟神對
我們付出的愛比起來﹐
我們付出的愛比起來﹐我們需要付出的愛又算
的了什么呢。
的了什么呢。

結果畢業後﹐
結果畢業後﹐我們搬到北卡。
我們搬到北卡。我們也經常參加
那邊的中國教會。
。由于工作是在一個Start
那邊的中國教會
由于工作是在一個StartStart-up公司
up公司﹐
公司﹐
只有幾個人﹔
只有幾個人﹔常常每天工作至少十多個小時﹐
常常每天工作至少十多個小時﹐工作
中的辛苦與壓力可以想象。
中的辛苦與壓力可以想象。經常8
經常8﹑9點回家﹐
點回家﹐但已
累的不行。
累的不行。結果在去年夏天的時候我的老板說公司
finance真
finance真的不行了(
的不行了(這是實際情況)
這是實際情況)﹐而這時我的一
年的OPT
年的OPT工作許可又馬上到期
OPT工作許可又馬上到期。
工作許可又馬上到期。而在家裡
而在家裡﹐我妻子白
天照顧兩個很小的孩子﹐
天照顧兩個很小的孩子﹐又累又煩躁了一天
又累又煩躁了一 天﹐還得
需要幫忙與安慰。
需要幫忙與安慰。

真的很感謝神﹐
真的很感謝神﹐我想說的是﹐
我想說的是﹐剛好在我需
要換工作的時候﹐
﹐ NJ這邊的一個公司主動聯系
要換工作的時候
NJ 這邊的一個公司主動聯系
上我﹐
上我 ﹐ 問我願
問我願 意不願
意不 願 意接受一份工作 (跟我們
(跟我們
專業很接近)
專業很接近)。要知道我們這個專業﹐
要知道我們這個專業﹐找工作其
實很需要身份﹐
實很需要身份 ﹐ 有沒有身份機會差別太大了。
有沒有身份機會差別太大了。
後來証明雖然我自己去聯系了一些機會﹐
後來証明雖然我自己去聯系了一些機會﹐這家
公司最有誠意。
公司最有誠意 。 我相信是神開路引導我來到這
裡 。 與此同時我常常禱告﹐
與此同時我常常禱告﹐ 讓我的妻子也早點
接受耶穌作她的救主。
接受耶穌作她的救主。

那段時間家中與妻子的關係非常緊張。
那段時間家中與妻子的關係非常緊張。也許是

尤其是今年初聽到劉志雄長老的傳道﹐
尤其是今年初聽到劉志雄長老的傳道﹐覺
得很受感動。
得很受感動。感謝神﹐
感謝神﹐我的妻子也在那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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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志信主。
決志信主。我的工作需要時常去國外出差﹐
我的工作需要時常去國外出差﹐由于身
份與專業的緣故﹐
份與專業的緣故﹐雖然每次簽証都難免有worry
雖然每次簽証都難免有worry﹐
worry﹐
同時工作中需要處理各種關係。
同時工作中需要處理各種關係。我知道這也是自己
練習交托與體驗神的一部分。
練習交托與體驗神的一部分。我相信神既然引領我
們到這兒﹐
們到這兒﹐一切都會有他的保守
一切都會有他的保守。

現在回想起來,
現在回想起來, 我感到神確實給予我很多,
我感到神確實給予我很多, 一
個好妻子,
個好妻子, 兩個可愛的孩子,
兩個可愛的孩子, 現在的一份工作.
現在的一份工作.更重
要的是,
要的是, 神願意讓我們夫妻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們的
救主.
救主 . 對于這樣的恩典,
對于這樣的恩典, 我感覺真是發自內心的無
比感恩.
比感恩. 同時,
同時, 信主之後﹐
信主之後﹐我學會與懂得了什么是
愛 ﹐ 開始學習用愛心面對周圍的一切。
開始學習用愛心面對周圍的一切。正如格林多

今天我能在這裡
今天我能在這 裡 講自己的見証﹐
講自己的見証 ﹐ 是我從來沒
有想到過的事情。
有想到過的事情。其實我原來是最不可能信神
的那種人﹐
的那種人 ﹐ 我在國內從本科到研究生﹐
我在國內從本科到研究生﹐讀了7
讀了7
年的在中國最紅色最革命的專業﹐
年的在中國最紅色最革命的專業 ﹐ 個人又申
請入了黨。
請入了黨。如果按我原來的生活軌道
如果按我原來的生活軌道﹐
按我原來的生活軌道﹐我會在
國內一所大學裡
國內一所大學 裡 教書或者在政府機關裡
教書或者在政府機關 裡 做一
個公務員﹐
個公務員﹐這樣過一輩子。
這樣過一輩子。可是2002
可是2002年我的生
2002年我的生
活發生了很大變化﹐
活發生了很大變化 ﹐ 那一年我來到美國﹐
那一年我來到美國 ﹐ 我
的生活突然跟以前就脫了節﹐
的生活突然跟以前就脫了節 ﹐ 剛開始覺得非
常的不適應。
常的不適應。慢慢的有人就來我家傳福音﹐
慢慢的有人就來我家傳福音﹐又
邀請我到教會去。
邀請我到教會去。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了基督教
﹐ 剛開始我一點都聽不進去﹐
剛開始我一點都聽不進去 ﹐ 覺得聖經裡
覺得聖經 裡 講
的離我很遙遠。
的離我很遙遠。去教會也是想去了就去﹐
去教會也是想去了就去﹐不想
去了就不去。
去了就不去。後來﹐
後來﹐我們經常性的參加了一個
家庭團契﹐
家庭團契 ﹐ 當時也是抱著去玩玩﹐
當時也是抱著去玩玩 ﹐ 認識一些
朋友的想法﹐
朋友的想法﹐從沒想著去相信。
從沒想著去相信。
2006年夏天
2006 年夏天﹐
年夏天 ﹐ 我們搬家到了北卡州﹐
我們搬家到了北卡州 ﹐ 在

前書第十三章第四節至八節說﹐
前書第十三章第四節至八節說﹐ “ 愛是恆久忍
耐 ﹐ 又有恩慈。
又有恩慈 。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夸。
愛是不自夸。不
張狂。
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
易發怒。
易發怒 。 不計算人的惡。
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
真理。
真理 。 凡事包容。
凡事包容 。 凡事相信。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凡事
忍耐。
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愛是永不止息。” 我知道﹐
我知道﹐這條成長之
路會很長﹐
路會很長 ﹐而神對我們的要求標准又很高。
而神對我們的要求標准又很高。雖
然也還會有屬靈的征戰﹐
然也還會有屬靈的征戰﹐但我相信這是一條正
確的道路。
確的道路。因為,
因為, 只要我們有一顆追求的心﹐
只要我們有一顆追求的心﹐
正如馬太福音第7
正如馬太福音第 7 章第7
章第 7 至 8 節所說,
節所說 , “ 你們祈
求 ﹐ 就給你們﹔
就給你們 ﹔ 尋找﹐
尋找 ﹐就尋見﹔
就尋見 ﹔ 扣門﹐
扣門 ﹐就給他
開門。
開門。 因為凡祈求的﹐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
就得著﹔ 尋找的﹐
尋找的﹐就尋
見﹔扣門的﹐
扣門的﹐就給他開門。
就給他開門。”

那 裡 度過了非常苦的一段日子
度過了非常苦的一段 日子。
日子 。我先生他每
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常常是晚上很晚才回
家 ﹐家 裡 的事一點都不能分擔。
的事一點都不能分擔。我當時懷孕
8 ﹐ 9個月﹐
個月 ﹐ 還帶著一歲多的女兒﹐
還帶著一歲多的女兒﹐還要承擔
所有的家務。
所有的家務 。 你可以想象的到﹐
你可以想象的到 ﹐一個快要生
孩子的孕婦﹐
孩子的孕婦﹐ 懷 裡 抱著一歲多的孩子﹐
抱著一歲多的孩子﹐再背
上一大包的衣服﹐
上一大包的衣服 ﹐ 步履蹣跚的去洗衣房洗衣
服 ﹐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 。 孕婦都需要營
養 ﹐ 而我有什么營養可談﹐
而我有什么營養可談 ﹐ 能吃上的飯就不
錯了。
錯了 。那時我經常感到心情郁悶﹐
那時我經常感到心情郁悶﹐體力不支
﹐ 甚至都要崩潰了。
甚至都要崩潰了 。兩個人因為勞累﹐
兩個人因為勞累﹐都沒
有什么好脾氣﹐
有什么好脾氣 ﹐ 經常吵架﹐
經常吵架 ﹐ 一氣急了就嚷嚷
著離婚﹐
著離婚﹐ 誰都不肯少說一句﹐
誰都不肯少說一句 ﹐ 婚姻關係非常
緊張。
緊張 。現在想起來﹐
現在想起來 ﹐其實我們都不懂得去體
諒對方﹐
諒對方﹐ 我們都不懂地去懺悔認罪﹐
我們都不懂地去懺悔認罪﹐從沒有
想 到 過自己的錯﹐
過自己的錯 ﹐ 而老是盯著對方的缺點。
而老是盯著對方的缺點。
都覺得自己這么辛苦﹐
都覺得自己這么辛苦﹐ 對方應該體諒自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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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個時候我們經常參加教會的團契和主日
崇拜。
崇拜。2007年夏天
2007年夏天﹐
年夏天﹐我先生決志信了神。
我先生決志信了神。之後
﹐ 我們家受到了神的格外眷顧﹐
我們家受到了神的格外眷顧﹐ 07年的
07 年的11
年的 11月
11 月
份 ﹐ 他終于找到了新工作﹐
他終于找到了新工作 ﹐ 我們搬到了新澤
西州。
西州。

2008年
2008 年4 月 ﹐ 我參加了劉志雄長老的“
我參加了劉志雄長老的“婚
姻與家庭”
姻與家庭”布道會。
布道會。劉志雄長老分享了自己的
婚姻故事﹐
婚姻故事 ﹐ 從最初的愛情到後來充滿矛盾的
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是上帝挽救了他們的婚姻。
是上帝挽救了他們的婚姻。他不僅
講了很多夫妻相處的道理﹐
講了很多夫妻相處的道理 ﹐ 還講了很多聖經
上關于人生和永恆的真理。
上關于人生和永恆的真理。這些來自神的話語
﹐是我一直以來多么渴慕的。
是我一直以來多么渴慕的。我們一直在忙著
追求事業﹐
追求事業 ﹐ 金錢﹐
金錢 ﹐ 大房子和舒適的生活﹐
大房子和舒適的生活 ﹐ 但
是這些並
是這些 並 沒有給我們帶來平安喜樂﹐
沒有給我們帶來平安喜樂 ﹐ 而是更
多的忙碌﹐
多的忙碌﹐和不斷的爭吵。
和不斷的爭吵。我發現其實我們的
生活裡
生活 裡 缺少的其實並
缺少的其實 並 不是物質﹐
不是物質 ﹐ 物質的東西
經過努力我們都能得到﹐
經過努力我們都能得到 ﹐ 但是得到之後我們
仍然會不滿足﹐
仍然會不滿足﹐還會經常苦惱。
還會經常苦惱。我發現我們更
缺少的是那種內心的平安和喜樂﹐
缺少的是那種內心的平安和喜樂 ﹐ 沒有心裡
沒有心 裡
的平安喜樂﹐
的平安喜樂 ﹐ 有再多的錢﹐
有再多的錢 ﹐ 再大的房子﹐
再大的房子 ﹐ 都
不會感到快樂。
不會感到快樂。可是如果心裡
可是如果心裡有平安﹐
有平安﹐即使生
活上再辛苦﹐
活上再辛苦﹐也會覺得快樂。
也會覺得快樂。而這種平安和喜
樂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
樂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在這個布道會上﹐
在這個布道會上﹐我
看到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的智慧﹐
看到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的智慧 ﹐ 這種智慧
是我非常想要的﹐
是我非常想要的﹐所以那天我就決志信了主。
所以那天我就決志信了主。

信主之後﹐
信主之後 ﹐ 我們兩個人都有了一些變化﹐
我們兩個人都有了一些變化﹐雖
然做的還不是那么好﹐
然做的還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們已經懂得去
體諒對方。
體諒對方。現在﹐
現在﹐我們之間的爭吵越來越少。
我們之間的爭吵越來越少。
我在教養小孩方面也有了很大進步﹐
我在教養小孩方面也有了很大進步﹐原來因
為太累﹐
為太累﹐ 對孩子也沒什么耐心
對孩子也沒什 么耐心。
么耐心 。可是現在我
懂得了﹐
懂得了﹐ 孩子是神所賜給我們的產業﹐
孩子是神所賜給我們的產業﹐我們
要耐心地
要耐心地 教養好他們﹐
教養好他們﹐ 耐心比以前好多了。
耐心比以前好多了。
神還眷顧了我的兩個孩子﹐
神還眷顧了我的兩個孩子 ﹐ 我女兒性格比較
內向﹐
內向﹐在我們家周圍沒交到
在我們家周圍沒交到 好朋友。
好朋友。自從來
到教會﹐
到教會﹐ 她有了幾個要好的小朋友﹐
她有了幾個要好的小朋友﹐性格也
開朗了許多。
開朗了許多。

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我渴望愛人和被
愛 。 這么多年來﹐
這么多年來﹐ 我一直在尋找愛的真諦
我一直在尋找 愛的真諦﹐
愛的真諦﹐
可是一直都沒有找到。
可是一直都沒有找到。 今天我終于找到了。
今天我終于找到了。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聖經上關于愛的一段話﹐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聖經上關于愛的一段話﹐
“ 愛是恆久忍耐﹐
愛是恆久忍耐 ﹐ 又有恩慈﹔
又有恩慈 ﹔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夸﹐
愛是不自夸 ﹐ 不張狂﹐
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處﹐
自己的益處 ﹐ 不輕易發怒﹐
不輕易發怒 ﹐ 不計算人的惡﹐
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
不喜歡不義 ﹐ 只喜歡真理﹔
只喜歡真理 ﹔ 凡事包容﹐
凡事包容﹐凡事
相信 ﹐ 凡事盼望 ﹐ 凡事忍耐 。 愛是永不止
息 。 ”這真是一個真理﹐
這真是一個真理 ﹐ 對于我來說又是非
常大的挑戰。
常大的挑戰 。 每當我看到這句話﹐
每當我看到這句話﹐我都會發
現我做的是那么的不夠。
現我做的是那么的不夠 。 我身上有那么多的
缺點﹐
缺點 ﹐很多都不是我靠自己所能克服的﹐
很多都不是我靠自己所能克服的﹐希
望在今後的日子裡
望在今後的日子 裡 ﹐我能不斷的信靠神﹐
我能不斷的信靠神﹐做
一個合神心意的好兒女。
一個合神心意的好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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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my name is Carey Feng. I've been going to RCCC since I was 7 years old, but three
years ago, I had to move to Cherry Hill , New Jersey , where I now attend the Cherry Hill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but I decided to come back here to be baptized.
Anyway, I want to tell you all a little about myself: I'm thirteen and a 7th grader in
Beck Middle School . I've been a Christian for six years, and I love writing and telling
stories. Because I love doing that so much,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stor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girl, whom everyone thought was a perfect little angel. During the
day, she would be friendly with everyone, and everybody, including adults, loved her. But
then, at night, when she was alone with her family, she would transform into a
hot-tempered, impatient, stubborn little devil (or demon. I guess). And then she got older
andDwell, still nothing changed, and not only that, her temper and patience were worse
than before. Until one day, after much convincing from her parents, she was convinced to
go to RCCC. Although she was grumpy about missing her favorite TV show, she still acted
like a little angel. Then gradually, she was introduced to Christ and accepted Him in her
heart. She suddenly felt guilt and sadness, but also happiness and joy at the same time.
She apologized for all her wrongdoings and to the Lord for being a sinner and then gave
thanks to Him that she is now His Child. And from then on, she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You've probably all figured out by now that this little girl isDme. Well, me up to third
grade at least. The story didn't end there; I soon became good friends with Christ and
talked to Him all the time. You could probably say that it was all my angelic side working
on that. I was still the same way I was before, but then, after I learned that I should be true
to God, I didn't want to be a stubborn little girl to Him so I changed and started to be
patient to everyone around me, including my parents. It was really hard at first, but I soon
learned about my parents'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for me.
Well, that's the end of my story for today, but my life didn't end there; it w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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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forward to 2008, I still have the same problem, but instead of it happening on
a daily basis, I try to control myself and not lose my temper easily. I pray to God that He
would give me patience; though once in a while some frustration and anger may leak out
my mouth – like when I do my math homework, I get so frustrated every time I come
across a long problem. Sometimes I just want to scream my head off but then I try to calm
myself and take it easy, like turning up some music to ease my anger.
Remember in the beginning of my testimony when I've mentioned that I love writing? Well,
now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 poem that I've written about accepting Christ; it's called,
Candle.
The Earth wraps in a thick blanket of fear,
Darkness lurks on every street,
Sin chains me to the ground, imperfectness locks me up.
The devil guards my jail, only letting pain and suffering.
I look for rest and comfort,
But all I am is lost.
Then a candle is lit on a stand and shown for all to see.
The light burned out the devil's eyes,
And warms my frozen arms.
The door opens and shuns darkness out,
I reached out my hand, wanting more of the light.
But another hand gasped mine,
I fill with warmth,
I breathe easy.
And the fire guides me thru life.
I look around and all I see
Are the people I love, sleeping in cages.
I open the lock and give them a blanket,
That will soon become a candle.
But they refuse to know even the smallest piece of thread.
And though the candle burns on, all they feel is cold.
And now I see how fortunate I have been,
Receiving this candle that have saved my life.
It's hard to start a fire in the middle of a storm,
It's hard to see when smoke engulf your face,
It's hard to be righteous when you live in a world tempting you to sin.
But I know I can do it,
I will search for shelter to shine my light,
A light to see my path,
And a spirit to guide me thru the world.
I am not afraid to live with this candle,
I am willing to take its gift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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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lieve that no evil can touch me, because I am protected.
No devil may speak to me, because they fear my candle.
I will win every battle, and my candle will fight with me.
I can never lose since,
I have His arms of mercy,
Wrapped and holding on to me.
I have His spirit, living in me.
I have died a happy death,
I am alive as a soft, precious baby.
I live my life on the Fruits of the Spirit,
I live my life around the righteous.
I live my life believing in the light.
I live as a new person in a new world.
I am a new person in Christ*
My Candle.
My light.
I hope you've enjoyed hearing this poem as much as I had enjoyed writing it. And I'll
see you later, thank you.

Hello, my name is Lawrence Feng. I am Carey’s brother. Three years ago, my family moved to
Cherry Hill, New Jersey, so many of you in the youth group may not know me, but that’s not
important, what is important is what I am about to shar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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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years ago a friend of our family brought us to church, you may know them, they are Ma family.
(They were our neighbors) Anyway, they decided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our family, which I am
very grateful of that because two years after our first visit to RCCC, I tried to accept Christ as my
personal savior. By that I mean is that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I was doing. All I did was follow
my sister around, and she ended up in a room with a teacher praying that God bring her to Him. So
I thought, “Yeah, go with the flow.”
But now that I look back, I actually accepted Christ three times. The third time I really meant it, I
accepted the third time in the RCCC VBS of 2003. So now that I am a Christian, I understand
things better, and I realize that baptism would help me get closer to God, and I want to be next to
God in everything I do.
Two Bible verses that help me keep my trust in God and help me chose my acts and words
wisely are Mark 10:26-27:
“ The disciples were even more amazed, and said to each other, ‘who then can be saved? Jesus
looked at them and said, ‘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but no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This verse helps me to remind myself to keep on working harder, because I knew that
what I am doing is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God had to do in order to save me.
Another verse is John 3:16: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These verses really helped me in some situations to chose my actions wisely, because I would
think, the God that I worship, gave me his only Son, and a way to repay him is to do what is
righteous in His eyes. Also I now think that fighting my sinful ways is easier because I know
everything is possible.
Also I realize that the reason that He put on Earth is to honor Him and to spread the word of His
Son, and we all carry his image, so a way to honor Him is to do what’s right. Another thing that I
realize is that humans have a hard time determining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so we must
look to God for assistance, and now that we know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we should put it
to practice.
Today I’m glad that I had accepted Christ because choosing my actions wisely was one of my
worst weaknesses, but now that I am a Christian, I can overcome my weakness.

75

Ally
[Proverbs 22:6 Train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turn
from it.]

It’s all Alice’s idea.
Five months ago Alice came to visit me which looking back, it was a bit strange and I should have
known that something was cooking.

Anyway at that time I did not think too much of it and we

chatted and chatted. Finally after 2 hours of going around and I began to feel a bit disoriented,
she popped the question: “Would you like to lead the Children Worship for say D a year?”
(At that point I was ready to sweep her out.)
“Well, stay calm and think, think, think.” I said to myself.
not say yes either.

It would be rude to say no but I could

I had no idea how to lead the Children Worship, let along the fact that it

would imply a year of getting up early every Sunday morning.

It would be a huge commitment

and far beyond my capability.
Then my business “Tai-Chi” skill
her.

came to play and I said I would think about it and get back to

Of course I was not planning to get back to her.

or found someone else.

I was waiting for her to drop the idea

But guess what - she did not and I bet she asked Him to get involved.

So somehow I changed my mind.

I was touched by the need and I kept having these words

popped up in my head: “It’s not me who can do it, but Him, so why worry?”

And how could I

turn down such an insignificant calling compared to what God has done for me.

Finally I said

yes to give it a try.

Then came the “HOW” question.
an hour?

How could I keep the children engaged and sit still for

And how could I set this up in a way that would make a positive impact to their

spiritual growth?

Well, once again my business expertise came to rescue.

My job

requires me to do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fairly regularly and I am pretty good at it. So I
thought,”Why not make this a business project?”

Actually it’s the exact same concept and

approach i.e. you research the subject matter, develop a good quality slide deck and at the time of
presentation, you lay down the ground rules, set the context, keep the audiences engaged and get
your messages across - simple!

Once I figured this out, I tested the concept, made a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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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aks, and ended with a pretty good program structure.

BINGO!

However, there was a much bigger conspiracy behind this whole thing.

It did not take long for

me to figure out that this was God’s way of helping me to grow spiritually.

I feel so blessed

because He has planned an effective way for me to grow, have fun and serve Him all at the same
time.

In addition, I picked up a few techniques along the way to further enhance my

presentation skill.

Think about this - if I could keep a 4 year old (with an average attention span

of 5 minutes) engaged and could get the message across to her/him; wouldn’t I be non
defeat-able with grown-ups?

Our God is an awesome God. Amen!

This all sounds pretty simple, isn’t it?
huge crew

What I have not disclosed yet i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working behind the scene for the Children Worship production.

First, there are seven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take turn to be the worship speaker.

I am

often touched by the time and effort that go into their preparation and I learned a lot from their
messages personally.

Then there is Tracy who has been my helper since the beginning to get

things organized and the children grounded during the worship.

Tim Chou is our technician

and Carey Feng comes every week to lead us on Hymns and Praises.

Jianrong and

Connie are my substitutes, and my two daughters, Jessica and Anna, are my personal consultants
and coaches, who I use to bounce ideas around and do test runs.

In addition, a lot of the

children volunteer to be the worship crew and take on different jobs such as coming up with “Call
to Worship” and “Invocation”, collecting offering and cleaning up.
God who reigns from heaven with wisdom, power and love.
So what is the bottom-line?
is truly rewarding.

Last but not least, there is

It is teamwork at its best.

I have definitely taken more than I have given, and the experience

It is awesome to be able to worship God as a child and with the children.

[Matthew 18:3 And he said: "I tell you the truth, unless you change and become like little children,
you will never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children singing and praying from their hearts.

My heart melts when I see the enthusiasm of the
I have learned so much from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erve with me,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loving family
of God keeps growing.

So next time when Alice approaches you D welcome her with open door

(maybe just tell her to cut to the chest quickly).
I hope you would enjoy learning some insights of the Children Worship.
not been to the program, we would love to see them there.

If your children have

If they have, please encourage

them to invite friends or neighbors to join us.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our children ministry.
Please pray that all the children and the workers will be living testimonie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come to God. It was a great idea after all. Thank you,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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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年特刊的編輯工作終於接近尾聲。一個月來，當大家的稿件像雪花一樣不斷地飄入我們
的信箱時，真的不知如何來描述我們內心的感恩和喜樂之情。我們有幸能夠在第一時間裡品
味到每一份稿件的每一句話語，是我們在整個編輯過程中的最大快樂和享受。雖然我們在這
裡無法一一列出我們對每篇文章的特殊感受，但我們希望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們在編輯這些
文章的過程中，仿佛經歷了一次主愛的禮讚，又如同參加了一次盛大見證主的分享交流會。
據此我們也相信，每一位擁有這份特刊的弟兄姐妹朋友們，都將會和我們一樣，擁有那份美
好的、來自主耶穌基督的愛。
特此向所有參與者，包括投稿、打字、美工插圖以及為此事工禱告的，獻上我們的感謝。我
們更應該感謝的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天上的父 神、聖靈，祂讓眾肢體各盡其職地來建立
基督的身體，我們在祂裡面有分，這是主的恩典與慈愛。願主悅納大家所獻上的。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祂的話語無時無刻不在天地間傳揚，所有基督徒都是主的見
證，願見證主的文字能將祂的愛、美好的福音傳遞到人世間的每一個角落，直到地極。
我們盼望著，有朝一日我們的年刊，會變成季刊，進而變成月刊，天天都在發表見證主的文
字。不僅在櫻桃山地區，也在世界各地遍傳。
求主幫助我們。
編輯小組
２００８年深秋

于櫻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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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一年里

婦女會在２００７春節聯歡會上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救恩之歌

２００７感恩節

詩班在獻詩

獻堂典禮

同工們和牧師在一起

慶祝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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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求 尋 找 蒙 應 許
堅 信 到 底 有 憑 據

他們出耶利哥的時候，有極多的人跟隨他。有兩個瞎子坐在路
旁，聽說是耶穌經過，就喊著說：「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
我們吧！」眾人責備他們，不許他們作聲；他們卻越發喊著說：
「主啊，大衛的子孫，可憐我們吧！」耶穌就站住，叫他們來，
說：「要我為你們做甚麼？」他們說：「主啊，要我們的眼睛
能看見！」耶穌就動了慈心，把他們的眼睛一摸，他們立刻看
見，就跟從了耶穌。
(馬太福音二十29~34)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希伯來書十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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