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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見證 

蕭遠春 
 

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名字叫萧远春，⼤家都叫我 Sky，感谢主可以在这特殊的日⼦

分享我的信主见证，在此献上感恩和赞美！见证可能有点扎⼼，在此谢谢⼤家的耐⼼。我

是差不多去年的这个时候才信主的，曾经我也是⼀个很典型的⽆神论者，在基督门⼝也徘

徊了很久，之前神的福音的种⼦通过我老婆和我妹妹⼀家还有以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数

次的洒在我的身上，在我身上也见证了神的福音⽆处不在，感谢神的⼤爱将我⼀次次的挽

回！ 

 

我老婆和我妹妹曾经很经常在我耳边传福音，但是当时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但是

神在⼀个⼈身上有感动那是圣灵的⼯作，⽽我也相信圣灵已经深深的感动到我。没信主以

前总感觉⼈的命运要掌握在自⼰⼿中，要靠自⼰的双⼿打拼出⼀片属于自⼰的天地。但是

世事往往都不尽如⼈意，在打拼的过程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回想之前在美国的点点滴滴

就觉得神在我身上做的⼯真的不少！先是之前的创业的失败，后来在餐馆⼯作中身体又⼤

面积被热油烫伤，接着又经历了⼀段时间脸部的面瘫，后来又临到了⼈⽣中最艰难的时刻，

就是失去骨⾁那种分离的痛苦。 

 

那时我七岁多⼤的⼥⼉被查出来了急性白⾎病，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当中也经历了

许多次从抱有希望到希望破灭。本以为⼥⼉接受了骨髓移植就可以痊愈了，怎想又复发了，

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当时⼥⼉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刚好在中国办理绿卡申请，最后也

没能陪伴在她的身边，痛苦⽆奈之际就躺在地上撕⼼裂肺的呐喊“老天爷为什么是我，为

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你对我这么的绝情......”那时真的感觉到自⼰快撑不下去，长

期在这样⼼灵折磨下，⽆数次想靠酒精来麻醉自⼰，⽽还是⽆法拔出我⼼里的痛，也有很

多次想从赌博带来的精神刺激得到⼀些安慰，但这⼀切的⼀切并不能使我释然，反⽽让自

⼰更加的空虚。 

 

这样的日⼦持续了⼀段时间，直到我连续两个晚上在梦中见到了宝贝⼥⼉恩欣，第

⼀个梦梦见的都是和⼥⼉在⼀起的种种美好的回忆和画面，可梦醒之后，⼼里便充满了忧

伤.⽽第⼆个梦却是截然不同，当时梦里我听见有个小⼥孩的声音在天上不停的呼叫“爸爸，

爸爸........”我回头⼀看原来是我⼥⼉，当时她很激动很开⼼“爸爸，爸爸你可以去信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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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后我们⼀家在天国就可以天天在⼀起了！”我当时⼼情很激动，⼀直哭泣着说“宝贝，

爸爸信主爸爸马上就信主，以后我们⼀家在⼀起永远永远不分开了...”那画面是多么的美

好你知道吗，⼥⼉就像天使般⼀样的感觉，我现在还依然清晰记得那画面。 

 

在我连续做完这两个梦的第⼆天，我妹妹发了⼀个 YouTube 圣经故事的链接给我

看，那时在餐馆里⼀直忙着没空看，我就用蓝牙连接着听了，记得那时她发过来的是希伯

来书的简介，五分多钟的视频，听完了我没空去按掉，视频就直接播放到了下⼀个视频了，

就是那时我第⼀次听到了约伯记，这个视频差不多也是五分钟，那时餐馆还是很忙，约伯

记听完了我蓝牙按两次就播放了又下⼀个视频，⼤家可以猜到这下⼀个视频是什么吗？又

是⼀个约伯记，不⼀样的⼈上传的，这次的约伯记讲的很详细，讲了约伯⼀⽣的经历，当

时听着听着就被震住了，特别是视频里讲的⼀段经⽂使我印象深刻触动很深。「我赤身出

於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賞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當稱颂

的！」 

 

那种奇妙的感觉你懂吗？直击我内⼼最深处，仿佛视频讲的好像就是我的⼈⽣经历.

听到后面上帝和约伯的谈话我瞬间好像领悟到了原来这⼀路⾛来都是上帝在我身上播的种

⼦，圣灵慢慢的在我身上的动⼯。当时眼眶不禁再次湿润了，但不同的是，这泪⽔不单单

是对⼥⼉的思念，更多的是对神的感恩，感恩神赐予我第⼆个⼥⼉，感谢神又赐予我们幸

福美好的家庭！神奇妙的作为我们真的猜不透，可以化不幸与患难为甜美的祝福！以前很

在意店里⽣意的好坏，现在对这些没那么在意了，现在更在意的是用⼼学习神的话语！我

想这就是神迹吧，切切实实的发⽣在我身上的神迹！ 

 

最后我想用约伯记的⼀段经⽂做个总结「然⽽祂知道我所⾏的路，衪试炼我之后，

我比如精⾦」！当我们在⽣活中面对不如意的时候，是出于的神的管教或是试炼，我们不

能完全知道，但要坚信的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掌权。只要我们愿意将自⼰交托在他的

恩⼿中，就能在他的恩典的光明中，饱享慈爱。当我们再次回头看的时候，也许之前那些

坎坷的遭遇，却成了我们今天⾛往天国的路上，脚下所踩的黄⾦阶梯。感谢赞美主，哈利

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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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中的平安 

廖志如                                                                                     
 

去年⼋月醫⽣診斷出我有早期乳癌, 這是我⼀⽣中最⼤的健康危機。 此後五個月, 我

先動⼿術, 後做化療。雖然身體上受很⼤的打擊, 但⼼靈上我與主更加親近。若不是神的恩

典, 我不知道這場病會有什麼結果。但主應允了我的禱告和弟兄姊妹的代求, 祂醫治了我。

聖經上說:「我的⼼啊, 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的⼀切恩惠, 祂赦免你的⼀切罪孽, 醫治

你的⼀切疾病」(詩篇 103:2-3)。神以厚恩待我, 我感謝神, 讚美神, 將⼀切榮耀都歸給神! 

 

當時因為新冠病毒, 醫院不允許家屬陪伴。我記得那天放射科醫⽣進來告訴我, 次日要

做活檢, 因為我胸部的硬塊是癌症時, 我好害怕和孤單。後來我想到詩篇23:4說:「我雖然⾏

過死蔭的幽⾕,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竿, 都安慰我。」我的⼼就平安

了。有主的同在, 給我⼒量去做⼀連串的檢查。也因神的保守, ⼿術能提前⼗⼀天做。當我

⼿術完醒來, 得知癌症沒有擴散的好消息, 我好喜樂和感恩! 接下來三個月的化療, 我頭髮掉

光, 身體疼痛和虛弱, 兩腿無⼒。中間的過程很複雜和辛苦, 但我每天依靠神的恩典, 都度過

了。 

 

今天我繼續在康復中，我感謝牧師和弟兄姊妹在我⽣病時為我禱告, 關⼼我, 甚⾄來看

我。特別感謝利紅姊妹, 莉婭姊妹, 周萌醫師, 和她介紹的黃安醫師。她們陪伴我⾛過來, 回

答我的問題, 分擔我的憂慮, 給我很多幫助。也謝謝我先⽣無微不⾄的照顧, 和我⼥兒搬回

家來陪伴我。我更要感謝神, 祂滿有慈愛和憐憫, 當我信靠祂, 我經歷到在苦難中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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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in the Suffering 
Grace Hu 

 

In August of last year, I was diagnosed with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It was the biggest 

health crisis of my life. In the following five months, I had surgery and chemotherapy.  Although 

physically I was traumatized, spiritually I grew closer to God. Were it not by the grace of God,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to me. But the Lord answered my prayers and the supplication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he healed me. The Bible says: “Praise the Lord, O my soul, and forget not 

all his benefits ─ who forgives all your sins and heals all your diseases.” (Psalms 103:2-3) The 

Lord has been good to me. To God be the glory, thanksgiving, and praise! 

     

Due to the Coronavirus, hospital did not allow family member to accompany patient. I 

remember that day when the radiologist came in to tell me that I needed a biopsy because the mass 

was cancer. I was very afraid and lonely. Then came the familiar verse of Psalms 23:4, “Even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will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comfort me.” My heart was again filled with peace. In the following 

days, the Lord gave me strength to go through a series of tests.  In God’s protection my surgery 

was also moved up by eleven days. When I woke up from the operation and learned the good news 

that cancer did not spread, I was filled with joy and gratitude! In October I started chemotherapy 

for three months. I lost all my hair. My body ached and I became weak. Toward the end I could 

hardly climb up the stairs. Although the chemo was complicated and challenging, I relied on God’s 

grace to carry me through all difficulties. 

 

Today, I am still in recovery. I thank my church family for praying for me and visiting me. 

I especially thank sister Li-Hong, sister Liya, Dr. Meng Zhou and her friend Dr. An Huang. They 

walked with me through my treatment, answered my questions, and shared my concerns. They had 

given me most help. I also thank my husband for taking care of me, and my daughter who moved 

back home to keep me company. Most of all I thank God who is full of love and compassion. 

When I trusted in him, I experienced the peace in the 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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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始 

李秀娟 

將時間倒轉回到三年多之前的四月‚ 在我加⼊ GCCC 的屬靈家庭沒多久過後‚ 滿有

恩典與慈愛的神賜給我⼀份新⼯作‚ 我順服祂對我⼈⽣奇妙的計畫‚ 獨自前往鳳凰城‚ 在那

邊⼯作、服事和⽣活了兩年‚ 直到去年新冠疫情爆發‚ 航太業⼤受衝擊‚ ⼀⼣之間我再次失

去了⼯作‚ ⼈⽣再度因為⼯作的關係‚ 失去了安全感。我離開學校後到業界上班‚ 短短四年

內就失業了兩次‚ 難熬中仍隱藏著祝福‚ 神將我藏在祂的翅膀蔭下保護我‚ 第⼀次失業後我

認識了祂‚ 決定接受祂成為我⽣命中的主‚ 去年第⼆次失業直到今年四月中‚ 祂讓我真實經

歷到祂榮耀的豐富‚ 在基督裡使我⼀切所需用的都充⾜ (腓立比書 4:19)。我第⼆次失業將

近⼀年的時間‚ 神透過幾種⽅式供應我的⽣活所需及學習費用‚ 這⼀年我的信⼼起起落落‚ 

我能繼續⾛下去的關鍵在於緊緊抓住祂話語中的應許‚ 存著敬畏祂的⼼‚ 在艱難的環境中‚ 

信靠祂⽽有盼望來托住我。 

 

我回憶起去年的⼋月‚ 當時以為神即將帶領我長期待在加州‚ 我和⼀位同在鳳凰城的

姊妹好朋友面對面訴說了我的近況‚ 看樣⼦神在不久的將來沒有要我回到東岸、回到

GCCC‚回到 Greenville 這個我⼼裡帶著深深的遺憾和日日想念的地⽅。如果到了加州‚ 我

即將⾛另外⼀條很不⼀樣的⼈⽣道路‚ 也很難再常常回來 GCCC 探望⼤家了。當時邊開車

邊想到未來是這個畫面‚ 想著想著⼼中不由自主地感傷了起來‚ ⼀想到我以後很難再回來了

‚ 淚⽔就不停地滑落。神⼀定看見我的眼淚‚ 我⼼中所想、所念念不忘的⼀切‚ 祂全都知道。

我⼈⽣的⽅向不在我⼿裡‚ ⽽是由祂來掌權‚ 祂知道什麼對我最好。去年九月我的⼈⽣計畫

再度峰迴路轉‚ 因為⼀些溝通上的錯誤解讀‚ 前往加州的路關閉了‚ 我需要繼續找⼯作‚ 當時

失望之餘加上搬家過度耗費體⼒‚ 有⼀個下午我情緒陷⼊了低⾕‚ 神憐憫看顧我‚ 祂讓奇妙

的事情發⽣了。我的屬靈好朋友⾶越了兩千英哩‚ 加上開了⼗幾個小時的車‚ 她在百忙之中

硬擠出她的時間‚ 到了鳳凰城陪我吃⼀頓晚飯和帶我去買好吃的食物‚ 她出其不意的愛⼼和

細⼼‚深深鼓舞著我‚ 神豐盛的愛透過她來傳遞給我‚ 愛讓我再度燃起了盼望‚ 當時才有辦法

繼續學習、找⼯作和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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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後疫情仍然起起落落‚ 我陸續投了不少職缺‚ 也有不少面試‚ 但是終究沒有

好消息。我知道神要我繼續回到職場‚ 雖然經歷了疫情間找⼯作的挫折‚ 我仍必須要堅固自

⼰聽從祂的⼼‚ 信靠這條是現階段祂安排給我⾛的最合適道路‚ 願意對神有顆順服的⼼‚ 將

⼯作的主權全然交托給祂‚ 祂在祂的時間‚ 用祂的⽅式為我開路。感謝神垂聽我們每⼀個禱

告‚ 我⼼中非常感謝 GCCC 的弟兄姊妹‚ 這三年來持續為我找⼯作禱告‚ 為我能夠回到

Greenville跟 GCCC 的⼤家團聚祈求‚ 神垂聽及應允了我們同⼼的禱告‚ 再次賜給我我最喜

歡的⼯作‚ 也讓我在今年五月中搬回 Greenville‚ 祂安慰了我這三年多來⼼中的遺憾‚ 也擦乾

了我去年⼋月以為回不來 GCCC 的眼淚。 

 

很感恩我今年能夠從⼼開始在 GCCC 的教會⽣活‚ 我依然要保有敬畏祂的⼼、聽從

的⼼、及順服的⼼‚ 我從超級好朋友的身上看見了愛⼼和細⼼‚ 她把當時軟弱無助的我照顧

好‚ 讓我在等待⼯作期間‚ 還能夠有好的狀態透過服事來照顧其他有需要的⼈。從搬回來到

現在‚ 神讓我從⼯作和服事上看見自⼰需要祂恩典的地⽅‚ 我需要仰望祂的幫助‚ 培養捨⼰

的⼼和耐⼼‚ 從⼼開始‚ 讓我的分分秒秒都能夠有祂的同在‚ 成為祂傳遞恩典和愛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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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地的花 

楊福安 

今年三月中旬‚ 我們請Mr. John Synder 這家專門維修暖氣的公司, 到家中維修暖氣。

來的⼈是⼀位基督徒弟兄‚ 他與我分享認識耶穌後的改變‚ 當他信主後‚ 便發現世界更美好

了‚ 望眼花草樹⽊也更加美麗了‚ 即便是他周圍的⼀切, 其實並沒有改變！我想念起我們早

期在 Laurel Baptist Church‚ 當時有位越南華僑的陳老先⽣‚ 他有好幾次自告奮勇向牧師表示

他要獻詩‚ 他都會上台清唱⼀首詩歌「野地的花」。後來他被送到養老院‚ 當我們去探望他

的時候‚ 他總是用滿懷喜樂的⼼來歡迎我們。雖然在養老院語⾔不通‚ 在那邊的食物吃不習

慣‚ 或傷⼼孩⼦們把他送到那兒‚ 我們每次去探望‚ 他會跟我們⼀起唱他最愛的詩歌「野地

的花」。他已經在主那邊好幾年了‚ 但是這首他最愛的詩歌‚ 總是讓我懷念起他那臉上常掛

著喜樂慈祥的容貌。 

 

有⼈說‚ 如果喜歡蝴蝶的話‚ 可以種花‚ 因為花的芳香能夠吸引蝴蝶過來‚ 就像基督徒

如果帶有耶穌的馨香之氣‚ 也可以吸引⼈來接受耶穌。聖經中⾄少有兩處提到「野地的花」

‚像是馬太福音 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它也不勞‚“ 29-6:28 

然⽽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 苦，也不紡線。

祂要: 經⽂也正在提醒現在的我們‚ 感謝神‚ 耶穌當時是在教導門徒「不要憂慮」”呢！⼀朵

單單仰望依靠祂！另外⼀處以賽亞書‚ 我們不要憂慮  ‚ 也提到「野地的花」‚ 的經⽂8-40:6

他的美 ：凡有⾎氣的盡都如草； 說 有⼀個說：我喊叫甚麼呢？ 有⼈聲說：你喊叫吧！“

草 百姓誠然是草。 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 容都像野地的花。

”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必枯乾，花必凋殘，  

 

  我正好有⼀張在 Hwy 296路旁拍的照片‚ 裡面有⼀⼤片不能收成的⽟米‚ 因為它們都

枯乾了‚ 農民之前辛苦地耕耘‚ 也沒有收穫。同樣地‚ 曾經盛開過的花‚ 終究有⼀天也都會枯

乾。我們每個⼈的⽣命在世很有限‚ 但是感謝神‚ 祂的話卻是永遠長存‚ ⽽祂寶貴的的話語

就在聖經裡。提摩太後書 ，於教訓、督責、使⼈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告訴我們 17-3:16

願神的話語”叫屬神的⼈得以完全，預備⾏各樣的善事。 歸正、教導⼈學義都是有益的，

！與我們同在‚ 願神所賜的平安‚ 在我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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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祷告 

潘 艷 

早晨上学的路上，电台里播放着流⾏的敬拜歌曲。我忽然想到⼀个问题，于是问身

边的淘：“你觉得证明神存在的最好⽅式是什么？” 他想了想，很诚恳地回答：“不知道。” 

 

这⼏天，我刚读完⼀本书。书的作者是⼀位天体物理学家。他自称为⼀个不可知论

者。他认为科学⽅法不能证明有⼀位⾄⾼神存在，所以他⽆法相信真的有神。当然，同样

的，他也⽆法用科学⽅法证明神不存在，所以不可知论便是最好的归宿。 

 

这让我想起自⼰在决志之前也⼀直为神创论和进化论⽽纠结不已。当内⼼⽭盾激化

到某⼀点时，我祷告说：“神啊，没有⼈在创世之初见识过你的⼤能，也没有⼈在进化伊

始便参与其中，既然两者都需要凭信⼼接受，那么请回应我的请求，如果我能切实感受到

你在我⽣命中的作为，⽆需任何证据，我完全可以接受你所说的关于你的⼀切。” 

 

非常感恩，神竟然怜悯我，垂听了我的诉求。在我选择相信祂之后的七年里，祂回

应了我数不清的祷告。⼤到⽣⼦、置业、⼯作，小到寻找⼀把失落的钥匙以及情绪低落时

的鼓励陪伴。这里挑⼀件⾄今记忆犹新的事分享给⼤家。 

 

2015 年，身边认识的⼀个基督徒家庭喜添⼀位千⾦。这让我想⽣⼥⼉的⼼又死灰

复燃。这个家庭跟我们家⼀样，都是已经有了两个男孩，这次勇敢地⽣了老三——⼀个渴

望已久的⼥⼉。我开始跟老公商量：“要不我们也祷告祷告？” 我俩的祷告随着我求⼥⼼切

变成了团契弟兄姐妹的共同祷告，最后发展为所有认识的基督徒朋友的共同祷告。 

 

那段时间，老公刚拿到绿卡，准备回国探亲。我们在⽹上给国内亲戚买了很多衣服

鞋⼦。有⼀天，我收到⼀个包裹，打开⼀看，竟然是⼀双婴⼉鞋，⽽且是那种刚出⽣的⼥

婴鞋。要知道，来美这些年，我常常在⽹上给孩⼦们买鞋，还是头⼀次出现这样的错误。

我⼼里疑虑这是不是神给的暗示。因为不敢百分百确信，我们仍继续祷告。鞋⼦的乌龙发

⽣不久，神又清楚地给了第⼆个提示。 

 

那时淘四岁，他洗澡的时候喜欢玩橡皮小鸭⼦。浴缸边放着⼀只⼤鸭⼦和两只小鸭

⼦。他称⼤鸭⼦为妈妈 duck，两只小的为哥哥 duck 和弟弟 duck。有⼀天早晨，我忽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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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只紫⾊的小鸭⼦跟在两只小黄鸭后面。看到它的⼀刹那，⼼里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

仿佛是见证了⼀个奇迹，又像是神在耳边说：“放⼼，再要⼀个宝宝吧，⼀定是⼥⼉。” 问

了家里的其他⼈，没有⼈能确切说出紫⾊小鸭⼦从何⽽来，我猜想是淘从教会里带回来的，

因为我知道他们有时因为背诵⼀节经⽂或回答对问题会有奖励，但⽆论如何，小男孩⼀般

不会选择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定是神的作为。 

 

这两件事发⽣以后，我决定备孕，后来顺利怀孕⽣下老三，奇恩。她的名字来自那

首著名的《奇异恩典》，因为她就是神给的⼀个奇异恩典。因为这些被回应的祷告，我的

信⼼也⼀点点被增强。通过祷告，我感觉到神的同在和祂在我⽣命中的作为。渐渐地，我

的祷告也从自⼰和自⼰的小家扩展到了身边的朋友、家⼈、甚⾄明星、政客。 

 

曾经很长⼀段时间，我⼀直为马克 扎克伯格祷告。当经过⼀个车祸现场时，我会

为涉事司机祷告。当⼀辆救护车从身边呼啸⽽过时，我会为那个病⼈祷告。当出门办事遇

到⽆礼的办事员时，我会为她/他祷告。我甚⾄会为⼀枚硬币祷告。去过 Aldi 的都知道，

你需要⼀个 quarter才能用他们的购物车。我有时会故意留下⼀个 quarter给像我⼀样偶尔

忘带硬币的⼈，并祷告求神让那个使用 quarter的⼈能感受到神的爱。 

 

虽然我⽆法知道这些祷告是否被回应，但我相信回应我的需求的神，那个爱我的神

也⼀样爱着我祷告的⼈。东⽅已经泛红，学校就快到了。我告诉淘：“我觉得能证明神存

在的最好⽅法就是通过祷告，邀请祂参与你⽣命中的每⼀件事。让你能感受到祂就在你身

边，每时每刻。”淘若有所思地点头。 

 

天⽗，求你让我们的孩⼦们能经历你，感受到你，进⽽更加靠近你，越来越被你吸

引，越来越像你，阿门！ 

 

最后在此推荐⼀部基督教电影『争战房间』，从电影当中被激

励祷告所带来看不见的⼒量！适合全家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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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的⼉语  “⼜被你吓到了！” 

殷憲霆 

「到底她在想些什么，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周密细腻的思维逻辑。」这个⼀直是我

对⼥⼉的看法。今天又被她吓到了！ 

我：「到楼上叫你哥下来扫地擦桌⼦，吃饱了，家事不做只知道玩游戏。叫他下来。先告

诉你妈他什么事情都不做，再告诉他，妈妈已经知道你什么事情都不做，记得要这么做。」 

接下来⼥⼉的做法让我⼤吃⼀惊，也带着⼀些情绪。 

⼥⼉：「哥，你需要下来做家事。」「妈妈，哥哥他还没做任何家事。」 

我：「你为何不先和妈妈说在和哥哥说呢？」 

成⼈的世界里，如果不要被欺负看不起，⼀定要找比自⼰更强的，当然妈妈就是来克⼉⼦

的最好⼈选。 

⼥⼉：「在我的脑袋里面，我已想到我要说什么，可是我觉得，当我先和哥哥说，比较好

的开头，然后那个…当我和妈妈说的时候，妈妈只会叫他下来做事情。哥哥可能会想说为

什么妈妈和我说来下来做事情，因为哥哥不知道要下来做事情，因为我没有和他说。这样

会有点奇怪。」（试保留⼉语的原汁原味） 

之后，我们又讨论了⼀个小时，她给我举了两例⼦，外加⼀个小考。以下是我和她对话的

笔记: 

⼥⼉：「爸爸你可以和我想像⼀下，哥哥是⼀个⽅块， 我们两个是五个⽅块。 然后哥哥

比较轻到上面，我们会比较重到下面（她用在课堂上学的天平给我举例） 轻的在上面，

重的在下面。当我们和妈妈说的时候，就是这样。」 

其实，我还是听不懂她的⼉语，之后的 30 分钟，她就用自⼰重新改编⻳兔赛跑的故事来

分析给我听。 

 

「爸爸你知道⻳兔赛跑的故事吗？不过我自⼰编⼀个。兔⼦

跑在乌⻳的前面。兔⼦就是你和我，乌⻳是哥哥。⼆个都在

天平上面。 当兔⼦在树下休息是，乌⻳继续跑，天上就有积

⽊掉下来个乌⻳这边加重，兔⼦就不再是那么重，因为乌⻳

也已经慢慢的赶上。但是如果兔⼦⼀直跑，乌⻳只有往后跑」 

你听的懂她的⼉语吗？她把之前看他哥哥玩电里的情节加在解释里。活了⼤半辈⼦，从来

不知道⻳兔赛跑可以在有电玩背景的天平上举⾏是那样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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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问答后，我问她，「你到底要说什么，这个和爸爸叫你先和妈妈说再和哥哥说

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让乌⻳和兔⼦⼀起到终点。爸爸我想给你⼀个小考，看看你是不是了解我的

意思。如果给你选择 1-3，你认为哪⼀个比较是让乌⻳和兔⼦⼀起到终点的结局？1.我先

和妈妈说哥哥「正要」去楼下做事，再和哥哥说妈妈知道你要到楼下去做事？2.只和妈妈

说哥哥还没到楼下做事，之后就不管哥哥了。3 你和哥哥说下楼做事，我和妈妈说哥哥没

有到楼下做事。你要选择⼀个并解释你的答案。」 

 

我犹豫了⼀会，⼼里⼀直再过滤她的⼉语，发现，这个不再是⼉语，⽽是只会在神

学院里教授给的难题，不，⽣活的难题。其实我是比较倾向选择 3，也比较像我之前给她

的命令，只是⼈物多加了⼀个，是我和⼉⼦说，⽽不是全部都交给⼥⼉来做，也了解这个

⽅式之后会带来的惨痛结果。但是她却加了⼀个乌⻳和兔⼦都是第⼀名的概念（其实之后

她有用两⼈三腿的绑腿竞⾛来举例）。我当时的内⼼逼我选择 1，同时上帝也让我看见选

择 3的自私。 

 

我：「爸爸选择 3，但是我知道是 1，因为只有⼀是和平，其它都是混乱收场」 

⼥⼉:其实，爸爸，我做错了⼀件事情，当你和我说告诉妈妈哥哥没有在做事的时候，我

和妈妈应该说哥哥「正要」去做事，⽽不是他「还没」做事。如果这样说，妈妈就会认为

哥哥已经在做事，知道需要做事的哥哥也会知道妈妈知道也会去做事。 

她的⼉语，仿佛带我回到了耶稣挽回彼得的海边。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西门，（约翰马太⼗六章⼗七节称约拿）你爱我比这些

更深吗？彼得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 16 耶稣

第⼆次又对他说，约翰的⼉⼦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

稣说，你牧养我的⽺。 17 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

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阿，你是⽆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

稣说，你喂养我的⽺。 (约翰福音 21:15-17 CUS)」 

 

耶稣居然给⼀个带着千古罪⼈犹⼤背叛影⼦不要脸的叛徒机会，⼀给就是三颗爱⼼。

先不管希腊⽂爱在这里的含义，简单看爱这个字其实就够让⼈体会耶稣爱⼈彼得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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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试着问那个因该被世界所唾弃的罪⼈三个看似相同其实非常厉害洞察⼈⼼的问题，为了

要再次给这个”叛徒“变”使徒“的机会，同时了解神爱⼈的长阔⾼深。 

 

但是为什么我却没有在管教孩⼦上用耶稣「爱」的招数呢？为什么当我叫⼥⼉做这

事时，我⼼里想的却是像法利赛⼈⼀样来如何来害耶稣，⽽不是像马⼤玛丽亚⼀样爱他呢？

为什么在管教⼉⼦事件上面，没有那些⼥⼉的惊⼈⼉语所带来的和平为目标呢？ 也许我

当兔⼦太久变的骄傲了，凡事都要靠着自⼰认为⼀定赢的⽅式跳过⽣活⼀切拦阻。也许我

需要再变回乌⻳，慢慢地，⼀步步，谦卑尽自⼰卑微的能⼒，凡事以爱主为目的地吧！ 

        由衷谢谢⼥⼉惊⼈的⼉语给我灵命带来的爱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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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法查經實⽤整理 

!""#

!

"#!

今年⼆月初在教會有兩次歸納法查經的線上培訓，想整理簡單的幾個⼤原則來幫助

我們在個⼈讀經或帶領小組查經上能更全面的角度來進⼀步的認識神的話。透過有系統問

題不僅能訓練我們讀經的邏輯條理，挖掘經⽂的深度與廣度，最後連結到個⼈⽣活層面的

應用。此⽅法適用於基督徒或者有興趣認識聖經的福音朋友。 

 

背景 

歸納法查經是「歷史與⽂法釋經法」（grammatical-historical Exegesis）的簡稱，

用客觀的角度去：觀察、解釋、歸納、應用。⼀段經⽂，找出這段經⽂原來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再架橋⼀樣應用到我們現在的⽣活當中。 

 

內容＆步驟 

觀察：經⽂有不同的⽂體（記敘⽂、論說⽂、詩歌＆智慧書體、律法書、先知預

⾔⽂體），下列簡單列出不同⽂體的觀察⽅式。 

• 記敘⽂：也就是故事類型的⽂體，其中在新約包含了⼤量耶穌的比喻。會從以

下 7Ws問題來觀察經⽂： 

o What 這是什麼事件？ 

o Who 有哪些⼈物？ 

o When 事情發⽣的時間？ 

o Where 事情發⽣的地點？ 

o Why 事情發⽣的原因？ 

o How 事情發⽣的經過是什麼？ 

o Where 事情所帶來的結果是什麼？ 

• 比喻：耶穌最常用的教導⼿法，用具體的實物教導抽象的概念。內容⼤部分與

耶穌的事⼯有關、講述天國的道理、隱藏的角⾊就是耶穌自⼰，也是顯示出當

時猶太⼈的信仰光景。再觀察比喻時，需要考慮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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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o %&'/'*0123456.!
o %&'789!
o %&:5;<$=12>'?@9!

• 論說⽂：聖經裡的論說⽂多半就是以書信為主。當時的歷史背景、收信者、聽

眾需要事先明白，以免造成⽂化背景上直接應用的錯誤。通常會用 3 WHs 問題

來觀察經⽂： 

o What 本段的經⽂主要在說什麼? 

o Why 為什麼討論到這個主題? 

o How 作者如何論述、表達他的想法、他的思路如何發展? 

 

• 詩歌＆智慧書體：約伯記、詩篇、箴⾔、傳道書、雅歌為最常見的詩歌與智慧

書體。觀察此⽂體時找出經⽂的主題、寫下分段⼤綱。以下用不同類型的詩篇，

可以作為觀察的參考脈絡。 

感恩詩篇  

o 引⾔：摘述神幫助的事情 

o 困境：神拯救他脫離的處境 

o 懇求：詩篇作者向神的懇求 

o 拯救：描述神的拯救 

o 見證：讚美神作為收尾 

 

哀歌詩篇:  

o 呼求的對象 

o 訴苦的內容 

o 信靠 

o 拯救 

o 確信 

o 讚美 

o 咒詛詩篇：哀歌⽅式表達的⼀部分，目的是引導⼈不要犯罪，把⼀切轉向給

神。 

 

• 律法書⽂體：通常指的是摩西五經，在讀律法書時需要觀察立約⼈之間的關係、

內容、和結果。 

o 前⽂：確認協議雙⽅的身份(我是主…你的神) 

o 序⾔：雙⽅怎麼建立關係的經過…(我帶你們出埃及記…..) 

o 規定：律法條⽂ 

o 見證⼈：要執⾏盟約的⼈ 

o 處罰：祝福、咒詛 

o ⽂件的條款：定期的複查…以免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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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以下四種類型的問題來幫助從不同的角度來切⼊查考的經⽂，進⽽從經⽂

裡找到答案。過程當中可使用不同的版本、語⾔的聖經、合宜的解經材料來對照參考。這

是在小組查經裡很重要的⼀個⼤環節，幫助⼤家釐清經⽂中的細節。 

• 定義性問題：某⼀個字詞是什麼意思？ 

• 關聯性問題：⼈、事、時、經⽂上下⽂的語句關聯。 

• 含義性問題：字面背後要表達的意思？ 

• 推理性問題：問，為什麼？ 

 

歸納：此步驟常常容易被忽略或者與『總結經⽂』混為⼀談。在完成第⼆步驟-解

釋之後，根據解答來歸納出幾項信仰的原則，其要點需要符合整卷書的核⼼。在敘述⽂體

當中的歸納可以分析經⽂中對神、耶穌、⼈的認識; 在論述⽂中重新整理作者想要表達的

信息原則。 

 

應用：如果完成以上三步驟但缺少應用的話，聖經就只能停留在知識層面⽽已，

我們都希望能將神的話與我們的⽣活中有連結，把經⽂的核⼼信息歸納之後，轉換到我們

實踐的階段。應用的部分有三⽅面的角度可以思考：1.我與神的關係; 2.我與自⼰的關係

(什麼事情我需要立刻改變？); 3.我與別⼈的關係（家庭、朋友、⼯作、社會…）。最後，

寫出來的內容必須是可以執⾏的⾏動或信⼼的回應，不是抽象的觀念，雖然不是每段經⽂

都能有具體的實踐事項，有些是信仰層面的認識來幫助我們如何照神的⼼意⽽活。 

 

結語 

 歸納法查經只是許多查經⽅法的其中⼀種，還有許多不同的查經法來幫助我們認識

神的話。在此總結希望能幫助⼤家更有系統地學習，在個⼈研經、或小組查經上很好的操

練。最重要的是我們有⼀顆謙卑的⼼、順服聖靈的帶領，願意完全相信且順服神的話。願  

神使用祂的話帶給你我⽣命的亮光和⼒量！ 

 
 
  



 17 

2021 年执事会报告 / Deacon Board Report  

执事会的同⼯ Deacon Board  

今年的执事有⽅智，胡业荣，刘悦，⽯全，蘇玫先，楊福安，赵巍。其中楊福安弟兄是今

年执事会的召集⼈，召集⼈的主要⼯作是寻求共识，推动事⼯。 

 

This year’s deacons are Chih Fang, Harry Hu, Adam Liu, Quan Shi, Vincent So, Fuan Yang and 

Wei Zhao. Among them, Brother Fuan Yang is the coordinat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ordinator is to seek consensus among deacons and to coordinate different functions in the church.  

 

洗礼 Baptism   

今年有两次洗礼，第⼀次在 4 月 14 日，有戴宏姐妹，蕭远春弟兄，和 Akemy Xiao。 第⼆

次訂在 12 月 26 日，目前有陳錦明弟兄，Jesse Zhang，和 Grace Zhang 姐妹, Samuel Yee 弟

兄, Caleb Zhang 弟兄, James Zhao, Darren Zheng 弟兄等決定接受洗禮。欢迎他们加⼊我们

属神的⼤家庭。 

 

We had two baptisms ceremonies this year.  Hong Dai, Sky Xiao and Akemy Xio were baptized 

on April 4th.    As of 11/22, Jinming Chen, Jesse Zhang, Grace Zhang, Samuel Yee, Caleb Zhang, 

James Zhao, and Darren Zheng have decided to be baptized on December 26th.  We welcome them 

to join God's family.  

 

宣教事⼯ Mission 

• 我们教会继续支持在各地的宣教⼠， 有 John Sexton，Rene Pizzati，徐弟兄，叶牧

师，Wing & Peter，黄牧师，Ruth Wong， 孔德营弟兄，和本地的戴莉娅姐妹。他

们常常借着信件报告他们⼯作的进展。 今年叶牧师於 11 月 14 日来教会在主日崇拜

分享信息。 

• 感謝神，刘悦弟兄，莉娅姊妹，蘇玫先弟兄自 9 月 4 日到 9 月 11 日到宏都拉斯宣

教，他們不僅傳福音，⽽且教導當地⼈如何理財，厨藝，和婚姻輔導等，使他們都

得到很多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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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ontinue to support missionar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y are John Sexton, Rene 

Pizzati, Brother Xu, Pastor Yip, Wing and Peter, Pastor Wong, Ruth Wong, Brother Kong 

and Liya Liu in our church. Pastor Yip came to share about his work in Worship service 

this year.                      

• Thanks to the Lord, Brother Adam Liu, Sister Liya Liu and Brother Vincent So visited 

Honduras from 9/4 to 9/11 for GCCC’s first independent mission trip. They shared not 

only the Gospel but also taught the locals about financial planning, cooking skills, marriage 

counseling, etc. Their mission trip was very successful.  

 

教会事⼯ Ministry 

• 李孟維牧師從 2021 年的 1 月 1 日開始成為格林維爾華⼈基督教會半職的主任牧師,   

我們教會在 1 月 3 日星期天下午 2 點鐘舉⾏線上的歡迎會。聚會中回顧教會歷史, 

介紹教會同⼯、團契給李牧師, 也介紹李牧師和他的家庭給教會。 

• 教会於 2 月 1 日開始讀經計劃，讀經計劃的第⼀本書是馬可福音。 

• 楊清清在 2 月 6 日和 2 月 20 日，分別培訓⼆堂的歸纳法查經。  

• 卓俊⽂牧師於 5月 29 日利用 Zoom, 分享他多年來在翻譯服事的经驗和事⼯。 

• 感謝楊清清姊妹，⽅智和郝治賢夫婦，和⼆位在 Bob Jones ⼤學的同⼯，他們於 8

月 4 日到 8月 6 日在教會舉辦第⼀次的暑期營會，有六位小朋友参加營會。在结束

前，他們和李孟维牧師，以及⼀些弟兄姊妹⼀起到 Mel and Sylvia Brown 家，慶祝

Mel ⼋⼗九歲的⽣日。 

• 今年 8月 28日，有 10 多位弟兄姊妹，参予整理教會庭園和维修的⼯作，感謝他們

的辛勞。 

• 教會於 10 月 2 日在 Herdklotz Park 舉辦了秋季烤⾁，有超過七⼗⼈参加，當天参加

者除了享受美食外，也有分组比賽，和福音信息等。 

• 李孟维牧師和楊清清姊妹於 10 月 10 日開始⾼中⽣英⽂主日學，主日學的時間是每

两週⼀次自早上 9:30 到 10:15.  

• 今年的圣诞夜(12/24)在教会有平安夜燭光聚会。  

• Pastor David Lee joined the church as a part-time senior pastor for Greenvill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tarting from January 1, 2021.  The church had an online welcom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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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astor David Lee at 2:00 pm Sunday, January 3.  We reviewed the church history, as 

well as introduced coworkers and fellowship groups to Pastor Lee.  We also introduced 

Pastor Lee and his family to the church.   

• Sister Kristine Yang taught two classes of Inductive Bible Study on February 6th and 

February 20th. About twenty people attended the classes. 

• Pastor Asriel Chok shared his experiences on service and translation using Zoom on May 

29th.   

• Thanks to Sister Kristine Yang, Brother Chih Fang, Sister Terrie Fang and two coworkers 

from Bob Jones University for leading the church's first summer camp from August 4th to 

6th. Six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the summer camp. They visited Mel and Sylvia Brown's 

home to celebrate his 89th birthday at the end of summer camp.  

• On August 28th, about more than 10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church's summer yard work 

and maintenance. Thanks for their hard work.  

• Pastor David Lee and Sister Kristine Yang started teaching a bi-weekly High School 

Sunday School class from October.  

• Our church will have a Christmas Eve (12/24) Candlelight service this year.  

 

聘牧报告 Pastoral Search Report 

感謝神，李孟维牧师自 1 月 1起日成為教会半職的主任牧師。他的⼯作主要是教導和带領

任宗霖傳道和帶領教會的英⽂事⼯，⽽任宗霖傳道自 1 月 1 日成為教會的實習傳道，他的

⼯作直到 5月 31 日，后來他成為芝加哥 Hyde Park CMC 教會的牧师。 

 

Praise to the Lord, Pastor David Lee became our part time senior pastor starting January 1, 2021. 

His focus is to provide the guidance and train minister Bosco Jen and lead our English ministry.  

Minister Bosco Jen was an intern with GCCC starting from January 1st.  His internship ended on 

May 31. Later, Minister Bosco Jen was hired as a pastor at Hyde Park CMC church in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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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主日学讯息 

得胜⽣活成⼈主日学 

得胜⽣活主日学，以分享教导圣经真理，专题查经和圣经书卷查经，与参加的弟兄姊妹们，

彼此帮助鼓励，⼀起在⽣活里⾏出所信的道，在成圣的道路上，信靠顺服主基督，过⼀个

得胜的⽣活。 

 

时间: 主日早晨 9:30–10:20 

联络⼈: ⽅智 chihfang1@gmail.com，郝治贤 

 

青年英⽂主日学 Youth English Sunday School  

主日学主要培养教会的⾼中⽣，⽆论学⽣对信仰的程度如何，在这里能有⼀个自由分享的

环境。我们期望建造他们有稳固的信仰根基和预备这群⾼中⽣在将来离家上⼤学之后，不

受世界的价值观⽽失去信仰。目前我们使用启发课程『Alpha Course』作为基底，由李牧

师和清清带领⼤家做讨论及分享。 

 

时间: 隔周主日早晨 9:30–10:15 

地点: 新教室 

联络⼈: 杨清清 864-365-7556 

 
The Youth Sunday School focuses on our High School students. No matter their spiritual levels or 
whether they are believers or non-believers, we want to create a safe, open space for them so that 
they can sharing anything in the class. We hope to build a firm biblical foundation and prepare 
their hearts before they go to college so that they won’t lose faith when faced with values of this 
chaotic world. We use “Alpha Course” for the basic curriculum, while Pastor Lee and Kristine 
lead the group discussions. 
 
Time: Every other Sunday morning 9:30-10:15   
Location: the new classroom  
Contact: Kristine Yang 864-365-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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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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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00 时段的服事。 

10:30–12:00 ⼉童主日学分为三个班：5 岁以下班，1-3 年级班，和 4-5 年级班。在这⼀时

段主日学的前半小时，所有年级的⼉童⼀起诗歌敬拜，敬拜结束再分到各自的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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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梅和黄利红姐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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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主日早晨 10:30–12:00 

联络⼈: 李建花 jianhuali2004@gmail.com 

 

Children Sun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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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infant and 
toddlers and the Children Sunday School during the time period of 10:30–12:00 on each Sunday. 
There are three Sunday School classes: class for five-year old and under, class for first to third 
grade, and class for fourth grade to fifth grade. During the first half hour of this period, all children 
have hymn worship together, after worship, they will go to their own class. Sister Jianhua and 
Cuiy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ment of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y materials; Sister 
Qing Fu, Mei Yang and Lihong for the children hymn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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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 
are kept in Christ; and our glorification and thanks to the Lord are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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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团契 Thanksgiving Fellowship 

感恩团契主要面向中年以上的信徒和慕道友，但也欢迎年轻的弟兄姊妹及朋友加⼊。 团

契成立已经超过⼗年。团契内容包括唱赞美诗、查考圣经、祷告。查考圣经时，我们注重

每⼀卷书的写作背景、上下⽂的关系、原⽂的意思并，追朔最初读者的理解，以及对我们

今天信徒的意义和应用。目前由胡业荣弟兄、周萌和李秀娟姊妹轮流带领。查经时鼓励⼤

家参与讨论。我们在⼗年里把新约的每⼀卷书、旧约的摩西五经及其以后的六卷书按秩序

逐⼀仔细查考完，剛查完《列王记 下》最后⼀章，目前正在会查历代志上。 

地点: 原址教会图书室，自去年上半年起改为⽹上，微信群“感恩团契查经”。 

 

聚会时间: 每周五晚上 7:00-9:00 

联络⼈: 胡业荣弟兄 ghyhu@yahoo.com‚ 周萌姊妹 mzhouwang@gmail.com‚ 李秀娟姊妹 

asjlme2008f@gmail.com 

 

喜乐团契 Joy Fellowship   

喜乐团契是以有孩⼦的家庭为主，孩⼦的年龄从幼⼉园到⾼中不等。团契每周五晚上在教

会聚会。聚会⼀般晚上 7:30 开始﹐先有 15 分钟的诗歌，然后⼀起查经讨论，查经结束后

会有分享祷告的时间。今年我们配合教会的读经计划，团契聚会的内容就是分享讨论本周

所读的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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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时间: 每周五晚上 7:30 开始 

联络⼈: 张进武弟兄 jinwuz2000@gmail.com 
 

佳音团契 Gospel Fellowship 

佳音团契，以向还未信主的朋友传福音为目的。用分享福音专题，查考圣经故事，和问题

讨论的⽅式，来帮助参加的朋友们，了解圣经真理， 解答信仰问题，进⽽认识神，认罪

回转，相信接受耶稣为救主。 

聚会时间: 周五晚上 7:30–9:00 (Zoom⽹上聚会) 

联络⼈: ⽅智 chihfang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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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tanburg 福音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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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们读小先知书，

包括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那鸿书和哈巴⾕书等。近期由

曾立仁牧师带领查考约伯记。 另外 Ron Robbins 弟兄也以吉他领我们唱中英⽂诗歌。 

 

聚会时间: 每周⼀晚上 6: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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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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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恩团契 Heavenly Grace Fellowship           

今年因受疫情影响，天恩团契没有实体聚会。如果疫情趋缓，我们将恢复聚会。天恩团契

欢迎提供主题内容建议，请与同⼯⽑磊弟兄联络。 

联络⼈: ⽑磊弟兄 864-907-7129 

 

福恩团契 Blessings and Grace Fellowship    

我们福恩团契成员⼏乎是以开餐馆的来自福州的弟兄姊妹们组成的，聚会每周日晚上

10:30开始，现在正在查马太福音。 

联络⼈: 陈丽清 646-512-4918 

 

⾼中⽣团契 Youth Group Fellowship 

⾼中⽣团契每周五的聚会以查经学习为主，有读经，介绍，分享，以及代祷。目前我们正

在学习撒母耳记上。 

 

辅导: 赵巍 

成员: ⾼中⽣（9~12 年级) 

聚会时间: 每周五晚上 7:30-9: 00 

联络⼈: 赵巍 860-299-3381, wzh63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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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团契 Junior Achievers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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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九月开始了初中学⽣的团契，我们希望这群孩⼦们随着年纪、智慧和

身量，神和⼈喜爱的⼼都能⼀同增长。过去⼀年我们完整的用动态归纳法查经完成马可福

音。现阶段开始用启发课程（Alpha Course）作为基底，期望教导孩⼦们基要真理，也能

预备他们受洗⼼。期望这群初中⽣（6~8 年级）透过诗歌、游戏、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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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服事教会、

成为⼀个有影响⼒、传福音的年轻⼈。 

 

聚会时间: 每周五晚上 7:30-9:15  

联络⼈: 杨清清 Kristine Yang‚864-365-7556‚ykristine1992@gmail.com 

Leader Team: ⽅智, 郝治贤, 杨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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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我们改

为线上的查经聚会，在节期假日有不定期的户外活动。今年完成⼀步⼀步学箴⾔后，我们

改为归纳法查经的训练（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同时由刘悦弟兄来带领⼀个月⼀次的读

书会『理财有道』- 按圣经原则学理财。 

 

聚会时间: 每周六晚上 7:00开始 (Zoom⽹上聚会) 

联络⼈: 杨清清 864-365-7556‚刘悦 864-908-2395‚戴莉娅 864-501-7599 

 

爱⼼查经班 

我们最早称为妇⼥查经班, 是⼀群以全职妈妈（包括老师黄懿德姐妹）为主的查经班，是

在孩⼦上学的时候妈妈们来查经，时间是固定为每周四的 10:15 分开始。后来全职妈妈⼈

数较少，改成了以来美探亲的老⼈家为主查经‚ ⼥性居多‚ 称为姊妹查经班‚ 很多⼈都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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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了‚ 之后也欢迎她们的先⽣参加‚ 把福音传给更多⼈‚ 最后改名为爱⼼查经班‚老师仍然

是 17年前⼀直服侍的黄懿德老师。疫情⼀开始就暂停聚会‚ 希望日后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

聚会。 

联络⼈: 陈丽清 646-512-4918 

 

天之粮⽹络查经平台 

目前正在进⾏项目：速读诗篇。即将查考圣经箴⾔，使用书籍《⼀步⼀步学箴⾔》。欢迎

有兴趣者参加。 

 

聚会时间: 周⼀到周五每天美东早晨 8点半（冬季）到 9点半 

Zoom: 768979820‚ 密码：18066 

联络⼈: 戴莉娅 864-501-7599 

 

关怀和探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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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 

杨清清 864-365-7556‚ykristine1992@gmail.com 

李孟维牧师 803-360-6515, lcdlee@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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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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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它 成 为 传 扬 福 音 的 刊 物  。 ⼤ 家 可 在 教 会 ⽹ 站 下 载 《 绿 州 》 与 周 围 朋 友 们 分 享
http://www.greenvillechinesechurch.org 
 
1.⽂章长度⼀般以三千字内为佳 (2-3 页) 

2.⽂章上請注名作者真实姓名，电话或其他联系⽅式。 

3.⽂章务要诚信，⽂雅，通达并合乎圣经教义。 

4.基於合⼀原则，⽂章不违背本敎会信仰告白的内容。 

5.⽂章中经⽂的应用，请尽量准确，并标示出处。 

6.编辑同⼯组在尊重作者前提下对⽂章保留删改權。延期刊登和不予刊登權。 

 

Proposals for articles submission: 
1. The article length should be less than three thousand characters (2-3 pages). 
2.  For author, please use your real name, telephone and other contact information. 
3.  Article must be honest, gentle and based on Biblical doctrine. 
4.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not contrary to the Church's Bylaws. 
5.  The Bible scriptures cited in the article must be accurate, and the sources should be indicated. 
6. The editors reserve the right to edit, delay or not pub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