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t God is self-existent, cre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of all
mankind. He is the only true God -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three in one.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the Word
incarnate, conceived by the Holy Spirit,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He was crucified
and died on the cross as atonement for sins. He was resurrected,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is th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
that the Holy Spirit is Comforter to the believers. He convicts
people of sin and leads them to repentance. He abides forever with believers,
leads them into the truth, and sanctifies them.
that the Bible, consisting of 66 books, is the Word of God, fully inspired
and without error in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written under the inspi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at it has supreme authority in all matters of faith and conduct.
that Man is created by God according to His image, and is
depraved because of sin. Man must be born again by the Holy Spirit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unto salvation and remission of sin in order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that the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who is its head. The Church is
the family of God, consisting of all born again Christians.
in the personal and visible return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to eart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Kingdom.
i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the final judgment, the eternal
blessedness of the righteous, and the endless suffering of the wicked.
神是自有永有，創造天地和全人類的主宰。祂是聖父，聖子，聖靈，三而一
(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
耶穌基督是神的獨生子，道成肉身，從聖靈懷孕，由童女瑪利亞而生。祂被
釘死在十字架為人贖罪。祂“從死裡”復活而昇天，成為神與人之間的中保。
聖靈是信徒的保惠師，祂使人知罪且領人悔改，祂與信徒同住並帶領他們進
入真理使他們成聖。
聖經，是由66眷書組成的，是神的話，其原文乃神完全的啟示，是無誤的，
是在聖靈的默示下而寫成的，因此它是一切信仰生活和行為的最高準則和權威。
人是神按祂的形象所造的，卻因罪而墮落，人必須藉著聖靈，在基督耶穌裡
重生，才能得著救恩和赦罪而進入神的國度。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神的家，是由所有重生的基督
徒所組成的。
肉眼要看見主耶穌親自再降臨到世上來建立祂的國度。
身體的復活，最終的審判，義人得永遠的福份，及惡人永遠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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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基督教會獻堂感恩
師

李

師

師母與我是在2011年11月，正式

才能在七月一日完成過戶手續時，付

在聖地雅歌華美基督教會開始

出購置新堂的頭期款150萬美金。

我們的事奉，當時教會生活面臨相

們

主耶穌說：『

當大的挑戰，主要的原因在於主

是

日崇拜的時間是在下午，並不符

上，同

合一般基督徒聚會的習慣，因此

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

在2009到2011的三年中流失了不

太18:19)。成全這事的不是我

少會友。又因為所使用的場所是

們，乃是在天上的父，祂才是

租借來的，所以有些教會的活動也

今天是聖地雅歌華美基督教會的獻堂感恩

經跟弟兄姊妹看過幾個或租或賣的場所，結
果都因為不合適而作罷。眼看著市政府對於可供教會聚會的土地限制
越來越嚴，房價也因著美國的經濟復甦而越來越貴，但是，『在人是
能』(可10:27)。因為當第一屆建堂

小組在2004年成立時，他們就曾經向神祈求過，要祂賜給我們怎樣的
一個聚會場所，現在雖然過了多年，弟兄姊妹『
，

因信，

得

，

給祂！

到主日上午的崇拜尋找可能性，我也曾

，因為神

的

人在地

為我們成全諸事的神。願榮耀歸

受到限制。弟兄姊妹都一直在為著回

能，在神卻

們中間有

且

信神所

有因

信，

的必能

成』

紀念日，在這一個歡欣喜樂的日子裡，我實在

覺得需要細細數一數在購堂的事上，神所賜給我
們的祝福：

要

聖父為 們

這個購堂的負擔並非由近期開始，而是十多年
前，教會就有這樣的規劃，也一直在每個人的

(羅4:20~21)。

禱告中；可是，要在聖地雅歌有一個屬於自己
感謝神！在2015年神恩待了華美基督教會，為我們預備了一間屬於自
己的聚會場所 (9888 Carroll Centre Rd., San Diego, CA 92126)。這件事情說
出神的信實，祂垂聽了教會多年的禱告，因為，這個新堂的位置、大
小、金額、區域…都與在2004年建堂小組成立時向神所求的相符。證
明說，神當年的確聽見了我們的禱告，但是祂的成全卻在今天。聖經
說：『耶和

的

並

能

救

並

能

見』(

賽59:1)。祂知道教會的需要，但祂更曉得教會的情況，所以，在十一年
之後，神看見了教會屬靈的光景足能承擔這樣的祝福，祂就將一個完全
屬於華美的聚會場所賜給我們。我們只有低頭下拜，承認祂是全知、全

的聚會場所談何容易，不但是房價昂貴，市政
府也儘其可能地限制教會聚會的區域。並且我
們是獨立教會，一切建堂的花費，必須自己籌
措。2009年，教會為著購堂作出一個重大的決
定，就是將本來是上午的聚會移到下午，為的
是省下巨額的月租費用，好積蓄建堂資金。這
是一個智慧的決定，因為在這六年中，建堂基金
增加了三十萬美金，才使我們在付第一筆款項時
不會那麼吃力。

智、全能的主宰。
另一方面，也顯明了弟兄姊妹對教會的愛心與彼此之間的同心，在

其 要

聖子為 們成全

2015年三月十五日的會員投票中有超過90%的贊成票，並且收到弟兄

其實，神藉著這個建堂過程作了一件更重大

姊妹填寫的奉獻心願單，其總額超過98萬美元，這是歷來最高的一

的事，就是成全了教會裡面的建造。這個成全

次。又在五月三日所舉行的再次投票中，結果乃是95.88%贊同，所以

不見得是人數的增長，乃是在於事奉、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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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而

要
華美教會已經有十八年的歷史了，每週四晚間的教會禱告聚會，聖徒們都迫
，

切地為建堂的事求問主，主耶穌也鼓勵我們要『

耶
和
的
人

18:1)。『

們

必得著，

們的

』(路

』(約16:24)。但是，我

們也知道神作事有定時。

們

建

聖靈為
行

本來我們也想購買目前租用的
恩惠堂，甚至都 放了訂金直到
今日，但是他們改變了會場的

2015年三月十五日是華美教會歡喜快樂的日子，是值得記念的的日子，弟

格局，取消了餐飲的空間，並

兄姊妹完成了購堂的認獻，這是神給我們把財寶存在天上的機會，『因為

且讓電訊公司蓋了手機信號發

的

射塔，不但限制了未來發展的

在

身上。『因為
們，使

，

的

得

們

在

』(太6:21)，由此可見，眾聖徒的心都在主

的人是神所
，能

的。神能

行

的恩惠

空間，也更壓縮了本來已經擁

的

擠的停車場，這是神清楚告訴

』(林後9:7~8)。

我們要離開此地的訊號。同
我看華美教會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各個愛主，有素質、有品味。每位執事更是

恩
師

的人

忠心、有見識的好管家。『

頭

，

』(士5:31)

讓我們彼此學習「在大事上同心、在小事上包容、在一切事上彼此相愛」。
把主的愛活出來，『 神所

的，

的

神』(來12:28)。

我要特別感恩的是，神給我一位愛主、愛教會的丈夫，他為自己無所求，卻
自

的父

子

女

，和自

的

，

同的需要，就像在每一個成
長的孩子身上，都有一些『好
問題』就會呈現出來：鞋子擠
腳、褲腿太短、飯盒裝的不夠
吃…。同樣，大家也可以從我

來，

願意為主求一切。用一句經節來形容他：『人到

時，教會生活的增長也顯出相

能

們現有的教會生活看得出來：

的

徒』(路14:26)。七年前，主帶領我們離開三十三年安居樂業的地方，來到一

去年的感恩節來了250人，擠

個重新開始、全新挑戰的事奉生活。李牧師對我說：「東西都不要帶了」，

得滿坑滿谷；每週五晚上的團

於是我將三十年累積的一切全都轉送給有需要的人；奇妙的是，到了加州卻

契，大堂裡要分四個組，再加

搬進一間齊全妥善、神早就為我們預備的房子。當妹妹、妹夫來看我們的時

上，在職青年團契、學生們的

候就說：「神的話是真的」，『
主耶穌也教導說：『

們要

們要

人，

必有

祂的國和祂的義，

們的』(路6:38)。
要

們

分組、英文堂的分組、孩子們
的聚會、浸前輔導班、靈命成
長小組、還有針對學生父母們

』(太6:33)。阿們！

開的福音班…有一次我對弟兄
們說，要不要在我辦公室給學

小組、關顧的加強。目前的執事會是滿額，並

生團契分一個組，因為有時真的是騰不出空房，凡此種種，都影響了教

有三位全職的牧師，南區分堂已經在健康的成

會往前的發展。是時候了，神要我們跟著雲火柱再次向前的時候到了。

長，2014整年第一次來教會的新朋友超過200
位，2015年則超過170位，三年來受浸的弟兄姊

要

建

會的

妹超過80位。學生的福音工作是最蒙福的，不

感謝神！藉著建堂委員會找到這個難得的聚會場所，不但地點在我們

但每次都有許多學生參加週五的校園團契，他們

既定的尋找範圍內，星期日的停車位眾多，而且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也來主日聚會，並且參與多項事奉；他們中間已

因為這個建築物可以分間出售。在我們現有的經濟條件下，教會所買

經有人完成學業，在本地找到工作，而且在教

下的單位，剛好可以應付我們目前的需要。如果將來財務許可，教會

會結婚，這些就是教會將來的棟樑之材；2014

可以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向前推進，甚至，可以將上下樓層打通，

年UCSD國內來的本科新生就超過900位，2015

作為一個有相當高度的敬拜場所。建堂委員會又請到熟識的基督徒建

年則超過1000位，相信一年一年會越來越多越

築師與結構設計師，以致在市政府申請許可時，很快地得以通過。他

多。這些情形都告訴我們，神與我們同在，祂正

們經常開會、反覆研討、與賣方議價、與執事們溝通，而且最重要

在使用我們的教會。

的，一旦所決定的與前次有差異，就會交付會員大會投票通過新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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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所以每一個步驟都是清楚透明的，得到全
會眾的信任與尊重。第一次所想購買的單位是
在二樓，不但坪數較少，承載量不足，而且對
兒童的安全有相當的顧慮。感謝神！就在交涉
的過程中，樓下一個租了十九年的商家，竟然

神

乎理想，都需要慢慢調適、逐漸改進，確信這
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

再來要

們

恩

師

2011年十月十八日，當神再次把李牧師和我帶回聖地雅歌服事主
耶和

時，在飛機上看到一座座巍巍高山，使我想到：『
，永

退租，給了我們購買的機會，這是神施恩的手
在幫助我們。當然，沒有一個建築是會完全合

中

祂的

。

，從

他們

。

在，

到世

，耶和

到永遠』(詩125:1~2)。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們要

末了說：『

耶

的人

，使

所

們的，

的

的

徒，

教

他們

父

子

聖靈的

，

與

們同

』(太28:19~20)。藉著2011年與2014年，在本

地所舉辦的華人差傳大會 (Chinese Mission Convention)，使聖地雅

的

這一個交易，12,000平方呎，賣主要價225萬
美金，這個價錢在別的地方可能是天文數字，

歌的眾教會都有宣教的負擔，神也感動了李牧師，讓我們有機會先
從近距離的 ChulaVista 城去開始主耶穌的大使命。

但是在聖地雅歌算是合理的價格，因為這個城

若非當年的西教士不辭辛勞、遠渡重洋來中國傳福音，哪會有今天

市住宅的平均售價是五十萬，而且還在上漲，

的我們。我們都欠了福音的債，『
們，

幸好當時的漲勢還未觸及商業建築，價格算是

們

，

是要

神
人

中

們，

福

，乃是要

們

偏低，如果是今天，這個價錢可能就買不到

的神

了。可是，無論怎麼說，225萬美金總是個龐

願意的，總覺得服事華美教會就夠了，哪還有多餘的時間、精力、

大的負擔，但是想到我們有自己的會所，弟兄

體力呢？這時候，主說話了：『

姊妹可以隨時來在一起交通禱告查經，不像現

的，因為

在多用一次要多付一點錢，數目不大，但總覺

俯伏在主面前說：『

得有寄人籬下的感覺，我們自己可以受一點委
屈，但是為著我們的下一代，我們願意給他們
一個穩定的家，不要再搬來搬去。這個地點就
在 Miramar College 隔壁，是一個發展英文
』也有『
，

，

，為要

到

們

神的

，

體

人的

在

』(太16:23)。於是我
』(賽6:8)。

漸漸地看見許多家庭由外地紛紛搬來。當然也有回國工作或其他原
們神

因離開的。傳福音、拯救靈魂是李牧師最大的負擔：『因
的

，

的人，

』，教會的見證就會得勝又明

亮。詩篇四十八篇：『

體

是

萬事起步難，剛開始在週間有四天的時間和南區不同的聖徒相聚，

校園事工的好機會，這樣，我們的教會不但有
『

』(帖前2:4)。其實，人會有軟弱的時候，一開始我是不太

的
們的

從高天臨到
到

的

們，要

在

中死

上』(路1:78~79)。

，

每當聽到剛受浸的弟兄姊妹禱告，心中就覺得甜蜜，好像為父為母

看他的

的人聽到孩子呀呀學語一般。他們天天生命的長進、日日增添的愛

』(12~13節)。我能見

神之心、時時對主話語的渴慕，吸引了我們夫婦倆更加服事的心

看他的

，

證，許多弟兄姊妹奉獻不但是盡了力量，甚至

願。正如使徒保羅說：『

過了力量，就像馬利亞打破玉瓶，將寶貴的香

的

的

所親

所

的

們

們

是

』(腓4:1)

膏澆在耶穌的身上，主都記得，甚至還有弟兄
將父親安息禮拜所收的奠儀，全數奉獻作為建
堂所用，主都記念。

一 自 的見
自從2014年底，李師母與我因為移民簽證被拒的關係，在美國的工
作許可失效，所以將近五個月的時間，教會不得不中止對我的付給，
一直要等到工作許可再次生效。我們又無法離開美國，恐怕出境之
後，五年內無法返回。弟兄姊妹們卻在此刻供應了我與師母，補滿了
我們在生活上的需用，是神感動了大家，為我們這對微小的主僕獻上
愛心，相信你們所作的這一切都在神面前得蒙記念了。『

4

是

在

神

而

建

在美國，以華人為主的教會，多數是新移民的
教會，絕大多數都是以租用他人的場所開始，
現在神又開了福音的門，使我們有機會接觸國內來的小留學生和他
罪人悔改，在天上

們的家長，『一

要

為他

』(路15:7)

。華美南區雖然時間不到三年，但是每位弟兄姊妹都是甘心給、用
心愛，人數雖然不多，然而各個都盡心、盡性、盡力愛主--我們的
神。『

有人

神，

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林前8:3)。讓我們正面

，

是

有

的，

能

不例外，過去這十八年都在租借場地聚會，好
像以色列人在進迦南之前，經過了四十年居無
定所的漂泊，雖然有神的保守，也有祂的供
應，但是始終無法紮下根去。如今，新購的堂
正在裝修，再過幾個月，聖地雅歌華美基督教

為

積極的高舉神的道，勝過一切負面消極的辯論：『

夢想有一天能有自己的聚會場所。我們教會也

會就將在新堂來敬拜神，這有一點像以色列人

見的人』(提後2:14)。

預備過約旦、進迦南的時候，馬上就要進入神
弟兄姊妹對我們的愛護，使我們深受激勵。在申請移民的事上，確

所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可以為神建造敬拜的

實經歷同心禱告的力量是無法測透的。2014年十二月收到移民局的

聖殿，可以耕種蓋造屬於自己的家園，可以享

「拒簽」通知，大家為我們迫切禱告，神也給了我一句話：『Now

受美地一切的豐富。但是，在進去之前，以色

you shall see what I will do』(出6:1) 現在移民申請大致算是通過

列人自身仍需有所準備：(一)建立以神話語為

了，就在這一年半的等待期間，我坐下細細數算主的恩典，竟然有

中心的信仰(二)建立事奉神的祭司體系(三)建

十件神蹟被我們一一的經歷到，我們的神是活神、是真神，願一切

立各個支派負責防守耕種的區域。所以，遷入

榮耀、讚美都歸給祂直到永遠。

新堂只是另一段路程的開始，目標是「成全聖

今天我仍能服事主是祂的憐憫，我要感謝我的父母作了好榜樣，將一
顆愛神的心種在我裡面。當時父親憑一己之力供養十口之家，又常常
接待流亡學生，並且去監獄探望落難的主內弟兄。兒時經常聽他唱一
首詩歌：「眾人湧進主的國度，十架少人負；眾人爭奪主的賞賜，世
界有誰辭？人雖無心走主道賂，仍想主祝福…但那誠實愛主的人，禍
福都不問;就是他們寶貴心血，也願為主捨。求主給我這樣心志，赤

徒、人人事奉、小組建造」，這是當初創建華
美的異象，好讓人人都能成為祭司、參與事
奉，將教會屬靈的層面建造的更為華美。但願
每一位華美教會弟兄姊妹都儆醒禱告，使這次
的遷入新堂，能成為教會復興的開始。
阿們！

忠忘生死。」至今依然吟繞耳旁，鼓勵我作忠心事奉神的人。
感謝神！我的母親今年九十四歲，是一位有智慧的婦人，『
，

有

。 的道是

的 全是

有

』(箴3:16~17)。

作孩童的時候，她常帶著我們臉伏於地跪著禱告，而且母親在我多次
遇到艱難之時，總是鼓勵我說：「女兒！要有信心！要有信心！」讓
耶和

我經歷到：『

的，

有

，他的

女，

有

所』(

箴14:26)。末了，願神賜福教會的每一個家庭，使我們都起來建造神
來的

的殿，使『

，
，

們
的

一

的

的，
，為神所

』(該2:9)。阿們！

人
所

的
的

們的
』(腓4:16~18)。正

巧也就在這段時間之內，教會發出了建堂的奉獻心願單，要弟兄姊妹
照著聖靈的感動，填寫所願 意擺上的款項。對我與師母而言，這是一
段信心受試煉的日子，因為不知道何時工卡會到，甚至沒有把握會不會
到。然而，我倆禱告之後，就將聖靈感動的數目填在心願單上，再投在
奉獻箱裡，深信祂必不誤事。現在回頭看，滿了感恩，是神創造了這樣
的一次機會，讓我們的奉獻更為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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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ry Days
PASTOR DALON CHIN

L

atel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simpler days. This
could be a sign that I’m
getting old. My girls are quickly
growing into beautiful young ladies,
and I find myself watching videos of
them when they were 1-3 years old.
I’ve also recently looked at pictures
of the days when I did college
ministry in San Francisco and
youth and adult ministry at CBC
San Diego. I even got nostalgic,
looking at our church’s (Glory’s)
10-year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I
personally wasn’t here during those
days, but I could sense a number
of things were different than they
are now. There was a good-sized
group of adults in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We had more youth
workers. We did VBS. Especially
when life or ministry is challenging
in the present, it’s easy to look back
to days that seemed, or perhaps
even were, simpler or…brighter.
Sometimes we refer to these as the
‘glory days.’

6

The Israelites were in a situation
when they were thinking about their
glory days. In Haggai, God directed
his people to resume the rebuilding
of his temple. The year was 520
B.C., about 17 years after the
Israelites returned from the exile.
They started to rebuild the temple,
only to stop a year later. The temple
lay in ruins for the next 16 years. In
response to God’s directive through
Haggai, the people took up the task
once again.
The Lord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ome who saw the temple
in its “former glory” before it was
destroyed 66 years prior. That’s a
fairly long time, and it’s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it was minority who
had survived the exile and was old
enough to remember the former
conditions of the temple. If that’s
the case, if the ones who saw the
temple in its former glory were a
minority, why did the Lord bring it
up?

Think of one of the best times in
your life. Maybe it’s when got
your first car, your first job, or the
days before debt. How about the
euphoria of graduation day or your
wedding day? Or perhaps when
things were going well at work or at
church. But perhaps it’s not quite
like that now. You wish you could
recapture the luster of the good ‘ol
days, whatever area in life it might
be, but the apparent lack of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ucks the energy
and confidence out of what you’re
doing now. You tend to compare the
present to the past. As a result, you
might be tempted to give less than
your best, or not finish things out.
You may not openly say, “What I’m
doing doesn’t matter anymore,” but
deep inside, you’re feeling, “Why put
in the extra effort?”
In Haggai 2:3-4, he asked, “Who is
left among you who saw this house
in its former glory? How do you see
it now? Is it not as nothing in your
eyes? Yet now be strong…”. They
were discouraged, because the way
the temple looked now paled in
comparison to the way it used to look.
And because of this, God didn’t seem
present. Remember, the temple
was a symbol of his presence among
his people. In his omniscience the
Lord knew that these few might be
making the comparisons and feeling
discouraged. In His wisdom the

神
Lord brought this to light, because
all it takes is one or a few people to
do damage. They could influence
others to complain, whine, to have a
bad attitude or low morale.
In the exodus, the people expressed
feelings, attitudes, perspectives and
God responded. But here they don’t
express anything. God knows what
we feel subconsciously or what we
will feel, so he’s preemptive here.
This is the message he knew they
needed to hear, even if they didn’t
know it at first. Observe how Lord
addresses the leaders and the
people throughout this account.
Everybody needed to hear His word!
And he even connects this situation
with the exodus in 2:5, reminding
them that he’s the same God who is
faithful.
So the Lord encouraged them with a
most amazing speech. “Yet now be
strong!” He said this three times,
addressing three different sets of
people. After the third time, he adds,
“and work.” And the reason they
can do this is? “for I am with you…
my Spirit remains in your midst.”
Further he said, “I will shak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And I will shake the
nations… and I will fill this house
with glory… the latter glory of this
house will be greater than former…
and in this place I will give peace.”
Wow. “I will, I will, I will.” God will
mightily accomplish his work!

而

建

Glory days are not just in the past. Glory days are
in the present, because we stand in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Glory days are also yet to come,
because we “receive a kingdom that cannot be shaken,” and
we’ll be before God’s throne forever."
homeland. But he’s also pointing to
the Messiah. In Jesus we have lasting
and complete peace. In fact, Jesus
himself declared, “something greater
than the temple is here,” referring
to himself! (Matt. 12:6). Haggai 2:6
is the only verse in Haggai that is
quoted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when author of Hebrews quotes this
(12:26-29), he contrasts the things
that can and cannot be shaken. God
will remove what can be shaken, and
what cannot be shaken will remain:
his unshakable kingdom. And by the
grace of God, we are in that kingdom.

is not a building, a new location,
or our human efforts. In just two
years of being with this church,
I have gone through my share of
challenges, disappointments, and
discouragement. And I’ve come to
learn just a little about the difficulties
that this church has gone through
throughout the years. One thing
is clear to me. This is the Lord’s
church. And it did not stay alive,
and it will not stay alive, becaus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God is and shall always be
the source and object of our hope!!

So, the Lord has provided us a new
church facility. It’s easy to think that
things will be better or some things
will be easier, by virtue of a new
facility. I confess that I’ve wandered
into this kind of thinking. We might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more
programs, or more families will come
if we have a morning service instead
of an afternoon one. However, as
God’s Word reminds us, ‘glory days’ is
not limited to just good, even great or
successful days, in this earthly life.
And the reason for a glorious future

Glory days are not just in the past.
Glory days are in the present,
because we stand in gra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Glory days are
also yet to come, because we “receive
a kingdom that cannot be shaken,”
and we’ll be before God’s throne
forever. And in the earthly future
of our lives and in the life of Glory
Christian Church of San Diego,
glory days are ahead as long as
we continue to experience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live it out, and
share it with others.

The latter glory that he spoke of in
verse 9 will be greater than the first.
He also promised that it will be in
that place that he will provide peace.
Sure, there may be better days
ahead for Israel. There would be a
restoration of the temple and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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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的聲音-那40天的日子
師

我

們教會為了在遷入新堂之前預備弟兄姐妹的心，，鼓勵弟兄姐妹有一個40天的接力禁食禱告。我一方面每天送電
郵提醒當天禁食禱告的弟兄姐妹，一方面自己也在神面前尋求，帶領我個人，以及教會前面的方向與服事。想到

我們馬上就要遷入新堂，心裡固然高興，但也憂心忡忡，因為就像摩西在神面前的呼求一樣：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
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使
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出33:15-16)。聽起來非常屬靈。不是嗎？但後來神卻告訴我，這句話表面固然
屬靈，但是神說我不是早已告訴你了(14節)：「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嗎？小信的人阿，為何疑惑呢？
以色列人在曠野40年之后，終於渡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的時候，在河中撿了12塊石頭以為紀念。在這40天的禁食禱告
期間，我也鼓勵弟兄姐妹在禁食禱告的時候，若聖靈有什麼感動，聽見神對我們說了什麼，何不馬上寫
下來，當做寶貝留下來。因為就像約書亞(4:19-24)所記的，日後若有人問這”石頭”是什麼意思？
你就可以說，這是我們弟兄姐妹在渡河的時候，神對我們所說的話。
“正月初十日，百姓從約旦河裡上來，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東邊安營。
他們從約旦河中取來的那十二塊石頭，約書亞就立在吉甲，對以色列
人說：「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他們的父親說：『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
你們就告訴他們說：『以色列人曾走乾地過這約旦河。因為耶和華你們的
神在你們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著你們過來，就如耶和華你們的神
從前在我們前面使紅海乾了，等著我們過來一樣。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
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
所以我也試著把我自己在最近的個人靈修時間的小小領受，跟弟兄姐妹分享，也算是在乾凅的河床上撿起來的一塊石
頭，為的是見證主在我們教會的恩典。

主 ，18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
據。華美教會歷經18年的“漂泊”，其中
始於教會的分裂，其中歷經牧師的更替
，無牧者的困境，四次的搬遷，聘牧的
歧見，同工的摩擦;教會弟兄姐妹，人來
人往，有人因工作關係離開，有人因學
業離開，有人傷心的離開，有人無奈的
離開，有人因了解而離開，有人因不了
解而離開;但神也不斷地帶領許多人來到
祂的家。如今我們終於走到這一步。不
是我們的信心大，財力夠，乃是神完全
的信實。我們或許人數沒有增加多少，
但對神的認識卻是多而又多。在申命記

8

神
里，摩西勉勵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

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

們的父母在曠野40年，不是漂流，乃

顧的就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

是祂的計劃的一部分。「他苦煉你，

的人。」我們雖然抱著＂榮神而建＂

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

的態度來建造神的居所，但神所看重

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

的，更是你我是否願意讓教會成為祂

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

聖靈居住的所在，而我們個人，也能

一切話」(申命記8:3)。道成肉身的人

成為活石，彼此建造，成為神的靈宮。

子耶穌，也經歷了同樣的試探，華美
教會也需要經過這樣的試煉。

而

建

這三段經文，讓我看到，神看重的，
乃是一群願意聽祂話，遵行祂的道的

神也對摩西的接班人約書亞說:「我的

人。而祂也必照著祂的應許，在日期

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眾

滿足的時候而成就，且與我們同在。

百姓過這約旦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

在這18年中，神沒有停止祂的工作，

列人的地去。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

祂在你我的生命中，做那救贖大工，

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

們了」(Every place that the sole of

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

your foot will tread upon I have given

許多弟兄中做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

to you, just as I promised to Moses.)

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

(約書亞1:2-3)。從神的角度，這個新

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堂，神早已應許給我們，從我們的角

(羅馬書8:29-30)。

度，我們乃是憑著對神的信心來支

說的話，以道成肉身的方式，進入我

遵守祂的律法，不可偏離。

神在 生
話
Listening to God’s voice
through our lives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

有人說，當代基督徒最缺乏的屬靈操

祂的聲音，是那麼微小， so gentle ，

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

練，就是傾聽的操練。我們對自己

我一不專心，就又消失了。但是有人

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只要剛強，大

說:“我們實在太忙了”，我們沒有

教導我：即使是沒有聲音，也是一種

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

時間聽別人說話，也沒有時間聽神要

聲音， the sound of silence 。生命的

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

說什麼，更不要說了解神到底在說什

詩歌不能沒有休止符，不能沒有停頓

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

麼。我們如果把我們家人每天共進晚

的記號。讓我們猛然警醒，我們生命

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

餐時(如果不是各吃各的的話)，彼此的

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為何存在。當神

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

對話錄下來，就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把我們的生命打斷的`時候，聽祂說什

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

直到有一天，你平日繁忙的生活步調

麼。外在的忙碌，往往讓我們聽不到

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

突然被打岔，我們才如夢初醒-我們的

神的聲音。我們都需要一副耳機，是

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

溝通，怎麼到了如此的地步？

active noise canceling，把這世界的噪

取。但是神對約書亞及以色列人在這
裡的叮囑，不是如何戰勝敵人，乃是

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
與你同在」(約書亞1:6-9)。

在禁食禱告中，我試著放下其他的一
切念頭，單單思想神在我生命中工

的內心，進入我的靈里，讓我因此為
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如此，神隨事隨在，都跟我們說話。

音，雜音除去。也唯有當我的心完全
的“靜”下來的時候，才能進入這樣
的“境”。

主也在以賽亞書66:1-2說：「天是我

作。祂的話，是活潑的，是有功效

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

的，像兩刃的利劍(希伯來)，刺入敵

神在我們的生命中說話。在生命那

造何等的殿宇？哪裡是我安息的地

人的心，也刺入自己的內心。在內室

深不可測的奧秘中說話。在無奈中

方呢？」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

里，我赤裸裸的來到神的面前。神所

說話，在無聊中說話。在我們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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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中說話，在我們的掙扎中說話。在

改變。否則的話，我們窮忙、瞎忙、

愿在遷入新堂之後，我們每一個人仍

我們的興奮中說話，在我們的喜樂中

忙、盲、茫。有了新堂，有得忙的。

舊憑著信心，勇敢的求神鑒察我們的

說話。所有的時刻都是關鍵時刻。而
恩典把我們從一刻帶到下一刻。神對
我們的心說話。神說話不單單是由聲
音，也在每一件事，我們所遭遇的一
切環境說話。祂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一
而
的
主 ，
，看
中有
惡
有。

對我們訴說祂的恩典，祂在我們享受

今早讀到詩篇139，大衛的詩。他的

祂恩典的同時，指出我們仍有的罪。

詩以神的全知，全能開始，描述我們

離開祂，人就不能做什麼。Eugene

的神是一位無所不知，無所不在，鑒

Peterson 說到：神說話有時像是希伯

察人心肺腑的神，所以他在第一節就

來文的神這個字。耶和華，沒有母音。

說：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

你要用信心及想象去填入。從那不能

我。

發音的字，發出神默默的聲音。

在詩的結尾，大衛繼續求神說:「神
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

在的

，

們
到神的
。 們
要一
，是
active noise canceling，
世 的
，
，
有
的
完全的
下來的
，才能進入
的
。

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
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

心，看我們心中有什麼惡念沒有，將身
體獻上，當做活祭，是聖潔的，是神
所喜悅的，一生以聖潔公義事奉祂。

此 一的見
主耶穌在最後晚餐的筵席中，對門徒
說：你們要彼此相愛。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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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
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
要怎樣相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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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13:34-35)。

路」(詩篇139:23-24)。這是何等勇敢

彼此相愛是信徒合一的一個見證。彼此

而危險的禱告。因為人心必萬物都詭

相愛的考驗，可以從彼此洗腳的動作及

詐，壞到極處。連我們自己有些時

關係看出來。洗腳的動作，是教會中的

候，也不知道。但是大衛願意跟神

信徒(教會領袖，屬靈長輩)為晚輩跪下來

敞開，求神繼續鑒察 (search) 他，試煉

服侍。而被服侍的人是坐著，是在高位

(test) 他，看他心中(而不是他做出來的

上。相愛的表達，是在彼此屬靈的造就

惡事)有什麼惡念沒有？難怪神說他

上。生命的清潔上。長輩如果看到其他

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這不是說他是

人有需要改正的地方，長輩要帶著謙卑

一個完美無缺，道德高尚的人，乃

的態度，以服侍的方式去面對這些需要

是他願意尋求神心意的人 (after God’s

改正的基督徒。而在另一方面，彼此也

heart)。神也果然聽了他的禱告，在

提醒我們，沒有人是完全的，我們需要

他年紀漸長，體力漸衰老，正享受神

別人的幫助，看到我們自己的缺點，盲

的恩典的同時，指出他仍有的罪(大衛

點，而結束他人在這方面的服侍。有人

要聽到神的聲音需要勇氣。我就遇到

與拔示巴的姦情)。罪的可怕後果(刀劍

說：作門徒真正的考验不在传讲福音，

一位基督徒，他怕聽到神的聲音。唯

不離他的家)。離開祂，他就不能做什

乃在彼此洗腳。我們必須謙卑，能接受

恐打亂了他“平靜”的日子。但我想

麼。神果然聽了他的禱告。叫人無法

別人的洗腳，我們也必須謙卑，不是帶

那是“死寂” ─ 沒有生命的。因為人

可以因他的行為誇勝，而是靠著愛我

著一個高高在上的態度去幫別人洗腳。

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

們的主誇勝。也只有聖靈才能做這樣

所說的一切話。基督徒常常自勉，也

的事。Oswald Chambers 說：聖靈最

彼此鼓勵說神是聽禱告的神，神聽我

奥妙的工作，是在我们里面隱秘的地

們的禱告。話當然不錯，可是有多少

方，這個深處，連我們自己也無法探

時候，我們願意聽神的話呢？真愿在

究的地方，做那潔淨的工作。因為聖

我們禁食禱告時，對我們的心說話，

靈來，要叫我們「為罪、為義、為審

讓我們禱告的生命有翻天覆地的大

判，自己責備自己」(約翰福音16: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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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
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希伯來書
12:14)。追求和睦，如果只是追求相安
無事，好來好往，沒有對神聖潔的敬
畏之心，對大家彼此 cover up，絕非教
會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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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別人到教會來聚會，新堂的裡裡

第四個 Go：Let it go。面對新的世代、

外外，需要花的心思也多，這些都會

新的族群、新的環境，我們要考慮嘗

佔據我們的心，我們的時間，讓我們

試新的方式來接觸新的慕道友。不能

不要忘記福音的使命。是離開(go)我們

墨守成規。讓過去的過去，只要消逝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 :「天上地下所

決定舒服的環境，把基督帶入人的心

在主的大使命里，與主一同迎接不可

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

中。讓我们的生命不断地靠着神“出

抗拒的未来。重新審視我們的宗教传

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

去”。叫我们的主心满意足。

统、教条、经验，決定如何取捨。我

國因 得福
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是基督徒耳熟
能詳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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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8:18-20)。
在今天的靈修禱告中，神讓我停留在
“去”這個字上。英文翻成“Go”。我
想到了幾個有關“Go”的領受。
第一個 Go：我們有了新堂以後，一定

第二個 Go：中國來的學生愈來愈多，
根據統計，五分之四的人將來會回

們傳統上，也注重向中國人傳福音的
架構里。神對華美教會託付是什麼？

國，我們如何裝備這些基督徒，成為

40天的禁食禱告，在3月31日結束。教

將來神國的棟樑。而不是只注重讓他

會有將近80位，大大小小的弟兄姐妹

們能留在美國或自己的教會。

參加。愿神藉著我們遷入新堂，在我
們個人的靈命上，也有更新。彼此建

第三個 Go：神的兒子離開天庭。道成

造，成為神可居住的靈宮。我們在祂

肉身，住在我們當中，我們也當道成肉

裡面得以安息，祂也在我們當中，得

身，把耶穌基督在人的面前活出來。

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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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From Pastor Dale
PASTOR DALE

D

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What a joy to know that God’s work, in and through Glory Christian
Church, is alive and well in San Diego. Janet and I rejoice with you
in God’s wonderful provision of a dedicated worship location of your
own. God has truly been faithful, and blessed you exceedingly in
this way. While buildings are helpful, I am most thankful to know
that you are all continuing on in faithful service for God, and that
new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come to know our Lord’s love and
grace. Like Paul, I can say that I have no greater joy than to see
you continuing in the faith, and am confident that “He who bega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carry in on to completion.”
Time has passed since I had the great honor, privilege and responsibility to serve as an under
shepherd of the Great Shepherd,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at Glory. I’m reminded of Paul’s
words in 1 Corinthians three, of the various callings His servants have. Like Paul, I believe mine
was to lay a foundation, and to serve with the seventeen others who in 1998 committed with me
to planting a church that would try to focus on the spiritual needs of many who were then coming
to San Diego from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their second generation English-speaking offspring.
Similar to Paul in his church planting endeavors, I know that my five or so years with you was
relatively short.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short though it was, I treasure it more than words can
tell, as truly one of the greatest joys and honors of my life. I also cherish the memory of the love
that all of you showed to me, Janet, Liz, and Joe. What an incredible honor – to be called by
God and confirmed by you, to be your pastor. Again, like Paul, I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God
sovereignly guides us in ways that will further His Gospel (Phil. 1:12) and in this I rejoice, though
humanly speaking I wish I could still enjoy the fellowship, worship and love that I and my family
were so privileged to know while with you. It was wonderful to work with so many dedicated and
godl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o see God work so mightily as we humbly served together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As I approach the beginning of my sixth decade, I’m very conscious that life
is short and soon we will all be enjoying, I trust, fellowship around God’s throne, a fellowship that
will never end. There will be no more sad goodbyes to people we genuinely love and enjoy being
with, such as you. For me, this will have to suffice for the short time that remains before our
homecomings.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thee and keep thee, may His face continue to shine upon
you all, and give thee peace.
Your servant for Jesus’ sake,
Rev. Dale

12

神

而

建

硬件配软件：祝贺华美教会建堂成功
師

好

不容易，华美有自己的教堂了。从筹備建堂基金开

后来我到罗省西区圣道堂

始， 到现在大概十多年了吧？我告诉师母，她也倍

牧会，教会聚会地点是租

感喜悦。为什么不呢？我们在华美牧会从2002到2007，大

美国人教堂用的，已经有

概是五年多的时光，现在回想起来，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三十多年。我上任的时

当然我们这些牧者，也都知道，教堂不等于教会。我们要
建立的是教会 (church)， 不是教堂 (church building)。但
是教堂的建立，有利于建立教会，教堂的建立，让我们也
看到教会一些硬件成熟的一面。也是值得高兴的。我和师
母总共参与过四间教会的建堂事工：1. 圣地亚哥美南浸信
会， 2. 圣地亚哥主恩堂，3. 罗省西区圣道堂，4. 圣地亚哥
华美教会。现在第四间也已经建成，实在感谢赞美主。

候，适逢教会被业主教会
赶到下午崇拜，教会立刻
流失了一大部分人。教会
的长执才意识到建堂的重
要，后来几经周折，终
于在附近看中了一个地
方，21天之内，筹足一百
万现款，加上原有存款，就把那地方买下来，在2010年迁

回想师母和我在华美的时候，除了成立建堂基金之外，还

入。弟兄姊妹都兴奋异常。但是我记得华美教会的经验，

有几件事情，都是在那段时间成立的，其中一件就是 已故

教会需要硬件，更需要传福音的软件，所以我和师母也在

张朝东弟兄负责的三元福音事工。张朝东弟兄要开始三元

圣道堂开始了三元传福音的事工，圣灵也非常的祝福，每

传福音的事工，就来找我谈谈，我听到他的计划，作为牧

季做三元福音事工的时候，接受福音的人甚多。

者，我当然立刻支持。但是张朝东弟兄来找我的目的，不
是要我口头上支持而已，他要我以身作则，投身参与。他
并且要我去三元福音机构受训。我听了之后，坦诚的说，
心里有一点点的不愿意，我心想，作为牧者，传福音还不
会吗？还要去受训？朝东兄也太看不起我了吧。这个念头
一闪即过。转念一想，鼓励弟兄传福音还来不及，弟兄来
邀请我去受训，还能推辞吗？于是我就答应了。后来我到
Fresno 的 People‘s Church 受训。这真是我人生美好经验

现在我已转到《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担任教职，虽然已
经脱离直接牧会的事工，仍常到各教会讲道，有些教会有
时会问我们一些牧会和教会成长的问题， 我都不会忘记华
美教会的经验，我必然会提议教会除了硬件，必须要建立
一个重要的软件，就是有系统的传福音事工。这个事工，
可以是三元福音，也可以是其他的传福音系统。但是教会
必须要传福音，才得到圣灵的祝福。

之一，我在这里学习到三元传福音的技巧，又因为是美国

我现在已经离开华美教会多年，现今建堂成功，可喜可

人办的， 实习的时候，传福音的对象，对我来说，全是“

贺，有了硬件，希望华美仍然是传福音的教会，硬件配软

外国人”。这也是我头一次成功的传福音给异国人的故

件，建立神的教会。

事。受训回来之后，就与朝东弟兄一起合作，建立起教会
传福音的事工。
假如建堂是建立教会的硬件，三元传福音事工就是建立教
会的软件。两者可以相辅相成，把教会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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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荣美
師

记

，

得华美教会十周年时（2008年7月25日）蒙范光
弟兄约稿，曾提及华美教会初创由UTC查经班开始，

后另一查经班并入。九个月后聘戴（Dale）牧师为专任牧师，
我们夫妇再次退休。当时册上成人上百，儿童79人，并时有
决志信主者。最可记忆的是一个晚上，育圣弟兄至舍下谈及教
会要命名立案，询我意见，我该日灵修刚好感受到耶和华的荣
美，提议可否成为教会的见证，也是华人在美国属灵的
家，岂不是很好吗？育圣弟兄在同工会上提出
而被接纳。十八年来弟兄姐妹衷心耕耘，

七

月三十一日，冯军弟兄为献堂邀辞，
想到在美国各教会测试成长使用三个T：

Talent（才能），Time（时间），Tithe（十一奉献）。

几经迁徙，至今献殿。

在长时间与弟兄姐妹交流中，看到它考验着这十八年来对弟兄姐妹
的摆上。再有三个B：Budget（预算），Baptism（受洗人数），

教
的
神的

Building（建堂），它验证了事工的成果。其实这些都是外在
的，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同心事奉主合一
的心。这十八年来如同一日，真能体会到千年如一日

”

的真意。

读

到哈该书2：9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

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

华说的。" 当所罗门建第一个殿时，神应许是他听祷告的地方，
也以荣耀充满圣殿。当百姓离弃神时圣殿被毁。以斯拉再次建
殿，曾几何时已不复见。但神的应许永不落空，神籍着先知也告诉
了我们，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神的心意。耶稣
来为我们立好这圣殿的根基就是今日的教会，你我要在其上
建造那金银宝石的工作，如保罗的劝勉：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
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林前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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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
在

2003年，女兒從Iowa大學醫學院畢業，申請到UCSD做
住院醫生。蒙神恩典，女婿也在聖地牙哥找到教書的工
作。雖然我們心中清楚看見神的祝福和引導，但想到她離家
這麼遠，再不能像以前那樣一放假就回家做寶貝，送他們啟
程搬家時，真是萬般不捨。年底聖誕假期，我們從冰雪交加
的芝加哥到聖地牙哥探望他們。看到這邊四季如春的天氣，
心底裏實在是十分羨慕。
2005年春天，接到女兒來電話說她懷孕了，問我們要不要
乘機退休，搬到聖地牙哥來，可以就近彼此照顧。我們沒多
加思索，就高高興興地辭掉兩份安穏舒適的工作，辨好提早
退休，決定搬到這裡來幫忙他們帶孩子。想到要離開芝加哥
兒子他們一家，還有多年來一起服事成長的教會兄弟姐妹，
心情真是依依不捨。要搬離住了二十七年的地方更是工程浩
大。但不論是辦退休，還是賣房子，都經歷了神的開路和恩
典，明確的知道這次搬遷是在神的旨意和帶領中。我們就順
利地在2006年夏天，大外孫出世不久後搬到這裡來了。

初來聖地牙哥跟着女兒他們去CEC教會做禮拜，他們以
ABC第二代為主，跟我們在芝加哥的教會以OBC為主不太
一様，我們覺得可能服事的地方會比較有限。接着两次経
由不同的人，我們聽到了在 Mira Mesa 有個以國語為主的華
美教會，而且離我們女兒家很近。2006年那時華美教會在
Activity
Road的埸地聚會，參加人數大概二百人上下。我們
八月第一次參加聚會，看到大堂左側的牆壁上高掛著橫
副：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Nations，下面是在世界
各地支持的宣教士及事工介紹。會後在外面大家都站著吃簡
便的午餐。我們的直覺反應是這個教會是個肯傅福音的教
會，不是只會自己䝉福享福，專注自己的享受。接著幾個月
下來，我們觀察到這裡的人很親切友善，在真理的追求上很
認真深入，在服事上大家都肯盡心盡力擺上。按照我們過去
在教會裡學到的原則，這裡是個有靈可感，有道可聽，有友
可交，有工可做的地方，我們就
毫不猶豫的決定加入這個教會，
做為我們自己屬靈的家。
我們不把自己當成外人，很快
就融入教會的團契生活，也慢
慢地參與一些成人主日學和慕道
班的配搭教學工作。因為我們過
去多年在大學教書和做研究的背
景，不久之后因缘際㑹我們受邀
参與支援學生團契的服事。開始
只有小猫两三隻，每個月只有一
次聚會，不但凝聚力不夠，對學

生的影響也很有限。同工們決定更正策略，嘗試每週都有聚
會，由同工們安排接送學生。很快就招聚了一小組的研究生
和訪問交換學者，每週五晚上固定查經聚會。有時週末安排
特別聚會，人數可以多到二十以上，同工家裡都快要容納不
下。自從2012年開始UCSD每年來了近千名大學部的本科生，
他們都只是十七八歲的少年人。我們教會做了許多接待新生
的工作，例如接機，開學前前几天的住宿，辨银行户頭和手
機等，就像看顧自己的孩子一樣。每年九月的迎新聚會都有
近百人参加，把我們的教會和信仰介绍给他們。願意继续留
在教會的，每一年大概縂有二三十位。有的只来了几次就决
志信主，大部分的半年或一两年後都會信主受洗。看到这些
年青人如此单纯信靠神，我們從心底為他們高兴。神把得救
的人数不断地增加给我們，如今學生團契每週固定有二三十
人參加。先來的大哥大姊們也學會如何帶領查経，安排車子
的接送，主持迎新會等服事。也加入教會的司琴、詩班、領
會，給教會注入了新的活力，看到他們的改變和成長，是我
們服事上最大的喜樂。
蒙神帶領讓我們加入華美這個大家庭，轉眼也已經十年了。
在這裡我們交了許多同行天路的好朋友。也見證了許多神憑
己意所行的奇事。看見神帶領一波又一波的學生來到華美，
在這裡認識神，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受造就服事主；也看見
神如何帶領我們經歷租堂、遷堂、購堂的過程，看見弟兄姊
妹們同心合一的擺上。更看見同工們盡心盡力盡忠的努力。
我們深信是神賜給我們這個新堂，甚顧我們經歷過去十八年
來的磨練，有足夠的能力和勇氣，有寛廣的心胸和眼界，能
在神的國度裡肩負更多更重要的使命，讓神的華美確實透過
我們的教會，名副其實地彰顕在神量給我們的地界之上。
箴言第十六章第九節說：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
引他的腳步。當初我們尚未籌算自己退休的日子，只因為女
兒生孩子需要幫忙，蒙神領我們到這個鳥語花香四季如春的
地方退休。又能親手帶大三個小
外孫，享受和他們在一起的甜美
時光。真實的感受到神以恩典為
年歲的冠冕，祂的路徑都滴下脂
油。我們更是有幸参與學生團契
的服事，常跟這些青春少年在一
起，譲我們也跟著年青，不覺得
老之將至。正如詩篇七十一篇第
十八節，我們誠摯地禱告：神
啊，我到年老髪白的時候，求你
不要離棄我，等我將你的能力指
示下代，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世的
人。阿門！

15

BUILD FOR HIS GLORY

華美教會建堂歷程之回顧
信

靠

著神的恩典1998年的夏季，一群華人基

♦ 考量兒童可安全活動之地。

督徒成立了聖地雅歌華美基督徒團契，

♦ 可見度高

接著於同年8月14日向加州州政府申請立案，8
月17日獲得州政府的批準,文件號碼為2117418。
該團契於2000年8月14日向州政府申請改名為
聖地雅歌華美基督教會。並且於同年8月18日
獲得州政府的批準。讚美神，我們借用聖地雅

建
♦ 建堂委員會成員一致贊成後向執事會推荐。
♦ 執事會審查後一致贊成。
♦ 會眾於會員大會依照教會章程表決通過。

歌第一浸信會禮拜堂 5055 Governor Drive，

2004年6月20日會眾投票通過執事會提出的開始建堂計劃的建議。

於1998年8月7日開始每週五的聚會。當時戴

2004年8月15日執事會通過尋找新堂的建議。

恒衛牧師 (Rev. William Dale, 2002年6月辭職)

2004年9月12日執事會通過會眾可以用股票奉獻給教會，並在Fidelity

就任為 牧 師 。 同 年 1 2 月 6 日 ， 主 日 崇 拜 在

Investments 設立教會的戶頭。

Miramar College in Mira Mesa 開始舉行。

建堂委員會找到下列市埸上正出賣中的房地產並前往參觀：

為了滿足信徒的需要，我們於次年9月12日，

♦ 4105 Sorrento Valley Blvd. (Sorrento Valley) 1.895百萬元，8,400平

開始分別有講英語及講華語的主日崇拜。2000

方英尺

年10月1日起租用 8930 Activity Road, Suite I

♦ 10180 Willow Creek Dr. (Scripps Ranch) 2.3百萬美元，13,600平方英尺

(Mira Mesa) 為教會聚會的場所。感謝主，神將

♦ Korea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of San Diego (Kearny Mesa) 2.25

受洗歸主的人數，年年加給教會。劉志遠牧師

百萬美元，13,650平方英尺

(2002年7月28日至2008年3月23日擔任本教

♦ 8575-8585 Production Ave. (Miramar) 3.6百萬美元，26,000平方英尺

會的牧師)及執事會於2004年成立了建堂委員會

♦ 6505 Nancy Ridge Dr. (Sorrento Valley) 3.6百萬美元，18,000平方英尺

(Bing-Ling Chao, David Cheng, Charles Chien,

♦ 7578 Trade St. (Miramar) 1.05百萬美元，7,420平方英尺

Peter Li, Cecilia Lock and Slong Yu)，開始建

♦ 7020 Carroll Rd. (Miramar) 1.6百萬美元，10,284平方英尺

堂的計劃，目標是榮神而建。謹將華美教會建

♦ 7360 Carroll Rd. (Miramar) 2.925百萬美元，15,000平方英尺

堂之歷程略述，回顧並稱頌主恩滿溢。

教會

所的

♦ 地點: 優先考量但不僅限制於 Miramar Road
或 Mira Mesa Blvd 附近的地方，包括15號高

建堂委員會為了購買這些場地，必須事先逐一向聖地雅歌市政府詢問
是否可以申請教會使用許可證 (Conditional Use Permit，簡稱 CUP)。
申請手續約需 9,000-15,000美元，需時6至9個月，且不一定被批准。
2004年12月5日會眾實地參觀了其中位於10180 Willow Creek Dr.

速公路之西，805號高速公路之東，56號公路

(Scripps Ranch) 的房地產，2.3百萬美元，13,600平方英尺。

之南及52號公路之北的區域。會眾行車車程30

2004年12月會眾的建堂基金奉獻問卷調查結果認獻的款項共有338,800

分鐘以內。距離現在教會地點，車程5至10分
鐘以內。
♦ 使用面積:總面積10,000至15,000平方英尺，

美元，其中56,250美元將於三個月內奉獻，106,350美元將於三至六個
月內奉獻，176,200美元將於六至十二個月內奉獻。
2004年12月12日劉志遠牧師寫了一封致會眾有關建堂的信，鼓勵建堂。

包括主日崇拜廳4,000平方英尺;多功能室1,600

2005年2月27日會眾實地參觀了房地產，位於 6212 Ferris Square, San

平方英尺;教室3,600平方英尺及其他需用房間

Diego, CA92121。3.85百萬美元，22,000平方英尺。本教會因財力不足，

若干平方英尺。

擬聯合 Mesa Christian School (MCS) 的力量完成購買，雙方于2005年3月
2日召開聯合會議。後來MCS執事會決定不參加這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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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而

建

2005年2月28日建堂基金共有177,676美元。建堂基金包括了從經常基

♦ 使用恩惠堂也是預備我們將來更有效地使用

金轉進的99,117美元。

自己的場所。

2008年7月執事會與建堂委員會 (Kuang Fan, Peter Li, Ed Liang, Albert

2009年6月13日及6月20日會眾實地參觀了

Lin and Slong Yu) 面臨之挑戰：

Life Church Mission Bay, 2633 Denver Street,

♦ 合適的場所有助於教會之成長及事工的推展。

San Diego, CA92117。2.2百萬美元，22,000平

♦ 迄今尚未尋得可購置之合適場所。

方英尺。黃光中牧師(2008年10月1日至2011年

♦ 建堂基金約達頭期款目標1/3。

1月2日擔任本教會的臨時牧師)鼓勵我們購買

♦ 每月房租十分昂貴約8,300美元。

此現成的教堂。可惜我們當時的建堂基金只有

♦ 現行租約將於2009年4月到期。若留在 Activity Road，2009年4月必

323,284美元，執事會認為在賣方要求的時間

須重行簽約。每月房租將會增加。

內，無法籌足頭款而作罷。2009年8月30日該

♦ 兒童安全考量。

堂另有買主，且已進入過戶程序中。

♦ 財務資源之有效運用。目前教會奉獻收入約1/4用於支付房租。

教會
下列乃四所可能租用之教會：
♦ Mira Mesa, Grace Chapel (A Mission Alliance Church)
♦ Rancho Bernardo Community Presbyterian Church
♦ La Jolla Community Church
♦ Linda Vista - Calvary Southern Baptist Church
建堂委員會，執事會及會員大會先後表決通過租用恩惠堂 (Grace Chapel)
9050 Mira Mesa Blvd, San Diego, CA92126

2 0 11 年 1 月 1 日 本 教 會 的 教 牧 關 懷 團 隊 決 定
2011年教會主題為同心建造。四季的重點依次
為在信心上同心建造，在昐望中同心建造，在
愛裡同心建造，在團隊裡同心建造。
本教會於2011年4月23日會眾投票通過聘請李
仲倫牧師為本教會的牧師。但是按照移民局的
規定，李牧師必須先返回加拿大，重新申請進
入美國的簽證。讚美神，李仲倫牧師於2011年
11月1日到達聖地雅歌就任本教會的牧師。不

執事會及建堂委員會與恩惠堂 (Grace Chapel) 洽談租約之進展如下:

久，李牧師開會員課程101，並於2012年1月

♦ 2008年7月28日建堂委員會向恩惠堂 (Grace Chapel) 提出租用之需求

22日中文堂崇拜後，讓尚未上過此會員課程的

♦ 2008年8月8日恩惠堂提出租賃合約草案

弟兄姊妹參加。李仲倫牧師夫婦經過多次多方

♦ 2008年8月21日華美教會於提出租賃合約修正案

的努力和祈禱，終於2016年6月22日在律師的

♦ 2008年9月1日恩惠堂同意租賃合約修正案。租約三年(2009年5月1日

培同下與移民局面談，通過永久居留權 (綠卡)

至2012年4月30日)，租金每月2,500美元

的申請，感謝主！

♦ 2008年9月28日華美教會的會眾參觀恩惠堂
♦ 2008年11月16日會眾投票通過租用恩惠堂
♦ 2009年4月21日(週二) 搬遷教會辦公室至康維街 (Convoy St)
♦ 2009年4月26日(週日) 崇拜後搬遷至恩惠堂
♦ 2009年5月1日(週五) 在恩惠堂舉行第一次週五團契
♦ 2009年5月3日(週日) 在恩惠堂舉行第一次崇拜
♦ 2009年5月31日(週日)在恩惠堂舉行第一次洗禮

來建

之

♦ 使用恩惠堂並進行週日下午崇拜。
♦ 接受一對主內夫婦的奉獻，免費使用他們的辦公室。
♦ 三年後房租可省下21萬美元。加速達到1百萬美元頭款之目標。
♦ 尋找並購買自有教會完成建堂。
♦ 搬遷至恩惠堂可以使我們在建堂時間上取得彈性。不致受限於租
期。華美教會若找到新堂，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事先通知恩惠堂，即

2011年5月恩惠堂的牧師通知建堂委員會有意
出售給我們當時租用的房產。
2011年6月7日建堂委員會與恩惠堂的牧師及
一位長老(房地產經紀人)開了一個會議。恩惠
堂佔地66,649平方英尺，室內的建築面積約為

可搬出恩惠堂而不受罰款及任何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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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平方英尺，賣價1.4-1.6百萬美元之間。

3,200美元，包括使用辦公室兩間。華美教會若找到新堂，應於一個月

恩惠堂願意接受400,000美元的頭款，餘額可

前以書面事先通知恩惠堂，即可搬出恩惠堂而不受罰款及任何處分。

向他們貸款。我們當時的建堂基金有468,000
美元，足夠支付頭款。
2011年7月10日本教會會眾投票通過購買恩惠
堂。2011年8月21日恩惠堂的牧師通知建堂委
員，他們決定撤消出售房產的計劃。

2012年7月29日依照執事會的決定，建堂委員會改組。新的建堂委員
(Jun Feng, Janet Lin, Kathy Wang, Danmei Yang and Slong Yu) 就任。
2012年8月5日華美教會的主日崇拜在 Crosspointe Baptism Church,
13230 Pomerado Road, Poway, CA92064 舉行。這教會的主堂可容300
人聚會，又有交誼廳或副堂、辦公室、學校教室及兒童遊玩埸地，另

我們存了1,000美元的定金在恩惠堂，作為今

有兩個房間可供住宿。室內的建築面積為18,398平方英尺，佔地2.58英

後優先購買恩惠堂房地產的權利金。

畝，賣價3.4百萬美元。建堂委員會已事先安排讓會眾參觀了這教會。

我們希望能找到可在週日上午崇拜的場地，特
別是為了本教會英文部的增長。
2011年12月13日會眾參觀了可租用在週日上
午崇拜的場地，Torrey Pine Christian Church
(TPCC)。TPCC 位於 8320 La Jolla Scenic Dr.,
N. La Jolla, CA92037。但是 TPCC 因無法滿
足我們主日學教室的要求，決定不租給我們。

李仲倫牧師極力鼓勵購買這場地。接著作了會眾的建堂基金奉獻問卷
調查。可惜因資金不足無能力購得此地。
2013年5月23日建堂委員會查考購買 10180 Willow Creek Dr. (Scripps
Ranch)，2.244百萬美元，13,600平方英尺，的可能性。不久發現聖
地雅歌市政府已將這地規劃為 IP-2-1 主要工業區 (Prime Industrial
Zoning Restriction)，不准教會申請 CUP 而作罷。
執事會決議在 Evangelical Christian Credit Union (ECCU), Brea, CA
開設戶頭，並於

2011年12月20日建堂委員會(Kuang Fan, Guang

2014年3月20日把

-cheng Jiang, Paulus Lee, Peter Li and Slong

款項存入戶頭。執

Yu)及李仲倫牧師參觀了Korean United Methodist

事會希望與 ECCU

Church of San Diego 位於 3520 Mt. Acadia

先建立好信用與好

Blvd., San Diego, CA92111，室內的建築面積

關係，以便此後購

為13,650平方英尺，佔地1.07英畝，賣價1.8百

買房地產時可向

萬美元。2012年1月2日建堂委員會基於下列

ECCU 申請貸款。

考量決定不向執事會建議購買這場地：
♦ 時間不適當：李仲倫牧師認為現在教會應注

2015年2月 Willian Lee 弟兄通知建堂委員會有一棟兩層樓的 Office

重會眾屬靈生命的建造。搬遷教會場所將分散

Condo 位於 9888 Carroll Centre Road, San Diego, CA92126，在市埸

注意力。

上出售。此棟樓房上下兩層共有52,425平方呎，186個停車位置。市政

♦ 地點偏南方，影響教會的增長。

府將這地規劃為IL-2-1，可以作為教會之用，不必申請CUP。賣主是

♦ 佔地面積大，我們沒有足夠人力維護場地。

Jeff Solomon 先生，他是 Major League Properties Inc. 的總裁。3月初

♦ 財力不夠。

會眾參觀了這棟房產第二樓的一部份，並為購堂事誼向神禱告。這一部

2012年1月1日李仲倫牧師決定2012年教會主

份售價為1.771百萬美元，另加裝修費用估計約需40萬美元。建堂委員

題為同心建造(弗4:7-16)四季的重點依次為 : 藍

會立刻向ECCU申請貸款。但是因為本教會最近三年的財務狀況不合

圖與材料(出25:40)，根基與結構(代下3:1)，生

ECCU的貸款條件，ECCU決定不貸款給我們。我們於2016年7月15日

命與見證(弗4:12-13)，獎賞與得榮(林前3:14)。

關閉ECCU的戶頭。

建堂委員會與恩惠堂於2011年11月9日洽談繼

建堂委員會於2015年3月8日向會眾的報告中指出：

續租用恩惠堂。2012年5月1日執事會及建堂

♦ 趁著如今房價的漲勢尚未觸及商業房地產之際，現在正是購買商業

委員會與恩惠堂簽訂新的租約生效。租約三年

房地產的好時機。

(2012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每月租金

♦ 教會的建堂基金不斷增加，目前銀行存款的利息又低，為了保值購
置商業房地產乃是一項很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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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市政府用 CUP 的規章限制教會用地，但神似乎讓我們留在 Mira
Mesa區域繼續為主傳褔音作見證。這棟樓作為教會之用，可以不必申
請 CUP 是難逢的機會。
♦ 在這棟樓靠近社區大學及中文學校，將會成為今後教會傳褔音的好據點
♦ 我們可以在主日上午舉行主日崇拜, 將是大部份的人較容易適應的時間
2015年3月15日會眾投票通過購買這棟房產的第二樓的一部份。當時教
會的建堂基金約有730,000美元。建堂委員會開始籌款。向會眾作建堂
基金奉獻問卷調查。結果認獻的款項共有941,445美元，其中713,530
美元將於2015年4月30日前奉獻，227,915美元將於2015年12月31日前
奉獻，另有Qualcomm的股票300股尚未包括在這款項之內。後來建堂

2015年8月8日教會英文部的青年們主辦了一次為
建堂義賣的活動。許多家庭踴躍參與並將家裡不

委員會發現這棟房產的二樓不適合作為教會數百人聚會之用，例如房

需要的好物件捐給教會。當天上午在停車埸擺設

屋的結構載重不夠大，緊急出入的安全及其他問題。

攤位，共賣出一千多元的物件，使教會在購堂財

賣主提出解決這些難題的方案，他建議我們可以購得第一樓的一部

務的需要上有些助益。

份，面積11,560平方呎。這部份賣主當時租給一房客。2016年3月31日

2016年2月7日舉行會員大會。投票通過教會向

租約到期後，才能讓我們使用。售價是2.25百萬美元，其他條件包括

Comerica 申請 650,000 美元的貸款。估計年利

我們必須於2015年7月1日前辦完過戶手續，華美教會付頭款1.5百萬美

息4.5%，30年還清。不料Comerica不批準我們

元，餘額75萬美元向賣主貸款，年利息5%，兩年還清。自2015年7月1

的貸款申請。我們接著向 Torrey Pines Bank 申

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間，賣主繼續每月向房客收取房租，又向華美教

請同樣的貸款。感謝主, 該銀行於9月21日批準我

會收取貸款的利息。Home Owner Association 每月的維護費則由賣方

們的貸款。我們將用這款項還清教會向賣主所借

支付。若房客沒有按期搬出，賣主要付罰款給買方。Jeff Solomon先生

7/1/2017到期的貸款。

既是賣主，又是代表買方(華美教會)及賣方(他自己)的經紀人。

2016年4月16日賣主的房客已全部搬出。范

2015年4月19日及26日建堂委員會向會眾報告並討論賣主的方案。

珖弟兄向會眾報告裝修計劃如下面的照相所

2015年5月3日會眾投票通過接受賣主的方案，決議購買這棟房產的第
一樓的一部份。接著建堂委員會請建築及結構兩方面的專業人士到現場
觀察評估。Ed Gin & Company, Inc. 於5月9日繪製新堂內部規劃的平

示。Salehi Engineering, Inc 的工程師於6月20日
完成 Tenant Improvement (TI) 的機械與結構工
程圖及電路配製圖，並於6月24日提交聖地雅歌
市政府審核。

面圖，設計緊急出入口安全門的數目及大小，通風設備，天花板高度等
項目。我們努力與聖地雅歌市政府商討，終於獲得市政府的批准。使我

2016年7月17日建堂委員會向會眾報告：聖地雅

們主日崇拜廳的面積為2,700平方英尺，有可容180人的座位。並且讓我

歌市政府已批準電路配製圖，但機械及結構工

們佔有186個停車位置之中的60個停車位置。

程圖尚待修改；鼓勵會眾認捐新堂所需用的各項
器具及奉獻裝修所需的費用，因裝修費用超過預

我們要求房產所有權人協會 (Home Owner Association) 修改「合

算。聖地雅歌市政府於 8/8/2016 審核我們的機械

約，修改及限制條例 Covenants,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及結構工程圖，當日立即獲得市政府的批準，讚

(簡稱 CC&R)，准許這棟兩層的共有商業樓 (Office Condo) 可以作教

美主！

會使用。房產所有權人協會同意我們的要求，CC&R 已修改妥善。

2016年7月31日建堂委員會向會眾報告：我

買賣雙方於2015年4月30日簽約。2015年6月23日過戶手續完畢。售價

們已經從三家營造公司的投標中，選定Capital

2.25百萬美元。華美教會付頭款1.6百萬美元(比預計多付了10萬美元)

Construction Company 得標,標價211,857美元。

，餘額65萬美元向賣主貸款，年利息5%，2017年7月1日到期前還清。

我們於8/4/2016與該公司簽約。次日，經牧師

2015年5月1日執事會及建堂委員會與恩惠堂簽訂新的租約生效。租約
三年

(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每月租金3,450美元，包括使用

們禱告後，該營造公司開始拆除現有的一些設
備，不料，聖地雅歌市政府因設立新規章及人
事變更，決定重新審核我們的計劃，我們於

辦公室兩間。華美教會若找到新堂，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事先通知恩惠
堂，即可搬出恩惠堂而不受罰款及任何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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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6日獲得市政府的批準，然而主日

3/31/2016，

崇拜廳的座位被減為112人的座位，我們將努

第二次是從

力完成全部TI裝修工程。讓聖地雅歌市政府檢

8/8/2016 至

查通過後，我們便可合法使用新堂。我們求神

9/16/2016。

賜福，讓我們能按期完成裝修工程，舉行獻堂

♦ 我們感謝

禮拜，並出版榮神而建的記念刊物。

神，從1998

們
們

入

之

要有

靈

，
裡

師及

會

的

♦ 注重事奉裝備的成全，目標是人人事奉。華
美教會是一個人人都參與服事的教會。執事會
決定按照每個執事部門的服事編組，由李仲倫
牧師教導事奉訓練課程(會員課程201)。開課的
日期如下：9/13/2015 財務部，9/27/2015 團契部，
10/4/2015 崇拜部的主日崇拜主席，10/11/2015
領詩，10/18/2015 招待與聖餐，11/8/2015信徒
教育部，11/29/2015校園團契，2/5/2016詩班，

年以來常常
施恩給華美
教會。主阿
，你世世代
代作我們的
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創造
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天和天上的
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們所購買的這建築物呢。我們謙卑求你從
天上你的居所垂聽，使天下萬民都認識你的名，敬畏你，使華美教會所購
買的這建築物，是榮耀主名的，是合乎你心意的，蒙你悅納的，是主你肯
與華美教會同在的地方。因為你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神。
我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們裏面的，也要稱頌主的聖名。天
離地何等的高，你的慈愛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
你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你也
怎樣憐恤敬畏你的人。求你鑒察我們，知道我們的心思，試煉我們，知
道我的意念。看在我們裏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神阿，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
我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
我們的過犯。神阿，求你為
我們造清潔的心，使我們裏

2/7/2016 秘書部，2/14/2016行政

面重新有正直的靈。求你在

部，宣教部的事奉訓練課程擬於

天上垂聽，赦免我們的罪。

2016年8/21及8/28舉辦。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

♦ 注重褔音外展的實行。為著使

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

我們將來在新堂附近的社區及學

啟示的靈，賞給我們，使

校能作耶穌基督美好的見證。

我們真知道主耶穌。並且

♦ 注重聖經的教導。由 Rev. Dalon
Chin (陳子良牧師) 使用英文於 2/21/2016 至
5/22/2016 舉辦成人主日學師資訓練班。陳子
良牧師講解釋經學及教學方法，讓學員學習如
何有效地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接著，由楊
錫銘牧師使用中文於6/5/2016 至 8/28/2016 開
釋經學第二課程。
♦ 注重我們靈性的復興。前後舉行兩次四十
天的聯索禁食禱告：第一次是從 2/21/2016 至
20

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使
我們知道主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主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
榮耀。並知道主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願我們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地愛主，作主忠心的好管家，甘心樂意奉獻建
堂所需的費用。求主引導建堂委員會，執事們及牧師們的計劃，並按
期完工，順利通過聖地雅歌市政府的完工檢查。願華美教會的弟兄姊
妹們同心合一排除困難。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若是合
乎主的心意，蒙主的悅納，願主我們的神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榮神
而建，榮耀主名。
註: 作者謝謝余賜隆及范珖弟兄於5/15/2016閱初稿. 又供應最新資料, 幫助作者於10/2/2016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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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服在主耶穌腳前
我

們夫婦于92年6月告別夏威夷，來到美麗的聖地亞

空前。二零一四年將約翰-彼德生的《無比的愛》，分別在

哥，從此安營扎寨，生兒育女。妻子丹梅在UCSD

母堂和南區分堂上演，成為聖誕季節里寶貴的屬靈盛宴。

醫學院工作，我卻因爲要保持F1學生身份進入南加州浸

如今，周五排練、福音主日、復活節、聖誕節、南區分堂

會神學院修讀音樂碩士。有一次王永信牧師在聖地亞哥佈

春節、洗禮、安息禮，華美詩班都要為主獻上最美的歌

道，我心被恩感，痛哭流涕，第一个沖到台前跪伏于聖壇

唱！哈利路亞，榮耀讚美歸主！今年秋天教會就要遷入新

下面，籍著王牧師大有能力的禱告，將一個罪人獻給了耶

堂，華美詩班的眾弟兄姐妹們正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排練，

穌，那年我29嵗。95年畢業后曾在本地教會服事，也曾試

要在獻堂禮上為主高歌！

著創辦教會，但五年下來卻是落花流水，遍體傷痕。

我在路州目前還有最後一家旅館正待出手，因此我每月還

零四年我擧全部財

得飛回公司打理一个星期，影響詩班排練和演出，真是虧

力在路州投資旅館

欠神也虧欠人。本來去年夏天買家給出不錯价位，我卻持

做起生意，當時禱

物自傲，貪心不改，予以回絕。不想到，八月的一天我在

告向主請假三年，

搬運笨重的家具時，

不料生意大好，一

右手韌帶撕裂，疼痛

發不收。其間有牧

無比，動彈不得半

師傳道幾次三番到

年之久。今年四月，

我的旅館為我禱

我在檢查空調時，左

告，更有神學院院長教授寄來疾

手中指被空調風扇剷

呼信函，促我悔改，儘快歸隊。

得皮開肉綻，慘不忍

我心鋼硬，不為所動。哪知零九

睹，縫了八針。我握

年以來，遭遇美國經濟危機，生

住血流不止的手指，

意日落，官司纏身，舉步維艱。

仰天呼號：“主啊！

丹梅毅然停職，南下救夫。

我一定賣掉，我一定

二零一二年，那是一個春天，李 2015 農曆新年敬拜音樂會大型聖樂清唱劇《無比的愛》
牧師三顧寒舍，最後一次帶著德
昭主席。李牧師開門見山，一槌定音：“主耶穌決不會忘

回去！”那時有聖靈
的聲音在我耳邊響

起：你曾服在我腳前，如此猛藥還不能震醒你么？

記起初的呼召，時候到了，揚弟兄你要出來事奉”。聖靈

“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

的催逼，我不能躲避，神給我音樂的恩賜必有所用。我禱

聼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上15:22)禮拜

告說：“主啊！還是詩班”。於是，五月四日開始了華美

日，李牧師和師母將我們夫婦帶進更深層的禱告裏，我憂

詩班，六月又接過了崇拜執事的事工。

傷痛悔，哭泣不止。有聖詩飄進我的心裏，我不僅唱起：

四年的服事，果效隨著，弟兄姐妹們為主傾情獻上，華美

(聖詩 Hymnody 62頁)

詩班業已成軍。我們連續四年舉辦聖誕敬拜音樂會，將大

我曾經服在主耶穌腳前，何等喜樂。因著相信

型聖樂清唱劇《頌主生平》、《無比的愛》、《全世界歡

立刻得安寧，我眾罪又得洗淨。

唱》等搬上聖壇。特別是二零一三年聖誕音樂會《頌主生

容我述説長遠的故事，滿有恩典真自在。心中

平》，詩班團員、青年學生、青少年樂團一起事奉，盛況

不禁湧出榮耀讚美，稱頌祂奇妙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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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建的再
信
神的

面上可以看見這光輝(林後4:6)，而基

榮

督也是神的榮光，神的同在(雅2:1)。

耀的希伯來文是 Kabod，原意是

救恩之最終目的是屬神的子民要進入

重量 (weight)，演變為表示價值、

神的榮耀之中 (羅8:18, 林前15:43, 彼前

財富、權能、尊貴，莊嚴等；而次等

5:1)，這榮耀就是從基督，榮耀的主，

意義是按其價值而得到的榮譽。他們

引伸出來的。

對神的榮耀的觀念帶有天空上光輝燦

神

爛的色彩。詩人大衛心中想到神創造

有豐富的神學特徵。換言之，新約作

宇宙萬物，啟示了神的莊嚴與大能。

者認為神的榮耀不是指神的意見，乃

神自己必須將他的榮耀先啟示給我

他唱出；“諸天述說神的榮耀”(詩

是指神彰顯的權能，光輝和聖潔。聖

們，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地認識他

經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

並榮耀他。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不

，在聖殿中看見神的榮耀之後，便喊

耀”(羅3:23)。因此在新約聖經裏，

只是赦免我們的罪而已，更要讓我們

叫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為要拯救罪人，神

恢復到原本受造的目的。人受造的主

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的國就已經開始了。耶穌基督在行動

要目的就是榮耀神(賽43:7)。王守仁教

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賽

上顯出神拯救的權能，叫地上一切有

授說:“榮耀是神或一個人值得羨慕的

眼能見的人，都可以看見神的榮耀在

好因素，諸如價值、能力、地位、品

全。在以西結的異象中，看見神榮耀

祂身上顯出來。這種權能就是福音書

德等方面的彰顯。動詞榮耀就是使這

的形像，就如雲彩中光輝的彩虹(結

記載的奇事、異能、神蹟。如果約翰

些因素得到應得的承認。這些好因素

認為基督行的神蹟是表現祂的榮耀(

終究屬於神。因此在一些經文中榮耀

榮耀是指祂彰顯的能力，榮美、莊嚴

約2:11)，也是神的榮耀，那麼十字架

成為神的同義字。通常榮耀就是指神

和聖潔。先知們期望神的榮耀會在將

就是更偉大的記號，神榮耀彰顯的最

的臨在和能力以覺察得出來的方式彰

要來的彌賽亞時代中，全然顯明。以

高峰了。有一次主耶穌帶著三個門徒

顯。榮耀神就是對神的存在、臨在、

賽亞向耶路撒冷百姓宣告這個日子快

到山上去，祂就變了形像，神格的榮

能力、作為等作出適當的反應；在我

要來臨:“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

耀從祂身上透露出來了，祂的臉面明

們的生命和生活中讓神的臨在，能力

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賽60:1)

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這是何等

以使人覺察得出來的方式彰顯出來，

在古典希臘文作品中Doxa，榮耀兩字

的榮耀！並有摩西與以利亞向他們顯

即作神要我們作的事，成為神要我們

解作意見，特別是指榮譽。在基督

現，與耶穌說話。他們說什麼？乃是

成為的樣式。”

降生之前285-246年，為甚麼埃及的

談論耶穌去世的事(路9:28-31)。記得

例如我們需要工作以維持生活。但是

亞歷山大的猶太人，在七十士譯本

主耶穌在樓房上當賣主的猶大離去的

職業的目的，不是只為生活，乃是為

(Septuagint) 選用希臘文 Doxa 來譯出

時候，主說:“現在人子得了榮耀，神

事奉神。因為要事奉神，所以須要維

希伯來文的 Kabod 呢？他們認為 Doxa

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約13:31)。

持生活，並使我們在自己的生活所需

像 Kabod 一樣，也含有莊嚴 (客觀意

現在是指耶穌受死的時刻。神的榮耀

要的以外，也能對福音的工作有所獻

義) 和榮譽 (主觀意義) 的意思；他們可

就是神的愛，基督為世人的罪受苦，

身。在現今的社會中，不論是那一種

能想把 Doxa 原來沒有的意思也加給

甚至受死，顯出了神的愛來。神的榮

行業，都可能有貪污、作弊、營私的

它，將這個希臘文套上了希伯來文原

耀代表神光輝的顯現，我們在基督的

情形發生。我們若是以事奉神、榮耀

19:1)。先知以賽亞蒙召時所見的異象

6:5)。神的榮耀就是指祂的聖潔和純

1:28)。這樣看來，希伯來人認為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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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為職業的目標，就必須守住這道德

情，這兩件事情都是和神的計劃，神

但是神與人同住的心願尚待完成。所

界線，不落在這種試探和罪惡中。有

永遠的旨意有關，一是建造會幕，二

以，耶穌來了，在新約時代就要建造

時，基督徒在職業上所受到的試探卻

是建造聖殿。一直到新約時代就是建

教會(太16:15-8)。如今祂是藉著聖靈

不是罪惡方面，而是世俗的人生觀和

造教會(太16:15-8)。聖經第一次出現

住在蒙祂呼召救贖者的心靈裡面。以

道德觀或一些不良的習慣。如果我們

建造，是在創世記二章夏娃從亞當的

每一個蒙救贖者而言，每個人是神的

要在工作上榮耀神，就必須在思想，

肋骨建造出來，這預表教會是從耶穌

殿。以整体所有蒙神從世界呼召出來

意志上守住我們自己根據聖經的立

基督那復活不朽壞的生命中建造出來

者而言，教會是神的殿。在聖經中教

場，使別人因我們受到良好的影響。

的，教會是基督的新婦。

會稱作神的殿 (林前3:16; 弗2:20-22)，

所以我們或吃或喝，無論作甚麼，都
要為榮耀神而行(林前10:31)。

其實神在創造世界之先，在祂永遠的
旨意之中，就訂下與人同住的計劃。

靈宮(彼前2:5)，神的家(提前3:15)，基
督的身体(弗1:23)，羔羊的妻子或羔羊
的新婦 (弗5:25-27; 啟21:2,9)，一個新

使徒彼得勸勉教會的長老們說:“我這

正如箴言8:30-31所言，主喜悅為人預

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

備可居之地，且喜悅與人同住，這喜

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

悅甚至使祂踴躍！神起初創造了人類

我同作長老的人。務要牧養在你們中

的始祖；亞當和夏娃。神將他們安置

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在伊甸園。雖然神與人常有來往，但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

是沒有與人同住。後來他們犯了罪，

感謝神！約翰蒙神啟示見到新天新地

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

被神逐出伊甸園，神與人同住的心

及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

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

願，暫時不能實現。神引領以色列人

的異象(啟21:1-6)。新耶路撒冷是神的

樣。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

出埃及後，在曠野時期，神藉著會幕

帳幕在人間，神喜悅與人同住的心願

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5:1-4)

的至聖所與人同住(出25:8，22)。大衛

終告待完成！神實現了與人永遠同住

聖經提醒我們：

乃合神心意的王，他奉獻金銀，樹立

的旨意及計劃。約翰在異象中所見到

榜樣，為神預備建造聖殿的材料。當

的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尚無人居住的

他的兒子所羅門王建造聖殿完畢後，

聖城。正如希伯來書11章所言，歷世

神在至聖所與人相會。在舊約時代，

信心偉人們，包括亞伯、亞伯拉罕、

只有大祭司一人才能每年一次於七月

以撒及雅各等人，都是存著信心死

初十贖罪日進入至聖所。以色列人一

的，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

年中只有三次，即於逾越節，五旬節

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及住棚節時往耶路撒冷城的聖殿朝見

(來11:13,40)。神給歷代舊約聖徒和教

耶和華。日子稀少，多麼的令人遺憾!

會的應許，就是這座有根基的聖城，

住真道

，
，
，
會來

教會的建造
教會不是一個建築物的禮拜堂，也不
是一個被人為制定規條所管轄的團体
組織。希臘文 ecclesia 中文翻譯為教
會，按其字的意義是“被召出來的”。
所以教會是一班蒙神從世界呼召揀選
出來，在地上作屬神的子民。新約時
代的教會是在五旬節以後才有。換言
之，在使徒行傳第二章聖靈降臨以後
才正式有教會。所以使徒行傳所記載
的就是教會初期之成立及發展之歷史
過程。
在舊約裡面神做了兩件很重要的事

人(弗2:14-15)，被揀選的族類，君尊
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彼
前2:9-10)，神的帳幕

(啟21:3)，最後

又稱作聖城新耶路撒冷 (啟21:9-10)。

更美的家鄉。舊約時代的聖徒及新約
主耶穌道成肉身，降世為人，應驗了

時代的教會，必須等到被建造完工之

先知以賽亞的預言“必有童女懷孕生

日，才能一起成為聖城，與神永住。

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

約翰在高山上觀看聖城，首先映入

我們同在的意思”(賽7:14)。祂住在我

他眼簾的是“城中有神的榮耀”(啟

們中間，在我們世人中間支搭帳棚，

21:11)。那榮耀是神自已本身的榮耀。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1:14)。

這榮耀所彰顯的，就是聖城的光輝。

祂指自已的身体為殿說:“你們拆毀這

願華美教會被建造成靈宮(彼前2:5)，

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約2:9)。

為基督所愛，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

耶穌在世住了短暫的33年。祂被釘死

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祂，作個榮

在十字架上，祂說:“成了！”。是的，

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

祂死後三天復活，救贖之功已完成。

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5: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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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FOR HIS GLORY

恩典之路 - 2016年建堂感言
回

顧建堂之路12年，雖是高低起伏崎嶇之路，也是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充滿主恩典及帶領之路。建堂的構想始於
教會聚會場所之需要，經過數次租金的調漲，在2004年教會可以預見，聚會場所之租金，短期內每月將達八千美

元之譜。而根據國外宣教士的報告，在國外有些地區，宣教士僅需每年二千美元的預算即可建立教會!執事會認為，做
為忠心管家，長久之計，必須購買自己的場地，將資金做更有效的運用。
長進。在大教會裡，可能百分之二十

我們能夠建造怎樣的殿宇？配得神的

耶
和 的必重
得 ，他們必
上 ”
(
)

的人來參與服事百分之八十的會眾。

榮耀呢?在以賽亞書六十六章1至2節”

沒有足夠的事奉崗位，許多人淪為只

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

有聚會的基督徒，失去藉由服事使得

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

靈命成長的機會。而小型教會麻雀雖

宇?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華

小五臟俱全，仍要有必須的事工，因

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

而提供每個人服事及成長的空間。我

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心

們的異象係建立一個宣教的教會，建

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我們相

立社區型的教會，都市裡因為政府法

信神的榮耀不在華美的建築，而在於

然而在寸土寸金的都市裡，特別是房

規限制，以及地價高昂，大型聚會場

人心的改變，願意遵行主的道。君不

價飛漲的聖地雅歌市，究竟要購買多

所難覓。在都市中廣設中小型教會，

見許多歐洲華麗的教堂淪為觀光場

大的場所，才能合乎教會用途?教會

不論租或買，場地較易取得，不但提

所，甚或餐廳，商店，過去盛極一

的異象在這裡提供了方向。我們的異

供服事機會也就近人群，方便聚會及

時，而今人去樓空?我們的異象是建立

象，是建立一個人人事奉的教會，而

福音廣傳。然而教會要能夠運作又要

一個信仰傳承的教會，建立一個完全

非一個超級大教會 (Mega church)，

有成長的群體動力，能夠植堂傳播福

奉獻的教會。教會要能夠持續成長，

我們希望弟兄姊妹透過服事可以效法

音，擴展神的國度，人數也不宜過

信仰必須傳承。透過神話語的教導與

主耶穌基督服事的榜樣，順服謙卑，

少。於是能夠容納約三百人最多四百

服事的榜樣，使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

與人為善，活出主的生命，靈命得以

人的教會場所需要，成為共識。

有跡可循。教會的建築，就如對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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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務奉獻，僅能作為擴展神國事工

過程中，是不可能的。其三，教會在

有人有把握，執事會也增開許多特別

之用。一個大小適中的聚會場所，在

2014年經歷史上頭一次的赤字，金額

會議，為此有諸多討論與禱告尋求。

都市之中買賣較為容易，可以按照都

雖小，卻使我們在銀行貸款上碰到難

後來執事會憑著信心以及會眾的認獻

市的發展，傳福音對象及人口群聚，

題。為這赤字原因，銀行拒絕了我們

的意願，在未完全收到認獻金的情況

做合適的搬遷及調整。

貸款的申請，並且要求必須有連續三

下，勇敢往前，簽署購買合同。而會

年盈餘的財報，也就是三年之後，才

眾也依認獻金額及時間把款項奉獻至

能重新考慮我們的貸款。房主在明白

教會。其間更有會友必須在短期內處

我們需要之後，願意以兩年期限，借

理投資及股票，克服種種困難，把認

款給我們，幫助我們度過這段期間。

獻金按時送到教會…，在在看到神豐

其四，依照購買合約，我們必須在45

富的供應並及時的預備。我們只能把

天內完成過戶，而房主現行租約要到

一切的榮耀，感謝，都歸給神。

建堂委員會依照以上的考量，過去11
年諸般努力，雖有數次機會，但都因
種種原因作罷，在此就不贅述。直到
2015年初，我們在 Mira Mesa 找到現
址。起初我們的目標係二樓，因為樓
下或買或租，房客已經全滿，唯有樓
上出售。然而在申請政府許可過程中
發現，二樓做為教會聚會場所，有樓
板承載重量的問題，聚會人員疏散的
問題，以及幼小兒童教室僅能設在一
樓等等規定…我們很難克服。而且以
當時教會的建堂基金金額並教會財務
狀況，約略估計仍有70萬美元的資金
缺口。能否繼續進行，沒有人能夠有
把握。我們把情況報告給會眾，請求
大家為此禱告。同時，用實際奉獻，
來支持此一事工。
神實在是垂聽了我們的禱告，在房

2016年三月底才能終止。在詢問會
計師意見之後，房主願以剩餘約期內
租金收入，折抵我方購買價格，如此
又將我們的購價減少約14萬美元，也
省卻我方租金營利收入衍生的報稅問
題。我問房主 Jeff Solomon 是不是有
特別的感動在幫助教會?他笑答”I am
not buying my way to heaven!(我不是
要買票進天國!)”他說售價及停止長期
租約都是經過計算後的商業決定。他
幾番與我們教會的人接觸，喜歡我們
為人處事，所以有上面的決定。然而
我們更相信其後有神的主權及帶領。

主方面，我們看到神感動他的一些決

現在我們擁有自己聚會的場所了，很
快我們可以恢復早上的崇拜，為此我
們已經等待七年。原先為了累積建堂
基金，搬遷教會到恩典堂，聚會時間
必須改至下午，希望三年內可以完成
建堂，殊不知卻整整走了七年!這段期
間有許多的犧牲，對當年部分不能夠
在週日下午聚會，不得不另覓教會的
弟兄姊妹深感抱歉。如今聖地雅歌華
美基督教會要進入新的一章，我們沒
有忘記我們的使命與異象。我在2013
年接下執事會主席以“追求和睦，建
立團隊，樹立榜樣，活出見證”作為

定。首先，當我們將購買二樓所遭遇

神的帶領及供應顯明在另一方面，就

執事會服事的目標，也在教會中提出

的困難告訴房主，並詢問是否樓下有

是會眾的同心合一以及甘心樂意的奉

我們人生當中四個階段“家”的觀念

可能出售?房主考量結果，願意在租

獻。當執事會把建堂的需要帶到會眾

(原生家庭，現有家庭，教會-屬靈的

約2016年三月到期時，不再續租，

面前時，我們的會眾以超過百分之九

家以及將來的天家)盼望我們能夠找到

而將樓下的辦公室出售給我們。該

十的認可，支持了執事會的購買決

家的歸屬感，人生有定向不再飄泊。

房客係長期租戶，純以出租投報率而

議。同時在認獻金額上，也填入超過

縱然我們教會一向對個人奉獻保密，

言，獲利穩當，房主大可不必為我們

一百萬美金的認獻額，其中百分之八

不高舉人，唯獨高舉耶穌。大家仍然

的需要做此調整，結束長期租約。其

十五要在四十五天內奉獻。我必須承

可以看到弟兄姊妹辛苦服事的榜樣，

二，樓下物業，按照常理，其價值應

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對認獻結

以及願意為神國度，為教會需要，而

該遠高於樓上物業，然而房主願意以

果都幾乎不敢相信。紛紛將投票及認

做出甘心樂意的奉獻結果。這些不管

每單位面積同樣售價計算，將樓下物

獻結果投影片，拍照留念。根據過去

看得見的，看不見的服事與奉獻，都

業出售給我們。雖然有其他合夥投資

的認獻經驗，其中最近的一次係2012

是我們的榜樣。讓我們認定屬靈的

人認為應該調高售價，他卻向其餘投

年的8月份，我們收集到的認獻金額，

家，將心歸家，榮神益人，一起來建

資人表示，之前大家已經同意一定的

都未能達到五十萬美金。在2015年經

造教會。這才是我們建堂的初衷，不

投報率，這項交易已經滿足。假使合

濟不景氣，教會財務2014年且有赤

僅僅是教會的建築物，乃是建造教會

夥人一定要堅持，他願以自有持份彌

字，負擔沉重的時期，如何籌得足夠

裡的人，“榮神而建 (Build For His

補差額。這在唯利是圖的商業決策

款項，讓執事會可以簽署購買合約?沒

Glory)”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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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教會是一個人人都參與事奉的教會。

♦ 工作的事奉：我們運用聖靈所賜的恩賜爲神工作。每個人按照恩賜

教會中常聽到“事奉”兩個字。我們常

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竭力，與其他同工配搭，完成神的託付。教會

會受到鼓勵參與各種事奉。搬入新堂之際，信

的一切事工的計劃與進展，都必須由同工們同心禱告，尋求聖靈的帶

徒更是多次多方承受勉勵。許多時候，我們以

領(徒13:1-3)。

為在教會裏作教會的工作，才是事奉神。然而

周同培牧師所著“神又呼召─利未記信息及事奉：新約讀詞研究”書中

事奉是出於基督徒對神的愛之回應，也是出於

指出新約聖經裡，在希臘原文中有五個字 (Latreuo, Diakonia, Douleuo,

神的選召與恩典，是與神同工的過程，也是我

Hupereteo, Leitourgeo) 中文都可以翻譯作事奉。讓我們來看這幾個字

們內在生命的流露。滕近輝牧師所著“生命的

各有什麼特性，出現在新約聖經中的那些書卷及章節。

事奉”書中指出事奉有三種基本

Latreuo 這個字當作動詞的形

意義，即本位的事奉、生活的事

式在新約聖經中共出現21次

奉和工作的事奉。這三樣事奉合

(太4:10; 路1:74-75, 2:36-37,

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事奉。

4:18; 徒7:7,42, 24:14, 26:7,

♦ 本位的事奉：在新約聖經希臘原

27:23; 羅1:9, 25; 腓3:3; 提後

文裡事奉與敬拜常用同一個字。我

1:3; 來8:5, 9:9,14, 10:2, 12:28,

們是一個受造者，所以我們要在這

13:10; 啟7:15, 22:3)。用名詞

個角色中，向神獻上讚美、禱告、

Latreia 的形式共出現5次 (約

敬拜，因為他是創造我們的主

16:2; 羅9:4, 12:1; 來9:1, 6)。

宰。這就是本位的事奉。可是我

Latreuo 這一個字有時也翻譯

們很多人只有外面工作的事奉，

作敬拜。這一個字的受詞永遠

卻忽略了每天獻上讚美、禱告、

是神。我們對神敬拜就是事

敬拜和感謝。這就成了本末倒置的事奉。沒有

奉神。“耶穌說、撒但退去罷。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

本位的事奉，是不能滿足神的心意。因此，即

要事奉他。”(太4:10) 此外，事奉神最基本的意義，就是終身活在神面

使我們在外表看來似乎是不斷的在忙碌的事奉

前。例如撒迦利亞所言：“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終

中，實際上卻失去了方向和力量。很多弟兄姊

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他。”(路1:74-75)又有女先

妹或傳道人在事奉主多年後失去事奉主的甘

知亞拿，從作童女出嫁的時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現在已

甜，甚至覺得勉強而顯出疲憊或灰心，這都是

經八十四歲，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晝夜事奉神

因為在本位的事奉上不足和不重視。

者，啟示錄中談到永世事奉的時候，我們蒙恩的人在神的寶座前，晝

♦ 生活的事奉：生活的事奉就是在生活中彰顯
神的榮耀。信徒整個人的生活，品格及所有的
表現，都要成為(是)神的見證。若沒有一個好

(路2:36-37)。再

夜在他殿中事奉祂(啟7:15)。在新耶路撒冷城裡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神
的僕人都要事奉祂(啟22:3)。所以這種被造者對神的敬拜、稱頌、讚美
與祈求的事奉就是本位的事奉。

的生活與品格的見證 (提前3:1-12,4:12,6:6-8)，

Diakonia 中文聖經裡翻譯作事奉或服事 (太8:15, 20:28, 27:55; 可10:45,

即使自己的事奉有一些果效，也是枉然的(太

15:41; 路22:25-27; 提後1:18; 彼前4:10)、伺候 (太4:11, 25:44; 可1:13; 路

7:21-23)。

4:39, 10:40, 12:37, 17:8; 約12:2; 門13; 來6:10)、供給 (路8:3; 羅15:25;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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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8:4, 9:1, 13)、幫助 (徒19:22)

藏的事奉，助手的事奉。中文

。教會初期服事演化為職份，

聖經裡翻譯作差役、衙役、幫

就成了執事，意思就是服事人

手、執事、傳道的人、服事及

的。Diakonia 英文聖經裡翻譯

供給等。在使徒行傳26:16-18

作 Minister 和 Deacon。在中

裡，作者用 Huperetes (中文譯

文裡，為了忠於希臘原文，所

作執事)這個字說明保羅的事

以都譯作執事。其實英文的

奉。他選用這個謙卑的字，表

Deacon 和 Minister 是有些不

示保羅在暗中事奉的地位，願

同的。Deacon是被教會認可，

神得到一切的榮耀。這種暗中

接受按立出來服事信徒的人。Minister 是被神
呼召出來，給予一份屬靈職事 (Ministry) 的人
。在使徒保羅的書信中，職事或執事是他常用
的字 (林前3:5; 林後3:6, 6:4, 11:23; 弗3:7; 西1:7,
23, 25; 帖前3:2; 提前4:6等)
耶穌說:“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
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
價。”(可10:45)。所以這種事奉是降卑、捨
己、作僕人般的服事，包括信徒彼此的服事，
教會執事旳服事，和神僕人的服事。這種以降

的事奉，雖然人看不見，卻是被神所特別紀念的一種工作的事奉。
Leitourgeo (徒13:1-2; 羅15:15-16, 27; 林後9:12; 來8:1-6, 10:11)是作公職
的事奉。在羅馬帝國時代，人自願對社會國家有貢獻，這一個字被認
為是有榮譽的用字。在希伯來書中(來8:2,6, 10:11)提到主耶穌的職任及
舊約的事奉，就是用這個字。
在安提阿教會裡有五個先知和教師，當他們顯明並運用神所給的恩賜
服事時，就成了在當地公認的職事(徒13:1)。保羅自稱作了外邦人的僕
役(羅15:16)，他用這個字表示神已指派他來服事外邦人。所以公職的
事奉乃是一種工作的事奉。

卑，虛己的心態與品格來服事的，就是生活的

讓我們思考羅馬書12:1-2，“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

事奉，也是工作的事奉。

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

Douleuo (太6:24; 路16:13; 徒20:19; 羅6:6, 12,
18, 12:11, 14:17-18; 加4:8, 5:13; 弗6:6-7; 帖前
1:9; 多3:3) 是作奴僕的事奉。奴隸毫無自由，

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
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這二節經文告訴我們，事奉神
不單單只是參與事工，事奉神要有本位的事奉及生活的事奉。

必須受主人的管轄。主耶穌說:“一個人不

♦ 在聖經原文中，羅馬書12:1的事奉與敬拜是同一個字。敬拜的對象

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

是神。事奉神要以敬拜的心態來服事。這是本位的事奉。

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

♦ 此外，事奉神乃是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什麼叫做活祭？活祭

門。”(太6:24)。人若是心向著財利，事奉瑪

就是主為我死，我為主活。我向罪、向自己、向世界是死的(加2:20)

門，就不能事奉神。其他不能事奉神的原因尚

。這種生活的事奉就是要心意更新而變化，不效法世界，過聖潔的生

有：事奉人的私慾及宴樂、事奉偶像、事奉

活，分別為聖歸給神，乃是蒙神所喜悅的。並且活祭是要我完全獻

罪、作了肉体的奴僕、沒有聖靈裡的自由釋

上，沒有為自已留下一點。

放、作了律法的奴僕。我們不但要除去這些不
能事奉神的捆綁，更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
主，又要在愛心裡互相服事。保羅鼓勵我們
說:“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

先有了這二節經文所說的本位的事奉及生活的事奉，使徒保羅才接著
於羅馬書12:3-8談論工作的事奉。這六節經文告訴我們，工作的事奉就
是在工作上要專心運用各人不同的恩賜，互相聯絡，彼此配搭。

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

我們要明白事奉真正的意義是由三種因素組成的：本位的事奉、生活

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的事奉與工作的事奉。這三種因素少了一樣，就不是完整的事奉。讓

Hupereteo (徒13:36, 26:16-18, 20:33-35, 24:23;
林前4:1-5)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在羅馬帝國戰船

我們經常反省，我們是否有本位的事奉？是否有生活的事奉？是否有
工作的事奉？

底下搖槳的人。這種事奉就是暗中的事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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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炼中成长
我

是1999年在华美教会受洗，然而信主之后很长一段
时间没有很好地读经，甚至不明白祷告的意义。日

子一天天过，跟教会不远不近，没有什么改变。如圣经描
述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
冷或热”【启3:15】 。
2002年试炼就来了，我妈妈在北京被车撞了。我和李黎紧
急回国，当时的戴牧师 (Pastor Dale) 亲自送我们到洛杉矶

2012年前后，周五的华美团契也经历试炼，有一段低谷时

机场。一下飞机，各种挑战迎面而来，需要与医生沟通，

期来的人很少，有时候一共只有十几个人，都没有办法分

讨论治疗方案，与交通警见面，谈事故处理，还要和亲属

组讨论。大家很着急，当时的团契部执事丽如姊妹召集小

商讨护理事宜。此时我已离开家乡12年，已是人生地不

组长开了很多次会，我们一起祷告，彼此鼓励，也想了很

熟，完全没有头绪，心里难过还要忍住不能耽误办事，白

多办法。印象很深的是一次永明和王秉夫妇分享他们对更

天到处跑，夜晚却久久不能入睡，无助到了极点。这时锡

新组的负担，他们谈到“小组是神的托付，我们不甘心看

铭弟兄（现在的杨牧师）德昭弟兄（现在也是林牧师了）

到弟兄姐妹的心就这样冷下来。我们愿意摆上自己的时间

分别发来了邮件，用神的话安慰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教会

和精力，重新燃起大家的热情”。让我倍受激励。李牧师后

也在为我们祷告。我于是也认真地做每天睡前祷告，把苦

来也下功夫开了团契组长的培训和预查，使查经内容和带

情告诉耶稣基督，求祂保守我。神就给我安慰，让我慢慢

领都更上一个台阶。看看今天我们周五晚上，五个小组挤

安静，可以得到一点休息，祂也安排在北京的小立弟兄帮

在大堂里，都坐不下了。这是弟兄姐妹互相造就使教会成

助我们，更奇妙地带信主的护工来，帮助解决了护理问

长的美好见证，神要我们不仅仅有个人的相信，也要我们

题。正像哥林多后书所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有团体生活，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因为“你们若有彼此相爱

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祷告陪伴我们度过那40个黑暗

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5】。

的夜晚。回来时锡铭弟兄和志雄弟兄又去机场接我们，广

去年神又给我们一个建堂的机会，也是信心的试炼。这时

成和陈琪还包了饺子让我们拿回家吃。让我们感到教会大

我已在执事会服事，经历了购堂的全过程。从开始的二

家庭在主的爱里实在温暖。锡铭后来特别说到圣经里40天

楼换到一楼，及后来在与卖主，租户的交涉中我们看到神

有特殊的意义，是试炼也是恩典。的确这一次的不幸使我

一步步的带领；在祷告寻求中大家的心渐渐和在一处；而

真的经历神，在灵里大有成长。

在会众确认投票和认献之后，更清楚明白印证这是神的旨
意。这实在是全教会共同经历神，信心飞跃的一次特别历
程。正如以赛亚书记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抬
约柜要站到河里，河水就停住了。神的祝福在我们四围，
但也要我们凭信心来领取。建堂还在继续，挑战仍然有很
多，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
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前1:7】」。神是要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
督长成的身量【弗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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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更新 荣神益人
我

们更新(Renewal)小组取名于“

面的更新，刘彤/莹晖，天文/时霖，李

游。王秉和丹梅平日里嘘寒问暖地关

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12:2)”

悦/菁英，东明/雅洵，乔琦/艳娉等家

心姐妹们。时霖忙前忙后组织大家去

，最初成立于2000年夏天，是华美

庭也陆续加入我们的团契。更新小组

LA观赏姹紫嫣红的樱花和罂粟花。素

教会团契的小组之一。更新小组自成

愈加成长，更具吸引力。

慧最近发起的“走遍SD”健行活动更

立之后，一直有不定期的家庭聚会。
自2012年9月起，开始每月的家庭团

是让大人小孩都有机会走进美妙的大

和

自然中去，健身，健心，健信，欢声

契。我和我们家是在同一时间加入更

我们每月的团契基本是以potluck（百

笑语，不亦乐乎。张毅的摄影让诸多

新小组，有幸亲身经历了我们小组的

家宴）的形式聚会。从每家精心准备

的瞬间变成美好的永恒。其他的弟兄

点点滴滴。回顾过去近4年的小组团契

的食物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弟兄姊妹

姐妹的踊跃参与让人不由得想起“如

生活，我由衷地感到神的恩典丰丰富

之间的爱意。一起享用美食更为大家

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

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爱温暖甜美。

提供一个绝佳的时间来交流沟通过去

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

一月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从而
相互鼓励和帮助。过去几年里，我们
灵命成长和心意更新是每个基督徒一

当中有的家庭经历了至亲的离去，有

生的功课。2012至2013年，在每月的

的家庭欢喜添丁；有的子女顺利进入

家庭聚会中我们不定期地进行家庭，

高中大学甚至毕业，有的生意工作上

生活，子女教育，工作等方面的讨论

也曾遇到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有的遭

和分享。2014年我们以约翰福音中的

遇过病痛，也有的见证过奇妙的恢

12个主题为线索，查考了主耶稣的生

复。每当遇到此类事情，大家总是互

平。2015年我们系统地学习了以斯帖

相代祷，关心安慰，献计献策，并提

记。现在的2016年我们正在查考基于

供帮助。弟兄姐妹和各个家庭之间感

通过参加更新小组，特别是过去两年

四福音书的基督生平。在学习中，大

情因此也变得愈发亲近和美好。真让

在我们小组的参与和带领，回顾在自

家有讨论，

人感受到：

己及周围发生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

辩论，甚至

在基督里我

到：很多时候觉得成功成就是自己努

争论，更有

们都是一家

力的结果，岂不知再回头看才发现神

分享，分析

人。

是导演和编剧；事奉中有时会遇到挫

，和鼓励。
神的话语通

活

自

的

折，自己的心情也有低落的时候，但
弟兄姐妹们的支持和关心总是及时出

过这样的方

团契活动是

现；信心在事奉中增加，祝福在事奉

式进入每人

小组生活中

中降临；每个人都是一个福音和爱的

的心中，更

重要的一部

管道，而不是终结点。当管道畅通

新每人的心

分。感谢神

时，自己经历的恩典会源源不断地流

意。大家更是结合实际，探讨如何用

为我们更新小组预备了各样的人才热

传给别人，更新的恩典才会源源不断

圣经里的原则来指导和解决实际中的

心事奉。杨杰，刘彤，天文，张谦等

地流入。愿神祝福我们更新小组！

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历另一方

热心为大家安排组织野营，爬山，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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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之建立
信

感

謝神的恩典，讓華美教會購得

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新堂，有足夠的主日學教室可

所

供使用。未搬入新堂之前，舉辦了成
人主日學師資訓練班，使學員學習如

的

何有效地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今

的

討論成人主日學事工。

所
們的 教
他們
與
們同在
到世 的
”( 2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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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式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

使
徒
父子聖靈
他們
。

年初又成立了成人信徒教育委員會，

我們知道，主耶穌向門徒頒佈大使命說:

並且要接二連三的傳承。成人主日學

們要

教導各人。因此領人信主是第一步，
我們更要進一步使人作主的門徒，都
能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愛主，
邁向榮神而建的標竿。
建立成人主日學要面對許多挑戰，是
很艱辛的事工。我們必須在成人心中
植下願意接受系統化教導的心態。學
員每主日至少要多花一小時受造就，

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要準時出席上課，在課前要準備，課

(太28:19-20)。這個大使命中的四個動

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後能應用。並且要讓基督在學員心中

詞，只有“使作門徒”是命令式，其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

居首位，願意遵行祂的真理教訓。教

餘三個動詞：去、施洗、教訓都僅是

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

會在制度上要按期有規律的開課，不

分詞而已。若教會好像是一個門徒訓

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

隨意隨時地開課，並且要重視主日學

練學校，不但要招生(去)，註冊入校

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徒2:42-47)。

的時間，盡量減少中斷。

(施洗)，還要上課(教訓他們遵守)。

他們有外展傳福音，敬拜讚美神，教

五旬節到了，神使用門徒們建立教
會。他們“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彼此交接、擘餅、祈禱。眾人都懼
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
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

導和門訓，彼此團契交通，並有服事
關顧。這是初期教會五方面平衡發展
的模式，其中包括教導和門訓，可作
我們的好榜樣。

個人的需要。主日學要提供有系統的
聖經教導及獨立研讀聖經的教導(如釋
經學)；提供團体學習的環境，互相討
論，彼此教導，以致教學相長；推動

神更默示使徒保羅寫下教會書信

信仰生活化，提供生活教導；提供各

“

種訓練，使學員在受訓後有事奉的機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

會。華美教會成立之時，就有了成人

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

主日學。並且曾於2001年至2011年期

導各人。要把；；；的

間逐漸實施主日學四軌制課程

引到神面前”

(西1:28)。

教義及神學課程，聖經課程，生活課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

程，訓練課程) 如下面二附表所列。今

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

後本教會的成人主日學若計劃採用四

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

軌制的架構，可隨教會或教會裡每個

2:2)。我們設立成人主日學

人的需要而開其他不同的課程。

的目標是要傳揚基督，把各

註：本文經成人信徒教育委員會閱稿，謹此致謝。

及教牧書信。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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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的課程必須適合教會裡每

(基要

神

而

建

的
長

青團契是由一些比
較年長的基督徒及

朋友們組成的。感謝神讓
我們在年老時尚有記憶
力，能夠數算最近幾年來
主的恩典。
我們每一個月歡聚一次，
一起唱詩、禱告、查考
聖經、認識真道、吸取
靈糧，以期向下札根，
向上結果。聚會時，我
們常一起享受茶點。自
2012年開始，我們讀新
約聖經中普通書信(或稱
一般書信)的數卷書。我
們知道希伯來書強調信

8/15/2015 到本市 Point Loma 的 Cabrillo National Mounment 郊遊

心的教訓，雅各書則補

或身處苦難，也當效法基督受苦的榜

聖誕節季節時，我們高聲頌揚耶穌

充說明信心須有行為；彼得前書注重

樣，忍受冤屈，將自己交託給神。信

基督降世為了拯救罪人。我們於

盼望的教訓，彼得後書則補充說明有

徒要順從神的旨意，一心為善，在世

12/14/2014唱“明星燦爛歌”。這是一

了盼望，仍須在恩典和知識上長進；

度餘下的光陰，好歸榮耀給神。今日

首有中國風味的曲調，由楊鏡秋作

約翰壹書的主題為愛心的教訓；約

我們若與基督一同受苦，倒要歡喜快

詞，梁季芳作曲。梁季芳於l906年生

翰二書、三書和猶大書則補充說明

樂，因為主榮耀的顯現即將來臨，那

於省廣州市。她父親雖然是一位滿州

必須在正確的真理上有愛心。這樣，

時就要得享祂永遠的榮耀。在這搬入

官宦，但梁季芳從小在基督教學校就

基督徒所不可缺的信、望、愛三項美

新堂，榮神而建之時，我們必須有活

讀，也經常在學校的聚會擔任司琴。

德(林前13:13)，藉此八卷普通書信就

潑榮耀的盼望，讓我們以此互相勉勵。

她在燕京大學主修教育，副修音樂。

得著完 滿 的 啟 示 。 我 們 已 經 研 讀 了
約翰一書(8/18/12-11/1/13)，約翰二書
(1/13/14)，約翰三書(2/4/2014)，猶
大書(2/23/2014-6/21/2014)及雅各書
(7/19/2014-11/21/2015)。今年一月份起
我們正在查考彼得前書。

長青團契的聚會中，我們又

從燕京大學畢業後，梁季芳在廣州培

分享人生經歷，見証主恩。
王書寅老弟兄於 2/21/2015 及
5/16/2015 述說他的生平見證。
藉著彼此的分享，關顧與鼓
勵，使我們的信心堅固，有活

彼得前書的主旨在勉勵信徒既已擁有

潑的盼望，以神的愛體驗基督

活潑的盼望，就要有受苦的心志，即

徒平安喜樂的人生。

12/14/2014 獻唱“明星燦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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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女子中學及協和女子師範學校教授

真平安”，心被恩感唱出“在至高之處榮

防治，及健康新理念與新方法。我們

音樂。我們又於12/5/2015唱“平安夜裡

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所喜

獲益良多，謹向李正生醫師致謝。

悅的人”。

12/5/2015 獻唱“平安夜裡真平安”

我們也於 8/15/2015 到本市 Point Loma

我們曾邀請李正生醫師於

風景優美的 Cabrillo National Mounment

7/18/2015 及 9/17/2015 舉

郊遊。如此,我們可增進彼此的感情，

辦健康講座。他講論：正

使我們的靈、魂、體上得以繼續均衡

常人体组成與營養需要，

更新。就如聖經所言:“年老的時候，

飲食的歷史變遷與健康的

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關係，營養失衡的亞健康

(詩篇92:14)。竭誠歡迎您來參加長青

與病態，環境污染的健

團契，與我們一起享受主的愛和生命

康危害，癌症的爆發與

的更新。

我与神和好
亲

爱的主耶稣，我已满了12周岁

在这12年里，我信神，我经常去参加

（受洗12年），在12年里我真

教会生活，但是在灵里没有进步。我

的很淘氣，也真的是天父的憐憫包

的缺点是脾气不好，自以为是，容易

容，祢心疼我爱我，祢无处不在，用

伤人。直到我的家庭出了大问题，都

心良苦的引导我，祢的一个个见证感

是因为我的性格所引起。我感悟到我

动我，讓我知道祢是独一无二的真

在神面前是多么的顽固，直到我经历

神。比如說，我受洗的第三天（是

了生死和人间的冷暖，我发觉我实在

2004年5月1日），我的尿液里开始

是太过于刚強自立了，什么事情都是

出现血，27天的争战，27天的血尿，

自己在扛。当我垂死挣扎的时候，我

我的身体没有任何其他的病灶，只是
血尿。当时我知道，我跟里面的自己
说，祢把我的血流尽了，我也决不回
头，由于我愿意坚持这样的信心，在
27天后，血尿停止了。（因为我是
跟从家人是拜偶像的）。为了确定起
见，我去看了医生，验了血一切正
常。第五天后，我做了一个梦，梦到
跟自己的身体打起来了，结果从我的
身体里打出了一个骷髅头来，我用力
的把它摔到楼下去了。我梦醒来时感
觉到了另外的一个快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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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感应到神的温暖，只有神是怜悯
我的，只有祂能救我，救我脱离一切
的苦难。在这一段苦难的岁月里，神
又给予我更多的经历和见证，现在我
从我的内心与神和好了。我真正相信
他，我知道神爱世人，特别是我一个
普通的人，能得到神的救赎。我好害
怕呀，如果没有神的救赎，我今天有
可能成为大街上的疯子，因为我大半
生的时间，为了家庭的付出和该有的
努力不成正比，而今天我的家庭关系

因着神的怜悯也开始更加和谐了。
主啊！我爱祢，今天我得救了，我的
心灵，我的生活都无比的满足和幸
福，因为神教我什么叫做爱，什么叫
包容，我学会了依靠，学会祷告，我
不再害怕了，阿爸父是我的靠山。我
相信只要我们从内心里真的相信祂，
祂必定成全我们。在神的大爱里我完
全变成了新人，我不再着急，碰到问
题也不会靠自己扛了，因为我学会了
祷告，一切重担学会了交托。我要借
着我的经历，把神的慈爱传递出去，
让更多的兄弟姐妹得到原本神己预备
给我们的爱。一切依靠主，因为神是
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都是彼此同
工，服事神，服事众人。盼望照神旨
意，合而为一做好神所托付我们的工
作。愿我们作谦卑的仆人，照天父旨
意来服事神，服事众人。感谢主！

神

神的

高

而

建

的

时

光荏苒，光阴似箭。以前作文套用的句子，现在用

然而在2015年1月，位于 9888 Carroll Centre Road 的几间

起来却是恰如其分。从1997来到圣地雅歌，一晃已

办公室和其它两个建筑出现在建堂委员会的讨论名单上。

有十九年了，不觉感慨时间飞逝。期间也见证了华美教会

当时我并不看好这个建筑。因为这个地点在以前排查的时

的诞生和发展。

候直接被排除在外了。一是它是两层楼；二是从空中看像

从UTC团契和另外一个以台湾兄弟姐妹为主的团契开始，

中国的四合院。但当 William 弟兄联系好，我们进入内部参

经过祷告和交通成立了华美基督徒团契。由已退休的王常

观后，我觉得还不错。加上它位于非主要工业用地，我的

明牧师和师母带领牧养，兄弟姐妹大发热心，为主作工。

心开始改变了。现在回过头再想，这是神的做为，要将不

为了更好的发展，1998年由团契成立华美基督教会。戴牧

可能变为可能。

师 (Rev. William A. Dale) 成为第一任牧师。再接下来第二

经过讨论，建堂委员会一致认为应该加快进行。但同时提

任刘志远牧师，还有黄光中临时牧师。到现在的中文李仲

出二楼有儿童安全隐患和使用面积仍然过小等问题。就决

伦牧师，英文陈子良牧师和杨錫铭关怀牧师。期间的过程

定反馈这些意见，同时询问是否可能移到一楼。但我们并

我们学了许多由于人的软弱而不得不学的功课，但主的爱

不报任何希望。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回答是有，而

一直与教会同在。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祂安排不同的牧

且是近一万平方呎！现有租约于2016年3月底到期，而且

者来牧养我们；在我们仰望主，为主征战的时候，祂将得

房主也不愿意续租。这可是意外的惊喜。等参观完一楼的

救的人数加給我们；在我们亏欠神的时候，祂也不撇下我

场地后，建堂委员会就更坚定了决心，不但儿童安全隐患

们。而是将新的机遇赐给我们，要我们与祂同工。因为主

和使用面积过小等问题得到解决，而且只要稍加改建就可

就是爱，祂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用祂那永不改变的爱，把

以使用，还可以为教会节省资金。还有一点，在二楼会堂

我们塑造成可用的器皿，要我们在圣地雅歌为祂做盐做光。

是纵向的。有房顶低和讲台窄的问题。而一楼会堂可以设

建堂是教会成立之初就有的愿望。十几年来教会也一直在
寻求神的带领。从2012年起我担任建堂委员会的一员。
我没有统计过我们筛选过多少，又实地看过多少教会或建

计成横向的，使得低屋顶在视觉上不那么明显；而且宽大
的讲台使我们的敬拜和活动更有空间。我觉得神在一步步
带领我们，要让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经历祂。

筑。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没能往前进行。有位置、大小、价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教会能负担得起吗？会众能通过这个

位和CUP（使用许可）等等问题。其中CUP应该是最重要

购堂提议吗？过去有过两次购堂认献调查，所以我们心中

的，这个是前提。因为只有在非主要工业用地的建筑物才

都有计算和判断。这一次会怎样，我心里没底。然而，当

可以申请CUP，三年前我找到圣地雅歌市政府有关土地的

这次认献统计出来时，我想大家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感

规划，看着这个土地使用规划图，实在很灰心，非主要工

动。以我们教会的大小和会众的人数居然认献了近一百

业用地实在太少了。为了有第一手资料，我在谷歌地图上

万，简直不可思议！就是在我们人数最多的时候，认献也

查看这些为数不多的街区。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建筑，

只有现在的一半。我只能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是祂感动

一个建筑地排查。对有可能的地方，我也会亲自驾车去看

会众，无论成人，还是学生的心，为着我们属灵的家共同

是否适合作教会。这样做也可以实地查看建筑的使用。比

努力。这又一次彰显了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

方说如果是律师所，或者是生产厂房等等，就不要期望人

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家会短期内出售。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别处了，当

建堂仍将继续，前面的路还会有挑战。但主的恩典已经赐

然，我们也同时请中介为我们寻找合适的建筑。但几轮下

下，就不会返回。我们只要抓住神的应许，信靠神，祂就

来，我感到适合我们教会的越来越少，希望也越来越小。

会为我们开路！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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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聚會見證
感

謝神華美教會的弟兄姊妹終於結束多年的飄泊不定
而即將有自己的新堂了!

1996年來到聖地雅歌定居，1997年從一個對基督教非常反
感的人因神的憐憫踏入教會，之後看到華美從一個小小的
團契聚會得蒙神的祝福一直到今天的局面。
2001年在教會牧者的鼓勵和支持下，陳琪，我，和几位
姊妹在陳琪家開始了應該是華美的第一次的姊妹聚會。對
我來說要不是神的恩典信主不到兩年的時間，實在是一個
大膽的決定，當時只想到姊妹可以聚聚，學習聖經，也挺
好的，就這么開始了，完全不懂教會事工需要有異象，和
目標。謝謝陳琪姊妹的愛心不僅開放家庭還為我們預備吃
的，姊妹們在一起學習討論一小段經文，聊聊，很快一個

詩篇23篇…。這也讓我在以後養成習慣讀到感動的經句時

早上就過去了，神也讓我

會背下來，在我屬靈生命成長過程中真是受益匪淺。之後劉

在那段時光裏

志遠牧師來到華美教會，鼓勵我們回到教會聚會，因此我們

背了主禱

回到教會使用教會場地聚會。那時除了學習聖經，為了使聚

文，

會更活潑，有趣，我們又增加了許多活動，請有特別專長的
姊妹來分享，例如;教養子女，有效的使用及整理空間，插
花等等，也熱鬧了一陣子。後來有的姊妹因為工作，有事，
慢慢來的人也少了，就覺得洩氣，當時屬靈生命實在是
不成熟，雖然牧者的鼓勵和打氣，覺得做不下去了，
姊妹聚會就這樣停下來了。之後也有其他姊妹開放
家庭繼續姊妹聚會，後來也因故停止了。
一直到2010年我的孩子都在青少年的年紀，一
直感受到教養他們的壓力，覺得力不從心，心
裏感動想找一些姊妹，一起為孩子，家人禱
告，心裏的感動一直持續無法平息，只能禱告
求神帶領。那時找了五、六位姊妹來家裏，
對她們分享自己心中的感動和負擔，姊妹們也
非常同意和支持，在同時神也很奇妙的讓Judy
姊妹介紹“活潑的生命”這份月刊給姊妹們。
這月刊的內容是每天有一小段經文，回應，小
故事，應用，禱告等，持續閱讀可以在數年後
讀完整本聖經。經過討論姊妹們都同意先試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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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因此我們決定一周聚會一次，每次聚會我們先有詩歌

我自己在聚會數月後在尋求得到印証後接受了執事的服

敬拜，之後討論這周讀過的經文內容，每人分享讀後的得

事，四年裡看到神藉著姊妹聚會的姊妹們的禱告和扶持，

著，之後提出代禱事項，一起禱告，禱告一直是我們聚會

雖然在服事中有挑戰和難處也都能迎刃而解，使得服事真

堅持多年不可少的。

是越服事越甘甜，這姊妹聚會我實在是最受益蒙福的。

我們聚會一個月後，有兩位姊妹的弟兄忽然被公司layoff，

神又帶領我們，裝備我們，使用“成為合神心意的門徒”

令人非常錯愕，但我們也只能以禱告來扶持和安慰我們的

替代了使用將近五年的“活潑的生命”。我們花了近一年的

姊妹。後來姊妹提出疑問，為什么我們才開始聚會，也禱

時間，姊妹們輪流帶領、討論、學習“如何成為合神心意

告了，為什么還發生這種事，當時我也不明白，也不知道

的門徒”。相信每一個學習都不是徒然的，時候到了神必要

該如何回答這問題。後來兩位弟兄相繼在國內找到工作，

使用每位姊妹的恩賜成為教會和眾人的祝福。

必須離開家，夫妻各分一方生活，才漸漸明白神有祂的美
意，”耶和華以勒”祂是有預備的．神的愛透過姊妹們的
扶持与這兩位姊妹同在，有的姊妹因為工作而無法參加聚
會，也有姊妹後來加入，更有姊妹信主受洗，這幾年姊妹
們一起經歷我們生命中的高低起伏，神的同在豐豐富富的
與我們同在!我們一起經歷神透過我們生命中發生的點點滴
滴因為神使我們一起同樂一起同悲，因為我們的禱告，使
我們的信心不斷在增長中感恩。

在這几年當中，我們租用 Grace Chapel，也一直在尋求適
合場地或買或租，每次看到新的場地，在尋求中，姊妹們
都竭力禱告尋求神的心意。直到去年神很奇妙的在我們有
限的建堂基金，在衆弟兄妹妹同心合意的奉獻讓我們買到
現在這新堂，雖然還有一些餘款相信神也必有預備，豐豐
富富的供應超過我們所求所想，感謝神!賜我們一座新堂我
們可以一起敬拜祂，感謝神!不停止地建造我們屬天的生命
使我們可以更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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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到2016年在华美教会期间，上帝一直用“树”向我启示，
这些树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脑海，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圣经中有记载，
自然会引起我这个“好奇宝宝”的关注。2014年10月，在我入学
后的第2个月，我在 Bethel Seminary 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葡萄树
的十字架。“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
在祂，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15:5)。
2015年11月，在搬到新住处后的第3个月，院子里我发现了橡果和橡树，
“(耶和华)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
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 (oaks of righteousness)，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叫祂得荣
耀”(赛61:3)。圣经里的“幔利橡树”在哪里？在希伯仑(创23:19)。以色列的探子
曾经在“以实各谷”砍了一挂葡萄，而那个地方就是距离希伯仑不远的地方(民
13:22-23)。最终“希伯仑”作了迦勒的产业(书14:14)。天父不仅期望孩子“得地为
业”，而且要得到“那上好的”产业。到底葡萄树与橡树有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圣经中，葡萄树的异象就是酿造“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士9:13)。葡萄的味道
固然甜美可口，却无法长期保存，只有在橡木桶里培养的葡萄酒才是醇香美酒
——“液体黄金”。一方面，天父要得着一个被改变的“关系”，一个“与主更亲，
爱主更深”的关系，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葡萄树的细枝就是你和我，而
葡萄架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就是我们的生命无论在
什么时候，都要紧紧地“拥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另一方面，天
父要得着一个被改变的“生命”，一个“像祂”的生命，Elisabeth Elliot
女士在《Passion and Purity》一书中提到当神在创造橡果时，祂的心意
是要它长成橡树。英国基督教领袖史百克先生说得好!“神的福音乃是要
我们重生得救(得著基督)，并被模成神儿子的模样(充满基督)。因此，祂对
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达到长大成人，达到基督的丰满之身量” (弗4:13)。
数字“7”在圣经里代表了 Perfection 和 Fulfillment，2016年的年底将会是我在
美国的第7年，约书亚记主要记录了进入迦南，争战迦南和承受迦南。当迦勒得
希伯仑自己的地业时，年八十五岁，其间约有7年的大小争战，至此，“于是国
中太平，没有争战了”(书14:15)。“耶和华照著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
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
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
验了”(书21:44-45)。
我渴望成为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需要浇灌水和肥料营养，好让我向深处扎
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所做尽都顺利、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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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NG FAN
得
的
“I don’t know what is ahead of me, but I know “
行
永
因
God goes with me, I shall never wonder, because
基督是 的主 ”
my life has Jesus Christ as my Lord!”

T

知道有主同
的生 中有 耶

void! Although in the faith journey I shall never

主

wonder, but at the critical moment when trials and

就來了動搖我們的信心。等到關鍵時刻過後回顧所發

temptations come, my little faith becomes shattered. After

生的事，便只能讚嘆神所應許地那不離不棄的愛與恩

the moment passed by and I retrospect what has happened,

典。詩篇65:11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

I praised the Lord of His unforsaken love and grace. Psalm

下脂油。一點都不錯！我們雖然看不到前面的路，但

65:11 says “You have crowned the year with Your bounty, and

往回看就有十足的印證，神一直與我們同在，一直看

Your paths drip with fatness.” Rightfully true! Even though

護著我們。

he word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never returns

耶穌基督的話永不落空！在信主的過程中雖
是永不疑惑，但是一到關鍵時刻，試探和考驗

we cannot see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through seeing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 in the past, I am confident that
God will be with us always, and He will watch over us and
never forsake us.

因為接任了執事的職位，神帶領我接觸到一些我不曾注
意的教會的事務。首先是教會受洗的人數，這數字已達
到276人。其中不乏弟兄姊妹們的下一代、父母們、配
偶、同事與朋友，以及到聖地雅歌來唸書的學子或訪問

Because of the recent deacon responsibilities, God led me to
be involved in some church businesses that I had not been
paying attention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First thing that
came to mind wa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were baptized in
GLORY, the number has mounted to 276. Praise the Lord! We

學者。看到來這異國求學的孩子們，他們不僅拿到了學
位，有些人也在這裡找到了工作，在此安家立業。他們
在這裡做了一個一輩子都不會後悔的決擇，就是認識了
主耶穌基督成為他們一生的救主。感謝讚美主！

know a large number of baptizees are our family members,

第二件事是領受到神在主導我們建堂的計劃。教會領

spouses, children, parents. We are also thrilled that the fruit

袖們在2004年所領受的異像或願景，在經過11個年頭

of the students who came to the U.S. for study. They not only

的準備工作，終於在2015年得到實現。12年前所要求

received their degrees and some of them found jobs here, but

的I-805以東，I-15以西，CA-56以南，CA-52以北的聚

most importantly, they came to know who Jesus is and they

會的點，教會的面積，購堂價位，以及適合兒童安全

accepted Jesus as their Savior. This is the decision they will

的場所在，神都全然應允了。我引以為傲不是因為執

not regret throughout their lives.

事會或建堂委員會達到了這個購堂的目標，而是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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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hing that came to mind is the guidance of the
building project. The church leaders started the vision for
a church building since 2004. Over the last 11 years, the
Lord has been prepar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our church
towards that goal. What we have asked 12 years ago, the
Lord has fulfilled. By looking at the preferred zoning,
space for the church, price range, and safe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all conditions were met. I am proud not because
the Building Committee and the Deacon Board made it,
but because I feel proud in the Lord that I experience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Lord firsthand! I say this in awe that
“God is good,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Of the fellowship group, former members in Olive Tree group
have moved to other ministries. God brought other people to
fill the voids (not really voids but the spaces left behind). With
the guidance of Lord, we have launched a daily Bible study
to go over 4 chapters each day, to finish the Bible in less a
year. Through the “on-line” chat and discussion, we share our
inspiration, question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scripture. May the

堂的事上我第一手地領受到主耶穌基督的信實。我不得不
讚歎”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常存！”

Lord use the olives in the olive tree that is planted in the house

在團契小組方面，以前青橄欖樹小組的一些成員轉到牧養

of the Lord, lean on the Lord of His love and grace, to grow and

或做學生事工或其他事工，神帶領其他的人來到我們中間

bear fruits.

來增長青橄欖樹小組。因著主的引領，我們在2016年初

Personally, I thank the Lord for protecting my two twin

開始每天讀四章，一年讀完聖經的計劃。藉著微信的網路

nephews who were delivered safely after the mother, my

群，我們可以分享讀經心得，即時討論問題與回答。願主

youngest sister, was confined to bed for more than four

使用栽在神殿中青橄欖樹的橄欖果子們，仰望神的慈愛，

months. The Lord listened to our prayers and safe guarded

不段地成長與結果子。

them. Even at the time when the new born screen reported

個人方面，我感謝神保守我的兩個雙胞胎的外甥能平安地

genetic defect, we relied on the Lord to clear the doubt

出生。神聽了我們的呼求，保守小妹腹中的胎兒，在床上

because of His faithfulness to give the two children as His

躺了四個多月後，一個小寶寶的羊水幾乎漏完的情形下，

heritage for my youngest sister. We believe these two boys

能平安健康的出生。即使老大在新生嬰兒篩檢過程中檢查

will honor the Lord throughout their lives, which they did

出可能有先天性的遺傳病變，我們得以仰望神的信實，在

on the day of their delivery.

進一步的檢查後，一切正常！神把祂的產業賜給我的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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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rd also protected Daniel while he went through his

和她一家，我們相信這兩個小孩會在他們一生的年歲來榮

open chest surgery. After Uncle Peter and Auntie Florence

耀神，而在他們出生那日也已經榮耀神了。

had prayed for him, the medical team urged him to head for

主在小兒子華恩開胸腔的手術上也彰顯祂的恩典。在手術

the operating room. Daniel felt peace in his mind while he
was walking to the surgery room. He said when Daniel was
thrown into the lion’s den, the Lord was protecting him. The
surgery was very successful. Thanks the Lord for listening
to our prayers, and thanks thos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accompanied us through the time with their love and prayers.
Before I came to know the Lord Jesus Christ, my mother
had dedicated her children and her son/daughter-in-law
to the Lord. This is the faithful and pleasing prayer that
nobody can take away. With a grateful heart, this is my
prayer as well that me and my household will serve the
Lord.

當天，許多的弟兄姊妹到醫院為我們禱告與守望。信德弟
兄與玲保姊妹為小兒禱告後，醫護團隊要帶小兒進手術
房。華恩分享了當時的心態是平安的，因為但以理被扔進
獅子坑裡面，神與他同在，保守他不受獅子的侵害。手術
過程極其成功，流血不多，原本計劃四個小時的手術只用
一半多一點的時間便告完成。感謝神聆聽我們的禱告，也
感謝弟兄姊妹們的愛與代求，陪同我們一同渡過這段路程。
在我還未認識主耶穌基督以先，我母親已把她的兒女們與
媳婦/女婿們獻給了主。這樣信實蒙主喜悅的心意是沒人可
以奪走的。以一個感恩的心，我也祈求至於我和我家要事
奉耶和華！

39

BUILD FOR HIS GLORY

Building for His Glory
TONG TANG

B

efore our Lord Jesus Christ blessed our church
with a physical building, He has established,
guided and blessed the missions ministry of
GCCSD. During the process, saints have become more
mature, the church has grown to be more active in
world missions and God’s kingdom has been declared in
more unreached land. Obviously there are many good
examples and testimonies in the missions ministry to
drive the point. Meanwhile, I will use the Ibapah/Ely
short-term missions ministry in particular to illustrate
how God has been building us individually, corporately
and in kingdom wise.

The first ever STM team. Ibapah, 2004

Individual Building
GCCSD started the Ibapah/Ely STM back in 2004. In
2015 it was the 12th time we went to Nevada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Shoshone Indians. The responses
and supports from the congregation have been great.
Throughout the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at least 4
participants decid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full-time
ministry and 3 of them became Pastors in different
churches in San Diego. As for laymen like me, I have
seen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cluding myself)
growing spiritually and taking more responsibility.
Many deacons and coworkers in key posts in ministry
were repetitive participants and staunch supporters of
the Ibapah/Ely ST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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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Building
GCCSD established her first missions committee under the
guidance of our first pastor – Pastor William Dale and the
leadership of our first missions deacon brother Albert Lin (Now
Pastor Lin) in 2001. We started out with financial and prayer
support of missionaries and missions organizations. With
Pastor Gee Lowe joining GCCSD as our second pastor, he set
a vision of “be more active in global missions and use missions
ministry as the engine for church ministries”. This transition in
vision had seen great support and responses from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congregations: Saints young or old, new in faith
or mature in their walk, either participated directly or supported
the ministry in earnest. The common goal of spreading the Gospel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united our church as a Lord’s army to “fight the good
fight”. We saw the unity not only during the STM trips but also
long after the trip in regular church life. Besides unity in active
missions, I believe our church has learnt a great deal in prayer and
discipline as the STM teams in different years experienced crisis,
trials and spiritual battles during the trips. The abundant grace,
unfailing protection and wise counsel from our God have resulted
in spiritual wakening, leaps in fai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ves
among the congregation that manifested through numerous
testimonies made in public by STM participants. God has truly
built up GCCSD through the Ibapah/Ely STM ministry.

United in Spirit we are strong. Ely, 2008

神

Kingdom Building
God’s Kingdom has been enlarged in at least three areas if
not more as the result of direct missions work in Ibapah/
Ely. The average attendance of VBS programs we have
instituted during the STM trips was around 30 children.
With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we have probably reached
over 100 individual children from within the Shoshone
tribe and neighboring
community in the last
12 years. Although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many children would
turn out to be believers
in Christ at the end,
but we do know God
has sown the seeds in
A Godly message between two local kids, their hearts and He
Ely, 2009
will save the chosen
ones among them. The picture above was taken during
the STM trip back in 2009. It captured a warm and Godly
message from a local child to another. How exciting and
motivating it was when STM coworkers saw the message!
The second area, where God is at work, is our testimoni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adults in the tribal office and
tribal grounds. Even though we didn’t have much time (and
indeed not our first priority) to reach them, sensitive team
members took the opportunities to be good witnesses and
to share the Gospel. I still remembered the thankful smile
from a pregnant Indian office lady when the kitchen team
hosted a baby shower with a nicely decorated cake and
wrapped gifts after they learnt about her upcoming birth.

而

建

The third area where we witnessed the Kingdom building is
our partnership with our local missionary Murray Hewko.
We have started out by financially supporting his ministries
in small native Indian villages in northern Nevada. After
we decided to start the Ibapah/Ely STM ministr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workers from GCCSD and Murray
had increased tremendously. We have learnt Indian culture
and sensitivity in working with native Indians from him.
We have collaborated with him on designing, promoting and
executing the VBS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years. Moreover,
we have leveraged the relationships he has built with
tribal people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programs.
Of course, the favor in God’s Kingdom never goes one way.
Besides monthly support, we have dispatched emergency
funds and equipment for his missions work and we have
supported his family during their difficult times.Judging by
God’s work in the Ibapah/Ely STM, we know He has been
building in us, among us and through us. The new building
is yet another way Jesus Christ will build us up individually,
corporately and in Kingdom wise.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is amazing work with anticipation and awe.

Baptism performed by Murray, Ibapah, 2010

41

BUILD FOR HIS GLORY

God Is Our Shepherd
UTC FELLOWSHIP

U

TC Fellowship was established with God’s at local parks (Photo 2: taken when UTC Fellowship
blessing and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held a Bible study at Old Town State Park on April
Evangelical Church of San Diego (CEC) in 27, 1996). From late 1997 to the summer of 1998,
February 1995. At the time, all the
members of UTC Fellowship briefly
UTC Fellowship
has been filled
members of the fellowship
attended some local churches
with
God’s
Love
and
Grace
for
over
21
Years.
were young professionals
on
Sundays.
Brother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He
makes
and
scholars
from
Shaokang Li and sister
Mainland China, many me lie down in green pastures, He leads me beside quiet
Xianliang Shi opened
waters,
He
refreshes
my
soul,
and
He
guides
me
along
the
of whom lived in the
their home in Mira
University Town Center right paths for His own name. UTC Fellowship has been
Mesa for the Fellowship
(UTC) area, hence the truly blessed with God’s love and guided by His great to hold its regular biname of the fellowship. commission in the past 21 years. God has provided for weekly meetings for about
UTC Fellowship abundantly over the years. At the
UTC
Fellowship
was
half a year.
time
when
GCCSD
inaugurated
its
own
church,
established to fulfill two
By God’s grace, Rev. and Mrs.
goals: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UTC Fellowship’s families were filled with joy
Peter (Changming) Wang wer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simple faith
growth of our fellowship member
among us at the time. Rev. Wang
families and spreading the Gospel that wherever we are and whatever
led
the Fellowship to study the Gospel
happens, God is with us every
to Chinese scholars and visitors.
of John and provided spiritual guidance
moment and leads us
L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supported by
and encouragement to us. Mrs. Wang provided
Pastor Leon Chow, brother Liang Tsai Lin, every step of the
training
to the sisters on children’s ministry as
way.
Charles Chien, Peter Li and Alan Liu of CEC,
well (Photo 3: UTC Fellowship holding a Bible study at
UTC families held its first fellowship meeting at the
Genesee Highland Park on July 26, 1998, Rev. and Mrs.
home of Guangcheng Jiang and Qi Chen on February
Wang were among us during this time). In the summer of
18, 1995. Thereafter, it began semi-monthly meetings
1998, after meetings and prayers, key leaders from UTC
at the homes of the fellowship’s families (Photo 1: taken
Fellowship and another fellowship that spun off from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UTC on February 18, 1995). UTC
CEC, concluded that both fellowships shared the same
Fellowship also held some of its regular Bible studies
burden of spreading the Gospel to Mandarin speaking
people in San Diego. As a result, the two fellowships were
merged into Glory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San Diego,
1
the predecessor of Glory Christian Church of San Diego
(GCCSD). As the years went on, UTC Fellowship meetings
were changed from biweekly to monthly Bible studies
with the families of the Fellowship rotating as hosts on
the first Saturday of each month, a tradition lasted till
this day. Over time, members of UTC fellowship have
studied many books of the Bible that include Matthew,
Mark, Luke, John, Acts, James, Ruth, Esther, Ezra, and
etc. This year, we are studying the book of Nehem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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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ors of GCCSD: Rev. William Dale, Rev. Gee
Lowe, and Rev. Aaron Lee have all provided spiritual
guidance and encouragement to UTC Fellowship
during all these years. Our Youth Pastor Emilian Mihet
and English Pastor Dalon Chin have also attended UTC
Fellowship meetings and shared their Godly knowledge
and wisdom with the families of the Fellowship. The
families of UTC Fellowship have enjoyed fellowship of
various forms that include gift exchanges on Christmas
Eve,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 and annual camping

3

trips (Photo 4: participating families during the camping

trip to Mammoth in August 2015).
When UTC Fellowship started in 1995, most of the
families had children ranging from babies, toddlers to
a few elementary school kids. Under God’s care and
guidance, these children have grown up. They are either
working or in graduate school now. UTC fellowship
keeps its growth by embracing new believers and
friends. As younger families joined UTC Fellowship,
they also brought with them younger children. They
are growing with God’s love and care (Photo 5: taken

when the children of UTC Fellowship families visited
Santa Barbara Pier during the Thanksgiving holiday
in 1999. Photo 6: taken when UTC Fellowship held its
Bible Study at the home of Ping Gao and Lihua Zhang
on June 7, 2008). Although all the original families of
UTC Fellowship have settled outside of the UTC area,
the Fellowship’s name and its original goals remain the
same. UTC Fellowship is a big family filled with God’s
love. God has shepherded the families of UTC fellowship
for 21 years. We pray that God will continue to use UTC
Fellowship for His purpose and Glory.

2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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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Your Story?
SOPHIA WANG

As time went on I felt more
comfortable with the people and
the teachings of Bible; I started to
44

!

I started coming to Glory because my
mom thought I was too shy as a child
and was afraid I would not have any
friends. My mom started leaving me
with the other children to play with.
She and my dad would go listen to
the messages and they were moved
by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They
decided to become Christians and
get baptized. Ironically, I had not
become best friends with anyone at
church yet but at least I had friends
my age to play with.

become more curious and wanted to Glory really set a great example of the
take my faith into my own hands. I church I wanted to seek in college. One
took baptism classes and understand of the first things I did when I got to
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even college was to find a fellowship and a
better. I realized then that I truly church to get plugged into. I quickly
understood what it meant to be a found Gracepoint and spent a good
Christian. Besides believing the amount of time fellowshipping with
gospel, it was about modeling your lif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after Jesus and loving others because I really deepened my intellectual
He loved us first. Glory really helped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here. As I
me understand this by example. continued to grow in college, I wanted
After my baptism I got more involved to understand how
in serving the youth group
and children's ministry,
ME, SWEET H
OM
HO
through this I was able
:
Y
E
to serve alongside
people who really
loved God and
others.
GL
OR

G

lory Christian Church is a
second home to me. I have
been coming to Glory pretty
much my whole life and some of
my closest friends are from here
including my college roommate and
best friend.

The people I served with showed me
how to love like Jesus loved us and
what it means to serve God with
their whole heart. This helped me
cultivate a heart for service. Our
church has sent teams to Ely for
short term missions for 10+ years;
I had the honor to go right before
college and that experience made
me realize how important missions
are whether it is at home, in the
US or abroad. I really wanted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mission trip
as I continued into college.

神
my faith and social issues around me
can be connected; I wanted to be more
involved in my community and serve.
I saw a great example of this at Glory
through the service projects that we
did and how we would pray for current
events. So I searched for a fellowship
that focused on social justice and
Christianity. It was difficult to not have
a stable church to go to, but during the
process I felt the support from Glory.
People were there to listen to me and
prayed for me as I made the transition.
I even got suggestions of fellowships

that they had been a part of or heard
of when they were in college. Soon I
found a new family in InterVarsity and
happily served there my last two years.
Even though I was not at Glory a lot
during college, I still felt their love and
support. When I told everyone about
my mission trip to Taiwan this summer,
many people offered financial support
and prayer for me. I am so thankful for
the team praying and cheering me on
at home because I have realized that
missions takes more than one person it
takes the whole body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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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my experience at Glory and
college, I learned more about myself
an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I
thank God so much for bringing
me to this church and showing me
how to love through the people
here. Our church may not have all
the resources of a big church but
a church is about the people in it.
It doesn't need to be fancy; it just
needs to be a place where people feel
loved and built up.

We’ll see the Glory of the Lord
LEE FAMILY

T

he Lee Family has been attending Glory Christian
Church since 2005. About a month after the birth
of Sophie, the Lee Family actively searched for a
church closer to home in Mira Mesa. Glory Church has
gone through much joy yet intense growing pains, many
peaks and valleys. God has been truly refining His
people. Along the way, the Lee Family has met, made,
and maintained many friendships through the years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stayed at Glory, moved

away, or migrated to other church homes. God be with
them all. We still very much cherish their friendships
and still continue to support Glory Church. As Glory
Church is ready to move forward to yet another exciting
chapter in her journey, the Lee Family is happy to
witness this very positive endeavor. May God’s hands
continue to be on the back of Glory Church guiding her
forward to shine His glory upon the next generation.

Paulus, Linda, Darren, Sophie, and Nicholas Lee

45

BUILD FOR HIS GLORY

華美這些年
ALL THESE YEARS

We Grew
Togther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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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想在华美教会的这几年，世事
变迁，我的生命则更是如此。
在学生团契的查经中，我认识了耶稣
基督，几个月后，决志，受洗。也是
在学生团契里，神带领我认识了我的
丈夫，恋爱，结婚。从中国到美国，
从上学到工作，从单身到结婚，从慕
道到服事，短短几年，人生阶段迅速
变化，都没来得及多想些什么，却发
现在神的祝福中，一切简单顺利的刚
刚好。感谢神！
受洗后不久，有慕道友问我，“觉得
自己受洗后有什么改变吗”。好像我
说，“没有什么突然的大改变，很多
是一点点慢慢变化的”。其实，当时
还有骄傲在我的心里，觉得只有“坏
人”才会有大改变，我是“好人”，
变化不会太明显。虽说口头上讲“不
配得的救恩”，心里却感觉像自己这
么乖，比很多人要“配得”。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
能识透呢」(耶17:9)？

后来，伴着各种的试炼，我几次跌倒
墨黑的幽暗里，愤怒、抑郁、苦毒。
虽然极不情愿，但在挣扎中，神最终
撕裂了我内心深处的骄傲和伪装，让
我看到自己极其可怕丑陋的一面。其
中有一些，我至今还在与之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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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
测透全能者吗」(伯11:7)？
不明白神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些事发
生，如此破碎我，但我相信神有祂的
美意。因着认识神，我恨恶自己的
罪；因着内心的黑暗角落，我渴慕真
光的完全照耀。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
更新，正如造祂主的形像」(歌罗西书
3:10) 。
曾经我不知道为什么长辈们说圣经一
辈子读不完，觉得每次查经已经讲得
够细了，几年不就查完了吗？现在我
懂得，从你听到圣经里的某一点，到
好像理解为什么如此，再到接受它、

把它放在脑子里，直到把它放在心
里、真正行出来，是一条漫长的路，
不好走，但终点是光明。不是一蹴而
就，而是渐渐更新。
传道书里说：「拆毁有时，建造有
时」。神拆毁我们的老我，也建造我
们的新人。随着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
的成长建造，神的教会也被建立。神
看顾华美教会的需要，在多年寻求建
堂之路上，感谢神如今赐给我们一个
常驻的居所。愿神继续建造华美教
会，渐渐更新，合神心意。
主内，李怡佳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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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我们裡面的神

当我和妈妈说起这个项目的时候，妈

乏的言语无法表达出那动人心怀的情

妈非常的怀疑，也非常的担忧。那时

感与共鸣。也许，当你试想自己最亲

神，
，神 住在
， 祂的

的她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

爱的人的那个眼神与笑容的时候，便

餐，人们奔波忙碌总是为了一个“利”

能更好地体会到我所看见的这份爱

字。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家里贡献出

了。我知道，在这两对本為陌生的人

来，一定是为了从我们身上得到什

中产生的母女与父女一般的爱，便是

得 完全
一 4:12)。

么，与其冒着未知的代价，去参加这

我们的神，因为使徒约翰说过，神就

个项目，还不如用已知的金钱，去住

是爱！

有人
此
在
”(

一个安定的旅馆。由于这个想法，我
很遗憾地和这个项目擦肩而过。

许

许多多的朋友曾经问过我:“没
有人见过神，为什么你还相信

祂的存在呢？如果祂真的存在，那么
祂又会在哪里？”是啊，有句老话，
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我
们不能看见神，我们又怎么能说祂是
真实存在的呢？而这段经文，就完美
的回答了上述的问题。在我看来，神
的形象确实是人无法见到的，但是我
们依然能够从人们彼此的爱里，看见
神的影踪。接下来，我就要说说我在
华美基督教会这个神的家里所看见的
神的影踪。

透过这份爱，我清楚地看见我们至善
至美的神的存在，并且知道祂就住在

后来，我来到了圣地亚哥，也在华美

我们中间，住在我们彼此的爱里。我

教会受了洗，成为了这个神的大家庭

也相信，正是因为神通过我们的爱让

里的一员。然而，在这五年里，我一

许许多多的人们，尤其是来自大陆的

直想要找到叔叔阿姨究竟是为了得到

留学生们，能够认识祂，亲近祂，做

什么，愿意把自己的家开放给留学生

祂的门徒。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

们的。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

让我们保持着这份爱，让我们的神能

令人信服的原因，然而，我看到的，

长长久久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亲爱的

是住在梅芳阿姨家的黄淑淇在自己离

朋友们啊！你愿意来寻找这位真实的

开圣地亚哥前的最后一个团契里，给

神吗？请你来到我们中间，用真心来

大家展示的众多和梅芳阿姨合影里的

体会从祂那里而来的这份爱吧！

甜美笑容，看
到的是苗大
叔拍着在他家

和许许多多来到UCSD念书的中国学

住宿的刘楚琦

生一样，我第一次听说华美教会，是

的肩头，说

因为一个叫做寄宿家庭的项目。根据

着“你就像我

UCSD的规定，所有国际学生都需要在

家自己的女

第一个学期开始前，到校参加学校组

儿！”时的和

织的orientation，但是学校宿舍开放的

蔼眼神，我知

时间要晚于国际生到校的时间，这种

道在这些背后

情况给刚刚踏上美国的土地的中国留

的是一份浓

学生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于是，华

浓的爱。我

美教会的叔叔阿姨便主动把自己家里

亲爱的朋友，

空闲的房间，开放给留学生们暂住。

请原谅我贫
摄于2016年7月22日春声欢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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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仰賴耶和華
團

契主席的一年任期結束了。回

「只是義人因信得生，他

想過來的一年，我看到神在我

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

身上和在團契上的工作。聖經上耶穌

他 」(希10:38) 。 「 那召你

教我們不要為甚麼事憂慮，因為祂顧

們的本是信實的，祂必成

念我們。但是顯然一年前的我沒有聽

就這事」(帖前5:24)。「我

進去這句話。大二的暑假我為自己的

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

未來無限煩惱，在工作上著急怎麼沒

到底，就在基督裡有份了」

有實習，工作機會，沒有project做，

(希3:14) 。

很多事情上都落後於自己的同輩；在
生活上擔心，來自房租，飯食的巨大
開銷，看到團契裡成雙成對的弟兄姊

妹，追求聖潔。「因為神的旨意，就是

妹有時也會羨慕，著急生命中那個我

要我們成為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

可以說說體己話的人怎麼我還沒有碰

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帖前4:4-5) 。

到？結果一進了大三，就進了系裡的

「神召我們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神的

學生會，也因為學生會的職務機緣巧

家裡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

合獲得了做 project 的機會；得到了一

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人若自潔，

份上班時間少，工資福利高又適合我

在這一年裡我也不是沒有經歷過困惑。

的工作；還有後來得到了兩個實驗室

讀喬治鮑威爾《1984》的時候我想，神

做研究的機會...當初心中稍稍埋怨神

和書裡的老大哥有什麼區別呢？他們都

怎麼回覆來得太晚，生活太閒的我，

是全知全能，地上一切人的生活都在他

進入了大三我漸漸被事情壓得喘不過

們的注視下。神為什麼要規定這不許，

氣來，從埋怨事情太少變成了害怕事

那不許？難道神也只是想像老大哥一樣

情太多...哈哈，神的工作真是有濃濃
的幽默感。甚至到後來神也在我身邊
為我預備了一個女孩。我曾經心裡想

統治我們麼？我想，去區別神和老大哥
甚至人們常常信奉之偶像的不同就是神
是愛，祂賜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而是

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提後2:20-21)。
「要成為聖潔，就要接受從上面來的智
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柔柔順，
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並且
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雅3:17-18)。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成
為聖潔，犯罪跌倒以至於失去信心。

剛強，仁愛，謹守的心，祂來是為了給

我想我們對自己束手無策有時是好的，

我們生命，而不是為自己獲得權力。這

因為我們身上的軟弱得醫治，成就了神

樣看來愛人的心才是我們從耶穌那裡得

的榮耀。（自然，我們不可以利用神的

我想我這一年神在用這些事情培養我

到的最寶貴的東西，而不是外面看到的

恩典放縱情慾。）我們要做的不單是自

的心，祂也用聖經向我說話：「If you

一個宗教和基督徒的名號。我覺得自己

己更加努力改變惡習，而是竭力進入神

remain in me and my words remain in

在做主席的時候這一點做得最不好。我

為我們預備的安息，多親近祂，等待祂

you, ask whatever you wish, and it will be

常常只記住了我做某事出於「應該」，

在我們身上要做的改變。

done for you.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

而不是出於愛，出於「我願意」。我想

過，向神說出心中祈求的一切，神都
一一賜給了我。

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 15:7) 。

50

我應該還要下一年更多親近神來改變。
最後我想勉勵和我一樣年輕的弟兄姊

不要放棄追求義路，儘管我們實際上
能做的很有限（甚至自己都改變不了自
己），但是用心信靠神就能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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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三年
高峰或低谷，都品尝到真切的关于生

是
(

信是所 之
的
，
之 的
”
11:1)。

三

年前，刚受完洗的我，拖着两
个大箱子，独自踏上了飞往

大洋彼岸的飞机。那时候的我，懵懵
懂懂，不知天高，不知地阔。我更不

命的酸甜苦辣。让我在流泪的时候，
也体验着神慰藉的力量。

和
2014年，上一任的诗班司琴智屹快
要毕业去了其他地方，团长和扬老师

神为我带来最大的礼物，就是华美教

就派我开始准备接任司琴的担子。刚

会。在这个教会里，有叔叔阿姨智慧

开始我非常没有自信，因为我从小学

的声音，温暖的家庭，和丰盛的食

的是电子琴，加上天生手小，而且诗

物。在学生团契里，有同工们温柔的

班练的曲子是难度大的清唱剧，与智

喃喃细语，默契的分工合作。我们在

屹哥可以直接试奏琴艺精湛比起来，

这个家里，一起敬拜过，讨论过，欢

要事先练上好久的我很担心弹不好。

笑过，落泪过，义无反顾地分担过。

《无比的爱》这部谱子共有六七十

每次的迎新会、同工会、福音营、祷

页！还记得自己跑去学校的琴房练

告会、郊游……都历历在目。

习，第一页的前奏密密麻麻的音符就

知道，神从我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

神藉由这个团契，陪伴我，也让我真

已经为我预备了一条我根本无法预

实地经历祂。在我大学三年的岁月

料的，生命的道路。在这条信仰的路

里，我从一个刚刚受洗的小婴儿，变

上，我随着命运起起伏伏。但不变的

成了能自我成长的基督徒，这都离不

是神的同在。这份同在，让我不论在

开神的带领。

把我难倒了，前奏的两行我练了半个
小时还在摸索。夏天回国，我也每天
去外婆家蹭钢琴练。大二时，我就正
式成了诗班的司琴。记得那个学期距
离圣诞节表演只有三个月了，我常常
在琴房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感恩节
的假期也哪儿没去。感恩的是我还是
很享受练琴的过程，特别是到了演出
的时候，整整一个多小时弹下来，幸
福感满满的，因为我知道神使用我做
了一件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我特
別感谢神，也感谢兄弟姐妹的鼓励。
的确是，到了第三年，我明显感到我
识谱试奏的能力大大地提升，新的曲
子也弹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了。大三的
圣诞节前的那个学期，我又进入了疯
狂练琴模式。诗班的女高音曹晖阿姨
还特别贴心地给我熬美味的汤，常常
给我带她亲手做的好吃的，说我练琴
辛苦没空做饭，让我特别感动都不知
道怎么回报她。弟兄姐妹们也常常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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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我，说我的小小手要弹无比的爱。

开始呼召，开始讲方言，有几位同学

在诗班里我感受到神亲自的带领，藉

也被圣灵感动开始讲起方言来，我也

着诗歌打动更多人，让他们的心被神

有感动跪在台前，牧师第一个把手按

的光摸着。感谢神这样地祝福华美诗

在我的头上，然后讲神让他看到的异

班，和诗班每一个成员，让我们都甘

象：“我看到了一口井，你的心如紧

心献上自己，每周五的排练，每个月

闭的井，但神要使你里面流出活水的

的福音主日，每年的圣诞节，都在主

泉源，源源不断地涌出，影响你身边

里面同心合一歌唱敬拜。

的人，造就靠近你的人，话语是从神

Spring 2016 Last Quarter

而来的，不要以为自己不会说话，当
圣灵来，是神在说活，神要打开你里
面的这口井！”我的眼泪就像开闸了

要
信
，一
因
的人，
中的
，被
。
的人
要
主
得
。
的人，在他一
切所行的 上
有
”(
1 6 8) 。

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是我觉得是

似的，波涛汹涌。我相信这话是真的

过得最棒，也是自己生命成长的一个

要应验在我身上了。

很重要的阶段。大一大二总是时常会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诗篇

陷在适应期、想家、处理人际关系、

138:8）这句经文，在一整个学期反反

学业等等的烦恼中，到了大三自己好

毕业后，我的生活突然变得非常忙

复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在学

像长大了不少，然而一转眼就要毕业

碌，每天写了满满的待办事项清单，

习、找工作、鼓励他人的时候都大大

了。最后这个学期，我不仅要面对学

整理毕业后的各种事情，找工作去面

有信心和平安。

试，还有许多在教会和团契的服侍。

业上的需要如把毕业作品完成和顺利

学期一开始，我就受到一位基督徒同

Post Graduation
的

学的邀请去参加她的团契ECCF的退

毕业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有过去

修会，主题是“行在水面上”。第一

十五年来功课表的辖制，没有人告诉

个晚上，神就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

我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好像

课——战胜恐惧，神藉着陈正荣牧师

进入了人生的探险模式！当我发现这

让我明白我是神独特的创造，祂是使

一点的时候，我超级兴奋和感谢神，

我们反败为胜的神，我必须走出别人

因为我相信神要带领我一起经历这场

给我划定的界限（别人的话），要相

冒险，我深信将会是非常精彩有趣的

信我可以做到，上帝一定会为我预备

经历。果然不出我所料，毕业后的这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需要的一切。

一个月内，我就大大地经历了神。

把必修课都通过，还要开始找工作。

我从小是一个比较没有主见的人，对
自己的信心也是很不足，在这个前途
完全未知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恐
惧，然而陈牧师的话让我打破对恐惧
的战兢，宣告我的生命在祂的手中，
有神的同在我的力量很大很大。

那两周的时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忙得可怕，连向更多新的公司投简历
的机会都没有，却连续四天每天都在
面试之前投的公司。其中有一间公司
是一个私立的教小朋友阅读能力的机
构，我在初试的时候异常顺利地通过
了考试，然后当我接到第二轮面试的
时候（基本都能过），对方要求我必
须可以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一开始参
加培训。然而我这时面临的问题是，
我的工作许可迟迟没有下来。作为国
际生，毕业后通常可以申请到一年的
OPT即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官方的
申请周期是90天。我在4月6号寄给移
民局我的申请，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七
八十天了，我在网上查到的状态仍旧
是“你的案件已经被收到”。更反常
的是，和我同时申请的同学，工卡已
经寄到手了。没有拿到OPT的工卡，

那一次的退修会里我得到了很多很多

我是没有办法工作，于是便与这个工

的爱，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更深地

作机会失之交臂。当时我心里挺委屈

经历神，了解到神是超自然行奇事的

的，为什么好像要找到工作了又没有

神。到了第二天下午信息结束，牧师

了，但是我表面上还是很坚强。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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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而

建

兄姐妹叔叔阿姨们讲，他们好像比我

在旅行中的我，心里一个念头闪过：

等候，是一个神让我学习的功课。我

还伤心，我还劝他们没关系，相信神

怎么办，卡要来了，工作还没个准，

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不一样

一定有更好的带领。后来梅芳阿姨托

现在还在玩？但是这个念头马上消失

的东西要去等待，等待的周期或长或

熟人帮我查到我的案件不知道出现什

了，我难道不应该感谢神让工卡顺利

短，可能是三天，三周，三个月，三

么问题被送去另一个中心审查，拖延

的通过吗？上帝给我很大的的平安，

年，甚至是三十年。每次听到叔叔阿

了三周了，现在正送回来，无法确保

让我很享受这个旅行，放开了许多留

姨们分享他们怎么为自己的家人祷告

90天能否办出来。我们能做的只有祷

在San Diego的困扰和忙碌，最后几天

了几十年然后他们终于信主都非常感

告。嗯，祷告，那天在教会门口，牧

虽然感冒了，我也得以在好朋友家得

动。神做事有祂定意的时间表，祂应

师拉着我的手，坚定地对我说：“神

到照顾和很好的休息，也顺便练习诗

许的必不落空，凡耐心等候祂的，必

做事不会早，也一定不会迟到！不要

班的新曲子。

不至羞愧，必如鹰展翅上腾！

担心，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我非常
感谢有这么多为我祷告的人。

一周后的周四晚上，我平安地回到
San Diego。第二天信箱里就躺着我的

感謝神！我特别顺利地通过2016年7

到了晚上和爸爸妈妈说我这个OPT办

工卡！我惊讶神做事的奇妙，就像牧

不出来的事情时，眼泪还是忍不住掉

师说的，完完全全一点也没有早到也

下来了。我做了一个自己从来不敢做

没有迟到——7月8日周五寄到我手

的事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上，我当初申请的OPT开始时间就是

周一订周三一大早的机票，联系各位

接下来的周一7月11日！我突然记起三

在北加的朋友，匆匆忙忙地制定行

个月前我还在纠结填哪个起始日子的

程，直到出门前才把行李整理好。在

时候，向神做了小小的祷告然后才写

机场check-in的工作人员不知为何坚

下的7月11日，神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

华美教会大家庭的新址即将落成，回

持给我换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式让我知道祂怎么听我的祷告，祂其

首这三年来在华美教会的点点滴滴，

实早早就派出了祂的天使，而我要做

无一不能归结为神的带领。这些曾经

的是祷告和等候祂！而且，若不是因

的点点滴滴如今都汇聚成一个信息，

为祂让中间出现周折，若不是阿姨的

就是神是真实的、鲜活的、永在的

那通电话，我也没有决心说走就走去

神。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教会的故事。

旅行，没有办法学到、看到和感受到

希望在教会的新家，叔叔阿姨和同学

这么多的丰盛，更没有办法这么深地

们能一起继续书写更多繁华而美丽的

经历神。

教会的故事。

起飞了，从小窗向外望，我的世界一
下子变的好开阔，城市变的越来越
小，人和车像蚂蚁一样，我看到缩小
的山岭沙漠汪洋大海，好像我离上帝
又近了一点，好像我在用祂的眼光看
这个世界。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多么的
渺小，自己的重担、忧虑和神的大能

月13日我受洗三周岁那天去参加的一
个面试，得到了一份工作。我相信神
带领的一定是最好的，让我接下来的
几个月还可以继续留在San Diego，帮
助教会建堂，得以与团契的弟兄姐妹
彼此扶持。God is awesome!

全能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然后我就
开始在飞机上写 journal，赞美神，因
祂使我在祂翅膀荫下无忧无虑，祂叫
我们要走遍世界去到祂的名还没被听
到的地方去，我这小小的生命能做的
最伟大的事情是把祂赋予我们最奇妙
的东西 —— 爱，活出来，给出去。
上帝的时间表真的一点也不迟。我到
北加的第一天下午，我开始收到我的
OPT状态更新的短信通知，之后的
这一周，陆续收到更新：开始审理，
制卡中，审核通过，直到准备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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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团契问答篇
Q1

得

以前觉得团
契是

家，

现在觉得团
契不只是

家 ，他也是

一个有爱

团契是我

团契是属灵

很特殊的集

的人们相聚

们基督徒

的

体，有机会

的地方。

与 神 和

不管是属灵

认识到各个

主内弟兄姐妹一起建

上还是生活上都可以

年龄层的人，每一位

立亲密关系的一种聚

互相帮助。大家遇到

叔叔阿姨都有着不同

会。在聚会里我们共

事情能互相关心互相

的精彩的人生经历，

同学习神的话语，分

出主意。

独特的更成熟的对神

团契是在主

一个让我得到灵命和
生命

是

成长的地方。

里面互相支
持（祷告，
交流），一起

成长

（属灵的分享）的地
方。

家

验，岁月的沉淀让他

女在地上的

是能领读神的话语与

班级。

们更加坚定对主的信

家，也是神

让心灵平静的地方。

和神 亲近

在一起互相

的地方。

鼓励寻找

团契是一些

神的过程。

最

的

很温暖的
地方。

觉有很大的代沟。

吃的、讨论
圣经的活动。

是
遇到事情不

友和 always

來讀聖經。

很多好朋友。

自大，听取

认识神和弟

最大的收获

兄姊妹。

在 于 认 识

有爱的人
结识到很
nice的朋友。

们，还有充
满智慧可以充当人生
导师的叔叔阿姨们。

一生不忘的
兄长和挚友

得到属灵上

。不是生养

的力量，面

却胜似生养的父母。

对来自于世
界的挑战。

别的随和，特别潮，

家一起吃好

认识神，交到

认识了很多

键是叔叔阿姨们都特
特别可爱，并没有感

能夠靜下心

智慧。

念。每次到团契，关

一个和大

很多的好朋

叔叔阿姨。

事都是宝贵的人生经

属灵的

寻求神的人

supportive的

来人向我们分享的故

团契就像是一个 家 ，

是我休息，

在

的认识，他们这些过

团契是神儿

一个方式。

Q2

望爱的集体

的生活，彼此祷告。

的殿。

密团体。

让人感受信

里的成长，关心彼此

亲近 神的
荣耀神的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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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心得， 鼓励 彼此灵

家 园，

神，认识一
群很好的朋友和教会
里的叔叔阿姨们，拥

多 方 的 意
见。在自己觉得做得
好的地方能谦卑，做
的不好的地方也不至
于自卑。
更加接近

主里生活有了生生不

神，并且锻

在weak的
时候可以有
人鼓励。

认识了许多
小伙伴，获
得了新的世
界观。
大家互相祷

有一个远方的家，在
息的信念与盼望。

小伙伴们

告。
认识到那么

炼自己成为

多优秀的兄

一个服侍别人的人。

弟姐妹，听

收获一群情深
的姐妹们。

Mary阿姨讲故事，每
次都能从牧师的讲道
中挖掘到新的东西。

神

Q3

在

象最

的一

而

建

是

大二回国之

大家都踴躍

生过影响。其中很多

每年的感恩

大家一起的

前，阿姨给

地發言。

人也有对我产生过影

节都有好多

祷告会。

响，虽然我没有一一

好吃的美

告诉他们。这也让我

食。

我打电话，

王隆和贾昭

让我把憋在心里的难

哭了。

过都说了出来，然后

明白，每个人，都千

叔叔为着我一切的忧

每个人都

万不要低估自己生命

虑为我祷告。那种来

让我印象深

的影响力呀。

自神的爱是充满力量

刻：那些

的，也是最美好的！

善良的，

每个月的紫

温柔的，率直的，能

米粥。

干的，有责任心的，
快乐的，热情的人们

停电的那一

福音营。

天)。
没有一件特

同工再忙也

大家一起在

愿意摆上，

春节期间

尤其是带查

在UCSD校园内卖叔

经。

叔阿姨做的食物，增

啊，我想到这些词，

有一次我考

就想到你们的样子。

试考了零分

牧师握着我

有些人已经离开，有

，Mary 阿

的手，笃定

些人仍然常来，不论

姨和 Uncle Peter 专门

地说，你要

是哪一种，都用他们

帮我辅导功课。

成为众人的

的生命对这个教会产

迎新会。

烛光晚餐(

加团契基金，同时也
得到了很多团契外的
同学的认可和鼓励。

定的事让我
印象深刻，
一 个 集 体
所展现出来的时刻喜
乐、内心富足、善良
温和。
见证姐妹们
受洗。

主持迎新会。

祝福。

Q4

最

的
水果

不正宗的各国菜

西红柿炒鸡蛋

路边摊

海鲜
紫米粥

曹晖阿姨牌凉面
温州糯米饭
雪菜大黃魚

都喜欢吃
都是叔叔阿姨精心准备的

甜点

团契结束后的
鲁菜

粤菜

蟹粉豆腐

凉皮
阿姨们做的年糕

烧排骨

肠粉

老火汤

好吃的
爸爸做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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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是

通过团契。
弟兄介紹。
神安排我认识的。
神带领我认识祂。

神的
我在刚来美国的时候在公交车

让一位美国姐妹做我的室友，她经常

上被一个姐妹发了周五查经班

邀请我去她教会的活动，跟我一起上

的传单，为了学英语，我就去

bible study、bible talk 等等，我也是

了，牧师讲到神有时候用“关门”来给我

在那时开始慢慢了解神和祂的功绩。

们领路，我非常受用，于是开始定期去
查经班，后来固定去教会，在一次参加

神把我带到 San Diego，

了哥伦布华人教会的福音布道会之后，

把我带到华美。

黄立夫教授的讲道解决了我心里对创造

神把我的护照藏起来了。
神通过我的人生故
事让我经历祂。
2004年在中国浙江温州的
兴文里教会母堂。

论的疑问，于是我就决定信主受洗了。

具体内容，但一直记得住听

滑胎，猛地往路边的山崖上冲，幸好我

了牧师讲道后的感动与豁然开朗。

们的司机驾龄丰富，马上回胎往另一个

从小跟着家人去教会过圣誕

愿者，在跟他们一起祷告交

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

流后，我受洗了。但是真真正正过教会

明”得到无比的平安和很好的发挥。我

生活应该是大一来到华美教会之后。

信神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从小孩子那

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必加
添给你们。我很受感动。我觉
得这句话就正好说道我每
天烦恼的事情。和别人没

经黑了，雪粒猛地向车窗扑来，都快看
车轮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很严重地

大，靠着主的话“敬畏耶和

什么而忧虑...神知道你们所需要的，只

车轮没有安上雪链。上山的路上，天已

虽然不一定记清牧师讲道的

到了很多来自加州的美国志

音里说的：不要为吃什么穿

雪，我们没有预料到这里竟然会下雪，

不清路。更麻烦的是，路面一直结冰，

节。初三的时候中考压力超

了一本圣经，我看到马太福

去附近的一个地方玩，没想到遇上下暴

主要还是因为牧师的讲道。

高二的时候在四川支教，遇

我在感恩节晚餐上问教会借

感恩节的那个假期，我跟一帮同学开车

样的信心一直到长大慢慢明白过来这奥
秘，原来神是这么的伟大，祂的爱这么
奇妙，我怎么可以松手不要这份信仰，
我怎么可以不去服侍别人，怎么可以不
去传扬这福音？

方向驶去，那个方向就是悬崖，等快到
边了又马上回胎，这样“S”型地回胎
了好几次，才基本将车稳定下来。我是
车里唯一一个没系安全带的，因为后座
中间的安全带坏了。当时我看着车向山
崖边冲，我紧扒着前座的车椅靠背，大
气都不敢出一声。当时极度害怕的我只
能心里默默祷告，求神保佑我们几辆车
都平平安安到达。奇迹就出现在5分钟
后，一辆铲雪车在我们后边开了过来，
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车的我们索性停下
来让它先过，没想到它开到我们面前，

我对神的认识没

把前面路上的冰都铲走了！欣喜若狂的

有什么惊天动

我们感觉得救了，一路跟着铲雪车安安

地的事或者

稳稳地到达目的地。同行的其他几部

完没了的竞争，为了生

挫折作为契机，反而是

车，在半路上遇到卖雪链的，赶紧买来

计未来而烦恼，都化在

很平淡地，一步一步慢

装上，也都平平安安地到达酒店。等到

这句话里了。

慢来地，毫无意外地，

大家20几个人聚在一起，一个不差的时

就这么受洗了。可以说

候，我们鼓掌，庆幸，大家都在说着好

是从我来到美国的第一步

运好运，我却在心里说，感谢神的恩

起，神就一直在指引我慢

典，并且默默决定信主。我要感谢的还

慢地走进祂的国度。神首先让一位

有，神让一件小事打动了我的心，并没

热情的教会阿姨接待我初到美国的吃喝

有让我经历多大的苦难，祂让我在一个

住行，从那时我开始知道华美团契，之

最危急的时刻意识到，除了依靠神我们

后的每周五都去参加团契的活动，认识

别无他法。

第一次接触神是
在深圳的教会，
姑姑带我参加了深圳的
一个家庭团契。但是真正认识神是大一
来了UCSD后，受淑琪之邀来华美校园
团契后才真正开始体验教会生活。花了
大概三年的时间慢慢地来接受基督教，
并受到神的感动，于今年复活节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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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多可爱的朋友和叔叔阿姨。神又

神

Q6

而

建

的一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学弟学妹们，希望你们用一颗开放的心来体验基

（约一4:18）。

督的爱，我相信你们一定有所收获。我最喜欢的
一句话是哥林多后书4章17节：“我们这至暂至轻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9:10)。

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无论是
为神做工还是为自己的生活奋斗，心中信念就能用勇气和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
和训诲”（箴1:7)。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赛30:15）。泡茶，读书，遇见神！
對神有興趣的話，就來學生團契吧！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
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毅力克服它，成就神恩赐给我们的一切，荣耀神。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
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20）。
“祂必兴旺，我必衰微”（约3:30）。

“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
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4:19）。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有耶和华
指引他的脚步”（箴16:9)。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
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
後有指望”（耶29:11）。

“我靠着那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
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
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约

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

10:10）。学弟学妹们相信这一句话，有了神

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

的生命之会更丰盛。祂会成为你可以依靠的力

不止息”（林前13:4-8）。

量，也会成为你生命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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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雅歌華美基督教會受洗人名表
Glory Christian Church of San Diego Baptism List
English Name 中文 字 Date Baptized
1999
阮珊珊
Annora Wang
8/8/1999
Joseph Chao
Pastor William
Christopher
Dale
Cheng
Scott Li
李晨愷
Richard Chang 張慎之
Ailing Chang
李愛齡
Kuang Fan
范珖
Michelle Fan
傅麗如 11/28/1999
Hong Wang
王宏
Pastor William
Dale
Li Li
李黎
Tong Tang
唐彤
Hui Cao
曹暉
Mindy Cai
蔡鳴鏑
2000
Carol Chao
5/21/2000
Ying Gao
Pastor William
Dale
Richard Lin
Shr Rong Tang 唐時榮
袁寶珍
李燕霞 10/8/2000
燕梅華 Pastor William
Wen Ing Zhang 張文瑛 Dale
Gang Ren
任罡
Elizabeth Dale
2001
Tiffany Wen
溫柔
Tammy Wang 王亭梅
Lorin Hsi
西文蕙
Yi-Shiou Chen 陳逸俢
Yu-Lin Wang
王瑜玲 4/15/2001
Pastor William
Feng-Hua Liu
劉鳳華
Dale
Yin-Fen Wang 王盈芬
Yu-Fang Wang 王玉芳
Xiao Wang
王曉
Xi-Quan He
賀錫全
Joseph Dale
Felicia Cheng
10/21/2001
張聿華 Pastor William
Dale
King Chung
梁金中
Liang
2002
Lixia Zhu
朱利霞 3/31/2002
Pastor William
Sally Chen
Dale
Joyce Lin
林潔心 5/12/2002
Pastor William
Meng Zhang
張曉朦
Dale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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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仙蘭
任惠敏
鄭雪英
武曉偉
武國祥
王孔永
曲景華

2006
12/29/2002
Pastor Gee Lowe
劉志遠牧師

Nathaniel Lowe
2003
王愛琴
徐方幼莉 5/18/2003
Irving Hsu
Pastor Gee Lowe
Xiaoming Wang 王肖敏 劉志遠牧師
Ping Ying
應萍
Hosanna Hwang 黃憶恩
Jonathan Hwang
Xinwei Du
Sunny Hwang 黃慧郁 12/14/2003
Nan Wei
韋南
Pastor Gee Lowe
Ken Kuang
況秀猛 劉志遠牧師
Mingquan Mu 穆明權
Yongxuan Su
蘇永選
Zhixiong Zhang 張智雄
2004
Yi Bu
卜一
Dennis Cao
曹丹辰
Joe Chen
Sarah Fan
范華萱
Mina Jiang
姜曉萌
Lucy Lusiao
Joanne Lin
林潔恩
6/20/2004
David Szeto
Pastor Gee Lowe
Li Tang
唐莉
劉志遠牧師
Yi Jiang
姜奕
Yan Li Liang
梁彥利
Jun Peng
彭軍
Hailong Cui
崔海龍
盧愛麗
Weihua Chang 常維華
Chris Ren
任清瑩
2005
翟立榮 3/27/2005
Julia Tang
湯秀媛 Pastor Gee Lowe
William Lam
林瑋民 劉志遠牧師
陳有如 9/18/2005
孫興義 Pastor Gee Lowe
李秀英 劉志遠牧師
Meagan Sung
宋純如 11/27/2005
Jing Song
羅京
Pastor Gee Lowe
石正玲 劉志遠牧師

...
耶 穌
I h a ve d e c i d e d t o
follo
w J
esus . . .

Bruce Hsieh

袁照權

Yongchou Tang
Tee Yong Lim
Jessie Lim
Jason Wang
2007

楊麗娟
陳穎珠
林智勇
張淑玉
王昊

方乃新
張鸿蕾
曾詩怡
劉俊杰
Ming Li
李明
Chun Yang
楊春
Hai Wang
王海
ChunJiang Chou 仇春江
Gang Cai
蔡剛
Xuejuan Wang 王雪娟
Dilys Deng
鄧德馨
2008
Joan Gao
高瓊
Wei Peng
彭偉
Grace Peng
陳桂和
Guangming
鄭光明
Zheng
Qian Zhang
張倩
Christine Liu
Joycelyn Tran
Angela Gao
高文帅
Harrison Yang 楊航
Angela Zhang

Yi Yang
2009
Yinrui Huang
Adam Espiritu
Ashley Moy
Heather Moy
Andy Su
Alan Yu
Linda Yin
Smith Yin
2010
Jie Xu
Fang Chen

楊熠

6/18/2006
Pastor Gee Lowe
劉志遠牧師
9/17/2006
Pastor Gee Lowe
劉志遠牧師
11/26/2006
Pastor Gee Lowe
劉志遠牧師

4/8/2007
Pastor Gee Lowe
劉志遠牧師

12/23/2007
Pastor Gee Lowe
劉志遠牧師

3/23/2008
Pastor Gee Lowe
劉志遠牧師

9/14/2008
Dr. Mark Strauss

黃銀蕊

蘇曉恩
余軒亞

徐杰
陳芳

5/31/2009
Rev. Joseph
Wong
黃光中牧師

3/7/2010
Rev. Joseph
Wong
黃光中牧師

神
Xing Lu
Phoebe Luo
Mingfei Cai
Sining Xiang
Bo Zhang
Lingdong Sun
Louis Chuang
Prisca Lin
Robin Yen
Haiyang Wang
Sophia Wang
Briana Tan
Hannah Tan
Amy Chang
Angela Chen
Luke Lin
Martin Wang
Earl Alto
Mingta Wu
Huiying Zhong
David Yue
Pamela Yue
Jiayun Zhang
Lingling Cao
Andrea Yu
Raymond Zhang
Lucy Liang
2011

盧醒
羅毅
蔡明斐
項思寧
張博
孫琳棟
莊楷煦
林映希
顏睿頤
王海洋
王思炎

Evelyn Li

李暄

Jerry Zhao
Xiaowan Xu
Jessica Hong
Chris Su
Daniel Fan
Patrick Chen
Timothy Chang
Zhiyi Wang
Zhichao Xu
Yijun Zhang
Pule Wang
Daryl Chen
John Tat
Terrance Cao
Luna Jiang
Jack Miao
Daniel You
2012
Yutian Song
Chao Gao
Dongli Lin
Audrey Lin
Yifei Huang

趙曉東
徐小琬

Jenny Fu
Annie Zhang

Tian Tian
Jing Zhang
Xinghua Sun
Nan Zhang

4/25/2010
Rev. Joseph
Wong
黃光中牧師

Tri Quach
Dana Zhu
Jason Mao
Sijia Zhang
David Zhang
Jingyuan Zhu
Jianji Liu

張詠愛
陳紫晴
林家皓

吳明達
鐘慧瑛
樂大為
廖攀高
張嘉韻
曹玲玲
余軒琪
張超維

蘇明恩
范華恩
陳恩揚
張詠義
王智屹
許智超
張亦鈞
王普樂
陳昌琨
曹天予
姜曉露
苗臨風
游誠麟
宋雨田
高超
林冬麗
林燁
黃一飛
欒炳玉
傅佳妮
張瑞絲

Rachel Lim
Claire Lee
Jennifer Sung
2013
11/14/2010
Rev. Joseph
Wong
黃光中牧師

4/17/2011
陳濟民牧師

4/24/2011
Rev. Gideon Wu
吳光勇牧師

12/11/2011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4/1/2012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Shu Su
Hefu Pu
Guanyu Zhu
Yijia Li
Qingqing Wang
Xiaoyu Yao
Bin Chen
Carrie Yang
Jenny Yu
Jesse Li
Kathie Li
Can Cao
Carrie Lee
Lingzi Ye
Liya Ye
Rui Su
Jing Gu
Lingling Wu
Simon Xu
Howe Tran
Lillian T ran
Caleb Tran
Shuqi Huang
Samantha Xiang
Yi Zhang
Yaxun Cheng
Cai Li
Jessie Lu
Samuel Chen
Justin Yang
Willie Gao
Carrie Liu

田甜
張晶
孫興華
張楠
陶菁
朱丹祺
毛孟杰
張思佳
李澤
朱婧媛
劉建基
藍寧
王新雯
林曉韻
李凱欣
宋純意
饒雨陽
蘇姝
蒲訶夫
朱冠宇
李怡佳
王晴晴
姚笑宇
陳斌
鄭佔惠
楊洋
于笑璇
李澤西
李丹陽
曹燦
李芳嘉
葉凌子
葉玉婷
蘇蕊
顧婧
吳玲玲
徐睿航

8/25/2012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11/25/2012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3/30/2013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8/24/2013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9/1/2013
Pastor Ming Yang
黃淑琪
向彤
張毅
程雅洵
李偲
陸錦雯
李蓮
陳丰泉
楊子健
高文冕
劉開元

2014
Shilin Wang
Lu Xu
Jing Bai
Hong Zhang
Chunsheng Zhou
Chuanxin Liu
Wendy Yang
Xin Yang
Cici Peng
Shenglong Yan
Yanping Zou
Song Li
Yaozhi Wang
Amy Wang
Patricia Maher
Songting Hu
Susan Young
Shannon Xu
Jason Qiu
Xiaoniu Gu
Huaipeng Zhang
2015
Lindsay Chin
Xinghang Li
Congyi Liu
Fang Liu
Caiyin Hong
Zhihui Huang
Yuxin Wu
Erin Chin
Paul Zhang
Ruihong Yu
Chuqi Liu
Hongwei Li
Chen Cui
Jie Lee
Bing Luo
David Leung
Carrie Su
Joyce Yang
2016
Yao Jiang
Sumin Wang
Ann Wang
Diana Zhou

而

王時霖
徐路
白晶
張弘
周春聲
劉傳新
楊文迪
楊鑫
彭萦思
閻聖龍
鄒艷娉
李松
王耀志
王阿梅
張潔
胡松婷
詹舒蕙
徐之萱
邱旭
顧小牛
張懐鵬

李星航
劉從義
劉芳
洪彩銀
黃芷卉
伍雨欣
張哲陽
俞瑞泓
刘楚琦
李宏偉
崔晨
李潔
羅兵
梁德志
蘇悅
楊迦迦
姜遙
王素敏
王隆
周月

建

5/24/2014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8/23/2014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12/7/2014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5/23/2015
Pastor Aaron Lee,
Pastor Dalon
Chin,
Pastor Ming Yang
8/22/2015
Pastor Dalon Chin

12/13/2015
Pastor Aaron Lee,
Pastor Dalon Chin

3/27/2016
Pastor Aaron Lee

12/1/2013
Pastor Aaron Lee
李仲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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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美合一读经小组回顾
在

即将进入神为华美教会预备的

谈了个人信主经历、合一读经小组及

新堂时，回想2012年春夏之

其见证。记得李牧师开始和结束时，

交，我从生活了十多年的美国东岸纽

问的是同样的问题，一般教会在推动

约市，来到了完全陌生的西岸加州圣

读经上都是很难的，你们是怎么做到

地亚哥城；在神引导下，在华美教会

的？对此，我印象很深。李牧师随即

建立了圣地亚哥第一个合一读经小组---

邀请我参加周四晚上祷告会，并把我

华美合一读经小组，事奉也围绕着合

介绍给周五团契司会吴明达弟兄。

一读经工作进行，与弟兄姐妹一起灵
里彼此支持，共同成长,为这一切，向
神献上感谢。以下分四部分作分享.

一
1.

的

要

2012年4月12日（星期四），我先

独自搬至圣地亚哥。近一年后，2013
年3月22日（星期五），妻子曹薇和孩
子也从纽约搬来。这前后具体情况、
神的带领，大家可看我和曹薇的有关
分享文。
2. 2012年5月13日 （ 星期日），我首

区第一个合一读经小组组员。
6. 紧接着，常维华、李黎、Sophia (王
思炎)、梁彦莉于15日(星期五)报名，
姜广成于17日(星期日)报名。至6月24
日(星期日)正式开始时，除我之外，共
有12人报名参加合一读经小组。

4. 5月24日（星期四），我在祷告会上
见到了吴明达弟兄以及范珖、傅丽如

2012年6月24日（星期日），华美合

等同工。明达之后转发《合一读经特

一读经小组成立，以通读整本圣经为

别小组开展通读整本圣经工作文字见

根基，建造属灵生命。

证集(第一集：2010年)》给青橄榄小
组。我于25日（星期五）晚上，在青

整整四年以来，曾在华美教会（含南

橄榄小组简要介绍了合一读经小组。

区分堂）聚会的弟兄姐妹，至少有79

5.

6月14日（星期四）祷告会后，李

玲保姊妹找到我，说听别人介绍我刚

位参加过合一读经小组，不包含曾参
加但中间退出者。

从东岸来要鼓励大家通读圣经，她说

在合一读经小组中通读完一遍圣经以

这是好事啊，她愿意参加。李玲保姊

上者，至少有29位：王秉、李玲保、

妹不仅是华美教会，也是圣地亚哥地

梁彦莉、徐小琬、常维华、朱利霞、

次去了华美基督教会。

许智超、李怡佳、

2012年华美教会主题为“

林恩得、姚笑宇、

共同建造”。之后一个主

叶依函、赵姝华、

日，5月20日，张朝东弟

徐红洲、石旭、顾

兄主日讲道信息是“合一

婧、徐路、贾昭、

建造属灵圣殿”，恰好与

王素敏、王芝芸、

合一读经的理念契合，

王燕、刘芳、刘从

我聚会时内心被感动，

义、姜广成、曹

会后先与朝东弟兄简要

薇、谢旭东、张笑

谈话，又与李仲伦牧师

宇、董灿。其中，

邮件通讯请求见面谈话

张笑宇是华人传道

，以正式介绍合一读经

会的，但一段时间

小组的事工。

参加华美教会的主

3. 5月22日(星期二)晚七
时，我与李牧师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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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敬拜；董灿姊妹
在中国大陆，是李

神
怡佳的好友。读得最多的一位在两年3

逐渐成为收集数据的同工、提醒、督

个月中，通读了8遍圣经。

促，鼓励组员每周上报读经数据，推

在小组里做过事奉同工的，先后有
Sophia（王思炎）、常维华、许智超、
赵姝华、李怡佳和曹薇。

同
下

”

合一读经小组不仅帮助信主多年的肢
体打开属灵胃口、建立读经习惯，也
鼓励慕道友或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尽早
大量通读整本圣经，以此作为属灵生
命成长的基础。神的话语大有能力，
一些来自大学的学生在受洗前，先参
加了华美合一读经小组，并迅速稳健
地成长，不少已成为校园团契的年轻
同工，也参与教会服事。例如，李怡
佳姊妹是在2012年秋天来USD的硕士
新生，她刚信主就参加了2013年第一
期，之后3月底受洗。李怡佳姊妹一直
参加华美合一读经小组，没有间断，
至今已通读了5遍圣经。在小组里，她

三

十一位

信主、受洗，然后一直在上帝的话语
实是很蒙福的。

人，
，
的重 ，
的

罪，
，
在
的
( 12 1)

会校园团契的同工。我回头看，怡佳
中成长。所以，这条路看似艰苦，其

有
的

动年轻弟兄姐妹读经，更成为华美教

主要在

2014年2月21日（星期五），晚上团
契时，李牧师、师母专门问我和曹薇
对参与华美教会事奉的想法。我们回
复说，神给我们的明确感动是在合一
读经小组里事奉，服事更广大的需
要。牧师当时表示，华美教会在Chula
Vista新成立了南区分堂，问我愿不愿
去南区讲合一读经。我们回应义不容
辞。当即李牧师安排2月23日（星期
日）主日信息后，在南区分堂专门给
我20分钟，较为全面介绍合一读经。
我这次分享之后，南区分堂的王朝钦
夫妇、林恩得、刘保音、沈兰芳等8
位弟兄姐妹先后报名参加合一读经小
组。以后隔周的主日，我们去南区，
主要收集读经数据，鼓励新组员，跟
南区弟兄姐妹逐渐熟悉。
感谢神，华美教会上下对神话语普遍
重视，对合一读经事工有正面的回
应；牧者同工们对我们还在其它教会
服事合一读经，予以理解、支持。
合一读经分通读和专题两个阶段。现
在各地仍主要是通读圣经阶段。在一
定量的通读圣经后，比如十几遍后，
进入专题学习；即针对一个主题，比

一

上

而

建

如得救、苦难、家庭等，以圣经经文全
面学习真道。目前，我们只在一定范围
里做过专题尝试，还没正式开展，愿
神带领。一些本地组员对此已有一定
了解。比如陈昌琨弟兄、李怡佳姊妹
在结婚前，参加过在我们家里办的以
圣经经文为主的“齐家”专题学习。
与物理建筑相比，属灵生命的建造更
为重要。主耶稣基督如此说：“叫人
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
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约6:63)。我们应当如何建造属灵生
命这个灵里圣殿呢？什么时候凿成建
殿所用的石头呢？经文说，“建殿是
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
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
见”(王上6:7)。“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
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
瓜和初开的花”(王上6:18)。“建造这
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着
尺寸凿成的，是用锯里外锯齐的，从
根基直到檐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
是如此”(王上7:9)。汇集这些经文，
我们可以看出，建殿所用的石头是提
早凿好的，在建殿时使用。对我们今
日基督徒而言，主要是靠神的话凿
成，特别是大量通读圣经；建造好
了，才能成为合用的器皿为神所用。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
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
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
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
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 (彼前2:4~5)。

的文字

理

十周一期的合一读经小组，在五周结束后有期中见证会，在十周结束后有期末见证会。会后，同工对见证会录音选
出必要的部分作文字整理，与众人分享，荣神益人。现在，就节选华美合一读经小组的部分见证文，愿大家都从这
些所认识的组员们的分享，更深入地思想通读圣经工作。“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
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希伯来书第12章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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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FOR HIS GLORY
(一)
(

9

2

，

信主

我信主已七八年了，坦率地说，读
经总是蹦着儿读，圣经没有完整地
读一遍。

快了，终于在今天上午十点的时

的神也是一位很慈爱的神，看那先

候，读完了启示录。我在这一期

知书里，神一遍一遍讲啊，要王和

里，没读到一遍，因我是从列王纪

百姓都悔改。过去我对这点真的没

上开始读的。我今天挺激动的，这

感觉。

么多年来，我终于读完一遍圣经
了。过去没有压力，即使下了决

我不太喜欢那种读点新约、又读

心，后来也坚持不下去。当然我这

点旧约的读法，那样没有连贯

次读经，也是囫囵吞枣的，就像谢

性，我就自己通读旧约。合一读

弟兄说，你得先有一个整体的轮

经小组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读到

廓。过去我也跟着牧师上信徒培训

列王纪上了。参加了读经小组，

课，但圣经前面，中间，后面是什

我每星期都要向谢弟兄汇报进

么样子，我并不清楚。你自己若没

度。我真的从这个时候开始，读

有亲自去认真读一遍圣经，找不到

经速度加快了。后来我先生要回

那总体的感觉。

来，我就开始紧张了，因我知道
我没那么多时间读经了。上个月
底，他一走，我就开始赶速度，
当然加上祷告，我的速度特别加

(

)

(

9

2

信主

我跟彦莉一块受洗的，已七八年

在这回读经的过程中，我终于把先

有一种成就感，终于读完了。感谢
神！

意加入下一期合一读经小组，我朋

就慢慢放下了。坚持的时间特别

次我读旧约就不同了，这两个感觉

短，也就四五天。但放下以后的时

都有变化。一个是枯燥这件事，我

间就长了，你都没意识到，就已放

为了进度，就不管它了，不管理解

了好几个月了。我就是这种状态.

不理解，我往下读就行了。还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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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大书开始读，读完了新约。我

就不一样了。

第二个就是觉得上帝太严厉了。这

我等他的时候，我就读。后来我发

来，刷牙、洗脸，赶紧读经。今天

和儿子都受洗了。而且我丈夫同

定得好好读经，但维持不了几天，

后来我就开始拿iphone来读经。在

了，后来就怎么都睡不着，我就起

忘了，不知不觉就变了，时间利用

一个是太枯燥，实在读不下去啊；

用车时，就不觉得等太长时间了。

不好，但我今天早晨七点四十就醒

我很高兴在我读经的过程中，丈夫

过，每次拿起圣经，就说这次我一

游戏，这样当我在门口等丈夫一起

行了，早上也起不来，因为我睡眠

现我不“斗地主”好长时间了，我

约。旧约以前给我的感觉就两个，

么？第一上网，第二玩“斗地主”

一点四十，平时我十点半就困得不

我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其实旧约里

其实这七八年里，读经的感动也有

是iphone。以前我用iphone主要干什

我上网就少了。昨天晚上我读到十

所看的神，是很严厉的神，但这回

现在我还没读到新约呢，我光读旧

说那我也试试，我读经用最多的就

瞎看。现在我得赶紧看圣经，所以

知书都读了。过去一直认为旧约里

了，圣经一遍也没读过，很惭愧。

后来谢弟兄说有这个合一读经，我

我过去，晚上老上网，什么都看，

帝严厉这件事，我这次读的体会，

友邵燕燕也同意参加下一期读经。
还有我儿子，我让他读经，他说他
不参加，后来最近他不是让我给他
买篮球鞋嘛，我说：“这鞋不能
白买啊，你得为我干点什么。”
他说：“那你让我干什么？”我
说：“你就开始读圣经吧。”他是
答应了读圣经，到底读得怎么样，
还不知道。

觉得上帝是当父母的那种心情。当

现在我有时早晨醒得挺早，我就开

你孩子有了难处，父母特别希望你

始读圣经了。谢弟兄说别人帮你祷

去求他。就像我儿子，他要有点什

告的时候，你就特有劲儿读。我有

么难事，他不来求我，去求邻居，

时醒了睡不着，我就想谁在帮我祷

我就挺不高兴的。旧约里，神老说

告了，因为我睡不着了。

你别去求别的假神，别去拜别的假
神，你来找我就行，我觉得就是那
种心情……

下一期我肯定得参加，而且我答应
谢弟兄帮他统计数据什么的。

神
(三)
(

9

2

，

信主

这次正好赶上暑假，女儿思炎要去
上大学，我就希望她暑假时，有时
间好好读圣经。正好谢弟兄提到合
一读经，我觉得正是时候。

像思炎那几个孩子，虽然他们上学

词念下来。虽然挺花时间的，一祷

后，不会每天有那么多时间来读圣

告十几分钟就过去了，但读经的情

经，但我想这个合一读经给他们一

况就不一样了。我平时看书摘了眼

个好机会。思炎因早上经常有课, 不

镜，看一会儿眼睛累。这个暑假，

可能每天早上读经，但她也会想到

也很忙，除了上班，思炎上学要准

读经这件事情，她会尽力去做。我

备啊。所以我一星期只有三次时间

觉得这对这几个孩子是挺好的。

读经。我就祷告三次，读经三次，

老觉得旧约是讲历史、预言，其实

每次祷告完以后就读经。有时读一

旧约里有神的很多道理，并且很多

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眼睛也不

重要内容是一遍遍重复的。旧约记

累，脖子、腰也不累。真的，我干

载以色列的王，这个是遵循神旨意

活一会儿就累了。不知道为什么，

的；那个不遵循神旨意，结局大不

这次读经，感觉就是能看进去，尤

一样。这些话老在那儿重复。我就

其旧约。我现在己看到耶利米书

觉得这是提醒自己，你只要遵循神

了，我想我再参加下一期，就能把

的旨意，就是好的。

整本圣经读完了。如果没有这个合

在我读经之前，加上了特定祷告事

(

)

保
2

的
6

，

信主

虽然我从小就读圣经，也读了不少
遍，但是这次合一读经的这种方
法，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读经方
法。我刚刚听武弟兄（注：武国祥
弟兄曾在华美受洗）作见证的时
候，想起他刚信主时的情况。我就
在想，神的话真的能够改变我们一
个人。当他刚来信主的时候，是
2002年吧，过十年了，那时候你比
现在还年轻十一二岁，对不对？但
是你那个时候看起来比现在还老。
你现在满面春风这样子，面带笑
容，有喜乐。那个时候，你是一脸
愁苦的脸……如果人不读神的话，
是不会复兴的。教会里没有神的
话，那个教会是死的，对不对……
我讲得太多了，我就是一个重点，

建

项，我每次基本上是按着这个祷告

这次通读旧约，感觉不一样，原来

读旧约，原来读一会儿就犯困。现

而

一读经，我每个星期的三个晚上，

我现在读圣经，觉得很充实的。我
送完思炎走后，彦莉就问我：“你回
家是不是特难受？觉得要哭啊？”
我说我还挺忙的，还要读圣经呢，
真的没觉得难受。许多人说他们在
孩子上大学后，一下子就不知道干
什么了。而我觉得，好不容易有点
时间，赶快读圣经，完全没有“空
巢”的感觉。

就溜过去了。现在我把时间花在读
经，有点压力，但我觉得有收获。
读圣经。上次我就觉得说，圣经就

时候，我也反省自己，看自己是不

是宝藏一样，越读越觉得圣经里面

是有点跟他们一样，就这样来提醒

神话语的宝贵，就像宝藏一样，金

我，来矫正。这面天上来的镜子就

银哪，钻石哪，红宝石啊，什么都

这样来改变我，让我们归正。真

有。我现在刚刚读到列王纪希西家

的，藉着神的话来归正，这是很大

王的事情，我就想到圣经像一面镜

的力量。

子。这镜子不是你我每天生活中用
的镜子，当然生活中的镜子很有帮
助，能照出我们身体、脸上哪里有

为这个读经小组，感谢主……因为
现在的世代最缺少的就是神的话。

不干净，穿衣服哪里不整齐，镜子
把我们照出来。但是，圣经这面镜
子，是属天的，是天上来的、神的
镜子，不但照到我们外面不好的、
丑陋的样子，连我们里面不干净
的、不好看的、不整齐的也照出来
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想什
么，这个镜子都把我们照出来了。
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看以色列
王、犹大王不遵行神的旨意，拜偶
像、行邪淫这些恶事，读到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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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

5

，

信主

我这一次终于读完一遍了。我以前
基本上没通读圣经，只是在聚会中
一起查看某章经文。

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作他们
的盾牌”（箴30:5）。我现在只看了
一遍圣经，还有很多不太清楚，但
有些话也是特别有体会的。
)

(

6

这跟我读圣经有很大的关系。我觉

教育的。当我读到经文，“不轻易发

得圣经读得越多，对我们生活的帮

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

助越大。

显愚妄”（箴14:29）。就觉得这句话
挺有用。当我想发脾气的时候，就
要想想这句话。圣经有很多话对我

我们刚才唱歌，“神的言语，句句都

(

圣经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挺有启发和

，

信主

的教育意义是挺大的。

虽然我是挺想读圣经的，但总感觉
自己一个人读，动力不足，所以我
挺期待每次的见证聚会。我就像汽
车跑得没油了，要来加加油，让我

我读圣经的时候，内心能感到一种

能够更有动力去读经。我挺喜欢来

平安。这一年来，虽然我们事情比

参加见证聚会的，这对我来说是一

较多，但我一直感觉有平安，我想

个加油的过程。

然最后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但觉

一遍读得很快嘛。当我一读完，还

得已经挺好了。

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我读第二
遍的时候，像很多姐妹说的，真的

当时，我去参加周五查经班那个喜

我们读经小组间歇期，第一个间歇

乐组，伊芯姐妹跟我说这个读经小

期的时候，我不想休息，还是继续

组什么的，建议我去读圣经。我一

读。第二个间歇期的时候，我就想

听，就觉得真的好呀。真的，我从

休息一下吧，哈，完了，一休息，

来没有读过圣经。她这么一说，我

我就更不想读了。所以，我不能

心里就接受了她的观点。

停，一休息就很懒惰；晚上也没做

有这样的聚会，我们更加凝聚在一

别的事，就是弄弄这个，弄弄那

起。我很渴望有这样一个组织，大

个，时间也耽搁了。现在这个新一

家读经之后，能相互认识，至少知

期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

道谁叫什么名字；还能在读经过程

读，又报名了。这样，我开始读第

中，有一定的交流。可能有人觉得

二遍。

读不下去了，想放弃了，或读一遍

之后，周日，旭东弟兄就来找我。
他非常有激情，拿了一堆资料，给
我“狂”介绍这个读经小组。其
实，他不用介绍，我就想去了。我
觉得这个人真的好有激情。因为我
也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我也非常

我第二遍读到新约的时候，觉得真

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然后加入了

的不一样了。像徐阿姨说的那样，

这个合一读经小组。

第一遍读完后，完全没印象。我听

我是从2014年的年底开始加入的。
自从加入之后，我就开始每天读
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
想在我受洗之前读完第一遍。我虽
(

旭东弟兄说这个“大量读”，其实
我读得也不是很大量；我不管读没
读懂，就是往后面读。有时候，我
好像在读，但不知道是什么，我第

)

(

发现读得多了，就不一样了。诶，
我对新约里的很多事情，突然清晰
了；一读，就想继续往下面多读一
点点，觉得挺有帮助的……

就算了……我们偶尔聚一聚，就更
加激励你们。我们都认识，通过这
样聚会，也更加地相互了解。我们
有疑问，藉着相互交流，就能够学
到更多的知识吧。所以，真的是特
别感谢这个合一读经小组，让我有
进步，有成长。我非常希望认识祷
告名单里的这些组员。

过了，脑子里没什么印象，朦朦胧胧的一片。第二遍开
6

，

2

信主

始之后，我读过的内容至少能知道经文在讲什么，头脑

感谢主！这是我参加的第五期。现在我仍在读第二遍，

思路也清晰，出埃及----列王----历代……我读得有效率。

打算用今年前三期的时间读完。

我这一期读下来，觉得基本的读经习惯是养成了。若长

去年的四期，我通读完整本圣经第一遍，感觉很开心；

时间不读圣经，心里的活水就不流了，所以必须读。越

第二遍开始后，感觉很不一样。第一遍很多内容读过就

是读，越是亲近神，祂给我的回应与感动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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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 徐小琬姐妹（2015年6月20

日，2005年10月信主）
我参加合一读经小组一年多了，越
读越喜欢读。特别是读到有的地
方，连起来的，我自己不会停下
来，很想知道后面是什么，所以就
接着读下去了。我越读，越感觉神
的大能。特别是在很关键的时候，
如果你听了神的话，就一定会顺
利；如果你离弃了神的话，肯定失
败……
我在家里，照原来的脾气，看到小
孩不听话或者什么，我就会很生
气。读了圣经以后，我知道神给我
们说的，并不是你一定要去训小
(

)

而

建

孩。我不能生一时之气，要达到教

期的统计工作。我必须要读到那个

育他的目的，要达到他改正的目

章节。到星期二、星期三的时候，

的。所以，我的脾气不像以前那样

我会等那个每周通讯，看看我们这

了。圣经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

个组的情况是什么样。

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箴25:11）。
如果你说得不合宜，那就不是金苹
果在银网子里了，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要达到目的，就要说得合
适。圣经里面好多经文，特别是箴
言里面好多经文，对我帮助很大。

这个读经小组最好的，就是能把这
些人平时紧紧地连在一起；不是我
单独一个人在这里读经，是大家都
跟我一起读经。而且，我为大家
代祷，他们也在给我代祷，我们就
特别有力量。人虽然不是经常在一

再一个，就是合一读经小组对我起

起，但心是连在一起的，都在上帝

的作用。如果我累，星期一、星期

这个大家庭里。

二读少了一点，就在星期三、星
期四、星期五把它补上。如果不补
上，我觉得我对不起怡佳姊妹每星

我七月份就准备回中国了，那个微
信还可以连起来，我还是一样地接
着读经。

犯罪的事，所罗门的儿子们犯罪

庭回到原来的样子就好了，不需要

的事。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对以色

给我们家庭增添很多，回到原来就

列人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

行了。”到那天晚上，我给爸爸打

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当我看

个电话，我想安慰他的，没想到爸

到后面一代又一代的儿子们，不汲

爸第一句话跟我说，他觉得对不起

取前面教训，我就觉得很难过。那

我妈妈，他已经想通了，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挣扎，心里一

时候，心里面很扎心，我看不下去

他过得也很难受，他已经过来了。

直打来打去。因为一开始读旧约的

了……

我当时就很感动，知道吧？这是神

(

5

，

信主

我是第一遍读这个圣经，这是我这
辈子第一次从头开始读。我以前只
读过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

时候，我发觉有很多人无法理解的
事……所以速度很慢；另外民数记
看不明白，所以读得也很慢。

我要受洗了，然后觉得这段时间攻
击特别多，比以前多多了，不光是
对我的攻击，到家里去了。我爷爷

迹。明明前一天，我妈妈还跟我
说，她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跟爸
爸过不下去了；之后一天，爸爸就
主动跟妈妈道歉，然后和好了，大

后来我读到最开心的时候，是读到

去世了，他去世特别快，两天就走

撒母耳记上，大卫被膏的那一段。

了，活生生地还在扫地做饭，忙家

神派撒母耳到大卫家里去膏一个

务，突然就昏过去了，不省人事，

王。撒母耳原来想找长得很壮很帅

过了两天就走了，太快了。我爸爸

的大儿子，神对他说一句话，我记

受不了了。之后，家里就崩溃了，

得特别清楚。 7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

他是家里面的头嘛。爸爸倒下之

……这事情过了之后，我读经变快

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

后，妈妈也倒下了……

很多……我发觉，我若不读经，早

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
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
是看内心。”（撒上16:7）这句话
让我特别感动，再往后看，我看到
那个大卫犯罪的事情，看到所罗门

然后，到我生日那天，星期三，我
还是很难受，那天我祷告特别多。
我说：“神，如果你要给我生日礼
物，我只求一件事，就是想让我家

家都哭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开
心，神根本没有离开我，为我家庭
做了这些安排，神没有抛弃我们。
这是我这段时间感触最深的事。

上起来的那种激情、那种感觉就没
有了。我多读经，那个喜乐是从早
到晚，睡觉、起床都有，干什么事
都顺利；心里面都是满怀希望，知
道事情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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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FOR HIS GLORY
(

)

得，读经的时间其实是能抽出来的。

我现在发现有个问题，我们刚信主

作为学生，你忙也就是学习嘛。很多

的这一批人，很多人接受主耶稣作

我之前，在上受洗班的时候，算了

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多诱惑，会想

他们生命的主，然后也受浸了；但

一下：如果要一年读完整本圣经，

着：唉，算了，今天就不读，明天再

是之后，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慢

一天差不多要读4章左右。那时觉得

读吧；或者找很多很多的借口，其实

慢不来教会参加聚会了。所以，我

4章好多，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都是学

干的那些也不是一些正事。所以，我

觉得刚信主之后，一定要鼓励他们

生嘛，总觉得读圣经的时间很难挤出

觉得参加合一读经小组是对自己的一

去参加合一读经小组，一定要他们

来。现在两个多月过去了，我跟他们

种约束，我会想到这是我每天必须要

养成一个习惯去读经；不然，很可

讲，我现在一个礼拜能读经50章。

完成的一个任务。我相信这对我们的

能他们也不读圣经，也不来教会；

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你能读这么多

学习、对我们的生活，都是有很大帮

好像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有

章？我跟你们比，读得太少了。我觉

助的。

对他们生命产生很大影响。

(

较有动力，而且在速读过程中更加

还记得玲保阿姨讲过，年轻人至少

容易理解上下文。我时常被吸引而

要读上十遍圣经，才会遇到人生的

读上好几十章。

伴侣。如果没有读经小组的督促，

，

7

信主

)

(

6

文，

6

子
信主)

我断断续续参加了几期华美合一读

我时常有倦怠的时候，可是感谢神，

经小组，觉得非常有帮助。如果是

让谢弟兄对学生们有火热 的心，每

自己一个人，平常太忙或偷懒，就

次都超有负担地拉着我们，不厌其

不会坚持读经；参加这个读经小组

烦地教导我们要读上帝给我们的“情

后，每天有计划，每周报数据，比

书”，为我们祷告，让我很感动。

神在

的真道上造

建立

一

我可不是要嫁不出去了吗？哈哈！
虽然我现在通读圣经第三遍中，可
是觉得自己的圣经知识远远不够。
希望通过坚持读经，和神建立好关
系；相信主一定会预备前面的道路！

人

合一读经小组长期坚持通读整本圣经，因为整本新旧约圣

在合一读经小组里，藉着大家的彼此代祷、督促和见证会分

经是一体的，一起给耶稣基督作见证；也因为圣经告诉我

享，组员容易往前进展，普遍比一个人独自读的果效好。累

们，此书要平生读下去。「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

积几年，两种情形的属灵生命成长光景，对比很明显。

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
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
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
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
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申17:18-20)。

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11节说，「我口所出的话，也
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
去成就的事上【“发他去成就”或作“所命定”】必然亨
通」(赛55:11)。我们今日多读圣经也绝不徒然。我们基督
徒就是神按他旨意用真道生的，而且领受这恩膏的教训----

合一读经小组坚持鼓励组员读经的量多，不仅是因为读的量

整本圣经。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愿我们按这恩膏的

多才容易读，量少反而不容易读；而且是因为读得多，才能

教训住在主里面，不仅自己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整体全面地领受真道，不易偏颇，才能从全局看个体，看清

也盼望在上帝话语中，儿子们像树栽子长大，女儿们如殿

中心，融汇贯通。整本圣经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

角石，按照神的话语凿成。经上说，「我们的儿子从幼年

智慧，而且通读得越多，从神那里来的忍耐、安慰和盼望越

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殿角石，是按建宫的样

大。「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

式凿成的」(诗144:12)。

［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15:4)。
读的量多容易领受、喜乐也大，量少反而难坚持下去，这
是合一读经小组组员的普遍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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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箴9:1)。
求神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建立我们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