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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的祝福 
李秀娟 

 

我在 Texas A&M University 完成机械博⼠学位，专长为 Gas Turbine Engine - Cooling 

Technology。这个特殊领域的职缺，⼤部分只开放给绿卡持有者或美国公民申请。于是，我在

学校当了两年多的博⼠后研究员，历经密集苦难，靠意志⼒硬撑，终于拿到绿卡及第⼀份业

界⼯作(GE Power)，2016年感恩节前，独⾃搬到 Greenville, SC，开启完美⼯作与梦幻⽣活的乐

章。以为苦尽⽢来，殊不知好景只是昙花⼀现。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在⼀切患难中，他就安

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哥林多后书 1:4) 感谢上帝的拣

选，属灵前辈们的启发与培训，涌泉团契的弟兄姐妹和幕道友，我于2018年2⽉21⽇决志祷告，

紧接着密集阅读圣经、密集门徒培训，2018年4⽉15⽇于格林维尔华⼈基督教会(GCCC)受洗归

主。  

家乡在台湾-台东，⽗母长年拜假神，家中还有祭拜偶像的⽔果、糕点、饼⼲。⼩时候，

被要求⼀起拜。⾼中时，母亲要求我翘课参加宗教聚会，我因此拒绝再参加任何聚会。来美

国后，我⾃由了! 终于可以⾃⼰翱翔天际，不受母亲的约束。在德州念博⼠班，开始对基督教

感兴趣，断断续续参加教会活动与团契。因为家⼈的关系，始终没有勇⽓越过如磐⽯般坚固

的墙，将兴趣变为信仰。  

念博⼠班与当博⼠后研究员期间，经历到经验丰富的⼯程师重返校园念书，忌妒同实验室

的我。⼯程师的⼜才佳、社交技巧纯熟，他成功地怂恿全实验室的⼈排挤、欺负我，做出许

多不合理的迫害。⼏年下来，我⼼⾥丧失平安，对⼈也失去了信任。周遭的朋友，未曾遭遇

相似的事件，也不懂得如何安慰我。每当⼯程师论断我⽆能执⾏研究计划，我也不⽢⾔语反

击。信主后才明⽩: “你这论断⼈的，⽆论你是谁，也⽆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就在什

么事上定自⼰的罪; 因你这论断⼈的，自⼰所⾏却和别⼈⼀样。”(罗马书 2:1)。虽由⼯程 师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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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纷争，我当下的⾔语反击，也和他犯了⼀样的罪。将来若受到他⼈攻击， 需信靠上帝来忍

耐，思想箴⾔ 15:23，“⼝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好。”⾯对艰难时刻，不要互

相论断，才可⽌息纷争。  

夏季是我的最爱，阳光带来暖意和希望，然⽽，我⼼底却是抗拒爱的暖流涌⼊。结束博⼠

后研究员的⼯作，待业期间，我参加德州恩古教会的周五团契，最喜欢在教会⾥唱诗歌。但

此时，我对⼈已经失去了信任，⽆法接受⼤家轮流分享与互相代祷。每次轮到我，我只透露

我过得蛮好，或许需要更多的平安，因为我要隐藏我的烦躁和恐惧。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数次，

直到我今年的决志祷告后，我才真正尝到耶稣所赐给的平安。腓立比书 4:6-7，“应当⼀⽆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怀意念。” 平安，是我信主前未拥有的，现在⽆论是忧愁或喜乐，那

不能被夺去的平安，⾃内⼼涌流。  

在业界⼯作了⼀年，2017年11⽉底，刚把待业期间积累的债还完，⼼中的轻省，竟然只持

续了⼀个晚上。因公司财务危机，隔天，我被通知，⼯作只能做到2017年的年底。这⼀年来，

为了达到⼯作⽬标，经常随便吃喝，加上作息凌乱，即使意识到有过劳死的风险，我仍然不

愿意放慢脚步，把⼯作当作偶像。2017年12⽉，我彷彿经历了⼀场死亡，原来拼了命努⼒完成

的⼼⾎成果，都属于公司，所有的⽂件与成果，我都⽆法带⾛，就如传道书⼀开始就告诉我

们: “凡事都是虚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灵疲乏，我终于清醒: “⼈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

⼰的⽣命，有什么益处呢? ⼈还能拿什么换⽣命呢?”(马太福音 16: 26)。感谢神的慈爱，失业期

间，我虽少了⼯作的薪资，我领失业保险⾦、公司失业福利，基督徒姐妹和同事，轮流请我

吃饭。⽇⼦虽苦，我并没有饿着，也开始学习神的话语，⼼灵得饱⾜。  

第⼀次踏⼊格林维尔华⼈基督教会(GCCC)，是为了参加 2017 年 9 ⽉初的迎新福⾳晚会，

我感受到姐妹们的温暖与游戏的欢乐，之后忙于⼯作，第⼆次有时间参加涌泉团契的聚会，

是在2017年12⽉底，当时⼯作已经没了。⼤家充满盼望，带着笑脸跨年，我却⽆法感到开⼼。

2018 年初经历⽣命低潮，我忆起在 Greenville ⼀年多以来，Terrie 姐(郝治贤姐妹)好多次⽤爱

⼼浇灌我，在她的真诚邀约之下，我参加了在 Myrtle Beach 举办的福⾳营。营会时，我努⼒

隐藏我刚失业的沉痛。营会周六中午，排队领美味⾷物的时刻，我突然感动，需要⽤感恩与

饶恕的⼼来⾯对伤痛，才能重新站起来，单靠⾃⼰却⽆法办到。当时才得知清清(杨清清姐妹)

的专业是圣经辅导，营会期间，我⼼中持续有感动，或许她就是那位可以⽤专业帮助我疗伤

的⼈。  

唯有很⼤的爱，才能帮助我疗伤。因此，福⾳营结束，我开始参加涌泉团契的聚会和 

GCCC 的主⽇崇拜。我开始好奇“神-爱的律法”。马可福⾳ 12:30-31，耶稣说: “你要尽⼼、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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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意、尽⼒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 要爱⼈如⼰。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的了。”我从观察

弟兄姐妹的互动，渐渐去体会什么是爱⼈如⼰，由看得到的⼈，来帮助我认识看不到的神。

我也⽐较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与查经，我很认真地看圣经，始终不明⽩其中神的奥秘与智慧，

看过的、听他⼈分享的，⼏乎都⽆法留在脑海⾥。⼀⽉底，Terrie 姐借我⼀本圣经，建议我从

诗篇开始看，同样，也是看过就忘。⼆⽉初，有⼀次和涌泉团契的弟兄 姐妹去爬⼭，我好奇

地问天福弟兄:为什么只有基督徒能领受主餐的饼和葡萄汁? 我才学习到每个⽉基督徒借由主餐

“饼和葡萄汁”来纪念主耶稣的“⾝体和宝⾎”，为了罪⼈⽽舍。⼀点⼀滴的观察与学习，帮助我

⾛向主预备我⾛的道路。  

决志祷告的前⼏天，清清送我的经⽂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

得奖赏的只有⼀⼈？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哥林多前书 9:24)。我记得⾼中

运动会结束，母亲竟然问我: 我跑步个⼈赛，为什么我只得了第三名，⽽不是第⼀？她如此回

应，深深地刺痛我。我的⼈⽣在求学与⼯作阶段，参与许多⼤⼤⼩⼩的⽐赛，拼了命全速直

冲后，即使得了第⼀名，即使到了最好的公司，也只是阶段性暂时地胜利。我深刻地反省，

我的⼈⽣不能⼀直停留在属世的⽐赛回圈中，反覆患得患失。我要和⼤家⼀起扶持地往前跑，

以上帝的话语当长跑必需的活⽔!  

决志祷告当天(2018年2⽉21⽇)，清晨，国佩姐(郑国佩姐妹)⼀如往常，传讯息与我分享圣

经的相关⽂章，我突然好感动，⽴即在⼿机下载与安装了Holy Bible。中午，和 Terrie 姐去爬

⼭，边⾛边聊主耶稣。晚上，和清清讯息聊天时，我突然强烈⾃觉需要平安和盼望，后来她

⽴刻打电话来跟我说明，从亚当开始犯罪，⼈从出⽣就带着罪，耶稣担当全⼈类的罪⽽付上

了重价。她清晰地说明，激发我反省在失业期间，我⼀直有“⽐较”的⼼态，为什么是我?为什

么不是别⼈失去⼯作?上帝怜悯我，我⾃觉这个隐藏深层的不良⼼态，正是造成我痛不欲⽣的

根源。当下，我内⼼已经承认⾃⼰的软弱，清清突然说“⽐较”也是罪，罪被她指出的当下，我

⾃然⽽然就认罪了，然后紧接着跟她做了决志祷告。特别感谢曾经为我能信主得救，迫切祷

告的弟兄姐妹，⼤家的代求，神已经垂听，让我认罪、悔改。直到我领受了圣经内最重要的

事—耶稣担当世⼈的罪⽽受⼗架刑罚，完成了⽗神的使命，从神⽽来的赦罪之爱，让罪⼈与

神合好。接受主耶稣做我⽣命的救主后，由圣灵引导，我才渐渐读懂圣经。此后，上帝的话

语与默⽰，才进⼊脑⾥，融⼊⽣活⾥。  

紧接着三、四⽉，Leah 姐(戴莉娅姐妹)带我上⼗堂的门徒培训。清清针对我的状况，带我

上四堂门徒培训。其中影响我最⼤的属灵观念是:上帝是主⼈、我们是管家，包括时间和⾦钱。

哥林多前书 4:1，“⼈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当有⼈说⼯作、家庭、

⽣活，忙到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教会、服事。要以雅各书 4:15 提醒他们，“你们只当说，主若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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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现在能活着，都是上帝的恩典，因此，

要当神的好管家，妥善分配时间，⽤于教会⽣活与属灵追求。除了什⼀奉献之外，我凭着圣

灵的感动，在不同的事⼯上，多加奉献，使得教会的全职或兼职同⼯，有丰富⾜够的资源，

帮助更多⼈认识神、引导⼈更加亲近神、把祝福带给更多⼈。  

四⽉初，在电话⾯试前两个⼩时，我提前试拨电话，却发现缺了⼀个会议专线码，⾃⼰努

⼒尝试了两个⼩时，都⽆法获得专线码。⾯试时间到，我⽆法打⼊专线。在绝望下，我停⽌

找寻，开始祷告⼋分钟，将⾃⼰的未来交托给上帝安排。 以赛亚书 30:15，“...你们得救在乎归

回安息; 你们得⼒在乎平静安稳...。” 当我翱翔于静默中祷告，神赐给我的恩惠与智慧，帮我迅

速拿到了专线码，接通电话进⾏⾯试。靠⾃⼰没有出路，但祷告后，危机竟然化为转机，我

感到舒适、⾃信地回答问题，⽽且得到⼯作。上帝为我成就此事，超乎我所想、所求。  

上帝松开我的⼼⽥，福⾳的种⼦在我⼼中发芽，我渐渐认识神的荣美，也观察、聆听其他

基督徒在信主前后，⽣命的蜕变。我思想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若不是从⽔和圣灵

⽣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 3:5) 感谢神的拣选与恩典，也感谢四位属灵前辈的带领: 

清清、Terrie 姐，Leah 姐、国佩姐，2018年4⽉15⽇，我于格林维尔华⼈基督教会(GCCC)受洗

归主，与主同死同复活，如罗马书 8:10 教导，“基督若在你们⼼里，身体就因罪⽽死，⼼灵却

因义⽽活。” 在离开 Greenville 前，最后⼀次参加涌泉团契聚会，⼤家的祷告中，有姐妹⽤以

赛亚书 54:3 “向左向右开展...” 祝福我，这个祝福竟然在⼏个⽉后，苦难不断中开始实现。  

回忆起我的最后⼀次门徒培训作业，清清在我的作业上⾯写了评语:⼈⽣的⽬标要追求“荣

耀神”。我带着主赐给我的新⼼与新灵(以西结书 36:26)，在2018年4⽉27⽇，第⼀次踏进现在的

教会(凤凰城第⼀华⼈浸信会，FCBC)，墙上有三个红⾊⼤字，竟然是“荣耀神”。哥林多前书

10:31告诉我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我开始反省信主

前，周末，是充实⾃⼰专业的好时光，线上学习、阅读报告、加班，这样才能跑得⽐别⼈快。

从念博⼠班、当博⼠后研究员、到第⼀份业界⼯作，这好⼏年来的⽣活重 ⼼，全投注在⼯作

上。过度⼯作，甚⾄危及到⾝体健康。接受了耶稣当我⽣命的救主后，我⾏动上最⼤的改变，

就是不再作⼯作上司的“奴仆”了。我要时刻提醒⾃⼰: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的奴仆。”

(哥林多前书 7:23) 以前是靠努⼒⼯作来荣耀⾃⼰，我改变了，现在努⼒保持良好⾝⼼灵状态，

在服事与⼯作上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与圣灵的感动，活出神喜悦的样⼦来荣耀神。  

蒙神的恩典，参与 FCBC 教会主⽇崇拜与团契⼏次后，五⽉底起，我在敬拜团中服事。未

信主前，挑剔诗歌的歌词和旋律，若与⾃⼰喜好不同，或引不起共鸣，我不会唱。参加敬拜

团服事后，我学习到: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没有⾏为也是死的。”(雅各书 2:26) 我反省

不以⾃⼰的喜好为中⼼，不论诗歌类型，我完全顺服领诗的弟兄或姐妹所挑选的敬拜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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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前⼏天，就要开始努⼒地熟悉与练唱敬拜歌曲，要⽤敬虔的⼼与最真诚的声⾳来敬拜赞

美神，因为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 4:24)有⼀次敬拜唱到

“这⼀⽣最美的祝福”，我在台上边唱边感动到哭了，原来，我破碎的⽣命，是为了把神的祝福

带给更多⼈。参与敬拜团服事，我要保守清洁的⼼与正直的灵来敬拜神、敬畏神，使⾃⼰在

神的圣洁上有分。  

回忆起门徒培训之后，我加⼊了Leah姐的涌泉团契——灵修群组，每⽇写灵修，并分享于

群组中。在写约翰福⾳的最后⼏个章节，⼀个⼈孤军奋战分享灵修写作，内⼼好孤独。于是，

有⼏篇灵修，除了在涌泉团契灵修群组分享，我也分享到现在教会 FCBC 的群组。团契聚会

结束后，李道宏牧师针对我的灵修写作，先以属灵书籍作家的观感，给我⼀些建议，我马上

按造牧师的建议，完成下⼀篇灵修。六⽉底开始，在李牧师以牧师兼作家的指导下，我进⾏

灵修⼩短篇的个⼈服事(经⽂，内容，祷告最多 300 个 )，每周需固定写完两篇我个⼈眼泪与⾎

的故事，发表于 FCBC 的群组。写作服事的过程格外艰⾟，为了要维持⼀定的⽔准，我写完

灵修会先请牧师改，牧师给建议后，我再重写或修正，才发表灵修写作。从经⽂的启⽰与教

导，我反省了许多过往的缺失，持续写作也帮助我从属世的价值观，渐渐培养成属灵的眼光。

服事过程中，我操练⾃⼰的⽤⼼、细⼼、恒⼼。好⼏次苦思与经⽂相关的实例，或是达不到

牧师的要求，难免会沮丧，我必须马上思想: “我们⾏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到了时后就要

收成。”(加拉太书 6:9) 盼望我坦承地分享，能带给多⼈正向帮助与祝福。  

我信主的时间不长，周五晚上偏好查经与讨论。吴⽟珍师母找我和她配搭，到ASU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做⼉童事⼯。这些⼩孩⼦，他们和⽗母来美国，⽗母皆是未信主的中

国访问学者，⽗母查经的同时，我们带⼩孩祷告、诗歌、圣经故事、劳作、游戏等。我考虑

了⼀个⽉，要把时间花在造就⾃⼰，还是去服事⼩孩。思想起保罗没有因为⼩看提摩太年轻，

来降低期待他成为信徒的要求，“不可叫⼈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语、⾏为、爱⼼、信⼼、清

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提摩太前书 4:12) 因此，九⽉起的周五团契，我靠着渴慕神加给我

的⼒量，参与⼉童事⼯，我努⼒观摩、学习师母怎么借由圣经故事，教导⼩孩⼦认识主。我

借由⼉童事⼯，⽤爱⼼洒下福⾳的种⼦，把在主⾥的平安、喜乐、盼望带给⼩朋友，培育他

们从⼩就把上帝放⾸位。  

回顾成为基督徒后的半年期间: 因为新的⼯作，我受洗后没多久，离开很喜欢的城市-

Greenville，独⾃搬到凤凰城。在新⼯作上遇到的艰难、困苦、试炼、试探，极度类似于在德

州求学、⼯作时期，众多苦难的加强版。在新⼯作环境，受到⼀连串的恶意谣⾔和伤害，我

思想上帝的话，“恨，能挑启争端; 爱，能遮掩⼀切过错。”(箴⾔ 10:12)，开始学习如何饶恕。

⽬前三个教会事⼯同步进⾏(主⽇敬拜团、灵修⼩短篇定期发表、每周五⼉童事⼯)，周间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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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末都要服事，加上现在⼯作负担很⼤，我的⾝⼼灵常处于透⽀状态，感谢从神⽽来的⽀

持，“我靠着那加给我⼒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 4:13)  

受洗后，每次领受主餐，我都会想到，“因为世⼈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

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 3:23-24) 我常常要反省，⾃⼰是否遵守

主的诫命——爱神与爱⼈(马太福⾳ 22:36-40)，每天是否以蒙主喜悦的⽅式活着?遇到试探时，

要提醒⾃⼰，“小⼦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

的更⼤” (约翰⼀书 4:4)，来避免受试探时，偏离主预备我⾛的道路。神计划中的苦难，让我经

历了诸多试炼，是为了帮助我属灵成长，也带给别⼈祝福，预备将来与主同享荣耀。  

信主后的⼈⽣，不再像是数学题，不⽤靠⾃⼰努⼒精确地去算出正确答案。当我⾯对未来

的⽅向与挑战，需要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并且耐⼼地等候神，因为 “天怎样⾼过地，照样，我

的道路⾼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过你们的意念。” (以赛亚书 55:9) 祈求主保守我⼼，胜过

保守⼀切。(箴⾔ 4:23) 操练我有颗谦卑柔和的⼼，信靠上帝为我的⼈⽣，做最合适的安排，顺

服神使我成为蒙福之⼈。  

在信主的过程与属灵的成长阶段，我接受了许多基督徒弟兄姐妹的帮助与引导，在此，谨

列出对我的⽣命有直接且深远影响的⼏位。特别献上由衷的感谢给-杨清清姐妹、郝治贤姐妹

(Terrie 姐)、戴莉娅姐妹(Leah 姐), 郑国佩姐妹, 李道宏牧师与李师母，Chris Fischer 牧师与吴⽟

珍师母，黄⼒夫长⽼。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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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见证 
Annie Gao 

 

⼤家好，我是 Annie。之前⼀直不敢受洗，因为从⼩受的教育是嫉恶如仇，⽽不是爱⼈如

⼰。 

我出⽣在⼀个军⼈家庭，⽗亲对孩⼦们就像【⾳乐之声】⾥的⽗亲⼀样刻板，直到考上⼤

学后，我以为从此我的⼈⽣我做主，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束缚和说教。第⼀次遇见圣经是中学

时从朋友那借的⼀本书叫《圣经故事》，当时把《圣经》当神话故事来读，认为很多故事不

可能发⽣。长⼤之后才意识到所受教育的局限性，我的思维已被⼀堵⽆形的墙包围，从此内

⼼很排斥思想意识⽅⾯的掌控，为避免从⼀种教条陷⼊另⼀种教条，我要求⾃⼰独⽴思考，

像孟⼦那样“虽千万⼈吾往矣”，前辈的“独⽴之精神，⾃由之思想”深得我⼼。我希望能找到⼀

套强⼤的理论体系，它能解释⽣活中的所有问题，⽐如我们的思想和经历之间是怎样的⼀种

关系，我试图从各种宗教、灵修⽅⾯的书籍中去寻找答案。 

从⼩⽗母教育我们⼥孩应该⾃强、独⽴，但⽣活中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年前我

与家⼈回到上海，在⾦融危机中失业了，由于之前⼀直⽐较顺利，这次失业令我⼼情沮丧，

幸好我表姐是基督徒，她教我祷告，那时我将信将疑，但是祷告之后就找到了⼯作，仅⼀次

祷告还不能坚定我的信念，因为那可能是巧合，我开始会在周⽇去教堂做礼拜，与传教⼠的

妻⼦⼀块学圣经，遇事也会祷告，起初我会在⼼⾥讨价还价：这次神帮了我我就信了，⾄今

神帮了我多少次我⾃⼰都数不清了，⼈⽣的很多事情我们⽆能为⼒，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祷告，

神帮我们在惶恐中获得平安，我对神的信念⼀天⽐⼀天坚定，回想过去，即使是还没有信主，

神已经在看顾我，这个世界没有巧合，⼀切都是神的安排。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思考：⼈类在这个世界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活如

此平凡那⼈⽣的意义在哪⾥？⼈类⽬前对世界的认知⾮常局限，科学家们宣称⼈类已了解物

质世界的 5%，⾄少还有 95%是未知的，我想不明⽩四维空间以外的五维、六维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神安排他的独⼦来拯救我们，⽽不是派很多⼉⼦？因为真理是唯⼀的；以前我以为⾃

⼰从⼩就是好学⽣，怎么会有罪呢？感谢神让我反思⾃⼰的瑕疵和不完美，承认⾃⼰有罪是

清除⾃⾝的负⾯成分的开始，然后以神的爱和真理充实⾃⼰；反思和深度思考可以重塑思想，

可以说成为基督徒是开始⼀种内在⽣命的⽣活⽅式，相当于灵命获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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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中学同学，他的个性签名是：“苦难后⾯还是苦难，希望前⾯仍然是希望”。他还没

有信主，可能不能领会神在苦难中的祝福，我想让这位同学和没有信主的⼈知道：碰上任何

问题、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向神祷告，神是信实的。世间万物都将归于尘⼟，只有神的国度是

永恒的向往。 

中国古时候，每到阳春三⽉，客居北⽅的游⼦就想背上⾏囊回到江南故乡。 我⼀直在寻

找⼼灵家园，这条路⾛的很长。神的爱是生命的光，这束光能帮所有的人找到家。今天我想

感谢所有引领、帮助过我的弟兄姐妹，希望在主内与⼤家共同成长。 

今天我当献上我的感恩，也求神像爱我⼀样爱所有的⼈，引领他们都回到神的家园。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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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孙斌 

⼤家早上好，我叫孙斌。这是我的妻⼦，⽜俊泽。我们来⾃涌泉团契。⾸先我要感谢教会

给我这个机会，奉神的名作见证。 

2007 年，我在上初三的时候，因为种种因素，上课精神不佳，尽管⽐较努⼒，但是成绩

不是很好。母亲对此很焦虑。积忧成疾，于是到最好的消化科医院求医。住院⼀个⽉有余，

因为这是从未有⼈见过的症状，所以医院组织了全国专家会诊，但是⼤家束⼿⽆策，医院最

终放弃了对我母亲的治疗。回到家以后，我母亲万念俱灰，开始为⾃⼰准备后事。在奶奶来

看望我母亲的时候，我奶奶建议，既然医院治不好，为何不去教会试⼀试呢？于是⽴刻便搀

着我母亲去了教会。在那个下午，神显明了神迹，我母亲在晚上的时候⾃⼰⾛回了家。从那

时候开始痊愈，直到现在都很健康。后来我母亲便开始每天去教会祷告。 

⼏个⽉后，教会决定重建，并请求我⽗亲去帮忙。由于我⽗亲每天⼯作很忙碌，并患有很

严重的静脉曲张，医⽣说他再劳累的话要截肢，不然会患⽩⾎病，所以他开始并不想去。但

是碍于我母亲的请求和牧师是我们家世交的关系，他不得不去。于是我⽗亲也很多的参与了

教会的建设。这次神又⼀次显明了神迹。在建设教会的⼏个⽉⾥，神医治了他患了⼗年的静

脉曲张。神医治了他，也给了我们全家快乐相处的⼋年。⾃此我⽗亲也开始每晚去祷告。 

我从⼩被⽗亲严格管教，挨了数不清的教训。但是我更加的迷茫，不知道如何去⾯对⼈⽣，

直到我以 3 分优势考上了⾼中。回想起来，从那时才算开始真正的活着。那时我母亲已经摆

脱了疾病，⽗亲受圣灵的感动，把我交托给神，变得性格温柔。我在⾼⼀年级又⼀次犯错的

时候，也不再严厉苛责我，⽽是给我写了⼀封信，叙述了对我的期望。他甚⾄曾经为以前的

事情⽽向我认错，请我原谅他。我也在母亲的⿎励下，开始和他交流，不再视他为仇敌。我

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我的妻⼦。 

在神的保守和⽗母的⿎励下，我每天废寝忘⾷的学习，成绩很快的上升。在⾼考前的⼀个

⽉，神告诉我，我将要成为状元。神也给教会的长⽼们同样的异象。最终我以学校应届第⼀

的成绩毕业。此后神也⼀直在我的⽣活中显明他的神迹。从⼤学到出国，从毕业到⼯作，神

都⼀直在显明神迹。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神给了我祝福，我也应该传讲神的荣耀。我希

望以后还会有机会。我也相信神在我以后的⽣活中也会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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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见证 
张进武 

⾸先我想跟⼤家分享两段经⽂： 

腓立比书 4:6-7 应当⼀⽆挂虑，只要凡事籍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怀意念。 

歌罗西书 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体，且要存

感恩的⼼。 

神借着这两段经⽂在过去的⼀年⾥⾯时常给我安慰和⿎励。我今天想跟⼤家分享的是关于

我⽗母在过去⼀年⾥蒙神保守看顾的经历。我⽗母⼏年前曾经来过 Greenville，很多弟兄姐妹

都见过，他们虽然都已经⼋⼗多了，⾝体⼀直可以，他们还是能够⾃⼰照顾⾃⼰。 这也是我

们⾮常感恩的。但是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妈妈⼀天中午睡觉的时候从床上摔了下来，胯

⾻⾻折。⼤家知道，⽼⼈家⾻折是⾮常危险的，特别是我妈妈这种的⾻折。主治医⽣跟我们

讲，这种⾻折被他们称为⼈⽣最后⼀场⾻折。因为这种⾻折恢复起来⾮常慢，⾄少要卧床 3~4

个⽉。对于⽼⼈家来讲, 这 3，4 个⽉的时间是⾮常的危险，因为不能经常活动，很容易有其

它的并发症，⽐如褥疮和⾎栓的形成。所以这种⾻折⽼⼈的死亡率⽐较⾼。⽽且哪怕病好了，

由于卧床⽐较久，⽼⼈的肌⾁容易萎缩，以后的活动能⼒都有可能受影响。 当我们知道这个

情况的时候⼼⾥⾮常焦虑担⼼。 那个时候我跟建花天天晚上为我们妈妈祷告。神就⽤上⾯的

两段经⽂安慰我们，我们也很快的从焦虑担忧中⾛了出来。 神也很看顾我妈妈，她的⼿术⾮

常顺利成功。出院以后家⾥需要请保姆来照顾我妈妈。因为出院以后的看护对预防并发症是

⾮常的关键，但是照顾⽣活不能⾃理的⽼⼈确实是需要极⼤的爱⼼，耐⼼和体⼒，⾮常不容

易找到满意的。所以在妈妈住院的时候，我们就⼀直在为保姆的事情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

我哥哥找到了⼀个保姆，是⼀位主内的姐妹。这位姐妹把我妈妈照顾的⾮常好，我妈妈恢复

的也不错，半年以后就已经能够⾃⼰独⽴下地⾛路了。 

我妈妈这边差不多好了，然后是我爸爸。今年五⽉初的时候，我爸爸开始感觉胃痛，他开

始没有太上⼼，⼏天以后实在痛的不⾏了，才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积的⼼肌梗塞，

医院马上就安排住院和⼿术。我以前听说过的⼼肌梗塞都是很快的⼈就不⾏了。我爸爸已经

犯病⼏天，还可以⾃⼰去医院。感谢主的保守。我得到我爸爸住院的消息的时候是美国这边

时间的凌晨。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正好我爸爸马上就要进⼿术室⼿术，他可能⾃⼰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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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的严重，跟我说了⼏句告别的话还有安慰我的话。放下电话以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以

前⽗母虽然年纪⼤了，也有各样的疾病，但是好像还是没有这样的直接的⾯对⽣离死别，我

感觉⾃⼰快受不了了。感谢主，建花带着我，来到主的⾯前，我们两个就跪下⼀起祷告。哈

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将各样的安慰并平安喜乐放在信靠他的⼈⼼中。

我爸爸的⼿术⾮常顺利成功，⼿术以后很快就出院了，恢复的也⾮常顺利，不久就能够⾃⼰

出门骑车买菜。  

感谢神在过去⼀年的带领，感恩的事情还很多，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在这边⼀⼀说出。今

天特别借这个机会，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年中，对我侍奉上的⽀持和⿎励，⾮常感

谢⼤家。 最后感谢家⼈，特别是建花，对我的恒久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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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见证 
赵巍 

 
感恩节是数算主恩的⽇⼦。今年主给我们⼀家的恩典同往年⼀样的丰富。从⼤事上说，先

是⽼⼤⼤学毕业，然后去西雅图⼯作。他三⽉份毕业，⼀直玩到九⽉才去⼯作。我⼀直担⼼，

经常跟萃叶说，John 会不会⼼玩野了，到时不想去⼯作了，或时要再玩⼀年再重新找⼯作。

但是感谢主，他还是按时上班去了，做得也很开⼼。再就是上个⽉底萃叶的妈妈查出来⼤肠

肿瘤，需要马上做⼿术，萃叶买了机票回去看望。雅琴姊妹介绍了在深圳的两位弟兄姊妹去

⼴州探访，传福⾳。我⾮常⼩信，就想：“估计没什么⽤，我们祷告这么多年，我们⾃⼰还有

弟兄姊妹该讲的也讲尽了，是不是不要⽩⽩浪费深圳两位弟兄姊妹⼤⽼远跑去浪费时间精⼒

了”。神的作为我们难以测度，他也是听祷告的神。这两位弟兄姊妹到了医院没废多少⼜⾆，

就带领我岳母决志祷告了。现在她每天都和萃叶⼀起祷告，⾮常喜乐。 

但我今天更想和⼤家分享的是主所赐给我们的⼀些我们习以为常经常忽视的爱。哥林多前

书 13：4-7 ⼤家都很熟悉，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开头，接下来“爱是不嫉妒．爱是

不自夸……”连着⼋个不。其实告诉我们爱很多时候不是要做些什么，⽽是不做什么。⽽我们

看我们⾝边的⼈，弟兄姊妹，好像他们没有为我们⾃⼰做什么⼤事，并不是没有爱在他们⼼

⾥，很多很多的事，他们可以做却没有做，爱却在其中了。 

⽐如说，在家⾥我经常会惹萃叶⽣⽓。有时⾃⼰都觉得理亏，应该是配睡沙发，但是却没

有。我知道那是因为神把“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样的经⽂放在姊妹的⼼⾥。又⽐如在执事会服事，

经常有分⼯的事情或答应要做的事忘了去做，或者⼲脆就是偷懒没有做，但是同⼯们从没有

抱怨，都是默默在背后帮我补上。他们完全有权利来抱怨，甚⾄发⽕，但是这样的事从未发

⽣。这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的恶”。主的爱也就因此⽽在我们当中。我在教会和弟兄姊

妹相处并⼀同服事的时候，我知道也是经常有亏⽋的地⽅。但弟兄姊妹给我的永远是谅解和

⿎励。 

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时⽆刻不在主的爱中。不仅仅在于弟兄姊妹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

也在于他们没有做什么。可以做但是因着爱没有做，神的爱也因此在我们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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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見证 
杨福安 

親愛的弟兄姐妹，⼤家晚安！   

今天是感恩节，是美国⼈传统上全家⼈在⼀起相聚的⽇⼦，虽然我们当中有⼀部分的⼈，

有亲⼈在⼀起，但⼤部份的弟兄姐妹，都没有。所以，今天⼤家能够在这⾥聚会，真是感动，

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成为⼀家⼈。 

⾸先我要感谢神，⾃从我们离开原来的教会后，没有牧师，但是神都丰丰富冨的供应讲堂

的需要，在每周有不同的讲员传讲信息。曾经有⼀个星期⽇，还阴错阳差的有两个讲员在同

时要来讲道，您们知道是谁吗︖ 是英⽂同名同姓的 David Lee,他們是李志堅和李孟維牧師。 

 感谢神，借着林恂牧师和 Mel Brown，于 1986 年在 Laurel Baptist Church (LBC)成⽴了查

经班，使住在 Greenville 附近的弟兄姐妹，可以在⼀起查经，祷告，并且敬拜赞美神。林牧师

很贴⼼，在我们第⼀次参加聚会的前⼀天晚上，她邀请我们全家四⼈，先在她家住⼀晚，以

便隔天早上，可以⼀起参加祟拜，真感谢她的⽤⼼！当时，我和太太常要带着两个⼩孩开约

四个⼩时左右的车，到北卡罗莱纳〺的洛丽市，参加当地华⼈教会的崇拜。   

感谢神，我们在 Laurel Baptist Church 聚会了很多年，后来因为⼀些因素，我们不得不离

开 LBC，在离开该教会后，借着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马上就找到了在 Woodruff Road 

Presbyterian Church (WRPC)。WRPC 提供了不同的场地，做祷告会，主⽇学，主⽇崇拜，和聚

餐。他们不仅不收每个⽉的租⾦，⽽且更退还我们奉献的钱，有了这些钱，增加了我们的建

堂的基⾦，也减少建堂的压⼒。   

感谢神，我们在 WRPC 聚会约⼆年左右，神藉着佘锟夫妇，找到了现在教堂所在地，他

们夫妇和洪晓涌、林宇光、胡业荣以及其他弟兄姐妹們，⼀起合作完成建堂的事⼯。其中特

别⼀提的是，在建堂的过程中，我们的现⾦⼤约不⾜ 20 万五千美⾦，当时多家银⾏都不愿借

钱给教会，幸好有⼀些弟兄姐妹，在⼏个星期内，及时提供给教会 20 万五千美⾦，使教堂能

够很顺利的完成。另外，在教堂建好后，也有好⼏个弟兄姐妹，轮流到教会帮忙浇⽔，使草

⽊能够很快的长起来，以利⽔⼟保持，可能你们现在看到教堂外⾯的花草樹⽊，⼤部份是当

时种的。   

神給教會的恩典與慈愛不能於此盡說！總之，当初的不得不离开 LBC 如今看来是神的美

意。最后，我要⽤哥林多后书 13 章 14 节做结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恵，神的慈爱，圣灵的

感动，常与你们同在。” 祝⼤家感恩节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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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見证 
胡業榮 

過去⼀年﹐我有很多感恩的事。我最要感恩的事是我女兒讀書態度的改變﹐她從去年九⽉

起到西北⼤學(Northwestern)念企管碩⼠(MBA), 她從⼀開始就有⼀個問題﹐ 為什麼要念 MBA? 

到底有什麼益處﹖很多成功的⼈也沒有 MBA。 ⾼科技的公司根本不雇⽤ MBA。 我和我的妻

⼦﹐志如﹐對她說她念不念 MBA﹐我們完全尊重她的決定﹐她隨時可以不念﹐我們每學期都

不知道她下學期還要不要念。我們只有為她禱告求神除去她的困惑和有⼀個快樂的⽣活。 

今年四﹐五⽉的時候﹐我更是為她將來要做的事禱告﹐暑假她到芝加哥市政府實習﹐她在

那裡非常愉快﹐她看到整個市政府的運作﹐⾃來⽔廠如何淨化⽔﹐911 中⼼如何處理打來的電

話﹐ 警察如何在警察學校訓練﹐芝加哥機場如何運作﹐ 等等。她也看到很多⼈有 MBA 的學

位。所以 MBA 是有⽤的。 

暑假完後她變了⼀個⼈﹐從後悔來到芝加哥到喜歡芝加哥﹐從準備退學到快快樂樂的要念

完。 從不知道要做什麼到確定要做什麼。⽗母給建議﹐常常造成衝突和困惑。但是神能改變

⼈的⼼。 

 

Testimony on Thanksgiving 
Harry	Hu	

In	 the	 past	 year,	 I	 have	 had	many	 things	 to	 be	 thankful	 for.	 	 I	 am	most	 thankful	 of	 the	
change	 in	 my	 daughter.	 	 She	 started	 her	 MBA	 program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ince	
September	of	 last	 year.	 	 She	had	questions	 from	very	beginning:	 	Why	does	 she	need	a	MBA	
degree?	 	What	 is	 a	MBA	degree	good	 for?	 	Many	successful	people	do	not	have	MBA	degree?		
High	 tech	 companies	 do	 not	 hire	MBAs?	 	 Grace	 and	 I	 told	 her	 that	 we	 respect	 her	 decision	
whether	she	wants	to	finish	the	MBA	program	or	not.		Every	quarter	we	don’t	know	if	she	will	
continue	the	study	into	the	next	quarter.		The	only	thing	we	could	do	was	to	pray	for	her	and	we	
asked	the	Lord	to	remove	her	confusion	and	give	her	a	happy	life.			

In	April	and	May	of	this	year,	I	especially	prayed	for	her	future.		Later	on	she	had	a	summer	
internship	in	the	Chicago	city	government.		She	really	enjoyed	the	internship.		She	learned	how	
a	 city	 government	 operates,	 how	water	 treatment	 plant	 purifies	 water,	 how	 911	 call	 center	
handles	incoming	calls,	how	police	are	trained	in	the	police	academy,	how	the	Chicago	O’Hare	
airport	operates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she	saw	many	people	who	have	MBA	degrees	and	
the	value	of	this	education.	

After	the	summer,	she	changed	her	perspective	on	this	time	in	her	life.		From	regretting	to	
move	 to	 Chicago	 to	 enjoying	 Chicago;	 from	 being	 ready	 to	 drop	 out	 of	 school	 to	 happily	
continue	the	program;	from	uncertainty	of	the	future	to	certainty	of	what	she	would	do.		Many	
times	parent’s	advice	may	create	conflicts	and	confusion,	but	God	can	change	people’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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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呼召与装备 
杨清清 

来美国之前，我在我所属的教会宣教部-社区发展中⼼服事弱势⼉童、青少年和家长有⼋

年的时间。周间我担任这群孩⼦们陪读班的辅导⽼师，假⽇及寒暑假我们带着这群孩⼦们办

各式各样⼉童福⾳营会、社区服务，让信仰真实与⽣活做结合，同时也帮助孩⼦们能明⽩⾃

⼰也有能⼒给予及付出。 

服事这群孩⼦是常常⼼⾥带着眼泪的，他们来⾃于破碎且失功能的家庭，在学习上习得⽆

助感，被同学师长们排挤或嘲笑。这样的⽣长背景，孩⼦们对⼈的不信任与绝望会采⽤攻击

或防备的筑墙态度来保护⾃⼰。辅导⽼师们需要长时间的陪伴还有耐⼼等待才能看到⼀丝⽣

命的改变，但学坏远⽐学好容易的多，学⽣的⽣活问题，辅导们常常是收拾⽽不是收割，总

觉得与世界拉扯。这让我深刻体会⾃⼰没有办法陪他们⾯对⼀辈⼦的难处，必须培养这群孩

⼦有找答案、找解决⽅法的能⼒。这个答案—真实永不改变、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永远的

盼望和喜乐只有在神的话当中才能有真实的经历。⾃⼰体会到了吗？该如何帮助这群孩⼦明

⽩呢？  

当时我继续服事、同时也预备申请神学院。我⼼⾥觉得需要充电，却放不下长年陪伴的孩

⼦们。只求神为我预备道路、完全顺服。2015 年 10 ⽉我在泰北短宣，当⽇下午营会结束后开

始倾盆⼤⾬，因没办法⾛回住宿的地⽅，我就在遮⾬棚下准备隔天营会的内容。过⼀段时间

后，抬头想确认⾬势，却看到我从未见过的画⾯—⾬中⾮常清楚的双彩虹，当时⼼⾥完全说

不出来对神的敬畏与感动。晚上回到寝室，我收到 BJU 神学院的录取通知。 

 

破碎＆修剪  
凡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结出平安的果⼦，就是义 。希伯来书 12:11 

『要被  神使⽤，需要先经历破碎和修剪』。过去这两年，最⼤的修剪和破碎就是在我

『骄傲』这⼀部分。骄傲不仅⽌于外在部分，更是我的内⼼。我⼀向独⽴⾃主、不愿意⿇烦

别⼈、优秀成绩的学⽣光环在第⼀学期开始就被修剪。许多事情是完全超乎⾃⼰掌控之外：

到美国前就被告知到学校后需要马上抽⾎做肺结核的筛检。因要确保准确性，学校只接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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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抽⾎检验，过程需⾃费。当我收到我的检验报告结果—⽆法判定。从未有过这样的案例，

当时被要求需要重新再⾃费再做⼀次抽⾎检查。我同时还在适应⼀切学校读书、考试、作业

等⼋门课的⽣活，又多⼀件让我毫⽆掌控的事情，让我感到⾮常挫折。 

课业⽅⾯，⼤量的阅读和写报告，在每项作业上教授严格要求⽂法和格式。可以很诚实地

说，过完第⼀学期后，我没有信⼼能从这所学校毕业。在 BJU 没有⼀篇报告是我⾃⼰写完后

直接交出去。⾸要提前写完每⼀份报告，再⿇烦同学帮忙修改⽂法，承认⾃⼰需要被『⼤量』

的帮助同时也觉得⾃⼰很⽆助。 

⽣活⽅⾯，搬出宿舍后找房⼦及室友，通勤上办理驾照到开车。经历到室友毫⽆预期的失

信。说到开车能⼒，我爸爸是⼀位稳重又安全的优良驾驶，在他过去陪我练车经验下让我对

于开车是很有安全感及有⾃信。第⼀次车祸后，⾝体⽆恙、⼼⾥却是有说不出⼜的沉重。 

服事⽅⾯，新的服事群体进⼊我⽣命当中—留学⽣的校园事⼯。同⼯关系之間的间建⽴和

磨合外，服事的⽅法、内容、⽅向也因地⽅⽂化的不同时常需要调整与适应。这样的⽅式像

拉橡⽪筋⼀样时紧时松，要保持⾼度的弹性下就是对信任、爱⼼很⼤的挑战。 

⾯对种种⾃⼰⽆法控制的外在因素、我清楚知道现在处于失衡状态却没有办法靠⾃已达成

平衡。这些和我过往的⾃主⽣活经验完全不同，原来…扩张⽣命的过程，没有想像的那么简

单，向神求扩张境界，是要付上代价的。 

当在   神⾯前完全承认我不⾏的时候，就是神动⼯的开始…… 

God is more than enough！ 

 

谦卑＆恩典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忍耐的胜过居⼼骄傲的。 传道书 7:8 

经历许多⼼理上困难⽆法掌控事情，我常⼀个⼈⽆助的在宿舍祷告室、房间安静祷告、更

常的是眼泪代替有声的字句。⽣活上的困难不是让我越挫越勇，⽽是回到神⾯前求恩典和怜

悯。祷告后，问题不是⽴刻被解决或者得到想要的答案，⽽是让我⼼⾥⼀次⼀次更强更踏实

的平安、耐⼼的等待神的时间。神也透过学校教授每次课堂前的祷告、chapel 的信息带给我

很⼤的⿎励和安慰。在⼼态上⾯，渐渐的我不再为⾃⼰没办法单独完成报告感到沮丧，⽽是

感谢神 为我预备愿意花时间、陪伴修改我报告的朋友们。服事上，神给我⼀个清楚简单的感

动和坚持，只要是会祷告的同⼯、⼀定能⼀起服事下去。⽣活上，会有软弱和犯错的时候，

到神⾯前悔改—祂必会饶恕且赐下够⽤恩典帮助我胜过软弱。 

在困难中试验信⼼，在同⼯中操练合⼀，在祷告中向神靠近。当我在最后⼀个学期毕业前

（今年 5 ⽉），我再次思想传道书 7:8 节，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当初怎么样的好成绩进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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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校似乎不再重要，⽽是在两年半的阶段⾥神操练我的忍耐、对付我内⼼的骄傲，使我能

被祂使⽤。  

 

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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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修剪的过程⾥⾯，同时让我更深确定神对我的呼召。从泰国时的双彩虹转眼到美国坐

在神学院⼀门课—Foundation of Biblical Counseling (基础圣经辅导)，提到第⼀原则:圣经辅导

就是帮助失去盼望和勇⽓的基督徒或⾮基督徒具体认识神的话并带给⼈盼望。这段路程不是

短⽽⽴即见效，⽽是长时间的坚持陪跑⼀段信仰马拉松。神回应我从⼩和⽗母很长时间的祷

告—按着祢的⼼意，求使⽤我的⽣命！在教室⾥，我的⼼回应神—我愿意。 

在我⽣命⾥，神给我许多宝贵的机会不断的把许多破碎、忧伤、苦难挣扎中及失去盼望的

⼈摆在我⽣活的周围，让我有机会⾃然的⾛进这些朋友的⽣命⾥、融为我的⽣活。过程中虽

然像是⼀起⾛在看不见尽头的隧道－深沉⿊暗，但却更深体会到我们每天都需要恩典，⽽这

丰富的恩典就在耶稣基督（神的话）⾥，就可以肯定隧道的尽头有光、有盼望！ 

从过去到现在，神在我⽣命当中的修剪、磨练像是⽣长痛(长⾼痛)⼀样，并不是轻松且容

易，但却是长⾼成熟更像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必经过程。我深相信是圣灵的帮助让我紧抓不

放对神的⼼。苦难是信⼼的扎根，带着我们回转向神并经历盼望—需要⾃⼰来经历和体会! 

God‘s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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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戴莉娅  

1. 引言   
 

我是出⽣成长于中国⼤陆的理⼯⼥，从⼩受⽆神论和理性主义的薰陶，国内⼤学和研究⽣

读的都是机械⼯程，来美留学读的是健康物理。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思维被挤压进⼀个

⽅盒⼦⾥⾯，在国内“异想天开”是⼀个绝对的贬义词。Thinking out of box 是被禁⽌的。凡事

都提倡规范化。来美后又学的健康物理，核物理的理论性极强。 

99 年信主以后，读圣经、听见证、经历神，好像很容易就把理性思维熔化掉了。诗篇是

圣经中我最喜欢读的⼀本书之⼀，因为在诗篇中我可以找到与诗⼈相同的感受，与诗⼈同呼

吸共命运。诗篇中我和⼤卫⼀齐赞美神创造的伟⼤和⼈的渺⼩：诗篇 8:3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

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4 便说，⼈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世⼈算甚么，你竟眷顾他！5 

你叫他比天使〔或作 神〕微小⼀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遭遇困境时诗⼈⼤卫被扫罗

王追杀时向神发出的呼求也成了我的呼求 57:1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投靠

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2 我要求告⾄⾼的 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

神。 

 

2. 从律法书到以嘴亲子 
 

虽然诗篇⾮常能够表达我们信徒的情感，我⼀直以为诗篇是随机抽取随意发挥的诗章颂词

，每次查经班⼀起查考诗篇，⼤家都好象不得要领，找不到主线。 

这次来上华神陈⽼师的课，才知晓其中的奥妙⽆穷，决不是杂乱⽆章的。根据陈⽼师的教

导诗篇⼀、⼆篇像全本诗篇的两扇门，引⼈进⼊诗篇的第⼀篇原⽂的第⼀个字是“有福”，第⼆

篇的最后⼀个诗节也含有“有福”这个词。这两个词就像两扇⼤门的门把⼿，抓住这两个词从诗

篇第⼀篇和第⼆篇进⼊整本诗篇，让我感觉眼前⼀亮，以前混沌、模糊不清的看法，好像可

以有⼀个⾮常系统有效的⽅法来整理。 

 

A. 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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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师的《当以嘴亲⼦》这⼀书中第四章分析的诗篇第⼀篇第⼀个词“有福的⼈”和第⼆

篇 12 节“都是有福的”好像两个⾸尾呼应的括号把两篇诗连接在⼀起。 

诗篇第⼀篇第⼀个诗节就提到了思想律法的重要性，律法本⾝是出于耶和华的，这⾥作者

是要把耶和华的律法启⽰出来。陈⽼师的书观点是第⼀篇是注重律法的启⽰性，跟下⼀⾸诗

⾮常有关系。 

 

B.  当以嘴亲⼦ 

从第⼀章看, 好像表⾯上个⼈的灭亡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但是如果把第⼆

章和第⼀章组合起来看，第⼆章实际上是对第⼀章的⼀个呼应。真正的⾛出灭亡的轨迹，不

是仅仅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是当以嘴亲⼦（亲⼦可以解释成为顺服⼦）。所以⾛出⼀个灭

亡的厄运唯⼀的道路就是顺服信靠投靠耶和华的⼉⼦，那⼀位受膏者。 

 

3. 诗篇 - 圣经中章数最多的一本；119 篇 - 经节最多的一章 
 

诗篇是圣经中章数最多的⼀本书， 119 篇又是经节最多的⼀篇。上这⼀门课的时候，课堂

上每个同学要分享⼀篇最喜欢的诗篇。实际上我选了 119 篇，不是因为我最喜欢这⼀篇，虽

然这⼀篇中有很多脍炙⼈⼜的经⽂，上⼉童主⽇学的时候，教导⾃⼰的孩⼦，常常选⽤其中

的⼀些经⽂。譬如：诗篇 119:9 少年⼈用甚么洁净他的⾏为呢？是要遵⾏你的话。10 我⼀⼼寻

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11 我将你的话藏在⼼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 119:105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其实每读到这⼀篇的时候，除了这些⾮常熟悉的经⽂以外，我⼼⾥没有太⼤的呼应，因为

这⼀篇太长了。有的时候⼼⾥会想：好长啊！读了半天还没有读完。课堂分享的时候，是因

为觉得⾃⼰长期以来经常太注重感觉了，想把⾃⼰往理性思维那⼀边推推。就选择了分享这

⼀篇。 

以下⽤更正教释经三部曲来分析 119 篇 

 

观察： 
a. 这⼀篇诗篇是⽤希伯来⽂ 22 个字母来分段的，每⼀节经⽂第⼀个字，又是以这⼀

段的字母开始的。譬如：从第⼀节到第⼋节是⽤第⼀个字母 Alef 开始的，第⼀节

的第⼀个字是 יֵרְׁשַא 就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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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篇出现频率最⾼的字，就是律法两个字。中⽂翻译还有其他的⼏个词：法度、训

斥、命令、判语、律例、你的话、典章、道。 

c. 分段 

Alef        א      从耶和华的律法赐福 

Beth        ב     从耶和华的律法得智慧 

Gimel      ג     转向耶和华的律法离弃不义⽽蒙福 

Daleth  决定遵⾏耶和华的律法          ד

He  求主赐悟性遵守律法                ה

Vav         ו      依靠耶和华的律法 

Zayin      ז      因耶和华的律法⽽安稳 

Cheit       ח     尊从耶和华的律法不延迟 

Teit         ט      耶和华的律法的纠正我的道路 

Yod          י      耶和华的律法带着公正和慈爱 

Kaf   כ            求主解救脱离不从律法的骄傲⼈ 

Lamed     ל      信赖耶和华的律法得拯救 

Mem        מ      耶和华的律法⽢甜 

Nun         נ       耶和华的律法是亮光 

Samekh   ס       爱耶和华的律法就得安全 

Ayin         ע      耶和华的律法有救恩 

Pei           פ      渴慕谨守耶和华的律法 

Tzadei    צ       律法彰显耶和华的公正 

Qof         ק      求主拯救脱离远离律法⼈的逼迫 

Resh      ר        ⾝处困苦，不忘律法 

Shin     ש         爱耶和华的律法⼤有平安 

Tav          ת      我爱你的律法，求祢帮助我 

每⼀段中都有“律法”这个词，从表⾯上看，好⼏段都谈到了律法中的救恩理念，好像⾏律

法可以得救。很多节经⽂都是在讲，那些不⾏律法的⼈逼迫喜爱神律法的⼈，更有⼀些经⽂

提到诗⼈⾏公义公正得到神的救恩。通篇都是在说：律法、律法、唯有律法……好像与整本

圣经的启⽰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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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在释经学课上学到的，虽然更正教解经法注重字义释经，在 119 篇如果我们只看见⼀个词

：律法，那真是⾛偏了。字义解经强调的上⽂下理，不是仅此⼀节经⽂，也不是仅此⼀段。

对于⼀词，其所属经节就是上下⽂；对于⼀节经⽂，其本篇就是上下⽂；对于⼀篇经⽂，其

本书就是上下⽂；对于本书，整约（新约或者旧约）就是其上下⽂。从这个原则来讲，陈⽼

师所教导的：从第⼀和第⼆篇来看整本诗篇，真是⾮常好的引导。 

所以我们不能卡死在 119 篇，⽽是要继续看。当我把陈⽼师的书《当以嘴亲⼦》第⼗章仔

细读过以后，前⾯观察时的结就解开了。原来 119 篇是要从卷五的编撰这么⼤的视⾓来看的

。以更⼤视⾓来看，就会看到律法诗 119 篇的解释是在后⾯的上⾏之歌⾥。 

陈⽼师在书中指出：诗篇的作者把 119 篇这篇经节最多的长诗夹在两集⼤卫之诗和上⾏之

歌之中，是独俱匠⼼的。虽然如果读者不去观察上下⽂，就很容易得出 119 篇是卷五甚⾄是

全诗篇轴⼼，如果⽤⼼观察分析就会发现它在卷五的位置正是把⼀篇⼆篇中的关系，就是：

⼀篇强调思想律法⼈有福，是为着把这个福的真正来源“受膏者” “⼦”引发出来。  

所以 119 篇是为 132 篇的弥赛亚作铺垫的。在 119 篇最后⼀节中⽤了“灭亡”这个词，⽬的

是为了告诉读者：“灭亡”是指那些忽略了耶和华的律法所启⽰出来的弥赛亚，并且不信靠他的

⼈。 

119 篇以“有福的⼈”作为开头，以“灭亡”作结尾，引发⼈思想第⼀⼆篇的“有福”和第⼆篇

12 节的“灭亡”。如果说第⼀⼆篇引导读者进⼊诗篇这个宝库， 119 篇引导⼈进⼊更深的藏宝

处，它不断地提醒读者虽然耶和华的律法是⼀个途径使⼈蒙福，但不是福的本⾝，因为耶和

华的律法是指向耶和华的受膏者。 

 

应用： 
a. 诗篇⼀⼆篇作引⼦的福⾳：公义和恩典 

当我们向⼈传福⾳的时候，常常需要把神的属性告诉⼈。我们的神是仁义公正又是充满怜

悯慈爱的神。从诗篇⼀⼆篇来看，因为祂是公义的，所以祂对⾃⼰的选民是有⼀个公义的要

求，就是昼夜思想祂的律法，铭刻在⼼，喜爱并遵循。可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有

祸了，结果就是灭亡。在这⾥ 119 篇不断地强调律法，提醒我们要喜爱律法，学习律例，⾏

律法，这是神的公义。虽然这⼀篇诗篇也讲了救恩，它也并没说律法可以拯救，⽽是说思想

律法，喜爱律法，得以得到耶和华救拔，并且是按照祂的慈爱施怜悯救赎，这个拯救还是出

于神，⽽不是出于律法本⾝。不过从另外⼀⽅⾯来讲，如果没有律法，也谈不上违反律法，

远离律法，不遵从律法。做有福的⼈或做灭亡的⼈，就⽆从谈起了。强调思想、喜爱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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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才使⼈知道需要从远离律法的道路上回转，脱离灭亡的刑法。可是仅仅知道是不够

的，还需要真正得到这样⼀个法宝，这就是得到受膏者－－神的⼉⼦的拯救。 

 

b.   属灵成长道路中的圣经知识与⽣命应⽤ 

就像在引⾔⾥⾯所说的，在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曾经经过⼀个对理论知识不怎么看重

的阶段，觉得那些都是⾮常不属灵的事情，其实可能⽐较接近反智。这就好像只强调神的恩

典的那⼀⾯。这也是⼀个灵命不成熟的表现。只强调感觉，对理性思考不太在乎。 

但是如果反过来，只强调理性思考和圣经知识，并且因此⽽骄傲，就很容易成为⼀个头脑

很⼤，属灵经验和属灵深度都很浅的基督徒。 

这⼀次去夏洛特上这⼀门课，神让我有⾮常奇妙的经历，让我真正能把学到的知识融化到

我的⽣命当中。其中⼀个经历：让我体会注重感觉和传福⾳果效的迅速增长现代派教会 vs 传

统的浸信会教会。这两个教会让我想到诗篇第⼀篇和第⼆篇，想到这两篇诗篇相濡以沫、不

可分割的的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上课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住在远离授课地点夏洛特开车两个⼩时以远南卡

的格林维尔市附近。所以，我是需要有⼈接待，才可以把延伸制的课从头上到尾。因为某种

原因，我不得不从住宿的年长姐妹家搬到年轻姐妹家。原本跟年长姐妹去本地华⼈教会的计

划就完全改变了，新的家庭邀请我参加他们⽐较现代派的西⼈教会，加上班长太太娟娟邀请

我去她们聚会的浸信会教会，也是⽀持我们这⼀门课并提供给我们场地的西⼈教会。 

在⾮常有活⼒，超过上千⼈的聚会中，与众弟兄姐妹⼀起蹦蹦跳跳欢唱赞美诗歌，听着年

轻活⼒四射的牧师讲道，我感受到那⼀种在圣灵⾥⾯得释放的喜乐；不到⼀个⼩时以后我又

赶到另外那⼀家传统的浸信会教会，刚才那样激动的⼼情⼀下⼦被周围的庄严肃穆环境冷却

下来。安安静静地听诗班献诗，牧师⾮常训练有素的讲道，我有⼀点⼩⼩的不太适应。⼼⾥

有⼀点论断这个教会：好像很冷啊！可是当我邻座的穿戴整齐似乎不拘⾔笑的⽩⼈⽼妇⼈问

候我的时候，我的⼼有⼀股暖流流过。 

忽然间，我感受到了神的⼼意，是让我从这个经历来学习。从表⾯上来看，这两家教会好

像是诗篇第⼀篇和第⼆篇，就是律法和受膏者的救恩。但是两家教会都有井然有序的⼀⾯，

也有热情洋溢的⼀⾯。实际上，神让我⾛进诗篇的丰富之中，虽然是从两扇看起来不同的门

⾛进去的，却看到神的家⾥⾯充满神的秩序公义，也充满慈爱和怜悯。有律法，也有神的⼉

⼦。这⼆个⽅⾯也是充满联系的。第⼀篇中神的律法是为了指向第⼆篇中神的受膏者，⽽只

有受膏者可以满⾜神的律法。正如耶稣所说： “不要以为我是来废除律法和先知书，我不是来

废除，乃是来成全。”马太福音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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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执事会报告 
 

洗礼 Baptism 
今年有两次洗礼﹐第⼀次在 2 ⽉ 11 ⽇﹐有章景云姐妹﹐⾼妮姐妹﹐魏伯宇弟兄﹐和邹锦

泽弟兄。 第⼆次在 4 ⽉ 15 ⽇﹐有李秀娟姐妹。欢迎他们加入我们属神的⼤家庭。 
We	had	two	baptisms	ceremonies	this	year.		Jingyun	Zhang,	Annie	Gao,	Paul	Wei,	and	Jin-Ze	

Zou	were	 baptized	 on	 February	 11.	 Shiou-Juan	 Lee	was	 baptized	 on	 April	 15.	 	We	welcome	
them	to	join	God’s	family.			

	
	

聘牧报告 Pastor Search 
聘牧委员会今年很积极的寻找牧师，教会接触了两位有经验的牧师﹐但是由于家庭的因

素﹐⽽不能来牧会。 另外教会也从神学⽣中寻找可能的牧师⼈选。 求神带领聘牧的⼯作。 
Pastoral	search	committee	has	been	actively	searching	a	suitable	pastor	for	the	church.		We	

have	contacted	two	experienced	pastors.		Due	to	family	factors,	they	are	not	able	to	move	to	this	
area.		We	also	tried	to	find	potential	pastoral	candidates	from	seminary	students.		We	continue	
to	pray	and	ask	God	to	lead	our	pastoral	search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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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ne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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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Sexton, 叶牧师﹐ 和 Peter & Wing,  都来教会在主⽇崇拜

或主⽇学中分享。 Rene Pizzati 於 12 ⽉ 16 ⽇在主⽇崇拜中分享他们在宏都拉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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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ne	 White,	
Brother	Kong	and	Liya	Liu	 in	our	 church.	 	 John	Sexton,	Peter	 and	Wing,	 and	Pastor	Yip	have	
come	to	share	their	work	 in	Sunday	school	or	 in	Worship	service	 this	year.	 	Rene	Pizzati	will	
preach	at	our	church	on	Decembe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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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事工 Ministry 
教会今年 6 ⽉聘请了杨清清姐妹为全职的关怀辅导同⼯﹐为教会在会友及暮道友的灵命及

⽣活上的需要投入关注。 她也是教会⾳乐事⼯的负责⼈。  

教会在 9 ⽉开始了中学⽣团契﹐由杨清清姐妹﹐⽅智和郝治贤夫妇带领。教会的⼉童主⽇

学⼈数增加﹐谢谢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投入。 

教会今年也举⾏了⼏次的训练课程。⼆⽉时﹐谈妮姐妹带领⼈际关系的讲座。在五⽉﹐李

志坚师母主讲“沟通与⼈际关系”和“家庭的夫妻关系”。 在八⽉﹐林恂牧师带领“如何带领聚会

和带领查经”的讲座。 九⽉初﹐刘少平牧师带领了研经特会﹐主题是“⾛出悲哀 迈向赞美。研

习诗篇 学作义⼈”。此外﹐教會的顧問⿈光賜牧師也在這⼀年中給了我們三次的禱告和查經訓

練﹐ 對於我們教會很有幫助。 

 

教会今年的圣诞夜有第⼀次在教会的敬拜聚会。 

 
Sister	Kristine	Yang	became	a	full-time	counseling	specialist	 in	June.	 	Her	ministry	mainly	

focuses	on	congregation	care.		Sh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church’s	music	ministry.			
	
Church	started	a	middle-school	student	fellowship	in	September.	Kristine	Yang,	Chih	Fang	

and	Terrie	 Fang	 are	 leading	 the	 fellowship.	 	We	have	 see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ttending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increase.		We	thank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for	their	efforts.	

	
We	had	several	 trainings	this	year.	 	These	trainings	 include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in	 Christian	 faith"	 in	 February,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s”,	 “Husband	 and	 wife	 in	
family”,	 and	 “How	 to	 lead	 a	 church	 meeting	 and	 how	 to	 lead	 Bible	 study”	 in	 August.	 	 In	
September,	Pastor	Marcus	Liew	led	a	special	Bible	Study	conference	on	“Studying	Psalms	and	
Being	A	Righteous	Man”. In	addition,	Pastor	Kuong	Wong,	church’s	consultant	pastor,	led	three	
trainings	on	“Prayer	and	Bible	Study”.	We	were	benefited	from	these	trainings.	

	
Our	church	will	have	the	first	Christmas	Eve	service	this	year.		

 

执事会的同工 Deacon Board  
今年的执事有 Sonny Chastain, Sheree Yang Chandrl﹐胡业荣﹐赵巍﹐张进武。今年执事会

的组织有些改善﹐主席的职位改成召集⼈，召集⼈的主要⼯作是寻求共识﹐推动事⼯。 
This	year’s	deacons	are	Sonny	Chastain,	Sheree	Yang	Chandrl,	Harry	Hu,	Wei	Zhao,	 Jinwu	

Zhang.	 	We	made	 a	 change	 in	 the	 deacon	 board	 organization	 this	 year.	 	 Chairman	 has	 been	
changed	 to	 coordinat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ordinator	 is	 to	 seek	 consensus	 among	
deacons	and	to	coordinate	different	functions	in	th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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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友的动态 Church Members Update 
今年我们有好⼏位会友搬离开我们这个城市﹐其中李秀娟姐妹 5 ⽉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

城﹐在那⾥找到了教会﹐参与服事﹐在劳动节和感恩节期间回到我们中间。林宇光弟兄和郑

国佩姐妹今年 6 ⽉搬到佛罗⾥达的 West Palm Beach 地区﹐他们也在新的地区加⼊教会服事。 

张雪姐妹在 10 ⽉回到中国。李慧玲⼥⼠在 10 ⽉搬到加州的湾区，她在那⾥找到新的⼯作﹐

也找到了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 

我们也很欢迎很多从外地搬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We	had	several	members	moving	out	of	this	area.		Sister	Shiou-Juan	Lee	moved	to	Phoenix,	

Arizona	 in	 April.	 She	 joined	 a	 church	 there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service.	 	 She	 came	 back	
during	Labor	Day	weekend	and	Thanksgiving	weekend.		Brother	Yu-guang	Lin	and	Sister	Kuo-
pei	Lin	moved	to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in	June.		They	have	already	started	serving	the	Lord	
in	a	Chinese	church.		Sister	Snow	Zhang	moved	back	to	China	in	October.		Ms.	Hui-Lin	Li	moved	
to	San	Francisco	area	in	October.		She	has	found	a	new	job	and	a	church.	

In	 the	past	year,	we	had	many	new	friends	moving	 from	other	areas.	 	We	welcome	these	
new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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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主日学讯息 

成人主日学基要真理班： 
基要真理班以认识耶稣在我们⽣命中的带领，神在历史中的掌管，信徒信⼼的成长为⽬的。 

我们今年继续学习王国显弟兄所著《在基督⾥长进》。  

主⽇学时间：9:30–10:20。地点：新教室。联系⼈：赵巍 wzh630@gmail.com 

 

成人主日學聖經書卷班： 
這⼀班的成⼈主⽇學是⼀卷⼀卷的來學習聖經或是專題的學習。我們現在快要學習完羅⾺書，

接下來我們要學習⼀些專題包括洗禮﹐崇拜﹐聖餐﹐讀經﹐濟貧等。 我們最近這⼀段時間主

要是看俞明義牧師的講道﹐看完後我們⼤約有五分鐘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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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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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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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Sunday School:  9:30 am – 10:25 am  
Leader: Mr. Melvin Brown 864-288-5655 

Currently, we are studying the Gospel of Luke. In our study, we take one book of the Bible and study 

it all the way through. In the past, we have studied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he Book of Daniel and 

parts of various books of the Bible. Bring your Bible and learn what God says to each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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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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團契每兩個⽉在教會聚會⼀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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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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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邀請到北卡夏樂 (Charlotte, NC) 李邱燕珍師母主

講溝通與⼈際關係（李師母同時參與聖經廣播網的普世宣教的服事並負責聖經廣播網中⽂聖

經學院的策劃⼯作）。8 ⽉ 4 ⽇的聚會由⽑磊弟兄分享基督徒的財務管理，11 ⽉ 11 ⽇的感恩

聚會我們請胡業榮弟兄和廖志如姐妹分享從聖地旅遊看聖經的經歷，藉著實地的⾒證，讓我

們看⾒主為我們點燃的亮光，盼望經由聚會彼此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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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团契:  
青年团契主要成员是初中和⾼中学⽣。聚会內容包括唱歌，祷告，读圣经，参加敎会服亊， 

分享，互相⽀持。我们在星期五晚上在格林维尔华⼈基督教会聚会，偶尔在成员的家⾥。谢

谢⼤家的⽀持和⿎励，帮助这些年轻⼈在神的带领下成长，成为敬虔的青少年。  
This	year	Francis	has	emphasized	to	 the	youth	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the	Old	Testament.		
Recently	we've	been	studying	 I	&	 II	Samuel.	 	 In	 the	Sunday	School	High	School	class	Amy	has	
been	 challenging	 the	youth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ir	 faith.	 	A	question	 asked	of	 the	
Youth	was:	 	Does	what	drew	you	to	God	still	draw	you	to	Him?	 	Also,	God	and	Jesus'	 love	and	
desire	to	be	with	us	remains	pure	and	evident,	does	ours	for	them?	
联系⼈： Francis 和 Amy Chen 864-469-9741。 

The Youth Group meets at GCCC on Friday evenings from 7:30-9:00pm.  

 

感恩團契  Thanksgiving Fellowship：  
感恩團契主要⾯向中年以上的信徒和慕道友，在主裡追求已有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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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九年裡把新約的每⼀卷書和舊约的《創世紀》

按秩序仔細查完，⽬前正在查考《出埃及記》。  

地点：教会联絡⼈：胡業榮弟兄(ghyhu@yahoo.com); 周萌姊妹(mzhouw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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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查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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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泉校园职青团契  
Everlasting Spring Campus and Young Adults Fellowship 
联系⼈ Contact: Liya Liu 戴莉娅 

电话 Phone:   864-501-7599 

Email:   adamliya@gmail.com 

聚会时间：每周六晚上 6:00-9:00 

涌泉 - 取活⽔涌流不息并且主恩浩⼤当以涌泉相报之意！2012 年开始建⽴团契至今经历神丰

富的恩典难以数算。团契主要服事对象于格林威尔校区华语的留学⽣和在本地实习的职青。

神给我们⼀个特别⼤的安慰：团契是⼀个活⽔涌流的团体。在团契中培育门徒、信仰扎根，

对于新朋友传福⾳栽培，契友离开就是差派祷告和祝福。⽬前涌泉团契聚会内容丰富，⼤家

⼀起准备饭食、参与特会、本地短宣、出游等等。 

欢迎您加入我们涌泉团契这个温馨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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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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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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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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花、肖雅琴、黄利红、傅清等五位姊妹轮流

负责；中学和⾼中班是 Amy Chen 姊妹负责。  

10:30–12:00 ⼉童主⽇学分为五个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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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班。在这⼀时段主⽇学的前半⼩时，初中班和⾼中班的孩⼦参与成⼈

的主⽇诗歌敬拜，⼩学和学龄前⼉童则有独⽴的诗歌敬拜。 教师的安排，教材的选择及相关

事务由以下⼏位姊妹负责：  

Amy Chen - ⾼中班的主⽇学。  

Sheree Yang - 初中班的主⽇学。  

傅清 - ⼉童诗歌敬拜。  

李建花 - ⼩学和学龄前班的主⽇学教材。 

陈萃叶 - ⼩学和学龄前班的主⽇学教师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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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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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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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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12:00	on	
each	Sunday.		

	
9:30–10:30am：There	are	 two	Sunday	School	classes	 the	elementary	class	 led	by	several	

sisters	and	the	middle	school	plus	high	school	class	led	by	Sister	Amy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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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lass	for	middle	school.	During	the	first	half	hour	of	this	period,	the	children	in	
the	Class	of	Middle	School	attend	the	regular	hymn	worship	together	with	the	adults,	while	the	
younger	children	have	hymn	worship	separately	in	the	church	library.	The	following	sister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ment	 of	 Sunday	 school	 teachers,	 study	 materials,	 and	 other	
associated	tasks:	Sister	Amy	Chen	for	the	high	school	classes;	Sister	Sheree	Yang	for	the	middle	
school	classes;	Sister	Qing	Fu	for	the	children	hymn	worship;	Sister	Jianhua	and	Cuiye	Chen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and	preschool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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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恩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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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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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我們会 7:30pm 开始﹐先有

15 分钟的唱诗歌﹐然后会⼀起查经讨论。我们今年已经查考了《撒母⽿记上》和《撒母⽿记

下》，现正在查考《马可福⾳》。  

联系⼈: 赵巍 wzh63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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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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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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