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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劉明芬 
 

我第⼀次接触到圣经和关于主耶稣的故事是在 2016 年的夏天。我当时赴美探望⼉

⼦，在老年活动中⼼认识了李姐。通过李姐的介绍，莉亚和她的母亲唐姐和李姐⼀起到我

家里给我传福音。从此，我就和⼉⼦⼀起每周去教会参加主日聚会。2018 年夏天在众姊

妹的帮助下我决志。但是在此后的很长⼀段时间内，我并没有感受到圣灵在我身上做⼯，

所以对神的渴求并不强烈。 

今年的 5 月，我再次来到格林维尔。在⼉⼦的安排下，我开始加⼊每周五晚上的

小组查经。通过查经让我对圣经的历史和主耶稣的经历有了⼀个深⼊的了解。⽽且我也在

教会姊妹的带领下试着开始祷告。有⼀次主日崇拜，因为我来到教会较早，就独自先在外

面散步，欣赏路边的景⾊。不知不觉⾛到离教会较远的地⽅。返回时，发现回去的路和来

时路不⼀样，我意识到迷路了。我当时身上什么都没带，也⽆法和⼉⼦联系。路的两边全

是树⽊，也没有车开过，更别说有⾏⼈。这時我开始着急了，变得满头⼤汗。这时我突然

想到主耶稣，我可以祷告啊。但是我当时⼼里并没有底，只是想试试，看主耶稣能否听到

我的祷告。我只希望能有⼀辆车开过或者⼀个⾏⼈出现。当我祷告完，睁开眼，奇迹出现

了。我看到⼀个穿着粉红⾊衣服的五⼗多岁的美国⼤妈正朝我⾛来。她看到我站在路中间

⼀副焦急的样⼦，于是及问我有什么事情。但是我也不懂她在说什么。我就用⼿比划，说

我是中国⼈（我只会用英⽂说中国）。并用⼿指指天上，在胸⼝划了⼗字，说着阿门。她

猜到我想去教会，但是迷路了。她掏出⼿机，用⾕歌地图搜索，我突然看到地图上有中⽂

显示的格林威尔教会，并激动得叫起来。连声说 Yes , Yes （是的，是的）。那位好⼼的美

国⼤妈按照地图的位置把我送回教会。 

主日崇拜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把这个经历告诉了我⼉⼦。他马上说，这就是

你的见证啊。你要开始信主了。后来，在众姊妹的安排下，我和她们谈了我对主的认识。

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他们安排我参加了受洗班学习。 

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受洗后，让我与神更亲近，更渴望与主交通。每当我遇

到困难和⽆法解决的事，我会把它们交托给主，我相信主会指引我前进的⽅向。每当我遇

到好事，我也会把⼀切荣耀归于主。信主，是我在美国最⼤的收获，我的⽣命也会因此⽽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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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見證 

李建花 

弟兄姐妹们好，我想在这里分享这些年神在我身上所做的美好的⼯作。 

感谢主，我 2000 年信主受洗，这么多年主怜悯带领我⼀点⼀点成长，⾛过⾼⼭低⾕。在

我信主的头 15 年的年日中，我读经，祷告，参加团契，在教会服事，传福音，⼀直在追

求但总是有⽆⼒感， 比如还是⽣⽓，嘴里不说，⼼里在⽣⽓，⼼里在论断，当然也会用

我“立 志 为 善 由 得 我 ， 只 是 ⾏ 出 来 由 不 得 我 。”来为自⼰开脱。神实在是怜悯我，

他在我⽣命中做更深的破碎更新⼯作，让我⼼里的眼睛明亮，脱离以前的懵懵懂懂。在

2016 年，我⽣命中发⽣了⼀件事情让我陷⼊极端的痛苦愤怒当中。我自⼰读了圣经中所

有相关的经⽂，也看了所有能看到的牧师讲道，求问神， 我当如何。神也清楚的告诉我

当如何。  但我发现我实在是不能做到，我就是想按着⼰意去做，去快意恩仇。但我感谢

神，他怜悯我， 亲自为我打开⼀道门，预备主内肢体帮助我，让我学习内在⽣活的教导，

学习如何住在耶稣基督里。 
 

1. 我开始认真学习赞美。 

信住多年，我知道要赞美，但当我听到姐妹说你可以赞美时，我的第⼀反应是这样

事发⽣在我身上我这么痛苦我怎么能赞美的出来。 神怜悯我这灵里⽆知的⼈，告诉我要

因耶和华⽽欢喜快乐！告诉我 要 时 时 称 颂 耶 和 华 ； 赞 美 他 的 话 必 常 在 我 ⼝ 中 。

既然神说应当赞美，于是我就放下⼼里的不愿意，开始来开⼝赞美神，为着他的信实，公

义，慈爱，智慧，怜悯，权能，救恩...来赞美他， 不去看发⽣在我身上的事。我是⼝笨的

⼈，没有太多词汇，我就学用圣经中赞美神的话来赞美。我学习每天来赞美他， 当我⼼

烦躁忧闷时来赞美他， 我发现当我如此赞美后， 我灵得提升 我⼼得喜乐。 我就有能⼒为

发⽣在我身上的事情来赞美主，赞美他对我那又美又善的旨意。 
 

2. 学习与神亲近 

我开始学习操练自⼰与神亲近，每天花时间思想神对我的爱，求神赐我每⼀天更加

渴慕他，更加爱慕他的⼼。学习在忙碌的⽣活中亲近他，每做完⼀件事就祷告亲近神⼏分

种。当发现我⼿脚忙碌⼼里也跟着急躁起来时，就有意识的去 学习过那种外面在忙碌但

内⼼里安静亲近神的⽣活。感谢主，当我与他亲近时， 他也与我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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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习绝对按神的话去做，以致于⼼意更新⽽变化 

所有不属于神的拦阻我认识神的思想情感：骄傲，自卑，自怜，惧怕，嫉妒，愁苦，

忧虑，不饶恕等，神都要我来争战，攻 破 这些坚 固 的 营 垒 ， 将 我所 有 的 ⼼ 意 夺 回 ，  

顺 服 基 督 。当我忧虑时，神说我们 要 将 ⼀ 切 的 忧 虑 卸 给 神 ， 因 为 他 顾 念 你 。但

我愁苦时，神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当

我还是要顺从⾁体情绪⾏事时，我就告诉自⼰说“李建花，stop，你已经死了。”我已 经 

与 基 督 同 钉 ⼗ 字 架 ， 现 在 活 着 的 不 再 是 我 ， 乃 是 基 督 在 我 里 面 活 着。并且

我如今在⾁身活着，是因信神的⼉⼦⽽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加 2：20） 

我感谢主，我虽然有悲痛，但神实在是信实的，也实在是我的救主，他不但改变我的⽣命，

也给我⼀个惊喜，医治了我的身体。基督是我的⽣命， 是医我全体的良药， 我从小就是

⼄肝病毒携带者，是最严重的病毒活跃复制那种携带者。 但主医治了我，我今年四月去

查时，医⽣说找不到病毒了。感谢主！ 

  诗篇实在是⼀部赞美神的经典。我们⼏个姐妹去年九月开始每周六早上 8 点用

skype 来⼀起学习诗篇，⼤家⼀起造就⼀起进步，⼀起见证这⼀年来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

作为，我们今天晚上来用诗歌“何等恩典”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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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見證 

⽅智 

時間過得真快⼀年又快過去了， 過去 1 年⼤家有沒有什麼特別感恩的事情？今年

我特別感恩的事情是有機會跟太太⼀起去以⾊列 旅遊。在以⾊列真的有很多感受， 因為

你可以親身經歷，所讀的⼀切聖經的故事，所知道的聖經⼈物和地點。還有⾛在耶穌當時

所在的那⼀片⼟地那⼀片天空下， 真是太感謝神。不過以⾊列之旅不是今天我要分享的， 

我想分享的是在當初我到美國讀書時的經歷 ，當時可沒有想到， 我會有這麼⼀天，還去

以⾊列旅遊。 

我跟⼤家許多⼈背景也許相同 剛開始的時候是拖了兩個皮箱⾶來美國。在美國⽣

活讀書，可是難免的會遇到許多的困難挑戰。當我在喬治亞理⼯學院讀書時， 的確碰到

有許多的困難。⼀個主要原因是我當時遇到的指導教授，綽號叫拉班，⼤家知道拉班是誰

嗎？拉班是雅各的舅舅，在聖經創世紀 雅各的故事中，雅各最後對拉班說：我服侍了你

20年，你 10 次改了我的⼯價，若不是 神與我同在，你豈不教我兩⼿空空的回去嗎？可見

拉班不是太理想的老闆。那我的老闆呢，那時候 三次 加了我畢業的題目，每次都說你做

完這個題目你就可以畢業， 後來又說你再做這個計劃才能畢業， 就這樣⼦三次卡住我的

時間，讓我多花了好幾年才拿到學位。那個時候真的很困難，根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

畢業，或能不能畢業，⽽且已經做了好幾年，要是換老闆或放棄，不就是兩⼿空空。那時

真是感謝神的恩典，就是我天天的能夠讀神的話，每天神都剛好給我經⽂，給我支持鼓勵

和安慰。真實的經歷了聖經的話說：⼈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著神⼝裡所說的⼀切話。

因為有了神的話 ， ⼼裡已經得勝了有平安， 外在的環境困難就有希望克服。⼏餐不吃還

可以活，沒有神的話，很難活。感謝主最後 終於拿到了學位， ⼀切真的都是神的恩典，

也難怪有⼈說 博⼠ Ph.D. 有另外⼀個意思， Permanent Head Damage 永久性頭腦受傷。不

過感謝主，我還好。 

聖經出埃及記 摩西領以⾊列⼈出埃及之後，有⼀次跟神說：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 

就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上帝說：可以，我要在你面前經過， 我要把我⼀切的恩慈

顯給你看。 恩慈 就包括了恩典慈愛，英⽂版本用的字就是 goodness， 就是好的意思。神

沒有說要把祂多麼榮耀表現⼀下，卻是說我要把我有多好給你看。神無限的榮耀我們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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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 ⽽他卻更是恩慈的神， 對我們好，恩待我們的神。所以無論我們現在是順境或逆

境成功或困難，都讓我們來好好依靠神， 將來有⼀天我們回想起來， 就會發現⼀切都是

神的安排和恩典。如果你還沒有信主的話， 上帝也邀請你相信他，來經歷他，就像聖經

所說：你若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上帝祝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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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的見證 

曾漢⽣ 

2018 年 11月當我們收到消息說 Shirley 的弟弟病得很嚴重時，我們就立刻回馬來西

亞去看他。11 月 22 日我們回到吉隆坡時已經是半夜了，弟媳接到我們回到家已經是凌晨

三點，因為坐了 20多小時的⾶機很累，所以洗澡後就即刻歇息。 

第⼆天早上吃了早餐我們和弟媳就⼀起去醫院看弟弟，那時候他已經在加護病房，

當弟弟⼀看到姊姊就兩⼈抱在⼀起又吻又哭。他知道我們昨天半夜回到吉隆坡，在那時打

了 3 次電話給我，要我們立刻到醫院看他。當時我沒有收到，我的⼿機只有能在有 Wi-Fi

的地⽅才可以用。他很怕見不到我們，知道我們特別這麼遠回來看他，如果他撐不了昨晚，

我們就無法見到最後⼀面。 

從那天起，我們就每⼀天⼀早去醫院陪他到下午，為他禱告、照護、向他傳福音希

望他能信主。他說：等他好了，出院後會考慮看看。我們告訴他，你這麼的愛姊姊，姊姊

又這麼愛你，是不是希望將來能永遠可以在⼀起？姊姊和姊夫是基督徒，可以得到永⽣。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我們將來就沒辦法在⼀起了。Shirley 的弟弟還是那⼀句: 等我病好

了，我會考慮。我們也沒有辦法，只有求主給我們智慧慢慢來感動他。 

⼤約第五天，Shirley 弟弟因開始不能⼤小便，身體非常不適，我們就邀請他⼀起

來禱告、求主耶穌幫忙吧！禱告後不久後我和 Shirley 也回家去了。隔天我們到醫院，弟

弟和我們分享說他昨晚⼤小便了兩次、整個⼈都舒服了很多。我們很⾼興地問他：現在你

相信主耶穌有幫助你嗎？他說：相信！ 我們就接著問：要不要接受主耶穌為你的救主？

弟弟馬上同意了！我們想給弟弟安排洗禮，弟弟說他有⼀個好朋友，全家都是基督徒，他

想要他朋友的牧師為他洗禮，到時候他好了可以和他朋友⼀起去教會。就這樣，我們就在

醫院安排幫他點⽔禮，弟弟接受主耶穌為他⽣命的救主。 

那天是星期四，在點⽔禮後，下午我們要回家時我打開的⼿機，出現在⼿機螢幕不

是正常的主畫面，反⽽是⼀段經⽂。我每天都開⼿機最少有五六次，但是沒有⼀次經⽂會

自動出現。螢幕出現的經⽂是在歌羅西書 3:2 節：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

事。接下來第三節是：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命與基督⼀同藏在神裡面。還有更加

奇妙的，在第⼆節出現的『事』還被標記起來。我看了沒有出聲，⼀直到那天晚上洗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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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晚飯，睡覺前我才和 Shirley 講所發⽣的事情，我和我太太都相信真的有這樣的事。

我讀那段經⽂給 Shirly聽，我⼀直在想這⼀定是主耶穌要我傳達這信息給她弟弟知道。  

星期五，早上我們去到醫院時，我就和 Shirley 的弟弟講所發⽣的神蹟，他聽了沒

有說什麼。我看他也知道他⽣命所剩的時間不多，就問他是不是惋惜兒⼦現在⼤了，現在

沒有機會見到他結婚。如果是的話，可以讓他兒⼦和他⼥朋友提前敬茶、和叫他聲爸爸，

算是了結了他最後⼀個⼼願。弟弟馬上同意，當我們詢問並告訴他兒⼦和他⼥朋友這個提

議的時候，她沒有反駁，還說叔叔⼀直都對他很好，她很願意這樣做。 

星期六，Shirley 的弟弟和⼥朋友都沒有上班，在那天我們就在醫院叫弟弟的兒⼦

和⼥朋友⼀起敬茶給他。他很開⼼，看他久違的笑臉，知道他最後⼀個願望完成了！對我

們家來說今天是個⼤好的日⼦、要慶祝⼀下，Shirley 的弟弟要我們打電話去餐館定位，

好好的去慶祝⼀下！ 

星期日的早上，我們⼀到醫院，看見醫⽣和護⼠圍在床邊正在對 Shirley 的弟弟進

⾏搶救。醫⽣叫我們在外等了 20分鐘左右，之後出來說他已經無能為⼒了， 讓我們通知

所有的親⼈來見他最後⼀面。我們進到病房時看見他戴著氧氣罩，他很想說話、但聽不明

白他說些什麼，拿開了氧氣罩也是無法聽清楚明白，因為他已經太虛弱了。我們只握住他

的⼿為他禱告、安慰他。不到兩小時後，他就平安的回到了天家，沒有痛苦、恐懼，很安

祥地被主接⾛了。 

因為 Shirley 的弟弟已經是⼀位基督徒，葬禮⼀定要照基督教的儀式進⾏，雖然

Shirley 的弟媳和家⼈都是佛教徒，但是感謝主，他們都沒有反對，還很配合。晚上的追思

會全部⼈都來參加，⼀切都進⾏得很順利。 

我要在這裡和⼤家分享是神在 Shirly 的弟弟身上⼯作，當他信主的那⼀刻，聖靈就

在他身上⼯作。因為她弟弟要進⾏受洗的時候，傳道想要讓弟媳⼀起受洗。那時候，弟媳

還不太接受。這時候弟弟看到就說：不要逼她，我先做領頭⽺，給她⼀些時間。我們都很

驚訝！⼀位沒有去過教會和看過聖經的弟兄也會說出這樣的話。 

感謝主，⼀切榮耀歸主，也感謝弟兄姊妹幫 Shirley和弟弟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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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前的圣诞节… 

 楊清清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清清。⼤家常常可以在教会里面看到我、可能也知道我算是在教

会长⼤的小孩。今天要和⼤家分享，我们家的改变是从 2000 年的圣诞节开始，在我幼⼉园⼤班、

过中国新年的时候，因为医⽣误诊，拖延感冒导致我感染肺炎引发⽓喘后，⽓喘就变成我的家常

便饭了。之后只要⼀小感冒就必须要请假休息，别⼈介绍⼀位有名的“中西合并治疗⽓喘”的医师，

我⼏乎每周向他报到，每个礼拜要吃两帖炖补药，冰箱打开来，除了中药还有西药备用药，因为

⽓喘发作时必须使用西药─支⽓管扩张剂、类固醇才有效，所以我家冰箱右边的门都被我的药塞

满了。 

 除了暑假以外，在季节交替或潮湿的日⼦，⼏乎每天半夜⼆、三点我⼀定咳嗽到把妈妈吵

醒，妈妈总是为我按摩、拍背、外加弄⼀些菜市场听来的偏⽅，例如:麦芽糖蒸蛋黄、柿饼鸡汤等。

要折腾⼀个小时以上才能让我再度⼊睡。为了改善我的体质，爸爸常带我去游泳，连冬天也没有

停⽌。我们家为了我不能挂窗帘，被⼦、枕头要经常清洗曝晒，我的日常饮食更是受到严格控制，

冰的、甜的、炸的、西瓜、香蕉、巧克⼒等都不能吃。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喘却不见好转，

记得小学三年级时还曾经半夜⽓喘发作，爸爸妈妈带我到医院急诊两趟，吸了两次类固醇，⽓喘

发作时，我虚弱到⽆法⾛路都是爸爸背我上下楼梯及进医院。爸爸妈妈妈妈白天要⼯作，晚上⼏

乎都要因为我的咳嗽半夜起来照顾我，长期下来⼏乎都是跟着我⼀起感冒⽣病，妈妈后来觉得体

⼒不支想辞去⼯作。 

这时候，信主⼀年多的阿姨开始积极向妈妈传福音，同时，我妈妈学⽣的家长-⼀位乳癌

的患者同时又是⼀位自闭症⼥⼉的妈妈也跟我妈妈传福音，我妈妈在这位家长的身上，看见说不

出来的喜乐，⼼里觉得纳闷。⼀年过后，我妈妈信主，在等待圣诞节受洗的三个月中，妈妈开始

每天睡前带着我祷告，奇怪的是，妈妈从开学九月就⼀直⽣病到⼗⼀月，最后也被医⽣诊断出也

得了⽓喘，妈妈⼼中又急又⽓，告诉阿姨不想参加 12 月圣诞节受洗，已经不相信有上帝了，阿姨

说:妈妈从来没有这样病过，可能是撒旦的拦阻，劝告妈妈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受洗不过是个仪式，

也没有任何损失，如果上帝是真实的，你就失去这样的恩典。 

 于是妈妈于 2000 年圣诞节抱病受洗，不但病快速不药⽽愈，还继续每晚在床前为我祷告，

奇妙的事情发⽣了!我半夜咳嗽的情形竟然停⽌了，依照当时潮湿寒冷的天⽓是我最难熬的日⼦，

何况在⼗⼀月时我也才刚发作了⼀次严重的⽓喘，身体是很虚弱的。⼀个月、两个月的过去，我

都没在半夜起来咳嗽，妈妈这才明白神已经医治我了，直到如今⼗年多不曾再发病。神还让我国

中参加管乐团吹乐器，最棒的是还养了两只小兔⼦，这都是⽓喘的⼈不能做的喔! 

   我在 2002 年岁受洗归⼊主的名下，妈妈常说:神给我们家的第⼀个最重要的⼤礼物“⼗字

架救恩”，是⽣命的真理，第⼆个⼤礼物就是我的⽓喘得医治。『惟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

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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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的圣诞节，因为我妈妈微小的信⼼、带来我们⼀家之后的改变。2019 的圣诞节，也

是关乎于我们每个⼈的⽣命，如果你想更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和你⽣命的关系，可以和团契里的弟

兄姐妹们讨论，他们很乐意和你们分享。 

 

我相信神邀请你我都进⼊祂的荣耀国度，希望⼤家都能⼀同进来领受天⽗的丰盛筵席和奇妙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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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13:8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Thankfulness 
 Sonny Chastain 

 I’m so thankful for the time I was born and the years which I grew up in. I feel that the 

time I was born (1944) was a time that most people today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live in this 

country. The war was over and the men that came home were the ones who built this country and 

made it what it is today. 

When I was a child, we got our first television. It was black and white, no color, and you 

could barely see the picture.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a convenience store, there were only 

service stations. They would fill up your car, check the oil, and tire pressure. The first 

convenience stores were 7-11 and they did not sell gas. Everything was closed on Sundays 

except for a couple of restaurants. Life was very slow compared to today. As children we could 

walk or ride our bicycles anywhere we wanted to go. There were no gangs or drive by shootings. 

We had never heard of anything like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As I grew up and became an adult things became to change.  Computers, cell phones, 

color televisions with 100s of channels all became commonplace. One car was not enough for a 

family anymore. We had one phone in our whole house, now everyone has a phone and a 

computer. 

 Most roads now have many lanes but in this country when I grew up, most were only one 

lane.  There were no interstate highways, all roads were two lanes. There were no I-85s or I-95s, 

life was much slower.  I have seen in many changes in my lifetime. I am now 74, the one thing I 

have learned, and I am thankful for is what Heb.13:8 says; Jesus is the same always. That is 

certainly true, it does not matter what changes take place. He is always there and always the 

same. Nothing takes Him by surprise, and He is in complete control. 

 I am so glad I know Him and He knows me. I have been a Christian now for 48 years. 

The journey has not always been easy or fun. But He has always been right there. I would not 

trade my journey with anyone nor do I want to go back in time. I am very comfortable where I 

am in lif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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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兴起 和 安提阿教区的消失 
 

戴莉娅 

引⾔ 
 

根据不完全统计，按照⼈⼝增长速度，2026年整个欧洲⼤陆将穆斯林化。本⽂旨在追溯

伊斯兰教起源，回顾东⽅基督教教区⼤面积穆斯林化过程，期盼从教会历史的角度唤醒教

会兴起回宣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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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出⽣于麦加城⼀个部落家族，幼时他母亲将他送到⼀个以学习坚忍的⽣活态

度著称的部落中抚养，她是按照阿拉伯⼈当地⽂化习俗这样作的。 穆罕默德很小就失去

了⽗母，靠其祖⽗和伯⽗抚养长⼤成⼈。 他小时候是个⽂盲，童年替⼈放牧，12岁时跟

随伯⽗及商队，曾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地中海东岸⼀带作⽣意，有机会⼴泛近距离接触

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地区的社会宗教⼈⽂状况，了解到半岛原始宗教，亦听过犹太教拉比

的讲论及了解基督教教堂的崇拜情况，⼀定听过牧师讲道。25岁时他深得其雇主麦加富

孀赫蒂彻青睐，最后两⼈成婚，婚后⽣活富裕安定，⽂化程度日益曾进，社会地位亦逐渐

提⾼。1 

       当时的阿拉伯是很多小部落组成的社会，也是比较贫穷的地区，各部落守着自⼰的绿

洲，也有自⼰的神明，穆罕默德进⼊地中海近东⼀带耶路撒冷、亚历⼭⼤里、埃及作⽣意，

就对基督教的聚会产⽣了兴趣，基督教在当时已经成为国教，他也参加犹太⼈的会堂聚会，

开始是经商的需要，需要与基督徒和犹太⼈来往，听了很多主教长老们的讲道和犹太⼈们

有关旧约的讲论，加上他记忆超凡，就都记在⼼里了。2 
 
        后来，他经常隐居潜修，思索和探求阿拉伯民族摆脱困境的出路。相传，公元 610年

穆罕默德 40岁时的⼀天，在麦加城郊希拉⼭洞里，回想曾经在基督教堂和犹太教会堂听

到的⼀些讲论，按照可兰经的说法，他在那里遇见了加百列，这位天使向他解释他原来不

清楚的讲论，他就记载下来天使的教导。并用阿拉伯⽂的拼音的⽅法记录下来另外⼀些他

听不懂的话语，3 他号称加百列向他传达“启示”使之“受命为圣”。此后，他表明接受了“安

拉”给予的“使命”，开始了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开始只是在麦加向他的亲朋好友秘密

传教，有了⼀些最早的跟随者。从公元 612年起，穆罕默德开始对麦加⼀般群众公开传

教 。穆罕默德在早期的讲论中，告诫⼈们放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宣称“安拉”是宇宙

万物的创造者，是唯⼀的主宰，要求⼈们信奉独⼀⽆⼆的“安拉”；指出阿拉伯⼈的愚昧和

社会道德的堕落是源于多神信仰，并引出末日审判和死后复活的说法，声称信服“安拉”成

 
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96%AF%E5%85%B0%E6%95%99） 
，08/21/2019 
2谢文郁，《教会历史》课堂笔记，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2019 
3谢文郁，《教会历史》课堂笔记，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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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穆斯林者，将会在后世进⼊天堂并得到赏赐， 他警告多神教徒如不归顺“安拉”，将在

末日审判时堕⼊⽕狱遭到惩罚。他还提出：所有穆斯林应该平等，就是不分⽒族部落，以

兄弟相待，团结起来，除去⾎亲复仇的恶习，并提出⼀系列深得部分下层老百姓拥护的社

会变⾰倡导：比如禁⽌⾼利贷掠夺，⾏善施舍赈济贫弱孤寡和善待、释放奴⾪等，使得许

多⼈纷纷归信伊斯兰教。由于这些穆斯林教义从根基摇动了阿拉伯部落传统多神信仰的地

位， 麦加贵族和富商的宗教特权和经济利益被触犯，与此同时部分下层群众也觉的自⼰

的多神信仰被冒犯了，引发麦加贵族和富商甚⾄有些下层群众强烈反对甚⾄迫害，4穆罕

默德就被禁⽌在他们的领地里传教。不断地被追杀。 
 
逃避之时穆罕默德及其跟从者受到⼀个靠近北部的部落的接纳，原因是这个部落经常

被其它强盛部落欺负掠夺，这个小部落看到这是⼀个改变自⼰状况的良机，就试图利用穆

罕默德的影响达到自⼰的目的。但是这个部落⼈丁衰落，只有寥寥⼏千⼈。穆罕默德就以

这个小部落为⼤基地扎根期间，继续向其他阿拉伯地区的⼈传教，这⼀⾏动就惹怒了更多

的阿拉伯地区的酋长们。随即这些酋长们就组成了⼏万⼈的军队，出兵进攻穆罕默德，试

图⼀举歼灭他的军队，但是默罕默德的三千军兵却以少战多，以弱胜强地击败敌兵，自称

之为“圣战”（Jihad）。⽽且越打越强⼤，战败⽅偶像被销毁， 战败部落被以性命要胁强

迫加⼊伊斯兰教， 称之为马背上的福音。这种做法很快把阿拉伯⼤片地区征服成为穆斯

林地区。5 

 

先知论和基督论之争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 最⾼⾏政组织由他的⼉⼦和⼥婿组成，称为⼤阿訇。在这个统

领政权继续倡导穆斯林扩张的政策之下，就是以军事占领为导向，推动穆斯林宗教信仰以

巩固其政的⽅式，当时穆斯林骑兵非常强⼤所向披靡。所到之处军事堡垒坍塌，民⼼消化。

638年就佔领耶路撒冷，埃及，北非以及安提阿，亚利⼭⼤里阿基督教地区。 穆斯林的

 
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96%AF%E5%85%B0%E6%95%99） 
，08/21/2019 
5谢文郁，《教会历史》课堂笔记，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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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也声称自身是在穆罕默德带领之下顺服在神的里面，（伊斯兰（al-Islam）系阿拉伯

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6 
 
对于基督徒和犹太⼈，他们声称自身本意并不是来消灭这两个宗教的，⽽是以⼀种非

常友善的⽅式表达出，想⼀起共同敬拜神的意愿。他们要与这两个宗教信仰和平相处，声

称是弟兄。基督教和犹太教可以用自⼰的⽅式敬拜神，但是穆斯林还是非常希望与这俩宗

教共同敬拜。所以就在这⼀带的地⽅建了很多的清真寺，但 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也被保

留，当时穆斯林有很强烈的想三教合⼀的意愿。7 

但是当他们进到安提阿教区的时候，这种思想受到拦阻，基督教不接纳这种说法，于

是就在两教之间产⽣了先知论和基督论之争。穆斯林有⼀些⼈非常喜欢在宫廷里展开神学

讨论，先知论和基督论的争论。安提阿教区强调耶稣⼈性的主教在这场争论中站立不住。

反⽽觉得先知论越说越有道理。8安提阿教会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虽然宣称耶稣基督是

救主，但他们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性部分，讲论中提到耶稣是长⼦是救主，祂能够把信徒

带到神那里去。当时尽管有迦克敦会议决议。但是在安提阿教会主教讲道的时候，常常强

调的是耶稣基督的⼈性。所以安提阿教区的主教在穆斯林的神学观念上就很快成为俘虏。

因为他们同意穆罕默德是先知的说法，认为耶稣也是⼤先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那⼀位⼤

先知，基督就是⼀位先知。9 
 

安提阿教区的消失 
 
穆罕默德的继任者觉得管理被征服地区，需要区别穆斯林，犹太⼈和基督徒，在⾏政

上不便，若所有的⼈都成为穆斯林，就会降低管理的复杂度。他们是靠着穆斯林打天下的，

所有的战⼠都是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如若不愿当兵并且不想承担管理社会的任何责任，

就应交⼈头税，虽然是有⼀定的优惠，但是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在政权管理上面也没有发

⾔权。规定基督徒和犹太⼈男⼦必须接受⼀年时间的穆斯林教育，借⼝是为了让基督徒和

犹太⼈了解穆斯林的管理⽅式。穆斯林军队进到安提阿教区的时候，首先鼓吹自⼰是和平

 
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A%E6%96%AF%E5%85%B0%E6%95%99） 
，08/21/2019 
7谢文郁，《教会历史》课堂笔记，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2019 
8谢文郁，《教会历史》课堂笔记，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2019 
9谢文郁，《教会历史》课堂笔记，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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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队，让当地⼈打开城门与他们以弟兄相称，声称只要交⼈头税，不用当兵，这对当时

的基督徒很有吸引⼒。10 
 
有⼀些叛教者主教们带着穆斯林的骑兵⼀个城门⼀个城门的劝说，⼤面积安提阿教区

⼈们和平打开城门，迎接穆斯林进住城内，就这样他们住进基督教区的城市，和平地与基

督教徒相处。后期因为⼀些基督徒还是想参加管理，特别是第⼆代男⼦又在清真寺中受了

穆斯林的教育，强调相信同⼀位神，⼲脆就改信伊斯兰教，因此基督徒⼤批归⼀成为穆斯

林教徒，安提阿教区基督教徒比例从原本 99%降低到只有 2%。11 
 

结论 
 
       纵观历史上基督教在东⽅教区的⼤面积失去领地的事实，横看当前欧州基督教的衰退

及穆斯林⼤量涌⼊欧州⼤陆，笔者感到教会面对迫在眉睫穆斯林化的趋势，不能再关上门

只扫门前雪了，教会要采取⾏动以面对目前世界形势的挑战。第⼀，加强对基要真理的教

导，教会讲台特别需要强调基督的神⼈⼆性；第⼆，兴起回宣的热潮，让信徒警惕穆斯林

的和平侵⼊，为他们归向耶稣祷告！  

 
10谢文郁，《教会历史》课堂笔记，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2019 
11谢文郁，《教会历史》课堂笔记，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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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执事会报告 

教会敬拜  Worship 
• 2019年除了我们尊敬的讲员比如黄光赐牧师，李志坚牧师，李孟维牧师，冼志俭

牧师，叶永华牧师，郭振游弟兄，程晓容弟兄，我们还另外有了两位新的讲员：任

宗霖弟兄和龙建弟兄。 

• 3月 17号，教会决定让现在的牧师聘牧委员会成员续任两年。聘牧委员会每月开

会⼀次来讨论可能的牧师候选⼈和聘牧的策略。根据 2019年早期的报告，其中⼀

个策略是选取，见习和聘请合适的神学毕业⽣成为本教会的牧师，这个计划目前正

在进⾏之中…… 

• 感谢主！我们教会今年有两次受洗典礼。4月 21号受洗的有：王晓玫，伍科美， 

Sabrina杨； 9月 29号受洗的有：林坤和刘明芬。我們在 12月選举了 2020年的

執事﹕方智, 胡業榮, 劉悅, 蘇玫先, Sheree Yang。 

• In 2019, in addition to our regular speakers: Pastor Kuong Wong, Pastor David Lee 

(Charlotte), Pastor David Lee (Columbia), Pastor Jeremy Sin, Pastor Wing Yip, Brother 

Chuck Kwok, and Brother Sean Chen.  We also had two new speakers: Brother Bosco 

Jen and Brother Peter Long. 

• On 3/17/19, the church decided to let the existing pastor search committee continue their 

effort for another two years.  The pastor search committee meets monthly to review the 

pastoral candidates and discuss the strategy of finding a suitable pastor. Based on the 

pastoral search update presented to the congregation in early 2019, one of plans is to 

select a seminary student who could be developed to become a pastor. The plan is 

ongoing. 

• Thanks to Lord, our church had five baptisms in 2019. Xiao-Mei Wang, Ke-Mei Wu and 

Sabrina Yang were baptized on Easter Sunday, 4/21. Mingfang Liu and Kuen Lin were 

baptized on 9/29.  We also elected 2020 deacon board which consists of Chih Fang, 

Harry Hu, Adam Liu, Vincent So, Shere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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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扩展  Partnership 

• 五月宣教周是 2019年的⼀个亮点。每周曰的报告时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

宣教。教会的执事会也对宣教基⾦的政策进⾏了修改：第⼀，对投⼊宣教基⾦指定

给某⼈的宣教支持被纳⼊可免税的范围；第⼆，教会也开始支持教会成员参加非本

教会主办的短期宣教。本教会通过教会基⾦，青少年团契用洗车的⽅式今年就支持

Andrew张去台湾的短宣。另外 Liya和 Adam夫妇也参加了中亚的短宣，感谢弟

兄姊妹的祷告和支持。本教会今年还参与了“圣诞鞋盒”的活动。 
• Missions May is a great activity we performed in 2019.  Different sessions in each week 

provided a look at mission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 deacon board approved the 

mission fund policy modification allowing designated mission fund donations for specific 

person to be included on year-end donation summary as tax-deductible contribution and 

set up an official procedure for the church to support mission trips not organized by 

GCCC directly.  The church provided funds which combined with a Youth Group car 

wash supported Brother Andrew Zhang short-term mission trip in Taiwan.  Liya and 

Adam Liu also went short-term mission trip in Central Asia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praying and helping.  The church participated in the “Christmas Shoe Box” program 

again this year!  

 

团契交通  Fellowship 

• 2月 3号，我们在⼀起欢度了中国新年。教会也为许多因各种原因离开本教会的弟

兄姊妹祝福，祷告和送⾏，例如戴曼舒姐妹，刘政+云娇⼀家等。为了鼓励⼤家参

加团契，教会利用星期天报告时间让团契领袖来介绍情况。⼆月份，我们在教会包

饺⼦庆祝中国新年。教会也组织了弟兄日和姐妹日以促进弟兄姊妹的友情。 

• 10月份 在 Greenville Conestee Park舉辦每年⼀度的 郊游烤⾁活動，除了豐富的

食物和烤⾁，還有唱詩，福音分享和團體遊戲，感謝主, ⼤家⼀起享受很好的天氣，

場地和自然景觀。11月底感恩節特別聚餐聚會，感謝弟兄姊妹和各團契參与。即

有豐富的感恩節⼤餐，詩歌，遊戲，見證分享，更有各團契準備的精彩節目表演，

讓⼤家享受在主裡面都是⼀家⼈的感恩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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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有聖誕夜特別聚會，教會⼀起來 紀念主耶穌的降⽣。 另外我们的青少年团

契也为⽗亲节和母亲节准备了美好的礼物。 
• We had a Chinese New Year Fellowship gathering on 2/3/2019.  The church prayed and 

gave blessing to people when they left church for various reasons, e.g. Sister Manshu Dai, 

Zheng Liu+Yunjiao family, etc.  In order to promote church fellowship, the fellowship 

leaders presented their groups in the Sunday announcement time over the year, and 

encouraged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join the groups. In February, we had a church Sunday 

dumpling lunch and special grogram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New Year together. 

Additionally there was a Brother’s Day Out and a Sister’s Day Out in April that brought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do life together by exercise and activity. 

• In October, we had the yearly church picnic at Greenville Conestee Park.  There was a 

lot of food including BBQ, songs, gospel messages and games. All the participants 

enjoyed the good time, beautiful weather, and outdoors together. We had the special 

Thanksgiving dinner and program at the end of November. There was a Thanksgiving 

News video produced by brothers and sisters, worship songs, game time, sharing and 

special presentations by the church fellowships. We had a blessed time, enjoyed the 

night as a big church family, and gave thanks to our heavenly father. 

•  We will have a Christmas Eve service in December so that the whole church can 

celebrate the birth of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Thanks to Youth Group’s effort, we also 

celebrated Father’s day and Mother’s day. 

 

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 我们现在每个星期天都有两个普通话主日学和⼀个英⽂的主日学, 最多的参加⼈数

超过教会平时聚会⼈数的⼀半以上。  

• 三月份，涌泉团契和克莱姆森学⽣团契有⼀次联合爬⼭活动。 

• 五月份，我们教会支持并参加了卡罗莱纳州基督教会的联合退休会。 

• 另外⼋月份，赵巍弟兄开始担任青少年团契的辅导。 

• 教会也有了许多的探访活动，例如冼牧师和⼀些弟兄姊妹就在 Jackson+Sandy的

家中探訪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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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3 Sunday schools – two mandarin and one English on every Sunday morning. 

• The Everlasting Spring Fellowship and Clemson Fellowship had a joint mountain 

climbing trip in March. 

• In May, we supported, promoted, and participated Carolina Regional Conference (CRC). 

• Youth Group had a new counselor, Brother Wei Zhao, beginning in August. 

• Many visita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For example, Pastor Jeremy Sin and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had a gathering at Jackson & Sandy’s house, etc. 

 

维修，服事  Stewardship 

• 2019年 3月 24号， Sheree Yang在本教会汇报了 2018年财务报告和 2019年财

务预算。 

• 感谢神， 2019年 4月 6号，⼤约有 20位弟兄和姊妹参加了格林威尔华⼈基督教

会的春季⼤扫除。 

• 格林威尔华⼈基督教会也决定以$20000三年的⽆息贷款来支持克莱姆森华⼈基督

教会的建堂⼯作, 感谢主！ 
• On 3/24/2019, Sheree Yang presented 2018 financial report and 2019 financial budget.   

• Praised the Lord that there are about 20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participated in GCCC’s 

spring cleaning on 4/6/2019.   

• GCCC also decided to support Clems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with a $20,000 no 

interest 3-year loan.  Prais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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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讯息 

天恩團契: 

感謝主的平安保守看顧和豐豐富富的供應，賜給我們健康的身體，⽣活的能⼒，指引我們

⽅向，為我們敞開前面的道路。天恩團契每季不定期在教會聚會⼀或兩次，歡迎弟兄姐妹

⼀起來學習主裡的功課並且邀請您和您的親⼈或慕道的朋友⼀起來參加。時間是在週六上

午 10:30 – 下午 1:30，有禱告、唱詩、讀經還有團契⽣活的主題討論與分享，會後

Potluck彼此交通。今年聚會的三個主題包括：4月 27日請到周萌醫師主講老年醫學簡

介。8月 24日的聚會由任宗霖弟兄指導如何讀聖經與信仰釋疑 Q&A，10月 26日的感

恩聚會由 Adam and Liya Liu分享他們從 Mission Trip in Central Asia and Seven 

Churches in Turkey的短宣經歷，藉著實地的探訪見證，讓我們看見主為我們點燃的亮光，

盼望經由團契的聚會彼此造就，在主裏合⼀。 

 

天恩團契歡迎提供主題內容建議，請與團契同⼯⽑磊﹝864-907-7129﹞聯繫。求神繼續

帶領這個團契，祝福⼤家福恩滿溢，主恩常在！ 

 

福音团契 Spartanburg Good News Fellowship :  
欢迎基督徒及非基督徒, ⼀起来研讨圣经的奥秘, 以及宝贵神之话语! 近期由周中平弟兄带

领查考马太福音。Ron Robbins 弟兄以吉他领我们唱中英⽂诗歌。 

聚会时间: 每月的第⼀周及第三周之礼拜日 6:00-8:00PM。另外每周三晚 7:00 有祷告会。 

地点: 1529 John B. White Blvd, Suite C. Spartanburg, 29301  

联络⼈: 苏玟先 864-316-2828 , 杨福安 864-574-6829  

 

喜乐团契 Joy Fellowship:   

喜乐团契每周五晚上在教会有⼀次固定的查考圣经的聚会。聚会⼀般 7:30pm 开始﹐先

有 15 分钟的诗歌﹐祷告，然后会⼀起查经讨论。我们今年已经查考了《马可福音》，现

正在查考《以赛亚书》。 每个月的最后⼀周有 potluck聚会，聚餐后团契的弟兄姐妹⼀起

分享或者观看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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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张进武 jinwuz2000@gmail.com 

感恩團契 Thanksgiving Fellowship: 

感恩團契主要面向（但不局限於）中年以上的信徒和慕道友，在主裡追求已有⼗年。 團

契內容包括唱讚美詩、 查考聖經、禱告。 查考聖經時，我們注重每⼀卷書的寫作背景、

上下⽂的關係、原⽂的意思 並追朔最初讀者的理解，以及对我們今天信徒的意義和應用。

目前由胡業榮弟兄和周萌姊妹 輪流帶領。查經時鼓勵⼤家參與討論。我們在⼗年裡把新

約的每⼀卷書和舊约的摩西五經按秩序仔細查考完，目前待查《申命記》最後五章。 地

点：教会圖書室 

联絡⼈：胡業榮弟兄(ghyhu@yahoo.com); 周萌姊妹(mzhouwang@gmail.com) 
 

 

涌泉团契 Everlasting Spring Fellowship： 

我们是面向格林威尔各⼤专院校的华⼈留学⽣和来本地⼯作职青的团契。每周六晚上六点

聚会，内容包括中式餐饮，诗歌敬拜，查经学习。我们也不定期组织郊游和外出活动。目

前使用《⼀步⼀步学箴⾔－－作⼀个智慧⼈》查考箴⾔。 

联系⼈：杨清清 (864) 365-7556；戴莉娅（864）501-7599 

 

中学⽣团契 Junior Achievers Fellowship 
联络⼈ Contact：杨清清 Kristine Yang 

Leader Team: ⽅智＆郝治贤, 杨清清  

电话 Phone：864-365-7556 

Email: ykristine1992@gmail.com  

聚会时间：每周五 7:30-9:15  

不可叫⼈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语、⾏为、爱⼼、信⼼、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提

摩太前书 4:12.  

感谢   神，在今年的九月份我们开始了初中学⽣的团契，我们希望这群孩⼦们的随着年纪、

智慧和身量，神和⼈喜爱的⼼都能⼀同增长。每⼀个月我们都有不同的主题（影响⼒、交

友、与神建立关系、认识耶稣等等）。期望这群初中⽣（6~8 年级）透过诗歌、游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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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能更认识神、更能用圣经的原则去面对现阶段的压⼒和挑战。更期盼这群孩⼦长⼤后，

能成服事教会、成为⼀个有影响⼒、传福音的年轻⼈。 

福恩团契 

每月第⼀个主日下午 1 点在新教室聚会。 

联系⼈：陳麗清 646-512-4918 

 

姐妹查经班： 
在公立中小学开课的星期四上午，妇⼥查经班的姐妹在黄懿德姐妹的带领下，⼀起学习

圣经。学习于 10:15 开始，⼤约在 11:30 结束。 地点在傅清姐妹家。有问题或需要帮助请

打电话给陈丽清姐妹，电话号码是 646-512-4918。 

 

关怀和探访事⼯ 
联络⼈ Contact：杨清清 

电话 Phone: 864-365-7556 

Email: ykristine1992@gmail.com 

但愿使⼈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

有盼望。罗马书 15:13 

⽣活中有太多不可预期的事情使⼈失去盼望和勇⽓，教会里有⼀群热⼼爱主的弟兄姐妹们

愿意成为支持您的同伴，透过祷告、探访、关⼼，在神的话语里面陪伴您⾛过⽣命的难处，

回到基督里真的盼望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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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訊息 

成⼈主日學聖經書卷班： 
我們從今年四月開始教導新約概論﹐從新舊兩約中的歷史背景談起﹐然後是四福音 

書﹐除了書卷的主題和結構外﹐ 注重歷史和地理背景﹐以及事件在不同福音書的描 

述。進⼊使徒⾏傳後﹐看到教會的建立和擴展﹐如何從猶太⼈到外邦⼈, 使徒⾏傳也提 

供了保羅書信的背景﹐ 讓我們能深⼊的了解保羅書信的原始意義。 我們現在在學習 

羅馬書﹐前半部學習明白(1)⼈的罪 (2) 神的救恩 (3) 成聖 (4) 神的主權; 後半段將 

學習明白教義後如何⽣活。 希望在學習新約完後﹐ 打下對聖經有深厚的基礎。 

時間﹕主日早晨 9:30–10:20。地點﹕ 圖書館。聯絡⼈：胡業榮 864-558-4698 
 

成⼈主日学基要真理班 

基要真理班用查考聖經, 問題討論的⽅式，來幫助參與者更认识神，明白神的⼼意，並瞭

解聖經真理， 以解答信仰問題等。課程選用不同教材，例如現在使用的播種國際事⼯查

經影片系列。 

主⽇学时间：9:30–10:20。地点：新教室。联系⼈：⽅智 chihfang1@gmail.com 

青年英⽂成⼈主日班 Young Adult English Sunday School： 
本主日学主要面向会讲英语的⼤学⽣及职青，目前我们使用《标竿⼈⽣》作为教材，目的

是引导学员养成良好的灵修习惯。日后，我们将按照学员的程度⼀本⼀本的学习圣经，也

计划有专题讲座：婚姻、恋爱、⼯作观、社会伦理问题等。 
時間﹕主日早晨 9:30–10:20。地點﹕ 新教室。 聯絡⼈：戴莉娅 864-501-7599 
This Sunday school is for English speaking young adults.  Currently the group is using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as our textbook which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in order to lead young 

people into daily devotion. Afterward completion we are going to study various books in the 

Bible. Special topics include marriage, relationships, working ethics, community ethics etc. 
Time: Sunday morning 9:30-10:25.  Location: the new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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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person: Liya Liu, 864-501-7599 

 

 

⼉童主日学报告 

教会的⼉童事⼯简介:  

“教养孩童， 使他⾛当⾏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把孩⼦们带到神的面前，使他

们成为爱主服侍主的⼈是我们弟兄姊妹共同的⼼愿。感谢主！教会众弟兄姊妹热⼼参与⼉

童事⼯的服事。目前，教会的⼉童事⼯主要集中在主日早上 9:30–10:30和 10:30–12:00

两个时段的服事。  

• 9:30–10:30⼉童主日学：小学班由陈翠叶和李建花俩位姊妹轮流负责  

• 10:30–12:00⼉童主日学分为四个班：4岁以下班，K-5⾄⼀年级班，⼆年级⾄三

年级班，四年级⾄五年级班。在这⼀时段主日学的前半小时，4-5年级的孩⼦参与

成⼈的主日诗歌敬拜，三年以下的⼉童则有独立的诗歌敬拜。 教师的教学时间安

排和教材的订购由李建花和陈翠叶姊妹负责；⼉童的诗歌敬拜由付清和黄利红姐妹

负责。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圣者便是聪明。”让我们为孩⼦们和事奉的弟兄姐妹

们祷告，愿孩⼦们在主里快乐成长，老师们得智慧和造就，每⼀个⼈的⼼思意念得神保守，

每个⼈的感谢赞美蒙主悦纳！ 

 

Children Sunday school update 2019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hildren Ministry at GCCC： 

“Train up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even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depart from it.” 

[Proverbs 22:6]. Leading our children to the Lord, making them God’s servant, and loving God 

is our sisters’ and brothers’ shared vision. Thanks to the Lord,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passionately participa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ildren’s Ministry in our church, Greenvill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GCCC). Currently, the Children’s Ministry is focused on the Nurs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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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fant and toddlers and the Children Sunday School during the time period of 9:30–12:00 on 

each Sunday.  

 

• 9:30–10:30am：The Sunday School elementary class led by sisters Cuiye and Jianhua Li.  

• 10:30–12:00am： There are five Sunday School classes: class for four-year old and 

under, class for K-5 to first grade, class for second grade to third grade, class for fourth 

grade to fifth grade, and clas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uring the first half hour of 

this period, the children in the Class of 4-5 grades attend the regular hymn worship 

together with the adults, while the younger children have hymn worship separately in the 

church library. Sister Jianhua and Cuiy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ment of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y materials; Sister Qing Fu and Lihong for the children hymn 

worship. The middle schoolers also attend regular hymn worship together with the adults 

before class. 

“Fear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is understanding.” 

[Proverbs 9:10]. Let us all pray for the children and children’s ministry of our church. May all 

the children grow happily in the Lord; the teachers grow in wisdom; the heart and mind of every 

one are kept in Christ; and our glorification and thanks to the Lord are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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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 16 期《绿州》与⼤家见面了，感谢弟兄姐妹们积极投稿。希望弟兄姐妹能把⼯作中，
⽣活上关于灵命的成长，主与你同在的见证，读经感想及在教会事⼯中的点点滴滴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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