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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俯瞰新堂。 

2012年3月18日，兄弟姐妹首次进入陌生的教堂。 

上图：2012年12月20日，日安兄弟在购堂协议上签字。 

下图和右下图：2012年12月30日，步入我们自己的新堂。 

上图：2012年12月20日，购堂成功，互致祝贺。 

下图：购堂后，海安兄弟拍到空中出现的美丽彩虹。 



  

 

代   序 
 

林三纲 
  

        历代教会的兴起与兴旺各有不同的模式。主后七十

年代华裔教会在北美兴起，如雨后春笋，其模式是创新

的：大批自大学及研究所毕业的基督徒，在其工作的城

市中建立起新的教会，起初不过只有三五家爱主的基督

徒开始在家中聚集，因人数迅速增多，乃商借当地美裔

教会，或在其教室、副堂聚集。五六年后更进一步的购

买旧的礼拜堂或新建教堂。 

        

       其间兴旺的过程中，总有一定的模式：有十家左右

的基督徒肯热心事奉，将其心血投入教会的诸多服事事

项上。这种兴旺的景象多在乎两个因素，以显出其兴旺

的果效：一是同工间肯否同心配搭，虽然所担负的工作

或有不同，但总尊重别人的职责；另一是同工间是否有

人具有长远的眼光，为着以后的发展，预先筹划，并劝

勉且引导众人逐步地迈进。 

 

    感谢神赐给Schenectady教会，具备了这两个蒙福的

因素。为此新堂的购买与以后的修建就逐渐明显出来。

深深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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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的最后一个主日，12月30日。那是一

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冬天的绚阳照在大地白雪上

特别的亮眼。那一天，我们过了我们的约旦河。 

    就如《圣经》记载，神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

旦河的水干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 

    因为神在我们面前开路，让我们有足够的认

献，以神迹般的低价，买得大马路斜对面的教

堂。签约过户后的第十天，主日崇拜午餐团契过

后，我们安排让大家有机会第一次走进我

们的教堂。 

    那一天，主日崇拜经过精心地策划。

我特别邀请我的辅导，Loudonville Com-

munity Church的主任牧师Pastor Stan Key

来证道。Pastor Key带了他的全家人来，

包括师母Katy，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很

多人并不清楚知道，Pastor Key乃是这次

购堂幕后的首要功臣。从认献开始，到后

来找中介人和律师，都是他一手教导介绍

给我的。中介人Gorden Enfield弟兄和律师

Charles Kriss都是他教会多年来忠心服事

的基督徒。 

          那一天，参加主日崇拜的会众超过

平常的一倍以上。师母带领敬拜团队唱

诗歌，张隽忠弟兄客串司琴；他们精选

几首Pastor Key喜爱的传统诗歌：《荣

耀归于真神》，《主是我一切》，《以

爱相连》（世纪颂赞59，302，459）。

口唱心和，优美的歌声响彻全场，仿佛

大合唱！ 

         那一天，负责音乐事工的陈佳盼

姐妹特别邀请她的大学同学，Johanna 

Schilling，Brett Potts，Daniel Mullens四

部合唱《奇异的爱》（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世纪颂赞289）。这几位年轻人都来

自外地，特为在那一天为我们献诗。据说查理·卫

斯理这首著名的圣诗乃是Pastor Key最喜爱的一首

诗歌，只见他频频点头赞好。 

         那一天，Pastor Key在纽约首府地区的最后一

次讲道，也很可能是我为他作最后一次的中文翻

译。他已经结束在Loudonville Community Church

十八年的服事，即将前往肯塔基州的岳父家等候

2012年12月30日，在牧师带领下，弟兄姐妹进入新堂。 

 

    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

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

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

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

着我们过来一样。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

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

耶和华你们的神。  

  《约书亚记》4:22-24 

那一天我们过约旦河 
张克敏 



3 

 

神下一步的呼召。从我们的教会

2005年成立以来，Pastor Key一直

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为我按

立，他作我们特别聚会证道，他

关心我们教会的成长。许多的教

会弟兄们在每年的《大卫勇士》

门徒训练上得到造就。 

         那一天，我们领受的信息乃

是天上圣诞的故事。Pastor Key引

用《启示录》12章来阐述圣诞属

灵的意义。有生产的妇人，有出

生的婴孩，还有要吞吃小孩的

龙。那出生的婴孩就是应许的耶

稣基督；那龙就是古蛇，名叫撒

旦的魔鬼；那妇人就是教会。从

古时起，天上就有了争战，而地

上也有苦难和逼迫，直到今日。Pastor Key语重心

长，下一节经文作为我们最好的离别礼物：弟兄

胜过它（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

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 

12：11） 

         那一天，我们介绍了许多许多的新朋友，他

们大半都留下来，一起享用午餐。其中有一位乃

是律师Charles Kriss带来的中国朋友刘志华，他在

一月中旬就要结束在此地三年留学的见习回国。 

         那一天，我们特别安排了除夕爱筵的午餐，

每家带一道拿手菜来分享。“华人圣经爱心教

会”的百家菜，被称为本地区最好的中国菜！餐

桌上的团契交流，其乐融融，满有主的恩典。 

         那一天，我在午餐后邀请大家穿上厚外套一

同前往我们的教堂巡礼。这间教堂已经弃置不用

三年了，没有水也没有暖

气。多少的地产商看上了

这块地的好位置，Balltown 

Road和River Road的交叉口

上。然而神却为我们保守

存留，直到那一天：我们

过 了 我 们 的 约 旦 河

（Balltown  Road）。感谢

本地和外地的弟兄姐妹信

心的认献，我们不缺一分

钱地买下这间出乎我们所

求所想的教堂。 

         那一天，弟兄姐妹兴

高采烈地走进尘封三年的

教堂，零乱杂散，百废待

宽敞、肃穆的神殿，迎来了新的主人。 

 

 

 

 

 

 

 

 

 

 

 

 

 

 

 

 

 

祷告 感谢 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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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然而我们看见的乃是我们盼望的远景，这么

大的教堂怎样为主所用？站在大堂的彩色玻璃十

字架前，Pastor Key和我带领大家祷告，献上感

恩。 

         为建造神的殿预备，大卫王的祷告成了我们

的祷告：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

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

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

得的献给你。（历代志上 29:13-14） 

 后记一：那一天的次日，2012年的最后一

天，我带领十多位弟兄花了一个早上把整间教会

清理完毕。所有以前遗留下来的东西，有用的存

放一处，无用的垃圾丢弃。感谢神！让我们打完

第一场仗。 

 

 后记二：那一天过后的第三个周五，刘志

华弟兄回国前两天在我们大家的见证下受洗。 

 

海安弟兄购堂前期找到的韩国教会在教堂活动的照片。 

    购堂初期，查看教堂的照片，屋顶塌陷、室内漏水、

堂中堆满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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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ever God wants to move in a significant 

way, He first calls out a man through whom 

the work is to be accomplished.  "Follow me," 

Christ says.  And as that man responds to the 

call, a vision is conceived and a ministry is 

born.  

 

Long before the Chinese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began to meet for public worship, it 

already existed in the heart of Pastor Keh-

Minn Chang.  He saw the church before it 

came into being.  He conceived the church be-

fore it was born.  Birth, however, always in-

volves labor pains.  Nothing redemptive hap-

pens in this world unless someone is willing to 

bear the burden and endure the pain.  Paul un-

derstood this perhaps better than anyone ex-

cept Jesus himself.  This helps to explain what 

he wrote to the Galatians when he said, "My 

little children, for whom I am again 

in the anguish of childbirth until 

Christ is formed in you" (Gal. 4:19).   

 

CFBC can be thankful to have a 

pastor and wife who have been 

ready and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necessary to see a work of God born 

in the Capital District.  Without their 

leadership and the assistance of 

those who helped them, CFBC sim-

ply would not exist.   

 

Through the years the church has 

grown in both numbers and in depth 

as she has struggled to find her iden-

tity and mission.  At times, one 

wondered if she could survive.  But today, the 

church is stable and strong and the future is as 

bright as the promises of God. The miracle of 

the new building that CFBC can call her own 

means that the greatest days of ministry are yet 

to come.  But fruitful ministry will only occur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church was born: la-

bor pains.  May God's Spirit enable you to be-

lieve the promises and may his grace equip 

you to do the work so that the harvest of souls 

exceeds your wildest dreams. 

 

No eye has seen, 

no ear has heard, 

no mind has conceived 

what God has prepare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I Corinthians 2:9). 
 

Spring 2012 

 

 

Harvest of Souls 
 

By Stan Key 

2012年金秋教会组织赏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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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成立没有多少年的

新教会，建堂极具挑战性。经过

几年的积累，到2011年，教会有

了约十万元的存款。在林三纲弟

兄的建议下，教会考虑用十万到

二十万元先购买一个花费不大的

建筑做福音中心，同时也作为将

来建堂的过渡。 

2011年5月份，教会建堂小

组成立。看了几处房子后，找到

了Schenectady 区的一栋房子，

开始觉得价格、大小和位置都基

本满足我们需要，于是花了不少

时间实地考察和讨论。后来几经

周折，还是觉得不合适而放弃

了。这看起来好像白白浪费了不

少弟兄姐妹的时间和精力。其实

不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

到市场上十几万元能买到什么样

的房子，同时对我们的真正需要

进一步厘清。更重要的是，我们

也意识到制定购屋程序的必要

性。  

虽然房子没买, 但弟兄姐妹

于2011年7月通过了购屋程序。

作为建堂小组的一员，我并没有

为第一次购房失败而失望。心里

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神在预备我们

的心。 

2011年11月底，教会开始做

2012年的预算。母会新来的牧师

希望我们有所规划：要么我们有

计划地搬离，要么与母会合并。

张牧师和执事们在为这些年母会

对我们的帮助深深感恩的同时，

也认为我们应该更快地成长，并

用五年左右时间完全独立。弟兄

姐妹通过2012年预算并对将来几

年的预算达成共识：逐年增加牧

师的工资和给母会的奉献，五年

后能独立支付全职牧师的工资及

租用或维持教堂的实际费用。 

在此过程中，坐落在母会教

堂的马路斜对面的一间教堂在出

售。教堂很大，2010年10月份刚

放到市场上时，因要价740,900 

美元，根本不在我们考虑之列。

2011年 2月，价格降到 650,000 

美元。2012 年度的预算通过且

和Trinity 教会的关系明确后，

牧师有感动并和大家分享如果那

教堂价格降到50万就可以考虑。

有一阵子，待售的牌子摘掉了。

当牌子重新挂上时，牧师动心

了。当牧师开始考虑时，教会的

刘姐妹找人了解到教堂要价已经

于2012年2月底降到了425,000美

元。  

从3月份起，教会开始着手

购买这个教堂。3月4日，牧师和

执事们去看了那个地方并开会讨

论。发现房子虽然需要投巨资翻

修，但还是觉得这是神为我们所

预备的。3月11号，通报弟兄姐

妹。3月18号，弟兄姐妹一起去

现场察看教堂建筑状况。大部分

人（包括青少年）很喜欢。看后

回家的路上，我女儿说我们应该

买下这座教堂。我故意问为什

么，我们现在所在的Trinity教

堂不是挺好的吗？ 她说我们应

该有属于自己的教堂。当我跟她

解释至少需要大约60万元来购买

和修理这座教堂及教会现有的资

金后，她说看来要买下这座教堂

是不可能的了。是啊，我们买得

起吗？ 

当我们在思考可不可以再往

前迈一步时，主的老仆人林三

纲弟兄鼓励我们把这个教堂买

下来，甚至提出他个人可以借一

部分款给我们。教会决定向前

走，并成立了七个建堂小组。此

后，有弟兄看到教会的内部建设

要跟上，团契开始建立…… 

就这样，神一步一步带领我

们往前走。几经周折，我们在

2012年底用 20万元买下  2530 

Balltown Road 的教堂。 

前面还有很多挑战，不过，

我们相信在神的继续带领下，籍

着弟兄姐妹的摆上，我们所购的

教堂会成为一座灯塔，成为神祝

福的管道！ 

神的带领  神的预备  
余方群 

这样，神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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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

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

警醒。                                 《诗篇》127 ： 1 

 

    在购堂的过程中,常想起这段诗篇。有点象中

国人所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感恩节的

时候，我们为能买下这原韩国教堂而感恩的时

候，我们更感谢神，借着兄弟姐妹的顺服和同

工，成就大事。 

         从我们教会 2005 年开始在 TBC 聚会，我每次

聚会都会路过这个漂亮别致的“韩国教会”，有

时会梦想何时我们也能有一个这样好的聚会场

地。但三年前有弟兄第一次看见这个教堂被出售

时，近一百万元的价格让我们望而却步。今年年

初，一位姊妹在与经纪人段遐聊起来，决定邀牧

师和执事一起去看一看。 

         3 月 4 日，我们主日下午去看的时候，段遐在

门口告诉我们，报价已于 2 月 29 日再降到了 45

万美元。我们的心刚有些动，进门就看见了破损

的实景，屋顶多处严重漏水。我们意识到面前的

挑战。不过，回来后和大家商议，也似乎看见这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希望我们能重建和复兴

这殿。 

          之后多方调查研究讨论，教会绝大多数兄弟

姐妹决定去试试。经过全面了解初步教堂情况，

包括各方提供的线索和修缮报价，我们 5 月 1 日

向卖方试探性开价。卖方没有接受，但提出了 30

万的友好回价。这时全教会都努力同工，投入到

“复新和重建神的殿”的计划中，不但踊跃认

献，群策群力，也恒切祷告。整个过程中，教会

本身也有了质的成长。牧师关于《以斯拉记》和

《尼希米记》的讲解，让我们更好地准备修建圣

殿的挑战和机遇。我作为外务，也想利用暑期较

自主时间努力把这事谈成。 

         横生枝节，6 月份，对方教会无法再等我们的

回复，决定将教堂卖给另一出价更高的买家作非

教会的用途。面对一场看似的枉然劳力，牧师鼓

励说，如果神愿意，卖方会回来找我们的。 

          神是信实的，也很幽默，9 月份，卖方真的

回来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因为前一买家因种种原

因退出了。之后，兄弟姐妹们齐心合力，终于在

年底之前完成交接。当时正值我开学

最忙的时候，只能顺服尽力。真是感

谢卖方教会在这个过程中行神的计

划，也大力感谢神差的最好的房产经

纪人、建筑商、律师和建筑师从各方

支援。 

         购堂事工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完

成。整个近一年过程中，我们有不尽

相同的看见，也没有一个人永远正

确。但神在掌管一切。祂让我们彼此

配搭，彼此尊重，彼此同工，彼此相

爱，成就祂的计划。不但能用我们去

 

在神的爱中 我们没有枉然 
 

郑海安 

郑海安弟兄在报告购堂进展。 



8 

 

修建这有形的教堂，更建造我们的教会和祂的

民，祂的精兵，祂的殿堂。 
 

     12月18日，再入这殿最后查看，已知这是我

们教会的堂了。外边有一丝雨，里面更阴冷些。

段遐和Gordon陪着我转了一圈，也谢谢他们的鼎

力支持。卖方已清扫干净，比先前更洁净悦目一

些。他们也留下了些有用的桌椅和钢琴，包括我

们要求保留的大投影屏。谢谢兄弟教会，在主内

灵里的合一中顺利交接神的殿。漏水还是那几

处，主要是天窗附近，应该可以暂时覆盖处理过

冬。水管也基本作过备冬处理，暖气好象没开，

即使能再开动，供水供暖看来早晚也是要大修

的。 

     真希望现在是晴朗的盛夏，兄弟们可以掀去

陈旧的屋顶，清走腐朽，把这一切都在烈日下暴

晒七日，没有阴暗污秽可以躲藏。而现在我一人

除了梦想和祷告，能做些什么? 总的状况感觉还不

坏，开上灯，几处不漏的地方还很漂亮，可以看

见这里精心的设计，尽心的维护，曾有的欢聚、

敬拜、团契、祷告…… 

     一人出来，外面好像还暖一些，好象江南的

早春，草是绿的，湿湿地,软软的，踏过暂时忘了

冬天的忧虑。还有不少事宜要交接，而作决策更

难……想了再三，还是顺路以个人的名义与一位

建筑师Karl见了一面，也是一位很友善的弟兄。他

基本不建议40F 以下换平顶，但瓦随时可修。 

     2012年12月20日的交接已定，对方其实已签

完所有文件，只由双方律师和代理出席完成交

接。堂的事工才开始，仍须神的智慧和彼此的合

力勉励和宽容，愿这都在爱中运行，而不再作小

孩子。想到这，不禁打开《圣经》重温主的话

语——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

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

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

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

从各样的异端；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

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

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

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

心行事。（以弗所书4：12—17） 

一个理想 
 

By Edee Silva 

 

An ideal, a hope, an empty  building. 

Not yet.  Wait. 

An ideal, a hope, a  sanctuary. 

Not yet.  Wait. 

An ideal, a hope,  God’s sanctuary. 

Now. 

 

“We must work the works of him 

who sent me while it is day. 

Night is coming when no one can work.” (John 

9:4) 

 

(译文) 

一个理想，一个希望，一个空的建筑。 

目前还没有。等候。 

一个理想，一个希望，一个圣所。 

目前还没有。等候。 

一个理想，一个希望，神的圣所。 

现在。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约翰福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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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很有意思，我们的教会是从团契和查经

开始的。随着人数的增加，“教会”也建立起

来，与此同时，我们的团契生活却慢了下来，松

散下来。虽然每周五的查经和团契仍然活动，但

每次来的人数比周日参加崇拜的人数要少很多。 

         牧师和教会同工都意识到这个现象，也尝试

过建立不同形式的团契。有段时期，我们按弟兄

姐妹所住地区划分成几个团契，但是实行的效果

不是很理想。原因有多方面，比如各区的人员组

成、家庭结构、同工的看见和感动等，都可能成

为团契效果不佳的因素或者“借口”。但我自己

认为，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人还没有看到这个需

要，对教会的未来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 

         2012年春天，我们教会几乎一致赞成去尝试

购买坐落在马路对面，已有几年没有被使用的教

堂。这时，全教会的兄弟姐妹都激动起来。这座

教堂很大，仅主堂即可容纳两三百人，另外还有

副堂（体育馆）和七八间教室。大家似乎看到了

几年后的繁荣光景。但是从现在只有四五十人聚

会，到上百人在那里敬拜主，还有很大差距。我

们只有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带领我们，凭着

信心向前走。 

        感谢主将异象和智慧赐下。牧师将购堂的事

分工成几个事工小组，其中一组是关怀事工。当

牧师让我去负责这一小组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关

怀和购堂联系并不紧密。甚至有人会说：“要买

堂了，才去关怀别人，别人会怎么想？” 

         带着这些顾虑，我去问神我当如何行，我去

问牧师、兄弟姐妹，与他们分享。神的话开启了

我的眼睛。“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即是天

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

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

赐给万人。”（《使徒行传》17：24-25）“岂不

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

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

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哥林多前书》3：16-

17）神不但要给我们一间教室——一座建筑物，

更要建造我和你，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神要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分别为圣，能为主所用的

人；一个能承担神的祝福和使命的教会。 

         从神的话语里，我的看见是：

若我们人“预备”好了，神必然把这

教堂赐给我们；若我们不能预备我们

自己，神不会给我们，我们若凭血气

强行，招来可能是更多的劳累和烦

恼，甚至是纷争。许多兄弟姐妹的看

见是我们需要合适的团契生活：彼此

建立亲密的关系，向外传福音。看到

了未来，也看见了我们的需要。 

        五月中，我们启动了团契生活。

查找出当时的电子邮件记录，也许最

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整个过程： 

 

 

团 契 的 兴 起 
 

耿国强 

2012年夏，希望团契组织的采蓝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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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9日发出的 “破冰”邮件： 

 

Dear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ALL for accepting my 

invitation. As I shared with all of you, we all agreed 

that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enhance our fellow-

ship, which LORD has placed on all of us. LORD also 

gives us another great challenge, maybe the greatest 

ever in our short history as Pastor Chang said. Not just 

so, many more things have been happening around 

us.  Are you ready? Are we as ONE ready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Let’s get together to talk about what 

we can do so that LORD may prepare and equip each 

singular one of us to build HIS Church as His bride, as 

one.    

 Date: 5/13, Sunday 

 Time: 12:30PM – 1:30PM 

 Agenda: Brainstorm – What are the needs 

(both spiritual and non-spiritual)?  

 How can we meet the needs?   

 Do we need to build some networks/groups/

fellowships?  

 How to establish them? Who want to lead in 

any area?(Special treat will be provided) 

 

        Please think and pray for above questions and 

below outline sincerely. We will talk about these on 

Sunday. The more homework we do, the less time the 

meeting takes. I will see you all on Sunday. 

Thanks in HIM. 

 

关怀小组的设想： 

 

关怀组计划 

人员：耿国强、殷明，黄华淦，洪梅，李大海，

廖莉，左如茜，史晓蕾，袁小淼，郑海安/周颖， 

职责：建立一个关爱网络，推动亲密的小组团契

生活。 

具体规划和时程： 

 招募关怀组人员（4/26 - ）。 

 关怀组人员第一次会议（5/13）。 提出关

爱网络和亲密的小组团契的草案。 

 近期计划：与宣导组搭配探访了解个人和

家庭的需要，寻求对草案的建议和看法。

希望各区执事或关怀组人员参与，配合。 

 长期计划：根据收集的信息建立一个关爱

网络，建立/推动小组团契生活。 
 

2012年5月16日邮件，小结首次开会后的情况： 

 

Dear All: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aring and spending some 

time last Sunday. It is very clear that we have the 

same vision – we need better caring network and inti-

mate fellowships. I summarize what we have shared 

and suggested as following. Please feel free to add or 

correct if I missed and misunderstood any. 

Observations: 

1. In general, our current district groups have 
not obtained what we intended. One excep-
tion was that the West district did well (thanks 
and congratulation to Jilin, Dahai and all who 
made the differenc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West District still wanted to have more, 
especially on the study of Bible. 

2. There was not a caring system that can reach 
out to all regular and irregular comers/
worshipers. (Of course, Pastor and few indi-
viduals did great job)  

3. It seems that Sunday lunch served a ‘big’ role 
in building the fellowship while finding fami-
lies to cook the lunch was not always easy.  

4. The Sisters Bible Study fellowship works well, 
but not all have the blessing to participate. 

5. Because of the above (1 and 2), brothers and 
sister feel not close enough to each other, 
which made it harder for brothers and sister 
to share their hardships and problems. 

 
Suggestions: 

1. To make the current district groups work well 
or start possible other format small groups. 
Examples are more special or small groups, 
like the sister’s fellowship, a special task 
groups(such as Hong Mei is doing ) to serve 
special needs,  families with similar needs/
background to build strong families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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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s. All groups should also serve another 
important role – reach out. 

2. A practical action was suggested that every-
one can get a call from someone within a 
week; I would say a month by being more re-
alistic, which is still not as easy as it sounds. 

 

It is not hard for us to find the problems. It is not very 

hard for us to find some solutions either. The hardest 

part is who want to do it.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Also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saying, Whom shall I 

send, and who will go for us?’ (Isaiah 6:8). 
My challenge to all of you: 

1. Pray to God to consider what you can do in 
one area: coordinating or helping to coordi-
nate a group, leading Bible Study, coordinat-
ing a special task/need, opening your house to 
a certain small groups regularly or occasion-
ally, inviting individual/family to your house 
(lets say one a month), visiting/calling others 
regularly, especially the persons that you 
don’t see on Sunday,  many many more if you 
want and are willing to care others.  

2. Deacons, start now to visit the family in you 
district with Pastor Chang. 

3. I said we would get together again in two 
weeks. It turn out, it will be the Memorial 
weekend. I will see whether we can find a 
time since most us we got to retreat.  

 

The worst is that no one want to do anything, which 

would make our meeting meaningless and waste of 

your time. I prefer seeing more people are cared/loved 

and joyful to seeing a big building if I have to choose 

one of the two . 

May God’s Sprit move you and your response be “我

在这里、请差遣我”/ Here am I, send me’(Isaiah 

6:8). 

 

2012年5月19日，第一次活动通知邮件： 

 

Praise the LORD. I have got quite some responses al-

ready.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and ask God what you 

can do. We need mor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that is 

too little to be used by God. Equall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that is too big for God to do. You want to grow 

spiritually, you want to experience God, you want to 

be used by God, this is your opportunity.  

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

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

远之地、撒拉但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

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盐海，下流的水全然

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约书亚 

3:15-16) 

Today is a beautiful day. Enjoy and see you tomorrow. 

 

2012年5月31日，“希望”团契和SEED团契建立

邮件： 

 

Praise the LORD! WE will have two more family ori-

ented fellowships. Thank you ALL for your inputs and 

supports for this ministry. I believe God wants to use 

each singular one of us for His purpose and glory.  

殷明, 赵日安, 郑海安will lead one and 耿国强 and 

余方群will lead the other one. 涂吉林, 李大海, 洪梅
continue to run the West District Fellowship.  We still 

need more helps and supports from you all – we need 

your ideas on how to operate and connect and care 

each other; to open your house for the fellowship; 

reach out to more families; to coordinate some activi-

ties, such as kids, snacks etc; and more than you can 

think of. By encouraging the fellowship coordinators, 

please tell them what you can help or you are willing 

to help and support. 

Many of you come on Friday. So, we may have a short 

meeting to discuss how we start and make groups. 

Have a good day. 

        ……. 

        我查找这几封邮件时发现，从建立团契的动

议，到两个主要团契建立，只用了二十多天时

间。这正是，即是神的事工，祂必感动、兴起、

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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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场堆积的雪大概有3尺

了吧。这是今冬最大的一场雪。

如果不是在岁尾之际，学校都会

关门的，风好大。 

    上一次走进教堂是在 3月

份。每个星期天到教会都要路过

这里。风风雨雨中走过7年了。

那次，还是第一次迈进她的大

门。我们是参观者。感觉里面比

外面看起来更大，各类物品杂乱

地堆积着。不久之后，我们与卖

方教会交涉，提交了我们的出

价。 

     今天，我们再次走进教堂

的大门，我们已经是这里的主人

了。 

     教堂里的物品大部分

已被移走，显得更空荡和清

静。为了安全，通向几间教

室的走道被一条黄色的带子

拦住。有些地板似乎比先前

看到的翘起更高，大概在夏

季浸了更多的雨水。 

    堂里没有暖气，只有两

个小小的热风扇在大殿里奉

献着一份微薄的热流。要从

哪里开始修复呢？我在想，

工程报告确定屋顶一定要大

翻修；更不用说，明显破损

的地板要更换；管道系统已

经陈旧。神啊，我们可以修

复你的殿吗？ 

    抬头看看四周，还有几

位弟兄姐妹没有离开，在相

互交谈。他们的脸上流露的不是

忧虑，听他们谈未来的蓝图，话

语中充满了感恩、自信和盼望。

不要为明天忧虑。(马太福音

6:34)。在人不能，在神万事皆

能。 

     9个月的购堂历程中，神一

直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甚至在

我们停滞的时候，祂没有停止做

工，祂那无形的手继续推动着所

有参与的人。卖方在拒绝了我们

第一个出价后两个月，重新与我

们联络。惊喜中不禁赞叹神的奇

妙作为。如此的恩典也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然而如奇迹般，在不

到半年中，二十多万资金被筹集

起来，使我们有了一个自己的

家。 

     2012年的最后一个主日，

教堂的大门再一次打开。从今天

开始，我们要一起来恢复这所神

殿那昔日的荣光，让这殿中再一

次充满赞美。修复的工程将是漫

长的，这是一条我们未曾走过的

路，唯有依靠我们的神，兄弟姐

妹可以共同携手，因为祂已经为

我们做了大事。 

让这殿中再一次充满赞美 
 

袁晓淼 

2012年底，牧师发出的走进新堂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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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被冷落近四个春

秋。 

         终于落到配得接管分

享的兄弟姐妹身上！ 

         建立在磐石般根基上

的圣殿，竟无端地被冷

落、被 锈 坏、露 宿、雨

淋、瓦 片 飘 落、蒿 草 丛

生；高矗直立的十字架、

玻璃彩罩，污迹斑斑，碎

片落地，窟窿可见，让人

痛心！内部设施，支离破

碎、东倒西歪…… 

        目睹这满目疮痍的景

象，仿佛让人明白：易人

管理抢修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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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

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 

         神下令，借产权人的口：“你们不配——

不让租用了！” 

        因为只有神最清楚，该做怎样的事情！ 

        神的殿是圣洁的，更不允许借地买卖搞商业

投机！四英亩地，在经商人眼里凭他贪婪的习

性，出35万美金高价，将地占为己有。接着就准

备把建筑物推倒，改做他用，以实

现他加倍翻番的赚钱梦！ 

         神又下令了：不能成就商人的

梦想，十字架的尊严必须维护！ 

         难忘的2012，神的大爱要降临

到“华人圣经爱心教会”。要用最

低价，归给他们。他们有关爱羊群

的好牧人，他们有神所悦纳的好羊

群！他们会将被锈坏的殿修茸一

新，并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行

动去建设自己的家园！他们必将领

会神的话语、团结呼唤更多的华

人，以及来自兄弟国家的朋友聚集

在一起，复兴昔日的辉煌。 

        一颗明亮晨星照亮周边的村庄，照亮慕道人

的心！哈里路亚，阿门！ 

        这就是2012，华人圣经爱心教会，成就的传

奇！ 

 

我该怎么办 
 

陆凤珍 
 

        2012年2月15日，我们从大陆来到大洋彼岸

的第二故乡。 

        到了这里不久，“华人圣经爱心教会”讨论

商谈购买圣殿一事，几经周折，在神的做工下，

神的大能下，终于达成协议。圣殿要买下来了，

我怎么办呢？ 

         我是一位年过七旬，既无劳力，又无经济

实力的老人，但我是一位荣誉会员，不能袖手旁

观，那怎么办呢？正当我万分焦急之际，却来了

一个机会，这一个机会让我能奉献一份微不足道

的爱心，能有一次事奉主的机会，也就是这个机

会抚平了我一颗久久不能平静的心结，也使我真

心地领会了“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

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以弗所书 

2:19）句中的深刻含义，更使我体会到我们的
 

史
培
民 

成 

就 

传 

奇 
 

史伯父伯母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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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亲爱的阿爸父，祂是每时每刻都在看顾我

们，关爱着祂的子民儿女，真心感受到了，只有

生活在主里面，我们才能福杯满溢，天天喜乐平

安。感谢主！我们全家永永远远地跟随你，直奔

标杆！ 

        阿门！ 

7年中的 

5个瞬间 

2006年10月受洗仪式。 

2008年新年夜。 

2009年感恩节。 

上图：2010年9月纽约市。 

右图：2011年圣诞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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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多 年

前，因为先生工

作的调迁，我们

一家四口（一子

一女）从麻州搬

来纽约上州。那

时，孩子们正是

上10年级及11年

级 的 年 龄，非 常 不 适 应。同

时，我也为了寻找适合的教堂

去了许多不同的教会。可是，

在近二十年当中，始终没有找

到一个令我觉得自己有“属

于”她的感觉的教会。 

        四年前，经过一位朋友的

介绍，我来到了“华人圣经爱

心教会”。当时主日聚会在一

间小房间，只有十几位大人，

不到十个小孩，但是这个小小

的教会却让我有了温馨之感。

我似乎找到了“家”的感觉。

随着岁月的流转，我眼看着

“华人圣经爱心教会”在张牧

师、师母及几位热心的会友带

领下逐渐成长。 

         随着人数的增加，主日崇

拜从小房间转到正堂。各种团

契逐渐形成，幼儿班在热心父

母支持下成立。CFBC在蒙主的

恩典中，成长得很快。会友们

的家庭也蒙主的祝福，儿子、

女儿相继问世。眼看着孩子们

一个个的出生成长，深深感觉

到主对这个教会的应许是多么

的真实！ 

        一年前，主赐给我们一个

异象，要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

的教会。在张牧师和各位执事

的辛苦计划及会友不断恳

切的祷告下，张牧师在一

年后带领主的子民过了约

旦河，来到了一个属于我

们自己蒙主祝福的殿中。 

        虽然这个新家需要庞

大的资金和时间来修复，

但是凭着信心及祷告，我

相信主会一路带领我们平

平安安、顺顺利利地将这

应许之地放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能在祂的殿中，领

受祂的话语，接受祂的祝

福。 

         我有一个最大的愿

望，在

这 所 属

于 我 们

自 己 敬

拜 的 教

堂 启 用

之 日，

能 推 着

坐在轮椅上103岁的老母亲，进

入这神圣之地。母亲是位虔诚

的基督徒，相信在主招唤她回

天家之前，这将是我最美好的

回忆。 

         愿主耶稣的恩赐常与我们

同在，直到永远！ 

 
     

  面对新家 

      我有一个最大愿望 
 

刘秋痕 

 

刘
秋
痕
的
母
亲
刘
曹
秀
月
与
两
位
曾
外
孙
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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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对”华人圣经爱心教会”来说，是非

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我们凭着

信心，几经波折，完成了购买教堂的事工。也在

这一年，教会里的团契事工风起云涌，很多弟兄

姊妹被圣灵感动，心里火热，参与到教会的事工

中。 我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同被圣灵感动，亲身

经历这个历程。 忧愁有时，欢欣有时，个中感受

真的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出来。以下是我的一些

个人经历和感受，愿与大家分享。 

    大约三四月的时候，忽然有消息说TBC对面的

正在出售的韩国教堂从70万美元降价到了40万美

元。这个消息让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

兴奋，因为我们教会正在考虑建堂。然而，40万

美元对我们这个只有五十几位会员的小教会来说

仍然是一笔非常大的资金。  

    记得当时我们整个教会在主日为购堂的异象

公祷，我当时祷告中很大的感动是，主啊，愿你

借着这个购堂的机会，让我们在灵里面生命的教

会首先能够操练和建立起来，可以承受主加给我

们的外面的教堂。  

    是的，当去韩国教堂参观时，我们发现那个

教堂是如此的大，敬拜主堂足可以坐下两三百

人。不过，由于教堂已经三四年没有人使用和维

护，屋顶已经出现很多漏雨和损坏的地方。当时

弟兄姊妹中间产生了不同意见：我们需要买这样

大的一个教堂么？我们真的有足够的奉献买下并

负担起维修这个教堂的费用么？给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殷明弟兄提的一个尖锐问题：我们买这个教

堂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异象？  

    与此同时，我们中间更多的弟兄姊妹则持着

谨慎的积极态度：拥有自己的教堂，成为一个真

正的独立教会，的确是我们教会最近几年来常常

祷告和不断努力的目标。这家韩国教堂三年前挂

牌上市的时候，要价是70万美金。由于这家教堂

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路边，一上市就引起了教会

的注意。但是那时的标价实在是远远超过了我们

信心和能力。而现在这家教堂降价到40万元，忽

然间让很多弟兄姊妹的心里燃起了希望：是不是

神就是要把这个教堂赐给我们呢？虽然屋顶有漏

雨和损坏的地方，教堂里面仍然看起来比较完

好，当教会的弟兄姊妹带着孩子们去参观时，孩

子们一进去就欢欣快乐，在里面雀跃奔跑，已经

有把那里当作家的感觉了。   

    虽然我们的教会现在只有五六十人聚会，有

谁知道我们以后搬进去不会成为几百人的大教会

呢？如果这就是神的旨意和计划， 我们岂不应该

顺服和回应神的呼召么？我能感觉大多数人的态

度：应该努力去尝试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

看到神是阻拦我们还是保守我们的尝试，我们就

因此可以明确知道神的旨意了。   

凭借祷告 行神事工 
——2012年购堂感悟 

涂吉林 

  刘志华弟兄回国前两天受洗后与吉林弟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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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正好读到《出埃及记》三章耶和华的

使者从荆棘火焰里向摩西显现，并呼召他去领以

色列民出埃及。 摩西居然面对神推三阻四，先是

推托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 将以色

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出埃及记3：11）, 虽然

神再三坚固他的信心，他仍然推托说“主啊！ 我

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如此； 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出埃及记

4：10），最后甚至说“主啊！ 你愿打发谁，就

打发谁去吧！”（出埃及记4：12） 我很惊奇， 

心想这是那个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并叫红海的水分

开的信心伟人么？ 虽然在这里我可以从摩西和在

荆棘里的耶和华神的对话中，看见并羡慕他和神

有着不一样的关系，但是一边说主啊主啊， 一边

推三阻四甚至说你愿打发谁去就打发谁去吧， 这

听起来多象我们这些小信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话

呀。然而神却不放弃他，先是发怒，后来又是赐

给他行神迹的杖，又是给他安排能言的哥哥亚

伦，软硬兼施，苦口婆心，最后才把他说服回埃

及。  

    我不由地想，是神特别需要摩西才能完成以

色列民出埃及的计

划么？创造天地万

物的耶和华神是全

能 的，祂 命 立 就

立，说有就有，有

什么祂难成的事

呢？祂何必这样多

费口舌说服摩西去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

及呢？更有意思的

是，当摩西顺服神的旨意，在带着妻儿回埃及的

路上，耶和华遇见他，居然想杀他（出埃及记4：

24），直到他的夫人西坡拉赶快给儿子行了割礼

以后，耶和华才放过他。 我心里想上帝这又何必

呢？ 这时一个感动涌现心头：莫非神就是要借着

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工，从里到外改

造摩西，从而让他最后成为敢凭信心叫红海分开

的信心伟人？而看来神改造摩西的第一课就是管

教：摩西在逃亡中娶了外邦女子西坡拉为妻，看

来没有严格遵守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和神所立的割

礼的约（创世纪17：10）。还好他还记得把这些

事情告诉他的夫人，从而及时给他们的儿子补上

割礼，得免大祸。看来摩西虽然顺服神去做神的

事工，他所学到的第一堂功课就是神的事工要按

照神的方式去做，否则神会阻拦，甚至神要杀

他。 

    我注意到当摩西开始面对法老并传讲耶和华

的旨意，神并不用大能让法老马上听从摩西，相

反法老把更重的苦工加给以色列民，于是《出埃

及记》5章22节记载，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

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 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

《圣经》记载的都是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和说

话，从来没有记载摩西自己主动去找神对话。我

觉得，借着法老的刚硬，神改造摩西的第二课就

是祷告的功课：神的事工常常要借着祷告，从神

那里得着能力和智慧的供应才能成就。 然而摩西

仍然软弱，仍然抱怨说“看哪， 我是拙口笨舌的

人，法老怎肯听我呢？”（出埃及记6：30）。神

让法老继续心里刚硬，这样，

在降十灾的神迹的过程中，摩

西和神的对话也越来越频繁，

摩西与神的同工也越来越熟

练，终于我们在最后看到了一

个举杖将红海分开的信心伟人

摩西，也看到了以色列出埃及

的壮举。 

 我当时把自己的得着和

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分

享。我觉得我们这个购堂的过程也许就会象摩西

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神要借着这个购堂的事工

管教我们，调教我们，让我们学会按照神的方式

去做神的事工，也学会借着祷告与神同工。 神要

在教堂的事情上祝福我们，但是神更看重的将是

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主里面的长进。  

     9月份，我们开始发动购堂的认献认捐。我

们为购堂开始了小组分工： 教导组负责教导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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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主日信息和平时分享，向我们启示在购

（建）堂事工上神的旨意；认献组负责发动教会

弟兄姊妹在购堂款项上凭感动认献认捐，并对认

献款项进行管理；关怀组负责团契关怀的工作，

既然整个教会都有同心合一的看见－－神要赐给

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外在的教堂建筑，神更要让我

们通过团契在主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

（罗马书12：5），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

己（以弗所书4：16），关怀组就是要按照这样的

异象推动教会里的团契关怀事工；工程组负责做

工程预算和购堂估价的事工；外务组负责对外的

联络与通信工作；青少年组负责引导教会里的青

少年支持自己的父母参与购堂事工；最后还有祷

告组负责推动整个教会为购堂祷告。  

    我负责祷告组，这里可以多分享一下祷告组

的事工。我们首先发起一个电子邮件祷告链，我

做了一个电子邮件祷告链注册表，邀请大家在电

子邮件祷告链上注册： 

“亲爱的弟兄姊妹,  

     可能你已经知道, “华人圣经爱心教会”近

期正在考虑购买一座教堂, 购堂需要筹集资金, 

以后的会堂修复、维护, 以及教会搬进去后的许

多服事与事工, 没有一件事情不需要每一位弟兄

姊妹的大力支持与参与。虽然我们每

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难处, 也许觉得力

量也不够, 但是神必喜悦我们愿意顺

服的心, 也必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

们所有的事工都在祷告中开始, 在祷

告中得力, 在祷告中得胜! 我们是神

的儿女, 当我们举起双手向天父呼

求,天父必定垂听。祂必赐给我们感

动、力量和资金,并为我们在旷野中

开江河。我们必亲眼看见祂。  

     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们的

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弟兄姊妹们, 您愿意和我们一

起凭着信心，借着祷告向主呼求么？

我们邀请您和我们一同在祷告中经历

神的带领! 

 购堂祷告组” 

     大约有二三十位弟兄姊妹在祷告链上注册。

我们不定期在祷告链上更新购堂事工的进展和需

要祷告的事项，邀请有感动的弟兄姊妹为这些具

体的事工祷告。  

    我们发起的第二件事工就是在认献截至日期

前，发动一周的购堂接力禁食祷告。很多弟兄姊

妹踊跃登记参与了购堂禁食祷告。有好几位弟兄

姊妹进行了整天的禁食祷告。  

    我们发动的第三项事工是购堂特别祷告会。

在认献的最后日期前，我们举行了四次购堂特别

祷告会。专门把近期出现的购堂事工中的问题汇

总，重点祷告。   

    虽然我在这个过程中常常看见自己很多的软

弱，觉得自己实在是有很多亏欠。（其中最大的

亏欠是，我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和感动来邀

请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购堂特别祷告会。由于

自己是单身，而教会的大多数弟兄姊妹都是有家

有小，每次邀请大家参加购堂特别祷告会的时

候，心里总是底气不足，因为心里总有一个声音

告诫自己，你当然有的是时间可以组织这样的祷

告会，但是别人家里有家有小忙得很，你有考虑

么？） 但是在祷告组的位置上，我更多的是看见

购堂合同签字后，吉林、海安、日安弟兄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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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各样事工上向我们显明祂

的恩典和信实：我看见，很多

弟兄姊妹象摩西一样，越来越

多地借着祷告与神同工；我看

见，卖方一度要把教堂卖给别

的买家，最后却愿意回来以30

万元把教堂卖给我们；我看

见，弟兄姊妹纷纷愿意认献认

捐，让我们凑足了30万元可以

买下教堂；我更看见，教会里

的团契生活风生水起，转眼

间，教会按照弟兄姊妹们的家

庭状况，成立了三个新的家庭

团契：希望团契，SEEDS团契和

爱心团契，让很多以前没有参

加 团 契 的 家 庭 有 了 团 契 生

活…… 

     好事多磨，几经周折之后，12月20日，我们

和卖方办理了购堂法律手续。我们教会从这一天

拥有了自己的教堂。 12月30日， 教会在主日敬

拜后举行了一个“过约旦河”活动。 弟兄姊妹们

在中午爱宴后纷纷来到我们购买的教堂，查看教

堂的情况， 憧憬将来我们在新的教堂敬拜上帝的

情形，并为我们所购的堂祷告和赞美神。12月31

日，除旧迎新之际，牧师发动教会的弟兄姊妹来

教会把教堂里存留的东西好好整理和清洁了一

番。2012年过去了，“华人圣经爱心教会”从此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展望2013年，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非常巨

大的。虽然弟兄姊妹踊跃认献，我们筹够的款项

在买堂后只剩下8万美金，而教堂的屋顶修复、内

部装修和各样设施的配备，估计需要二十到三十

万元。在这些事工中，教会里也面临一些在同工

上是否能合一的问题。面对这些困难，我在欢喜

之后也不由忧虑丧胆。但是神让我在《民数记》

13－14章里看见，摩西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大多数探子回来报告的是恶信：“我们所窥探经

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

民都身量高大……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

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民数记13：32－33）这个信息是如此悲观，以

至于以色列民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民数

记14：1）, 甚至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

及去罢。” （民数记14：4）， 唯有约书亚和迦

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我们所窥探

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

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

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

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

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

要怕他们！ ”（民数记14：7－9） 

    是的，在2013年，也许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巨

大的，也许我们也会象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喧嚷

哭号，但是我们若选择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选

择愿意顺服神的管教，用神的方式做神的事工，

选择常常用祷告与神同工，耶和华神就必与我们

同在，我们虽然渺小，有什么困难大得过我们所

依靠的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神呢？ 

    愿我们所依靠的神在2013年继续帮助我们。  

        新家      素描/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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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2012 年10月份才来到

“华人圣经爱心教会”，所以起

初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我的故事要

从哪里开始。虽然没有参与教会

2012年的购堂很多事工，可是

2012年对我个人来说真的是非

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

的人生轨道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

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到

神无比丰盛的供应和奇妙的恩

典。虽然没有太多购堂的分享，

但是我想用2012年神在我生命

中一路的带领，来一起见证我们

的主，我们的神。 

        我是2007年8月来到美国，

在 德 州 大 学 阿 灵 顿 分 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

ton）攻读材料系博士。2012年

春天是我准备博士毕业的时间。

年初的几个月我都在紧张地准备

博士论文和答辩，虽然之前有过

几个工作的offer, 但神都借着放在我心里的心意和

周围的环境拦阻了。因此在那段时间，我就计划

着等答辩毕业后再开始认真找工作投简历。 

       神奇妙的事就发生在我答辩的那一天。4月11

日早上，我博士导师的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

（正是我现在做博后工作的老板）打电话来问他

有没有要毕业的学生。我当时的导师说今天正好

有一个，当然就是我了。我顺利通过了答辩之

后，我的导师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导师也是

一位基督徒，他这次不同以往地极力推荐我考虑

这个机会，帮我分析各种利弊。可是考虑到这份

博后的工作是做生物领域的研究，而我是学材料

出身的，没有一点生物的背景和知识，而且我当

时也在材料领域做的很不错，如果转到生物就意

味着重新开始，所以我还是有很多顾虑。不过，

对于这份工作，我还是很认真地来到神的面前祷

告，我求神说：“主，如果这是你的心意，请把

从你而来的平安放在我心里，如果不是，求主用

各样的方式来拦阻，孩子愿意顺服你的旨意”。

就这样，在之后的几天中，我真的体验到从神而

来的平安，似乎有个声音在对我说“有我在，你

能行”，所有的担心和顾虑一下子都没有了。于

是我接受了这个offer，也接受了我人生中一次的

重大的转变和挑战。 

         我在达拉斯地区生活了五年，在那里信主，

服侍主四年半，校园里的查经班是从我家开始

的，现在发展成固定查经的校园团契，除了节假

日，我们每周查经，几年来从没有间断过。这中

间有很多的波折和难处，但也一次又一次地经历

到神，与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也见证

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改变和成长。说实话，我真

的不想离开那里，离开那熟悉的环境，离开所有

我有负担的人和事。可是，神对我的安排似乎超

出了我的设想，当然我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因

为我知道万事皆有时，相聚有时，离开也有时，

只有神是我一生不变的生命的主。 

何  

洁 

一
路
带
领  

顺
服
跟
随 

 

何洁姐妹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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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底，我离别了达拉斯，开车到Albany。

1700 miles的路程，从南方到东北，对我这个从没

开过长途的人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可是

神又一次借着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和祷告，去除

了我的担心。一路上不断的播放着团契弟兄姐妹

为我唱的赞美诗歌和祝福的话语，吃着他们为我

准备的好吃的饭食，很多次眼泪都模糊了我的视

线。这眼泪里面有离别的不舍，有心里的感激，

更多的是体会到神对我的爱和神与我同在的感

动。在自己一个人开车的五天里，我常常在思考

神和祂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

带我来Albany, 但我清楚地明白这是神为我开的

门。尽管我看不到，不明白，但是我心里却满有

顺服神后的平安和喜乐，神一定有祂美好的用

意，我只求神帮助我，能够让祂的旨意在我身上

得以成全，不亏欠祂的名。 

        感谢神一路的保守和带领，我7月31号平安地

到达了Albany。8月2号正式开始了博后工作。很

快，神就借着我的工作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在起

初的几个月里，我所承担的科研项目进行的

出奇地顺利。不是因为这个课题容易，相反

这个课题因为有太多技术性问题，在我来之

前曾一度被搁置。可是我到了之后，所接触

到的实验，只要由我来做的，结果就很好，

一个又一个技术性难题在我手里都很轻易地

攻克了。就连我的几个老板都很惊讶地说

“You have a magic hands”。每当这时，

我都会回答他们“Thanks God, because I 

really don’t know how it works”。因为我真

的明白，神拿掉了我十几年学习的知识和技

能，让我到了一个我什么都不懂，都不会的

地方，是要我学习单单仰望和倚靠祂，神让我真

真实实地看到祂的旨意和作为，让我知道这不是

我个人的能力，而是神要借着我的工作来为祂做

见证。神也在我工作的地方，为我安排了一位主

内的好姐妹。在我刚来到新环境软弱的时候，还

没有认识朋友孤单寂寞的时候，神都借着她给我

很大的鼓励。现在我们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会

读经祷告，希望神能使用我们向周围的同事传福

音，也向他们表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让他们知

道我们工作上的成绩都是来自于神的智慧和能

力，都是神的祝福。 

        找一个适合自己，并能够帮助自己生命成长

的教会一直是我在Albany 前几个月寻求的事情。

在自己住处附近的几个中国人和美国人教会及查

经班，我都曾经去过。尽管每一个有基督徒聚会

的地方都是神的家，都有非常有爱心的，属灵生

命成熟的弟兄姐妹，可是在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

声音在说：“还不是这里，继续找”。就这样，直

到十月底，宇博姐妹把我带到了“华人圣经爱心

教会”（CFBC）。对于“华人圣经爱心教会”，

我刚到Albany的时候就听说过，只是离我住的地

方稍微有点远，开车大概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一直就没有机会过去看一看。可是自从那次

去了之后，突然心里有了家的感觉，有了平安，

就觉得这里应该就是神让我服侍和成长的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神把祂的心意清楚地放在

我的心里之后，我就开始固定去CFBC参加团契聚

会和主日崇拜。 

        来到CFBC之后，我加入到了“爱心团契”的

服侍中。团契中的几个主要同工都对教会附近

Union College的学生很有负担，再加上我有过在

校园查经班服侍的经历，也对校园事工很有感

动，所以陈旭弟兄、涂吉林弟兄、顾伊利姐妹和

我作为主要同工，便开始了一个每星期一次的查

经小组，邀请Union College 的学生，以及身边的

一路上不断地播放着团契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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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来一起查经。尽管刚开始的时候人数很少，

甚至有时都没有人来，但是在我们恒切地祷告

下，在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让神来带领的

时候，在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

真的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真的看到神在预备我

们周围朋友们的心。神在不断地加添新的朋友到

我们当中。在我们的邀请下，更多的朋友愿意到

我们当中来。很感谢神，在服侍的过程中让我们

每一个同工，更让我自己来学习如何一起同工，

如何倚靠神，如何顺服神的带领。虽然我们现在

每次的聚会仍然面临问题，比如邀请来的慕道友

并不固定，如何安排饭食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

信心已经胜过这一切，神也必会照着祂的旨意来

成就。 

        真的很感谢神，在我来到教会后，还可以参

与到为我们购买新教堂的购堂和维修事宜祷告

中。当12月底，张牧师带着我们走过约旦河，来

到我们新买教堂的时候，我真的为我眼前所看到

的一切而感动。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是听说过

很多关于我们是如何买下这间教堂的故事。神为

我们显了一个多么大的神迹，这是何等的恩典。

当我进入那宽敞肃穆的主堂，看到那挂在高墙上

的十字架，记得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十字架，我

流泪了。我在心里不住地祷告，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在这里亏缺祂的荣耀，坚固我们的信心，在

这里成长，在这里为祂做美好的见证。为着我们

的新堂感谢神。感谢神，让教会的带领人清楚地

看到神在Albany 地区的异象，以及神对这个教会

的祝福。对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这是神

给我们的机遇和挑战，是要我们同心合一地一起

来面对的。有幸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能够在神的

事工上有份，我真的觉得神很恩待我。 

        回想我的2012年，一路走来，真的看到神大

能的手一直在指引和带领着我前面的道路。博士

毕业、找工作、搬家、新的研究领域、找教会和

在教会里服侍，每一步都见证着神的信实和伟

大。“神为爱祂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

前书 2：9）神的话真的是没有一句落空的。只要

我们愿意甘心谦卑顺服在祂的旨意下，甘心背起

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祂，神的祝福也跟着就来临

了。这是我在2012年最深刻的体会，也是我在

2012年故事的缩影。很感谢神，借着各样的事情

让我越来越看清楚祂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愿神在2013年继续保守和带领我前面的路，

也保守和祝福我们的教会！ 

 

2012年5月，上州Finger Lake退修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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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this project, I really wasn’t 

too sure what I would share about. Not to say that God 

hasn’t been working, but I wasn’t sure exactly how 

my personal story intersected directly with that of the 

church,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new building. How-

ever, now that I have had some more time to really sit 

down and reflect, I realize that God’s work in our 

church went beyond me and our new building, but 

God was actively working in changing lives and re-

vealing himself to people in this area, and that was an 

exciting story that needed to be shared.  

 

I suppose the best place to begin would be the begin-

ning of my story here in the past year. To be honest, I 

have to say that this isn’t exactly where I envisioned 

myself after coming out of graduate school. However, 

I believe that returning to the Capital Region was God 

bringing me to a place where I could truly witness and 

experience His great providence and faithfulness, and 

maybe grow up, just a little bit. 

 

Initially, I was reticent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 youth 

ministry, partially because I had just come from work-

ing in youth ministry in Seattle and I felt that I was ill-

suited in relating to teenagers today. Yet for 

whatever reason, God had brought me to this 

church in this place at  this time, and so I 

trusted that God had something amazing in 

store and He certainly didn’t disappoint. To be 

honest when I decided to stay and serve at 

CFBC, part of me wondered what I had gotten 

myself into. One of the first major undertak-

ings I had the privilege to be a part of was the 

first English retreat for the youth at the joined 

VBCCR and CFBC Memorial Day retreat at 

the  LeTourneau campground on the  Finger 

Lakes. 

 

While I had previously been a participant of 

many such retreats it was really my first time 

organizing and coordinating one, and frankly, 

most of the time, I really felt like I was in way 

over my head. We had invited an old family 

friend of mine, Pastor Matthew Lin who serves 

at One Hope Community Church in Philadelphia, PA. 

We were scrambling to make sure things get done and 

just hoping that none of the youth got hurt under our 

supervision (thankfully none were). Yet even so , with 

all of our last-minute preparations and on-the-fly plan-

ning, God was present and working. He was speaking 

through Pastor Matt and I believe touched the heart of 

many of the youth there. 

 

Coming back to the Capital Region, I wasn’t really 

sure what to expect, but I see now that regardless of 

whatever my plans are, all I need to do to see some-

thing miraculous was to keep my head up and watch 

for where God was working. God has given me the 

honor and privilege of serving here in the CFBC youth 

ministry as well as helping to establish an English 

ministry, and while the going is difficult God has been 

faithful with the little that I have had to offer, allowing 

me to grow closer to Him and experiencing the won-

derful partnership of working with Him in His king-

dom work. I’m still not really sure what this next year 

is going to bring, but I believe that whatever it is, so 

long as I am walking with God, it’s going to be awe-

some. 

Walking with God Going to be Awesome 
张隽忠 （ Jonas Chang） 

YOUTH团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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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约圣经中，常常可以看到耶和华神这样

说：“我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神”（出埃及记3：6）。我曾经很难

以理解这句话。神为什么要这样

讲？祂岂不是每个人的神吗？况且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不也是一脉

相传的至亲吗？神理所当然是他们

的神。感谢主，在过去的2012年，

祂的真实恩典也让我看到，祂不只

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

的神，祂也是我们全家的神。 

     在2012年中，神在我们教会中

的大作为乃是将一个“长成的教

会”的异象赐予我们。长成的教会

必然要经过成长的阶段。对于我个

人而言，教会的成长特别表现在团

契的成长。如果你读过《天路历

程》这本书，就会了解，如果没有

信徒为伴，信仰的这条路会是十分

艰难。神在《圣经》上的教导是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

劝勉” （希伯来书10：25）。因为

我们都是神的身体 —— 教会中的一部分。如果

身体的一部分不与其他的部分联合，那后果必然

是枯萎，以致死亡。团契就是与主的身体相连，

我们有信仰的分享、祷告和代求，也要完成主耶

稣赋予我们的大使命，到天下去，“使万民作我

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 

    我也感谢神所赐给我们的教堂。我相信每个

经历过购堂过程的人，都会了解这个建

筑是神留给我们的。虽然我们有的金钱

只是这样一些，虽然我们第一次的报价

对方并没有接受，但是神知道这样的一

个建筑是长成教会所必需的，祂就这样

给我们预备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

也有过疑虑，怀疑过这座教堂是给我们

的吗？毕竟我们现在教会的人数对于这

座教堂的规模显得很不匹配。我猜这有

点像那10个害怕迦南人的以色列的探

子。感谢主，神没有像祂对待那10个探

子的做法来对待我。虽然我有疑惑，祂

用祂的信实回答了我的问题。是的，这

个教堂就是给你们的产业。像以色列人

过了约旦河就要开始征战，我们前面的

路也并不容易。维修这个教堂所要的人

力物力，专业知识，我们都是缺乏的。

但是我们只有继续仰望我们的神，祂给

了我们应许好像祂给约书亚的：“ 我怎

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

你，也不丢弃你”（约书亚记1：5）。 

 神必成就！ 

 

杨
彦
哲 

 

耶
和
华 

 

我
的
神
又
真
又
活 

      感念的那一刻 

       曹金波弟兄摄 



25 

 

    2012年是我们全家来到美国的第二年, 很多

事情都是崭新。 

    作为基督徒,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新加

坡的教会各方面都很完备，不需要做什么工作。

而这里, 虽然教会小、人少, 但五脏俱全，很多

事工要我们投入去做。当要奉献建堂基金时, 我

们已有预备的心。因为在过去主给了我们丰厚的

恩典，给了我们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祂必有计

划，我们是祂的器皿,要被使用。正如《圣经》里

所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

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  

    主啊！ 感谢你拣选了我, 请使用我, 去传播

福音, 兴旺你的殿!（文一） 

 

    先说说我对美国华人教会的最初印象吧。这

里的教会真小啊！这里的教会真不容易啊！不仅

仅是我，文一刚刚搬来美国时，也常常在电话里

这样讲。可是，慢慢地，我们又发现美国华人教

会的弟兄姐妹

真是蒙福啊！

很容易听到大

师们的讲座。

文一和我都开

始觉得在美国

的教会里，灵

命增长快了许

多。 

    我们刚刚

来到这个教会

不久，购堂行

动就开始了。当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我和

文一面面相觑，这么小的教会怎么买教堂？可

是，接下来所发生的，在常人看来很戏剧化的

过程让我们觉得这应该是神的旨意吧。如果没

有一个第三方的竞争，我们当初可能会出30万

去买这个堂。神在帮我们！ 

    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会有一段艰

难的路要走。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

神，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敏英）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我们的见证 2012 

 

张文一  孙敏英 

    文一、敏英夫妇在新加坡的教堂外。 

新加坡的主内弟兄姐妹。 

Gabriel 和Michael在新加坡教会表演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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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就想提笔写下过去一年来的故事，2012

是不平凡的一年。2012，我们走到了一起，八月

我来到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适应华人

教会的崇拜方式，想过去其他教会，想过逃离。

最终，我也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神。 

我自己经历了很多，自己灵命

的软弱也在服事的过程中逐渐呈现

出来。 

感谢冯牧师的介绍，八月一到

这里我就给张牧师打电话。张牧师

很热情欢迎我，也邀请我去他家里

吃饭。在这次用餐中我们讨论了教

会的信仰、组成以及愿景，我也深

受感动。在此之前我也试过很多教

会，总想找到和我在罗彻斯特一样

的教会。神既然差遣我到这边，就一定会为我预

备好教会以及我所需要的一切。事实证明，主是

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祂为我预备了“华人圣经

爱心教会”（CFBC）。当下，我就兴致勃勃地问

牧师是否我能参与侍奉，牧师鼓励我参加敬拜团

队，我心里很没底，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决

定先试试。此后，每周日我都会早来教会一个小

时参加敬拜团队的排练。 

刚开始参加侍奉遇到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我

几次都想退出，但在每次我心灰意冷的时候，主

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我如何走出这个困境，如

何让自己的信心坚定。主说只要信，那好，我就

信主，这是主给我一个使命。困难有很多，比

如， 因为我以前是在美国人教会，自己只会唱英

文歌曲，所以当领唱发出这周要敬拜的歌曲，我

就在白天有空的时候听，晚上回到家就跟着唱，

即使这样，我到排练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不熟悉的

地方（可能天生音乐细胞不够）。主也是那位知

道我们所有的主，祂要让万事互相效力。 

我们敬拜团队虽然有唱歌的人，但是没有人

专门做周日崇拜的幻灯片（slides）。再次受到呼

召，牧师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

主日时候负责教会的影音（包括

slides），我便一口答应了。我觉

得用电脑还是比我唱歌稍微擅长

一点。 

     就这样，我开始花心思做主

日崇拜的幻灯片。 开始我用各种

图案以及效果想要突出图片的绚

丽，但是我忽略了教会参加崇拜

的人有很多年长者，当我用这些

绚丽的效果的时候，很多人都可

能看不清或者分神而不知道歌词

是什么。这时候牧师找到我，我

发现每次我要有不合神心意的时

候，神总会让牧师来和我谈，感

谢主！开始我非常反感牧师的意

谦卑顺服 

    做神的仆人 
 

陈 旭 

陈旭弟兄在做主日影像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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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这就是我心里的魔鬼在拉扯我，想要把我从

神的身边拉开，我再一次萌生退意想要换其他教

会。这时候吉林——我们的好弟兄过来和我聊

天，我也把我心里的思虑和他分享，感谢主差遣

吉林这样一位好弟兄在我身旁，让魔鬼没有把我

拉向深渊。 

世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我们作为神的

子民要做的是完成神的大使命，而这个使命是为

了宣扬福音。教会作为神在地上的身体，我们要

做的是全力把教会建设好，让更多的人来到祂的

殿里一起崇拜神、经历神与神同工把地上的世界

建成天堂。 

通过这些事情，我真正学会了顺服，我们周

日是来敬拜神的，不是来炫耀自己的技术，我们

是来荣耀神的名，不是来荣耀我们自己的名。牧

师也不止一次在讲道中分享参与教会的只有两种

人“一种是服侍人的人，还有一种是被人服侍的

人”。既然我决定要做服侍人的人，那我就要从

被服侍的人的角度去想问题，去感受他们的需

要。于是我改变原有幻灯片的形式，尽量用简单

明了图案，力求让人专心于崇拜，幻灯的每张配

图尽量做到与崇拜的主题相似或接近，并且力求

让每一个人都能看清楚幻灯上的字。这个过程历

经三个月，这三个月我学到很多，不光是学会服

侍人，更是在这个服侍中造就自己学会谦卑。 

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的成长道路是艰辛的，是

要每个人把自己的骄傲卸下，放到主的面前，学

会顺服，学会谦卑。 

感谢主这一路的带领，让我来到这个教会，

也感谢教会里每一位兄弟姐妹对我的关爱，让我

真实感受到家的温暖。也希望可以在下面很长的

一段时间里（可能我会一生大部分时候都在这个

地区了）做好神的仆人，也期望通过服侍能够给

神做那美好的见证。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CFBC:   

 

In over 30 years of ministry as a pastor, one of my greatest joys has been my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CFBC. My first contact with the Bible study group that was meeting in a home was at the invitation of 

a young Chinese couple that had become members of our church.  Martha and I attended a baby shower 

and were welcomed with open arms.  God soon placed within our hearts the vision of a Chinese church 

being planted from that group.  

 

Memory fails me as to the names of key individuals who accepted leadership in the group but each one 

was used by God to solidify the work.  When there were too many people to continue meeting in a home, 

it was apparent that God wanted Trinity Baptist Church to open its doors and provide a place for further 

growth.  Then the Lord put his hand on Dr. Chang to serve as leader and eventually as pastor and all the 

elements necessary for the church to thrive were in place.  

 

 You have a great furure.  I am impressed by your vision and determination to plant a church that will 

continue to reach people with the good news of Christ until His return.  I am excited to see what God has 

planned for you! 

  

  In the Love of Jesus, 

  

  Pastor Jim Guenther 

 

  Philippians 1:3-6 

A Letter from Pastor Jim Guen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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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要筹款购买

神为教会预备的大恩

典—— Balltown  road 

上的教堂时，我和洪梅

心理负担挺重。我们

想，教会每个兄弟姐妹

都有钱出钱，没钱出

力，我们这些在家里没

有工作的妈妈们能做什

么贡献呢？ 

     中秋节来临，认

献工作仍在进行。牧师

希望教会每个人都能在

中秋节吃到我做的月

饼。这让我萌发了卖月

饼的想法。月饼在商店

里卖得很贵，我们可以

自己做，然后去义卖。

神给我们 Albany 华人

一个新家! 借助卖自己

做的月饼，一方面我们

可以筹集些资金，另一方面，能让每个华人家庭

分享这份荣耀和喜悦，也能让更多的华人遇到困

难时，来到我们教会家中。 

     中文学校是我们选定的义卖地点。每逢周

日，那里都会聚集近五百华人。于是，我和洪梅

将购堂义卖月饼的想法告诉学校领导张小清。我

们心里知道这非常难为他们。因为为了保证

Shark Junior 中学的清洁，中文学校刚刚取

消了以往多年坚持的课间加餐的安排。学校

会支持教会卖月饼吗？感谢主！得到的答复

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华人要有一个新家了。

中文学校会全力支持教会义卖月饼！ 

     这时，离中秋节只有两个多星期了。我

们立即行动起来！洪梅负责招集妈妈们到我

家来做月饼。参加的妈妈有洪梅、左茹茜、

孙敏英、方祯芝、张德华、田兰芳和她的母

亲、邹旻的母亲、我的母亲和我。 

    人员到齐后，我们开始分工。张德华负责月

饼包装盒的选购。她联系到 Katy 姐妹，Katy 姐妹

非常支持我们，无偿捐出了 500 个 Susi 的包装

盒，这解决了包装的大问题；孙敏英负责广告，

装饰标签；我则负责釆购和传授做月饼的技术。

一开始，妈妈们就确立了目标——做出口感好、

吃着健康的月饼。 

    那几天，妈妈们早晨 8 ： 00 点就来到我家。

炒馅的、和月饼皮的、分皮儿的、分馅儿的、包

月饼的、压月饼的、烤月饼的，井然有序。为了

卫生，所有工作都带着手套。就这样，新鲜、精

美的月饼接连出炉。然后，我们分装在盒子中，

贴上标签，最后装箱。一直忙碌到晚上。邹旻的

母亲、我母亲和洪梅一直忙到晚上 9点半钟。 

    妈妈第一次们做了 2000 多块月饼。看着堆成

小山似的月饼，田兰芳姐妹非常着急，因为我们

都不是好的推销员。那时，兰芳刚结束化疗，身

体还在恢复，但她仍帮我们策划在中文学校卖月

饼的广告牌和价格事宜，另外她还带走了 40 盒月

饼去卖给朋友和邻居。方贞芝姐妹一次买了 20 多

盒月饼送给她的亲戚。接着，我们又利用星期五

晚上，在教会内试卖。弟兄姐妹都大力支持，有

的家庭一下买了五六盒。 

    星期天我们在教会和中文学校同时卖月饼。

主日崇拜一完，妈妈们就风风火火赶到中文学

校，抢占门口的有利位置。之前，特地请史伯伯

写了义卖的横幅，一到学校就贴在醒目的地方。

金   

辉 

筹
款
建
我
新
堂 

义
卖
妈
妈
月
饼 

 

 

 

 

 

 

 

 

 

 

 

 

首府中文学校义卖现场。 



29 

 

过往的家长，即使不买月饼，也对史伯伯的一手

好字大加称赞。在中文学校卖月饼我们得到成丽

丽、左如茜、Kelly，Joyce、赵爱武和陈蓬的帮

助。爱武带着郑安宇在校内四处请人品尝月饼样

品，如此推销，效果不错，吸引了很多家长。那

天，我们的桌前，人来人往，从未断过。其实，

在推销月饼的同时，我们也完成了一件更重要的

工作，让中文学校的老师和家长都知道我们准备

购买教堂，Schenectady 地区的华人将会又有一个

温暖的家。 

 半天下来，我们只剩了三、四十盒月

饼。周一我爱人郑小清又带着一些月饼到 GE 公

司里，推销给那里工作的华人。不曾想，更多

的人希望再买些以支持我们的购堂。此外，左

茹茜的丈夫刘杰和弟兄赵日安在 GE 也推销了

30多盒妈妈月饼。 

 初战告捷后，我们倍受鼓舞，乘热打

铁，又赶制了 2000 多块月饼。第二个星期，妈

妈们又出现在中文学校的大厅。这次，因为我

们知道大家的喜好，多了些像南瓜馅这样的口

味，在拼盒上也做了调整，更让人高兴的是，

我们教会在中文学校学习的孩子也来帮忙，像方

群、如茜家的孩子都加入了义卖，他们帮忙收钱

找零，孩子懂事的举动，也感染了很多家长。这

次义卖非常成功，以致连我们准备的样品也被人

买走。 

    义卖结束，当我就将一个个空空的箱子放回

车里时，心里充满喜悦。感谢神！在神的感召

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妈妈月饼义卖，整个

过程中也感动了参与的每一个人。 

    从 2012 年 到 现

在，一直经历着教会

的建堂。我亲身体会

到一次和神面对面的

机 会，感 受 到 总 导

演——神，坐在高天

的宝座上亲手指挥着一切。弟兄

姐妹齐心协力，有许多感动的小

故事，这里讲一个姐妹团契的故

事。 

    中秋节将到，姐妹团契的一

位姐妹想出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做月饼到中文学校义卖，盈利全

部捐给建堂基金。团契的五六位

姐妹和两位探亲的阿姨，从周一

到周五，从早到晚，做了两千多

块精致美味的月饼。有做月饼经

历的姐妹都知道，做月饼的过程

很复杂，这么多月饼，真的是很

难想象她们得付出多少辛劳。月

饼全部在金辉家里烘烤，她的妈

妈告诉我，金辉晚上要熬到两三

点才睡觉。真的是很令人感动。 

    记得周六的时候，我到金辉

家买月饼。一进门，屋里的场面

就我让呆住了：客厅里堆满了烘

烤出炉的新鲜月

饼，还有用来包

装月饼的盒子。

当时就想，这得

花多少功夫呀！

而做出月饼只是

工作的一半，后来还要做宣传广

告、联系地点和现场义卖。这么

多事情都是这几位姐妹完成的。 

    第一次义卖结束后，我已经

有些精疲力尽了，没想到姐妹团

契居然有勇气再做一次。她们和

中文学校联系，争取到学校同意

再义卖一周。于是，姐妹团契的

姐妹们就又做了两千多块月饼再

次义卖。 

姐妹团契最可爱 
 

孙 瑛 

教会的孩子们在帮忙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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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不仅到中文学校义卖月饼，还动员自

己的先生到公司做“推销员”。我记得问金辉，

剩下的月饼怎么办？她说她老公拿到公司去卖给

同事。金辉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和我的先生一样

（孙瑛先生曹金波已于2013年5月成为主内兄弟—

—编者注），所以我很理解他先生的心情，也很

理解金辉的难处。 

    建堂过程中有许多弟兄姐妹辛苦摆上，很多

感动的细节，让我们彼此激励，也彼此建造。正

像牧师说的，建堂不仅是建筑物的建造，更是我

们彼此在主里的建造。 

 

 

孙瑛姐妹在主日学小小班服侍。 

教会主日幼儿班和少年班活动。 

教会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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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

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

圣灵照著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

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

召的人。 罗马书8:26-28 

 

          二零一二年可以称为“世界末日”的预言之

年；从年初到岁尾，接二连三的有人“预定”这

一年的某月某日为世界末日。预言的根据五花八

门，玛雅曆法、太阳风暴、尼比鲁碰撞、时间波

归零理论、网路机器人工程等等。不只是世俗上

的风言风语，媒体网路的推波助浪；连某些前进

的教会也出了“先知”公开定出“基督再来”的

日子。 

    春节比往年来得早，我和师母藉口为儿子过

生日（一月十五日）前往加州，真正的原因为了

陪孙子玩几天。儿子和媳妇也心知肚明，索性就

让孙子托儿所请假一周，代替他们陪陪爷爷奶

奶。 

    加州之旅回程的前一晚，儿子和媳妇照例从

办公室下班后，直接前往教会的周五团契。我们

也就不客气的当主人，邀请弟弟季敏全家过来晚

餐。自从三年前季敏的小儿女上了大学，他们夫

妻俩正式踏进人生的第三个大改变：空巢期。 

    记得晚餐后，我们所聊到的一个题目乃是

“基督再来”。这位教会主日学的校长明白的表

示，虽说预设“主的日子”都是假先知，然而重

生的基督徒必要经历基督的再来。若不是众圣徒

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帖前

4:17）；那就是你的时候满足，耶稣已经预备好

了你的住处，再来接你到祂那里去（约14:3）。 

在那最后的晚上，季敏说下周他自己一人回台湾

陪母亲过春节。 

     自从母亲决定迁回台湾定居养老，和妹妹小

钰同住，我们几个住美国的有个不成文的约定，

分开来回去探望她。季敏每年暑假，通常全家大

小四口，浩浩荡荡地回台湾探亲。我选择旅游淡

季秋天，而妹妹小明工作公司总部在台湾，回去

的机会比较多，至少有一次在春季。 

    按着季敏的说法，他积了一些假期，不用白

白不用。或许圣灵的感动，临时决定上网看看回

台湾的机票，居然有票；于是破例多尽一份孝

心。 

******* 

    春节过后，两年来心中的惦记，替教会找个

自己的家的念头再度缠绕脑海。早在两年前，国

强弟兄就问过我：牧师，过街的韩国教会挂牌出

售，要不要去看看？ 

    我问：要价多少？ 

    七十五万！确实不贵，但教会实在买不起，

只有望之兴叹。 

    两年来的空置，这间会堂破败的速度很快；

每天都要从前面经过，感叹再要不了多少年，就

会垮掉了。这么好的位置，镇上两条主干道的交

口，实在心有戚戚焉。 

从未忘记的兄弟 
―弔念吾弟季敏 

张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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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电话给纽约市的许统礼牧师拜年，顺道

提及这间教堂的事。许牧师曾在布鲁克林区的第

七街兴建第一华人浸信会，富丽堂皇；也曾经在

华人圣经教会成立之初，给与我们极大的帮助。 

    许牧师直接了当地说：这是美事，一定要

买！当时的要价六十五万。 

    秋痕姐妹给找了一位华人中介，定于三月的

第一个主日（3/4）聚会后看屋。 

     这一年逢闰年，二月有二十九天。就在那天

半夜里，下了场大雪，各家屋顶都积了半尺的

雪。这场雪把会堂的破败表露一览无遗；虽然外

面万里晴空，会堂里的每间房间都在滴水，积水

之处比比皆是。 

     可能和这场雪有关系，中介在周五下午来电

话，卖方愿意降价四十二万五。 

    五位教会执事和我按时在主日下午看屋，大

家都被一灵所感：这里应该复兴重建，成为敬拜

神的地方。 

******* 

    三月四日周二晚上，华淦与我预备上床就

寝，床头的电话响起。拿起电话一听，就从床上

跳下来。 

     加州儿子打来的电话，他说季敏叔叔心脏病

突发过世。下午六点多，季敏老习惯下班后到附

近小学的操场跑步。有人看见他倒地不起，过去

看他的时候，已经被主基督接走，没有气息了。 

     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中，季敏是老幺，他的身

体最健康。每周下班回家后，先锻练身体；一周

三天跑步，两天游泳。然而我们一生的岁月却是

在神的手里，其实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什麽呢？圣经说：你们原来是

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

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这事，或做

那事。 

******* 

     这是我发给教会弟兄姐妹的电子邮件

（3/8）： 

     你可能听到我必须远行的事。 

     周二（3/6）晚上，我的弟弟（张季敏）心

脏病突发过世，安息主怀；走完世上 55 年的岁

月。 

     你若问我，为什么？我无言以对。然而我知

道神在我的身上的美意，祂知道我的软弱和倔

强，因此在这个时候把我放在试验上。 

    当教会进入从植堂以来最关键的一年，当神

感动我们鼓起勇气去看教堂，神说：我不要用

你，离开这里。我要教会的弟兄姐妹仰望我，学

习信靠我的大能。 

    弟弟的家祭安排周六（3/10），我今天下午

启程，预计三月底回来。教会的事工由执事主

导… 

    师母也会离开这里十天的时间，请为我们的

行程祷告。圣经说：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

後，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

人的。雅各书 1:12 

******* 

    我曾主持过丧礼，但想也没想过为比自己小

五岁的季敏要做这等事。明妹说，你不做，没人

做。心中的悲伤苦楚都不在话下，唯有说靠著那

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周六（3/10）家祭，周二（3/13）入殡火

化，都在父亲骨灰存放的殡仪馆（Sunset View）

进行。神使人归於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没有一人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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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崇拜安排在下个周六（3/17），中华归

主柏克莱教会举行。这是季敏来到美国参加的唯

一的教会，在这里归主、在这里受洗、在这里结

婚、在这里服事，在这里安息。 

    黄天赐牧师和众弟兄姐妹尽心竭力地把季敏

的追思礼拜做得典雅庄重，来宾超过三百人，把

教堂挤得水泄不通。季敏的亲人、工作的同事、

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都来送他最后一

程。诚如诗班的岱立姐妹所说：这是一个使人蒙

福的聚会。 

******* 

 飞越太平洋的航程上，我向神感恩，让季

敏的后事，无分大小都顺利圆满。然而下一站―

台湾台中，更大的挑战摆在面前，我怎样向白发

苍苍的母亲报告季敏的消息？ 

     明妹说，瞒着妈妈一阵子；我说，已经两个

星期没有电话，怎么瞒法？我们几个住美国的不

成文的约定，每周定时打电话给母亲。岂不是要

为难和母亲住一起的钰妹吗？ 

    十年前钰妹的丈夫海虎意外车祸被主接走

时，母亲住在我家。瞒了不到一年，从台湾来的

亲戚来美，打电话不经心就漏了底，让我好不尴

尬。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於元首基

督。 

     跪在母亲的膝前，我惶恐不安地说：季敏不

能再回来看望您了。母亲起先愕然没有明白过

来，我更颤抖地再说一遍：季敏不能再回来看望

您了。 

     母亲惨白的脸，我一生不敢忘记。以后的几

天里，她总是重复着一句话：他答应暑假回来看

我的。 

     我们的神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号啕痛

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

他们都不在了。怎样声音不哀哭？怎样眼目不流

泪？在乎我们能不能信靠神，因祂说：你末后必

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周六（3/24）在家里再次举行追思崇拜，邀

请台中的亲戚。母亲在台中长大的，娘家的人许

多留在这里。出乎意外的，老中青三代来了二十

多人，除了我们家之外，其中只有表妹怡玲是基

督徒。（外公十多个儿女，唯有大姨和母亲信了

主；这是多么广大有待耕耘的禾场呀！） 

    我们唱诗歌：奇异恩典、亲近更亲近；我们

朗诵经文：詩篇48:9-14、提摩太後書1:9-12。我

说，弟弟是一位爱心的丈夫；是一位尽职的父

亲；是一位孝敬的儿子；一位难得的兄弟。这都

是因为，他是一位顺服的信徒。 

    怡玲表妹分享说，很高兴和季敏表哥在春节

时见面，一道吃顿饭。她还说，他的父亲（我的

二舅）在医院临终前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

主，相信季敏表哥会在天上看见她的父亲。 

******* 

    从台湾回到家里，身心疲惫不堪。当听见教

会已经在海安执事的主持下，几近无异议地通过

进行购堂的议案，不禁高声赞美神：你的作为奇

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教会一年一度邀请林

三纲弟兄夫妇来举行培灵特会。林弟兄用保罗的

监狱书信中的三个教会来勉励我们成为一个配得

向神感恩的教会。在他的眼中，华人圣经爱心教

会好比腓立比教会，虽然灵命并不很高，但却同

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在同工劝勉的时间，林弟兄给了我们许多实

质的指引和鼓励。照着六十年服事主的经验，他

说我们可以三十万成交，就成就了神的恩典。

（事实上，透过Open Arm Baptist Church的主任牧

师，我们得知这间会堂去年曾以三十五万签约。

神却伸手阻拦，没有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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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

们的道路。原本我多么希望自己无须主导购堂的

事工，既然神让季敏的安息发生，既然教会执事

在牧师缺席时能够让教会通过进行购堂的决议，

既然我身体的不适已经到了每周上医院的地步，

即然林弟兄的忠告传道人的放手，既然… 

    人的许许多多的既然，都不如神的一个当

然。 

    前行的道路上，我感到阑珊无策，不知何去

何从？每日灵修的时间，让我更与主亲近。祂

说：你不做，没人做。 

     耶稣要教我的一课乃是有信心认识神回答每

个真实的祈求。多疑的人可能质问，人本主义的

可能否认，知识分子可能嘲笑。然而基督自己的

应许：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

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Loudonville Community Church的主任牧师

Stanley Key和师母Katy一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

们曾到法国宣教，当他们来到Albany牧会后的一

年，我们也从台湾回到这里。当我蒙召进入神学

院，Pastor Key成为我属灵的辅导。 

    就在这时，我们都面对着事奉的抉择和挑

战。然而他却特别拨空出来，指导我怎样在教会

推动建堂的募款认献。不容否认，这是相当专业

的一门服事，非要有传道人来推动不可。 

******* 

     四月底，从加州/台湾回来的一个月后，我

向教会宣告，全教会动员投入购堂建堂的计划

中。教会建堂委员会由牧师和执事主席日安弟兄

为召集人，成立七个工作组―宣导组：张牧师；

祷告组：涂吉林；认献组：余方群；关怀组：耿

国强；儿童组：陈佳盼；工程组：赵日安；外务

组：郑海安。各组邀请弟兄姐妹参与，建堂委员

会每周一次会议（Skype Conference）来推动这项

我们能力所不能的事工。 

    按着林弟兄的建议，我们以三十万的认献为

目标；认献从母亲节主日（5/13）启动，为期一个

月，到六月十日主餐的主日完成。 

    建堂方案定名为《复兴重建神的殿》，主日

系列信息正好是旧约综览的最后一段历史书：被

掳归回、重建复兴。我们需要建造的，不仅是主

的敬拜会堂，更是主的身体―教会。 

    教会第一次向卖方出价后，几个星期石沉大

海，音信全无。经中介的打听，才明白对方嫌我

们出价过低（十五万），认定我们并非真心有意

要买。 

     继续透过中介的交涉，对方要求以三十万现

金无条件（as-is）签约。 

******* 

     从教会成立后的第二年，我们和罗城华人胜

利浸信教会就开始了国殇日（五月的最后一个周

一）退修会。今年的退修会由远志明牧师夫妇主

领，主题为《风雨人生路》。报名踊跃，人数超

出三百人，几乎是前几年的两倍。 

    此外我们也做了大胆的尝试，同步进行青少

年的英语营，由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同工隽忠弟兄

和佳盼姐妹策划带领，讲员请的是费城的Pastor 

Matthew Lin（从Alban y长大的ABC）。 

    远牧师是我们第一次退修会的主题讲员，近

来蒙主重用到处传讲神国福音。他以1.领受恩典

（约翰福音1:16）2.凭藉信心（希伯来书11:6）3.

吃喝成长（约翰福音6:53-56）4.舍己跟随（马太福

音10:37-38, 路加福音9:57 -62）四篇信息来向与会

的众人发出挑战和邀请。第一个晚上呼召，就有

十多人举手决志。到了第二天下午，一共有二十

多位各地的弟兄姐妹在营地的湖畔受洗，那天正

是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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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意安排自由活动的时间，请远牧师来就

购堂建堂的事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人请教远

牧师，目前教会一年的预算仅有八万美金，一下

子拿出三十万来，可能吗？以后修建维护的费用

从那里来？ 

    远牧师直截了当地回答：单凭信心，小事一

庄。暑期在澳洲雪梨布道会，预算就是三十万，

神必有预备，虽然我也不知道在那里。比起罗城

教会购堂八十五万的预算，你们可是小巫见大

巫。 

******* 

     六月五日我给建堂委员会发出的电子邮件： 

     昨天晚上从纽约市回到家，已经是就寝的时

间了。虽然身体疲惫不堪，还是和远处在外的师

母通过电话，分享一天来的经历。师母关切建堂

认献的事工进展，我一一详述告知。师母说，看

来这教堂一定要买了。 

     主日聚会完后，和Jonas匆匆赶往纽约市，

乃是为了参加我们教会支持多年的宣教士郑振威

传道的按牧典礼。正巧林三纲弟兄证道（提摩太

后书2:3-6）句句带着基督的真理和圣灵的大能。

领受丰盛，愿意在周二祷告会上分享。 

     典礼后晚餐的桌上，我有时间单独和林弟兄

报告建堂认献的事工进展，他给了我许多的劝勉

和教导。 

     首先，林弟兄说：神已经把这间教会给了你

们，问题是你们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胆识来承受

这么大的福气。 

    林弟兄认为，如果与我们要争这房产的不是

另外一间教会，我们大可不必焦急。重要的是，

神为我们预备购买的奉献在哪里？先尽全力把能

筹到的款项收集完全，凡事都能迎刃而解。… 

    回家的路上，我不禁要感恩赞美我们的主！

让我有机会听见属灵的长辈谆谆教诲；他劝告

我，作神的仆人对真理不能让步，对人要多有忍

耐，不断地鼓励弟兄姐妹看见神的引领。特别是

在建堂的这样大事上，唯有勉励，勉励，再勉

励。 

     车上打电话给赵日安，想知道教会执事们有

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告知认献组的统计资料，

认献目标达成41.5%（目标是七月十五日收齐三十

万）。这实在是让大家兴奋的事，可以看见神在

我们当中已经动了善工。然而这只是抬脚踏入约

旦河的第一步，有人抬起了约柜，有人跟在约柜

之后。 

     我们（执事和购堂委员）都是教会弟兄姐妹

选出来抬约柜的，这个星期将决定我们是否过得

了约旦河。因此我愿意用三件事来彼此勉励： 

1. 每天定时定点灵修。如果你没有安排计划，请

读腓立比书。写下读经心得，背诵一节金句，

条列祈求代祷事项。请找一位属灵的伙伴分享

督促你的灵修。（最好的伙伴就是你的配偶） 

2. 参加教会本周的禁食祷告接力。（每位执事请

告诉涂吉林，你在那一天禁食祷告。）勉励家

人和你一起禁食祷告，老人、小孩按着个人情

况禁食一餐即可。 

3. 请再一次认真看过教会认献策略表（怎样筹到

三十万，见附件）。我们都看过这表，我也一

一到各家探访说明过。在你禁食祷告的时候，

求神明白的告诉你，你和你家要在这表上的那

个位置上？ 

******* 

    当我们正要结束购堂认献，中介传来消息：

有另一个买家出价高过我们价格两成，对方已经

决定和他们签约。我问是不是另外一间教会，答

案是要做托儿所的。 

    六月十七日父亲节主日崇拜上，我向教会正

式宣布这项消息。当时全部认献的金额已经达到

八成，这是我写给每位认献的信（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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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深信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下，若神愿意把

这个教堂让我们教会来重建，卖方必然要再回来

找我们。否则神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更好的教堂！ 

     过去的两个多月，我们经历了教会成立以来

最大的考验。《重建复兴神的殿》建堂计划让我

们许多人身心又累又紧张，然而神在其中所行大

能的复兴和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赞美神，感谢地

说值得！在这里，谢谢各个事工组的召集人尽心

竭力，每位弟兄姐妹参与认献，为神摆上。当跑

的路已经跑尽了，结果都在神手中…… 

     我们知道这是你在神面前为教会献上为祭的

心意。请不要把认献的支票送来，除非你愿意当

作教会的建堂基金。若卖方再回来，我们会及时

联系你们。 

     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描述基督徒的生命：你

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

著所应许的（10:36）。 

     我们特别感谢有外地的五家弟兄姐妹也为我

们建堂认献，你们的爱心成为我们跟从基督脚踪

的榜样。今年七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乃是华人圣

经爱心教会成立七周年庆。《重建复兴神的殿》

的努力和经历，带给教会的同心合一，正是我们

献给神最好的礼物。 

******* 

     使徒保罗曾经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乃

是神容许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的，免得他过于自

高。我无法也不可能和保罗相比，然而季敏突然

的被主提去确实在我的身上加了一根刺。 

     从台湾回到家里，每天总是胸口郁闷，隐隐

作痛；吃了任何食物，肚子就涨气。家庭医生听

到了季敏的事，说：你现在成了有家庭先例记录

的人。医生马上安排我去接受心脏压力测试检

查。 

    身上接满心电图的导线，站在跑步机上，负

责检查心脏医生说：你要不停地走，越走越快，

直到你心搏每分钟超过一百次；你若能支持到每

分钟超过一百三十次，就大功告成。结果我气喘

如牛的跑到心搏每分钟一百七十次的最高限。护

士告诉我说，百分之八十的几率你的心脏没有问

题。 

    不是心脏的问题，那会是什么呢？大便的检

验结果有微量的出血，再加上我曾有过十二指肠

溃疡开刀的纪录，于是被送往肠胃科专家医生做

全方位的检查。胃镜、肠镜、X光、超声波、扫描

等等各样科技仪器，查遍胃、胆、小肠、大肠所

有器官。 

******* 

     这一年的暑期，教会生气勃勃地成长。 

     关怀组推动家庭团契，按着家中儿女的年龄

大小，有SEEDS团契（青少年）、希望团契（小

学）和爱心团契（没有小孩）。各个团契自行安

排聚会的时间、地点、查经的内容，并且有特别

的野外活动。 

     教会的主日学改在午餐后举行。以往我们没

有儿童主日学，都依赖母会（TBC）的各个班级，

很少有家长的参与。改到下午上课，我们没有教

室的问题（但有教师的顾虑）。除了三班成人主

日学，青少年崇拜之外，还开了学童班、学前班

和幼儿班，涵盖了各样年龄。 

     七月的第一个周末（7/6-8）我们邀请郑惟

悌老师来主领福音特会《生之追寻》，同时郑老

师也作了第二次的带领小组查经的培训（去年暑

期第一次）。钟婉红老师也带领儿童主日学事工

的培训，让许多弟兄姐妹学习了具体的事奉方

法。 

     七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是华人圣经爱心教会的

生日。主后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我们第一

次有自己的主日崇拜，今年成立七周年。回首过

去的岁月，一步一脚印，都是神的恩典见证。从



37 

 

起初不到二十个人，每月一次的主日崇拜，如今

每周的聚会大人儿童上百人。 

     八月十九日的洗礼非常特别，专为五位青少

年一起受洗。这是国殇日退修会的成果，我想他

们的父母都会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的神这样说：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

训你的儿女。 

     我们也在这个暑期举办了两次义卖，让弟兄

姐妹家里陈放的有用东西转让给那些用得上的

人。谢谢秋痕姐妹的安排，日安弟兄开放车库收

集物品。 

     劳工节烧烤野餐乃是教会在暑期结束时的大

型活动，通告如此说：2012年的暑期即将结束，

我们在学校新学期开始之际，按着往年惯例，在

公园湖边共聚一堂烧烤野餐，特别欢迎新朋友一

起来共享欢乐时光！教会提供烤肉饮料，请每家

带一道凉菜、沙拉、水果或甜点。谢谢！ 

     烧烤野餐一向在劳工节（九月第一个周一）

前的周六举行，藉此邀请教会外的朋友。前一天

正巧Horizon校园国际学生事工在附近的Union Col-

lege举办迎新晚餐，负责人Dr. Jim Silva邀请我作谢

饭祷告。从去年起，这个两千多学生的著名文理

学院开始大量招收中国学生。因此，我趁机邀请

新同学一起来明天的烧烤野餐，结果全数到齐十

七位。 

     九月八日周六，我们邀请了赫德逊华语基督

教会的主任牧师吴文秋夫妇来带领教会主日事工

的培训。吴文秋牧师主讲主日崇拜的讲座，同时

进行連琇瑛师母教会音乐的培训。 

******* 

     就在忙碌的暑期结束前，中介带来对方的问

话：你们还有兴趣这栋教堂吗？一时之间，神大

能的作为把祂美善的旨意显明，清清楚楚地摆在

我们眼前。祂不叫这个会堂倾倒毁坏，祂拣选了

我们来重建复兴！ 

    于是建堂委员会再度开始每周开会，讨论购

堂事宜。我再度向我的良师Pastor Key请教，他介

绍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帮手：一位是商业房产中介

人Gordon Enfield，一位是律师Charles Kriss；他们

都是多年来忠心服事的基督徒。 

     就在这时候，神让我身上的刺离开我。肠胃

科医生把大大小小的检查报告汇集，与我约谈

（9/17）。他说，虽然你的身体开始老化，但是

一切的功能正常；我们找不出有什么毛病来。我

马上问，可以旅行出国吗？我想要去看望我的母

亲。他说当然可以，当天下午我就订了十一月回

台湾的机票。 

******* 

     几件意外的事几乎同时出现，使我有些应接

不暇。 

     起初帮助我们植堂，母会的主任牧师Pastor 

Jim Guenther，2010年六月离开了牧养二十五年的

Trinity Baptist Church，夫妻两人前往巴西的乡村

宣教。两年期满，他们决定回到美国，重新植

堂。我们佩服他们对神呼召的顺服，更羡慕他们

执着的勇气。 

     秋季学期开始，P a s t o r  K e y正式告知

Loudonville Community Church将于年底离开牧会

十八年的教会。何去何从，尚未知数；确定的

事，神已经明白地带领。其实在六月底，他的小

女儿婚礼上，我们应当看出倪端。那时候，他已

经告诉教会的长老们他的决定。 

     若不是这两位牧师多年来的关怀照顾，我不

敢想象我的事奉会成了怎么样子。他们的品性―

言语、爱心、信心、清洁上―一直是我学习的榜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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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明妹传来一则讣闻，季敏的岳父毛伯伯

过世，安息主怀。毛伯伯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季敏离世的消息，都不敢告诉他。如今他辞了地

上的劳苦，在天上翁婿相逢，当会心莞尔。 

******* 

     在Gordon弟兄热心义务地专业指导下，购买

会堂的谈判进展十分的顺利。我们出价现金二十

万，对方欣然接受。 

     十月十四日主日召开教会事工临时大会，几

近无异议地通过2012建堂特别预算案。以下是我

写的有关认献事宜的信： 

     我们的主基督用祂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满有

恩典地重新启动《重建复兴神的殿》建堂方案。

卖方不仅再回来找我们，而且同意比上次少三分

之一的价格美金二十万元把教堂让给我们。若神

许可，大约在十一月初成交。 

    在向对方出价以先，教会凭着单纯的信心，

几近无异议地通过2012建堂特别预算案：包括购

堂二十万元和稳定结构十五万元。因此，我们现

在要指着主夸口，十月底为建堂捐献美金三十五

万元。 

     教会的建堂基金至今累积总计五万五千元，

我们今年还需要不到三十万元。 

     我们无法预测今年冬天的大雪什么时候来，

会有多厚；然而我们深知我们的责任乃是在大雪

来临前完成外部稳定结构的工程，包括屋顶和门

窗的抢修。 

     今年秋季周二小组查经开始读《约书亚

记》。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集结，神对他们说：

当刚强壮胆！昼夜思想、谨守遵行神的话；如

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如今神也要领我们走过我们的约旦河；并非

游水，也不是搭船，乃是走乾地过这约旦河。要

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

使我们永远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 

******* 

    十一月初回台湾的旅程虽然短，却满有神的

丰盛恩典（有待另书）。 

    赶在感恩节爱筵的前一天回来，深知今年的

感恩节有着不寻常的意义。神在我们中间行了大

事，岂不理所当然地以感谢为祭，献上自己。 

    教会的感恩爱筵都是在感恩节前的周六举

行，好让各个家庭在周四感恩节有自己的火鸡大

餐，也可以邀请单身的朋友共度佳节。最特别的

该是周五青少年为父母所预备的感恩晚餐，精致

的餐点，贴心的服侍。 

    感恩节后的主日，教会推选新执事。两年前

的第一届执事的任期将于年底结束，感谢他们

（日安、国强、吉林、方群）信实的服事，成为

教会多人的榜样和祝福。 

    虽说教会宪章容许连选连任一次，神的灵感

动全教会推举的有老成的旧人，也有年轻的新

人，让今后执事的交替有了新的典范。 

******* 

    爱的真谛乃是：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神要藉着购堂的事让华人圣经爱心教会学习

忍耐，因此会堂成交签约的日期一延再延。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

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

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

无缺欠。 

******* 

    2012年的教会年会在十二月十六日主日举

行。上午的主日崇拜，我们特意邀请刚从巴西归

来的Pastor Jim Guenther证道。年会上我们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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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教会预算，其中包括了支持Pastor 

Guenther在麻州植堂的特别宣教经费。 

    许多牧师的经验都指出，建堂后的第一年乃

是教会最辛苦的一年，百废待兴。我却愿意这样

说：然而，靠著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

经得胜有余了。 

     终于，会堂成交签约的日期定于十二月二十

日上午在对方的律师楼进行。前一天洪梅姐妹忧

心忡忡地打电话来，说银行不给开票。原来为了

建堂基金新开的帐户，犯了一项签名技术上的错

误；我们没有发现，银行也没有看见。柜台不敢

负责，因为数字太大。我们只好前往银行总行去

想办法。 

     出了银行一肚子气，走了半途才发现我的手

提包掉在银行。回银行去取，正巧遇上银行经理

午餐回来；上前交涉，才把错误的地方弄清楚。

最后找来晓蕾姐妹（原先帐户的代表）签字，银

行本票到手。 

     会堂成交的合约由日安、吉林两位执事代表

签字；我们正式成为有自己教堂的教会。 

     那是2012年世界末日的最后一个预言（十二

月二十一日）前一天。 

******* 

     十二月二十三日主日，太阳依旧升起，我们

依旧上教会崇拜将会再来的主基督。圣诞节的主

日信息：三个神迹，经文引用路加福音1:26-38。

天使加百列显现是一件神迹；基督耶稣道成了肉

身是一件神迹；然而最大的神迹乃是马利亚的顺

服。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

我身上。 

     我们教会今年也不是同样的顺服献上，成就

了神的美意吗？ 

     圣诞夜（周一）崇拜今年以音乐为主轴，早

在感恩节之前就开始排演。全部的节目由佳盼姐

妹策划安排，再加上大儿子醒忠全家趁着探亲之

便，全力投入，更难得的是干女儿Jenny从科罗拉

多州赶来助阵。 

     当晚的节目有：青少年交响乐、敬拜团队献

诗、会众赞美诗歌、儿童故事时间、圣诞福音信

息和烛光平安夜。弟兄姐妹尽心竭力地敬拜赞美

神，会众报以热烈掌声。其中最有特色的，乃是

中国的乐器二胡和扬琴演奏圣诞名曲《圣善

夜》。 

    二零一二年我们的故事，在十二月三十日，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画下了句点。（另有撰

文：那一天我们过约旦河——见前） 

    那一天的主日崇拜，我们邀请了Pastor Stan 

Key在Albany地区最后一篇讲道。中午除夕爱筵

后，大家前往教会新购的教堂巡视，共同见证主

恩。 

     当季敏在天上看见了这些事，或许他要玩笑

地说：我哥哥都没有告诉我这些。特此提笔，为

的只是让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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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4月12日晚，我抵达了台湾桃源机

场，因为大姊告诉我，爸爸病危。  

    爸爸于 2011年初，因

为双脚无力，不能站立、

行走。经过住院检查，发

现在脊椎骨第五、六节上

长了一个肿瘤，压迫他的

脚神经，导致双脚神经失

去知觉。爸爸曾于一年前

住院治疗肺结核，医生说可能是结核菌在脊椎上

造成肿瘤。 

     4月13日一大早，吃完早餐，大姊就领我到

医院。我随大姊进了安宁病房，我几乎认不出爸

爸！他瘦得只剩下骨头。因为作放射线(电脑刀)

治疗，使他没有胃口。又因很久不进食，

舌头僵硬了。 

    爸爸见到了我，就说“回家”。原来

是他要出院回家！ 又问我说“小文(儿子

的小名)还好吗？”我回答“很好，我们

都很好！” 不久来了一个护佐(助理护

士)，相聊之下才知道她也是基督徒。 我

赶紧捉住机会问她，有没有人能帮忙，传

福音给爸爸。她说医院有基督徒志工，可

以帮忙。她可以帮我去找他们来。过了不

久，果然来了一群基督徒志工。他们围在

爸爸的床边，唱诗歌、祷告。祷告完了以

后，我问爸爸要不要受洗。爸爸以前和妈

妈去过天主教堂，他必定知道何谓“受

洗”。爸爸点了点头。我高兴极了，马上告

诉志工之一的周传道。周传道也问爸爸: 

“傅伯伯，你要受浸吗？”爸爸又点了点

头。周传道说他们去准备一下，再来为爸爸

做点水浸礼。半个钟头后，他们果然带了一

束鲜花，出现在病房门口。他们带了吉他，

一面弹，一面唱诗歌。点水礼完毕后，擘饼

领圣餐。我放了一小块饼在爸爸口中，但是

爸爸不能吃，我只好把它取出。 

     就这样简单，爸爸受浸成为一位基督

徒了！真是感谢、讚美主！ 想当年我常去

教会，花费很多时间，爸爸很生气，说要把教会

烧掉！ 如今，浪子回家，天上、人间同庆！ 

     过 了 几 天，爸

爸出院了，护士说每

周五会到家探访爸

爸。周四傍晚，爸爸

又因尿管不通，回院

急诊！检查才知道，

不是尿管不通，而是

他的尿很少，血压很低。第二天又转安宁病房。

爸爸不愿带氧气罩，也不愿插鼻喂管。医生说爸

爸肺部及肾脏感染，开始给爸爸注射消炎药和吗

啡，让他感觉昏睡。这样过了几天，爸爸安祥地

被主接走！从父亲受浸到被主接走，刚好两周！ 

 

父亲归主记 
 

傅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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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来到美国读书结婚育儿已近四十年，其

中四分之三的日子是在纽约Schenectady小镇度

过。回首只见神一步步的带领和经历神数不尽的

恩典。记得二零零一年全家聚集同意让一家之主

全时间事奉主，转眼如今两个孩子已能独立而且

也都属主。自从二零零五年，一群基督徒在

Trinity Baptist Church的青少年崇

拜教室成立了华人圣经爱心教会，当

时每个主日聚会少于二十人，唱诗是

跟着音乐器或DVD，聚会后的午餐由

一位姐妹负责。如今主日崇拜已搬到

大堂，有敬拜团队领诗，崇拜后午餐

由三位弟兄或姐妹负责。这一路经历

神的喜乐无法以笔墨形容，但神的话

语，美国教会牧师的劝勉，和弟兄姐

妹如一家人的关怀和代祷，帮助我们

一家走过许多挫折。 

    二零一二年神感动我们和教会弟

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虽然我们人

数不多，神却让我们购买了出人意料

的教堂。虽然我们能力有限，神带领

许多姐妹教会的主内朋友帮忙我们重建圣殿。虽

然我们信心不够，但弟兄姐妹的摆上，让我们看

见神一步步的带领。蓦然回首，只能让我惊歎神

奇妙的作为。 

    愿我们能谦卑顺服主的引导，愿神的工在我

们手上完成。 

Yueh Ma/ Cindy Ma 

   

Jie Cui/ Kunlun Liu  

  

                  Stanley Key

   

Shao-Ching Jenny Van 

 

Chiu-sing Lin/Tang Grace Lin 

 

Samuel Guo  

 

Hai Lu  

 

Jim Gunther  

 

蒋虹嘉 

  

倪卫娟 

  

徐军/鲁小蓉  

 

陈卫  

 

王磊/彭立青  

 

感谢为购堂奉献的外埠朋友

 

回首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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