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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陰似箭」，「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

光陰」，對於這些從小就耳熟能詳的成語，如今用在

教會二十週年的回顧上，倒還挺貼切的。說到快，日

子過得真是快，比箭還快；論到寶貴，每一個有主在

其中的日子都是何等寶貴，又豈是今生任何財寶所能

相比？

教會牧長執團隊為這次二十週年感恩特會所定的

主題是：「天召不移，路滿脂油」。因為每當我們回

首過去，處處看見神恩典的介入和 祂大能的作為，

叫人除了感恩還是感恩。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更

令我們深感不配的是：神將祂永遠的旨意 - 就是「

基督與敎會」，也向我們開啓，不僅吸引我們，也大

大地影響了我們一切的生活、事奉與言行，讓我們為

著這榮耀的天召而活著。而且，祂竟然悅納我們這小

小教會對祂的奉獻，不斷擴大我們服事的度量，使用

我們這些不配的器皿，透過網路、短宣、各樣的培

訓、以及後來所成立的「香柏木培訓中心」，一起有

份於神國度的事奉，也藉此與各地許多的聖徒有交通

和連結。

蒙恩歷史的回顧

過去這二十年，我們可以簡單地分為四個階段來

回顧神在我們中間的恩典：

A. 1993-2000 Orange小教堂的開創期

在神的帶領之下，從1993年四月的第一個主

日起，我們少數的幾個家開始了在Orange Ave.的
「庫柏汀諾基督徒聚會」(Christian Assembly of 
Cupertino)。當時全時間服事的傳道人只有我一個

人，經驗、恩賜、能力和人力、財力均十分缺乏，但

心中最有把握的就是神親自的帶領和我們努力追求長

進、一心想討神喜悅的單純心志。也正因為當初這股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愛主熱誠，才得以在開工期間

諸般艱難與考驗下，靠著主的恩典與憐憫，一步一腳

印的翻山越嶺走過來。

在這段開創期間，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我們的福音

工作。當時絕大多數新加入的會眾都是我們藉著傳福

音而帶進神家的。其實，就連許多今日在我們中間肩

負重任的領袖都是那段時間傳福音所結的果子。他們

雖然生在這，長在這，從來沒有在別的教會服事過，

但卻都個個忠心事主、且深愛神的家，這真是我們特

別要感恩的事。

另外值得一提的幾件大事是：

1）我和于師母於1996年起開始在亞洲的培訓服事（

中、港、台），成立柏訓的負擔與初步藍圖也在這段

時期就已開始孕育。

◎ 于宏潔

「天召不移，
               路滿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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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駿弟兄為敎會設立了網站，於1999年起正式提

供信息下載的服事，也將教會服事的範圍大大地提升

到另一個層次。

3）于師母於1998年底再度蒙召，辭去了在惠普16年

的工作，於1999年1月1日起，成為敎會第二位全職事

奉的工人。

4）小組聚會的實施於1999年，同工們在 Bodega Bay 
接受「同一心靈、同一腳蹤」以及小組的培訓之後正

式開始，起頭只有四個小組。

B.2000-2004在De Anza College大學的寄居期

教會從公元2000年開始，因為Orange Avenue場
地逐漸不敷使用，決定在De Anza College租用學生

中心作為主日聚會之用，週間聚會及辦公室仍然在

Orange Ave.的老會所。原有的會所在主日聚會時間

則先後分別免費借給西裔及韓裔教會使用。建堂小組

也在2002年成立，開始為敎會尋找新家。

因為當初寄居De Anza College時，萬萬沒有想到竟

然會長達七年半之久。因此，將這段時期以神賜下得

地為業之應許（5/24/2004)作為回顧歷史的分水嶺是

非常合適的。前半段稱之為「寄居時期」，後半段則

以「得地為業期」稱之。

整體而言，或許是因為寄居，而且每週都得用卡車來

搬運聚會所需用的物品，這段時期算是成長比較緩

慢的時期。有兩件比較值得一提的大事是：（1）開

始實行成人主日學；（2）於2002年開始按立長執同

工，成為教會很重要的核心事奉團隊，在教會日後的

成長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C.2004-2008上去得那地為業

建堂小組在近乎兩年多的努力，幾次機會屢試

不成之時，在2004年5月24日早晨，在我個人為3131 
Bowers Ave.教會場地禁食禱告時，因著神的憐憫，

竟然一連賜下四句經文為得著該地之引領，不僅是應

許，也是命令。神要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而且

應許「我們足能得勝」（民13：30）。當天晚上經過

與牧長執的交通和禱告，雖然大家都知道那地之大，

經費之高，過程之難...,但竟得著全體一致的印證。

第二天我們立刻召開全敎會的禱告會，上百位的弟兄

姐妹在聽完牧長執同心的交通和眾人的禱告後，都一

起印證這美事，也就開始了為期近乎四年那刻骨銘心

的「建堂之旅」。

這一階段裡有許多寶貴的經歷和見證，請弟兄姐

妹參閱我們2008年的建堂特刊。每每想起那段與主同

行、常常親眼看見神大能作為的日子，以及眾人如同

一人、同甘共苦為著神旨得成而全力以赴的經歷，都

會叫我們一再受感動而落淚。全是祂的榮耀，真是只

能低頭敬拜地說：「祂所行的甚是美好！」。最令我

們感恩的是：藉著這些看得見的經歷，神讓我們得了

那看不見、卻充滿永恆價值的產業。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的生命被主改變、我們和神的關係也被改變了。

「從前風聞有你，如今親眼得見」成為許多弟兄姊妹

共同的心聲和見證。

D.2008-2012 Bowers 新會所建造期

從2008年5月12日獻堂以來，轉眼之間，又快過

了五個年頭。這段時間是教會最為平穩、最能全力從

事建造的時期。雖然聚會人數的增長並沒有我們所想

像的那麼快（但也幾乎增長了一倍），然而，聚會的

品質、屬靈的力量、事奉的態度和弟兄姊妹的生命卻

都有非常明顯的進步，這是最值得我們感恩的事。尤

其最近一兩年來，不管是神為我們所帶來的弟兄姊

妹、或是自己內部興起的同工，素質都非常的優秀，

不但非常愛主，服事的態度和品質也都非常的好，使

得教會各方面的事工都得以順利的推展，並且樹立了

美好的家風。尤其辦公室全時間服事的同工也逐漸增

加，個個都非常愛主且忠心事主，成為神家非常重要

且蒙神賜福的團隊。

在這段期間，另外一件最值得我們一提的是：在

神的帶領和許多聖徒的鼓勵和催促之下，我們於2007

年底開始了「香柏木培訓中心」的事工。柏訓成立的

宗旨是：「以聖經為基礎，以基督和教會的見證為目

標，以生命的追求和事奉的建造為具體實行的路」。

我們希望藉著這小小的平台，能把神在我們中間所賜

給我們的祝福與託付能與各地的聖徒分享，也藉此擴

大我們在神國度裡服事的度量與功用。正如主耶穌所

教訓我們的：「給，就有給你的」。的確，藉著柏訓

的服事，我們所得著的祝福真是遠遠超過了我們所付

出的。



6 矽谷基督徒聚會 『香柏木』季刊

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1993-2013)感恩特刊

這些歷史與主題之間的關係

僅僅簡單地走過這段歷史，就已經足以使我們感

恩不已，更何況祂還有許多奇妙的作為，是我們無法

在這裡一一細數的。神不僅僅是以恩典為我們年歲的

冠冕，我們的路徑也真是滴滿了脂油。然而，更讓我

們感恩的是：神把祂永遠的心意向我們開啟，讓我們

不僅蒙受了祂的大恩，更讓我們有份於神那偉大、屬

天的呼召與託付。神讓我們看見：「基督是一切，又

在一切之內」(Christ is all and in all)，而教會應該是

基督豐滿的彰顯、是祂在地上的見證。因此，我們不

僅僅願意以基督為中心、讓主居首位，我們無論是個

人、家庭或教會，盼望都能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的見證人」。這是神給我們的呼召，也盼望是我們一

生都不妥協的使命！我想二十週年特刊的主題：「天

召不移，路滿脂油」正是我們這二十年來成長過程最

好的寫照。

對各地聖徒的感恩

在我們數算主恩典的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為著在

各地的眾聖徒感恩。若沒有眾人在主裡經常的扶持與

代禱，我們是不會走到今天的。這麼多年來，每當神

把我們擺在天平裡，就顯出了我們的虧欠；把我們放

在風浪中，就顯出了我們的小信；把我們放在戰場

上，就顯出了我們的軟弱；...許多時候，就在我們

最軟弱、最灰心無助的時候，我們卻收到了神藉著各

地聖徒及時的來信與鼓勵，幫助我們度過了一層又一

層的難關，幫助我們在軟弱中重新得著力量，幫助我

們在失望中又重拾盼望...是神使我們與許多素昧生

平、從未見過面的主內肢體連結在一起，真是成為一

家人。何等有福，能這樣緊密地與各地的聖徒一同經

過這段難忘的日子，一起打過這美好的勝仗，一同在

主面前成長，也一同蒙恩蒙福！

對於未來的展望與勸勉

雖然我們都不知道主什麼時候會回來，但有一件

事是我們都很清楚的，就是這個世界改變的太快了。

整個世界墮落的速度，遠遠大於神家長進的速度。就

連神家屬靈領袖生命的長進，也常常跟不上事奉上的

需要和這個世界快速惡化所帶來的挑戰和艱難。面對

前面未知的歲月和日益艱難的挑戰，我們一面需要更

多謙卑地依靠主，一面我們也需要更加速我們該有的

成長 - 無論是在與主的關係上或是在我們的生命和

使命上。

2013年全教會追求的主題是：「願愛你的人，如

日頭出現，光輝烈烈！」，這也正是我們內心迫切的

禱告。何等巴望有更多清心愛主、又充滿了屬天影響

力的人能被主興起，在神手中成為合用的器皿、成為

肯被神使用來扭轉局面的器皿、成為對這個時代有使

命感的工人。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神給我們的託付

和目前的崗位上，能更多的成全聖徒、使眾人能忠心

的「各站其位、各盡其責」。因此，緊接着二十週年

感恩聚會之後，我們即將展開兩年一期的兩套門徒訓

練計劃，並強化香柏木培訓中心的各項服事，增設一

些更適合這時代需要的課程與進深計劃。

另外，請弟兄姊妹特別在禱告中記念的一件事，

就是那可以容納一千人之聚會廳的興建。雖然目前我

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始，但是我們希望充分的禱

告和人的預備永遠能走在各項事工之前，尤其是這麼

重大的計劃。一方面，我們盼望當雲柱火柱再度起行

的時候，大家都預備好了，來忠心跟隨神的帶領。另

一方面，在聚會場地擴大之前，求神先來擴大我們生

命和服事的度量與質量，好讓我們配得上這擴大的祝

福與更重大的託付。

代禱請求

請弟兄姐妹務必要為自己和神的家多多禱告，彼

此切實相愛、一同長進，讓我們一生都能走在神的旨

意中，專心愛主、討祂喜悅。只有祂滿足了，我們才

可能有真正的喜樂。正如達祕弟兄所說的：「神的旨

意無論通行到哪裡，哪裡就有喜樂」。因此，特別請

求在各地常為我們禱告的主內肢體和前輩們，繼續在

禱告中記念我們，也請不吝惜地指正、扶持並鼓勵我

們，使神的旨意能成就在我們身上。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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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們，主內平安

今天是我們2013年的第一個主日聚會，除了和大

家說Happy New Year（新年快樂），還真的希望像

剛才詩歌所唱的，又是一年我們來證明祂的同在。我

們的主是樂意和我們同在的神。希望每一次的聚會，

都因為我們這樣同心的愛祂，高舉祂，讓祂的同在

顯爲真實。當神還把時間、把年日留給我們，都是機

會，讓我們更深的認識祂，讓我們更多的成長。在英

國司布真的教會有一個很漂亮的鐘放在聚會廳裡，有

一天被小偷偷走了，但是小偷留了一張紙條給他：“

牧師先生，我知道你們只重視永生，時間對你們不重

要，所以我把它拿走了。”弟兄姊妹，他這句話對不

對？我們的確重視永生，但是時間對我們太重要了，

因為我們居然能夠用有限的時間來經歷、來得著永恆

的價值。我們也就是在短短的人生中認識這位偉大的

主，我們得到了永遠的生命。不僅我們得到了永遠的

生命，從我們得救的那一天到我們見主的這一段時

間，這麼的短暫，快速流逝的時間居然可以讓我們和

永恆發生關係。什麽時候在我們的時間裡跟基督發生

關係，它就產生了永恆的價值。如果我們的時間裡沒

有基督的話，那就是浪費。今天多少人對時間的重視

已經被仇敵偷去了，破壞了。我們從早到晚不曉得在

忙什麼，都忙到盲目了，因為有太多的事情發生在我

們周圍，有太多的責任在我們身上，有太多的興趣我

們想去做，更不要說發明了Internet（網路），這些

新的產品發明後佔據了我們多少的時間！這叫做被蝗

蟲螞蚱吞吃的年日，完全沒有價值，被仇敵吞掉了。

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裡，我們真的希望我們都

起來愛主。我們每一天都應該在主的面前更新自己的

奉獻，我們每一天都應該在主的面前學習來親近神，

與主更親，愛主更深。

我們今年定的題目是：願愛袮的人如日頭出現，

光輝烈烈。這是士師記5:31底波拉作歌之後結束的

話，你如果要充分的瞭解這句話的含義就需要把整個

士師記第5章讀過一遍，甚至應該從第4章讀起。在士

師記裡面有一個很悲慘的局面，就是神的百姓一再的

失敗，一再的失敗，他們離開神，不順服神，甚至去

拜別神，然後神就興起仇敵來管教他們，所以他們吃

了很多的苦頭，那個苦就一直加增，一直加增，痛苦

到最後，不得了，他們就向耶和華哀求，有的等了20

年，有的等了40年，他們被仇敵轄制得實在受不了

了，向神哀求，然後神就興起士師來拯救他們，把難

處挪掉了，聖經上說從此太平了。過沒多久他們又去

犯錯，又遠離神了，然後又開始受苦，被神管教，興

起仇敵來轄制他們，然後痛苦越來越加增，越來越加

增，到最後又向神呼求了，整個士師記發生了7次。

弟兄姊妹，神的百姓就是沒有學會功課，然後你會

發現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士師記所有的仇敵，每一個

仇敵來都可以轄制神的百姓，同樣的仇敵，在約書亞

記全都是約書亞的手下敗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見沒

願 愛 你 的 人 如 日 頭 出 現 ， 
光 輝 烈 烈 ！

◎ 于宏潔

2013年1月6日	講道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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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當人與神的關係對的時候，當人在這裡信靠神，

把神擺在該擺的位置的時候，所有的仇敵全部降服在

他們的底下；而當人跟神的關係不正常的時候，連再

小的仇敵都可以轄制他們。弟兄姊妹，你不覺得我們

的生活也是這樣嗎？當你跟神的關係對的時候，就像

我們弟兄長了癌症，沒有人看得出來！他還是這樣全

心事奉神，裡面滿了平安，滿了篤定，充滿了對主的

愛；當我們跟神的關係不正常的時候，我們連小小的

事情都被它轄制，我們煩躁，我們痛苦，我們覺得人

生乏味。弟兄姊妹，問題都不在旁邊，關鍵的問題在

於我們對神如何？所以在底波拉的時代，神的百姓又

轉離，背叛，去拜別的神，神就興起迦南王夏瑣，耶

賓起來轄制他們，轄制他們20年，他們受不了就向神

呼求，居然發現神家裡面沒有一個弟兄可以站起來，

神的兒女遠離神，他們去追求自己的東西。所以神興

起女先知底波拉來，底波拉知道自己是個姊妹，所以

她把巴拉成全起來，叫巴拉起來帶領百姓爭戰。但

是弟兄姊妹，你看士師記第5章，當他們把這個呼召

發出去的時候，雖然以色列進迦南時曾經有60萬大

軍，但當他們呼召的時候，只有4萬個人出來，而這

4萬個中沒有一個人手上有刀有槍的。所以神叫底波

拉，巴拉去召了1萬個人出來，藉著這1萬個人把仇敵

打敗了，只剩下他們的將軍西西拉，然後藉著一個姊

妹雅億就把這個人也解決了。弟兄姊妹，我們可以看

到，當神家荒涼，底波拉藉著巴拉在這裡呼召百姓的

時候，有一些人答應呼召出來，很多人仍在那裡安坐

不肯出來。我們看士師記第5章，第15節“以薩迦的

首領與底波拉同來；以薩迦怎樣，巴拉也怎樣。眾人

都跟隨巴拉衝下平原；在呂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

的。16 你為何坐在羊圈內聽群中吹笛的聲音呢？在

呂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設大謀的。17 基列人安居在約

旦河外。但人為何等在船上？亞設人在海口靜坐，在

港口安居。18 西布倫人是拚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

在田野的高處也是如此。”所以從這段經文中，我

們看見兩類的人，一類答應了呼召，他們出來拼命

敢死；但是另外好幾個支派，流便支派在流便的溪水

旁，這麼漂亮的環境，有view(景色)，然後坐在自己

的羊圈裡，他們在那裡聽吹笛的聲音，而這些都是定

大志，設大謀的人，換句話說他們常常高談闊論，有

很多idea（主意）的。我們再看23節（士師記5:23）

「耶和華的使者說：應當咒詛米羅斯，大大咒詛其中

的居民；因為他們不來幫助耶和華，不來幫助耶和華

攻擊勇士。」請你們注意到聖經上用什麼筆法來寫，

這些不肯答應底波拉跟巴拉呼召的人，神的使者憤

怒，他們看了就生氣，這裡說他們不是生氣為什麼不

來幫底波拉，不來幫巴拉，而是說為什麼不來幫耶和

華。難道耶和華需要幫忙嗎？聖經上早就說爭戰的勝

利不在乎人多人少，有多少的歷史故事告訴我們爭戰

的勝利真的不在乎人多人少，乃在乎耶和華。所以在

今天的這場爭戰上並不需要人多，不是靠人多得勝，

但是弟兄姊妹，當神家有需要而呼召人的時候，人不

肯出來，這是得罪神的事情，是失去祝福的事情，連

神的使者都要說：你為什麼不來幫助耶和華？所以這

首詩歌結束在31節，就是我們今年的主題經文「耶和

華啊，願袮的仇敵都這樣滅亡！願愛袮的人如日頭出

現，光輝烈烈！」這樣，國中太平四十年。”

壹 、神家需要器皿，神也一直在尋找合用的器皿

首先我們要看見的是神家需要器皿，神也一直在

尋找合用的器皿，不是神不能做事情，而是神要透過

人來做事情。當人碰到難處的時候，就尋找各樣的方

法來解決難處，而神卻尋找合用的器皿來解決難處。

當人要實現一個計畫、一個理想的時候，他去尋找各

樣的方法來有效的實現他的計畫，但神要成就祂旨

意的時候，祂乃是尋找一個對的人，藉著他來成就旨

意。同樣的，當人在這裡追求祝福的時候，人用各樣

的方法想得著好處，但是當神要賜下祝福的時候，神

不是藉著方法，神是藉著對的器皿。所以親愛的弟兄

姊妹，這是神做事的法則，我們都要學，不是只有在

神家才這樣，在你的家中也是一樣。你覺得你的孩子

不易管教嗎？我告訴你：即使去把圖書館裡的書全都

看完，你的孩子也不見得會變好。人是用方法解決問

題，神是用對的人來解決問題，神用對的人來實現祂

的旨意，神用對的人來賜下祂的祝福。所以我們都要

問：我在神的手中到底是不是一個對的人？到底我在

神的手中是不是一個合用的器皿？我舉兩個例子：撒

迦利亞書第四章告訴我們：耶和華的眼目是遍察全

地。這裡說“祂在找”，而不是說祂要，就有人大排

長龍來回應，而是需要祂遍察全地的來找。所以當祂

看到所羅巴伯手拿線鉈，祂的心就高興找到了一個對

的人。歷代志下第16章第9節前半段說道：耶和華的

眼目遍察全地。祂看見有人向祂心存誠實，祂就要顯

大能來幫助他。所以我勸弟兄姊妹：我們再軟弱再敗

壞，我不是說沒關係，但我們永遠要對神真實。當我

們真的在主的面前那麼認真的想勝過罪卻勝不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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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想對付我們自己的肉體好像對付不來，但是我們不

包容它，不給魔鬼留地步，我們就是向神呼求，向神

真實。你發現神要顯大能來幫助我們。我們一起讀一

節我們很熟的聖經，提摩太後書第2章21節：人若自

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

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這段聖經告訴我們，

當我們能夠自潔，能夠脫離卑賤的事的時候，我們就

要在主的面前成為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所以弟兄姊妹，有許多的環境不

是神不管，有很多的難處不是神不願意祝福，不願意

幫助，很多的時候是神找不到合用的器皿。

新的一年，神有很多的祝福要給我們，有很多的

計畫要在我們中間實現。新的一年祂有許多工作要做

在我們中間。在教會裡，在家裡面，為著神的國度，

祂都有許多的祝福和旨意要成就的。何等希望我們的

主不會遺憾的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

呢？我們不要祂遍地尋找，居然找不到一個，而是能

夠找到人，能找到一些人正在因著祂的旨意活著，祂

的心就歡喜。

貳 、底波拉的禱告

底波拉的禱告裡包括了三件事情，有三個不同的

對象。

1 對仇敵:願仇敵被除去

對著仇敵，她說:願袮所有的仇敵都這樣滅亡，

不管他們多強，不管他們多兇，希望他們全被趕逐；

弟兄姊妹，這是底波拉的禱告。聖經告訴我們：整個

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弟兄姊妹，今天有各樣的天

災，不公平的事，戰爭，疾病，各樣的事情，罪惡的

事情在這個世界裡。你不要去問神在哪裡，應該問我

們到底怎樣對待神，因為整個世界已經伏在惡者的手

下，人把自己的主權交給牠，所以整個世界被仇敵來

偷竊殺害和毀壞。而神的兒子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

得的更豐盛。約翰一書三章八節說：神的兒子顯現出

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神的兒子來undo（我們很

喜歡這個字undo），你做了多少，我都可以把它undo

掉。唉呀，我不小心把剛才打的3頁都删除掉了，我

按一下undo鍵，它又都回來了。弟兄姊妹，神的兒子

來，要除滅魔鬼一切的作為。今天如果我們不肯承

認，不認識或沒有體會到我們處在爭戰中的話，我們

已經是仇敵的手下敗將了。爭戰是十分嚴肅的，爭戰

是持續的，爭戰是永遠不妥協的。今天如果我們不覺

得我們在爭戰中，我們已經是仇敵的手下敗將了，所

以底波拉的禱告：願仇敵都失敗，願仇敵的工作被趕

逐。一個再好的家,再好的教會，如果我們不警醒，

隨時可以被仇敵破壞的，因為整個世界就是在牠的底

下。以前我聽到一個小姊妹問一個年長的姊妹說：撒

旦這麼壞，神為什麼不廢掉他呢？很多人都有這個問

題。她回答說撒旦還有利用的價值嘛。今天撒旦還是

為神的兒女們效力的。仇敵的攻擊讓我們學會警醒。

仇敵的試探讓我們在神的面前被聖別。仇敵在我們身

上許多的工作讓我們學會倚靠神。不是說我們要歡迎

牠，而是我們要在主的面前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來對待

牠。迦勒和約書亞說仇敵是我們的食物，如果你是一

個對的人的話，所有仇敵的工作能幫助我們成長，讓

我們更深的經歷基督的得勝。

2 對神： 願愛主的人更多被興起

第二個講到對神，她希望愛主的人都能興起，神

家真的缺少愛主的人。原諒我說，很多人有熱心，但

不見得有愛心。他們甚至可以在神家很認真的做事

情，但不見得愛神。可能很多人很有恩賜，聖經很

熟，可是他裡面不愛神。所以保羅才會在哥林多前書

第八章說：“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如果別人不知道你愛神，你千萬不要難過。要羡慕做

一個“主都知道我愛祂”的人。人誇不誇獎我沒有關

係，但是主如果能夠因為我愛祂而得到滿足，這就夠

了。願愛袮的人能更多的被興起來！所以保羅不僅在

這裡說到愛主的人會被神知道，他甚至在哥林多前書

16章結束的時候寫到若有人不愛神，這人可詛可咒。

我們都應該好好來愛祂。當一個人愛神，一個真正愛

神的人，他身上一定有一些特點的。就如我們昨天講

的，一個真正做主門徒的，他身上有特點的。在很多

的事情上你可以看得出來。所以聖經講到愛主的人，

他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喜歡親近神，他願意花時間跟主

在一起。第二，一個真正愛主的人，他一定願意與世

界有分別的。約翰一書第二章15節告訴我們「不要愛

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

他裡面了。」他知道有一個東西會奪去他裡面對神的

愛，不僅僅破壞了他對神愛的程度，也破壞了他對神

愛的純度。如果你覺得過去很愛主，現在不愛主；

從前講到主的愛就落淚，就感動，現在沒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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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回到聖經上來看這句話「人若愛世界、愛父

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這兩個是不能共存的。你不

能說你又愛主，又愛世界。聖經說這是不可能的。第

三，一個真正愛神的人，他願意為主來忍受試探。所

以雅各書第一章12節說「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主

要為那些經過試驗的人預備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

給那些愛祂之人的。」一個人一碰到試探就投降的，

說明你根本不愛主，試探的確是會吸引我們，是需要

掙扎，需要付代價的。如果你不需要忍受，那對你並

沒有試探的力量，就是因為它好到一個地步，你需要

來overcome（克服）。弟兄姐妹，在這裡忍受試探的

有福了，神要把生命的冠冕賜予我們，是為著那些愛

祂的人。第四，我們愛神的人一定會彼此相愛的。約

翰一書第四章第12節告訴我們如果彼此相愛，神就住

在我們裡面，愛祂的心在我們裡面就完全了。到了20

節，「如果我們不能愛所看得見的弟兄、怎麼能夠愛

所看不見的神呢？」所以如果我們真正愛神，我們一

定會愛我們周圍的弟兄姊妹的。第五個特點，你真正

愛祂，就會願意順服祂，遵守祂的命令。這是榮教士

最喜歡的經文之一，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她面，她送給

我的經文。約翰福音14章21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

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

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弟兄姊妹，我們真的巴

不得神家裡有更多愛祂的人，在太平盛世的時候看不

出來，在神家面臨危機，有需要的時候馬上就顯明

了。

3 對神兒女：願愛主的人有更明顯的屬天影響力

第三方面，愛主的人能夠像日頭一樣，像日頭出

現光輝烈烈。當黑夜籠罩的時候，是提供了仇敵工作

很好的機會,讓很多軟弱的人心裡被恐懼抓住,讓很

多人的心情鬱悶而且沒有盼望。但是當日頭出現了，

它把光帶來了，把熱帶來了，把所有生命百物成長所

需要的東西、恩典都帶來了。黑暗在這裡，光來了，

就把黑暗趕出去了。我講過一個例子，一個傳道人在

一個宣教工場多年服事沒有結果，就在他非常灰心失

望的時候，他走在鄉村的街道上，非常沮喪的低著頭

走，當他經過一個櫥窗的時候，突然被眼角瞥見的那

個大poster(海報)吸引住了，那麼大的一張海報全是

黑的，非常的突出，非常的明顯，但是中間有個小小

的蠟燭在那裡發光，然後底下有句話“就算把全世界

的黑暗都加起來，也不能夠阻止我的發光。”弟兄姊

妹，這句話大大的激勵了他，雖然黑暗這麼多，雖然

黑暗這麼深，有點像出埃及記說的那個黑暗深到一個

地步，人可以摸得到的。但是就一個小小的光，馬上

就不一樣了。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我

們天天都在影響周圍的人，只不過是程度的大小，與

正反面的不同就是了。求神幫助我們，不要只在地上

做一個好人，要做一個有屬天影響力的人。讓人在黑

暗中見到光，在痛苦中碰見愛。讓需要幫助的人從你

的身上得到主的幫助。他說願神的兒女如日頭出現，

這是一個明顯的屬天影響力，這是屬天的，是明顯

的，而且日頭越照越明。他不僅僅把光帶到黑暗裡面

來，他把生命，把能力帶到這個地上來，他把所有需

要成長的，萬物需要的恩典帶來了。弟兄姊妹，我們

神家需要這樣的器皿，所以保羅無論到哪裡去都帶著

明顯的影響力。

參、 我們新年的期望

弟兄姊妹，我們在這裡要有影響力，尤其每一年

神都把我們帶到一個新的階段。希望我們在祂的手

中更合乎祂用。我們有門徒訓練，我們有各樣事奉

團隊的建造。弟兄姊妹，神家需要合用的器皿。我希

望底波拉的禱告真的成為我們的禱告，底波拉所禱告

的也成為我們的實際，仇敵的工作被趕逐，神家更多

的人起來愛主。我們有更多有屬靈影響力的人在這

裡，在今天這個世代裡面，多少的教會都在分裂，多

少的教會裡面有勾心鬥角，弟兄姊妹不和的事情。

不要說一根一根的筷子被抽出去，被仇敵折斷；不要

說一塊一塊的炭火從炭堆裡被拿出來冷卻了；不要

說在往前的路上，多少人被亞瑪力人不是擋下來，就

是從後面殺掉了。今天就連在神家所謂親愛的弟兄姐

妹中間都有勾心鬥角，彼此不合的事情。我們何等希

望神在我們中間能夠興起祂的作為，把所有仇敵的作

為從我們中間趕逐出去。我們的禱告都集中在“神的

兒子出來，把魔鬼的作為為我們undo（廢）掉。”我

們的禱告希望神家每一個人都起來愛耶穌，沒有人袖

手旁觀，沒有人坐在圈裡面聽笛聲的。我們都把自己

的肩膀放進來，都把自己的腳放進來。我們也希望有

更多的人帶著屬靈的影響力，不僅祝福我們周圍看得

見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家人，我們公司的同事，我們

的community（社區），甚至這個世代所有神的兒女

們，都藉著網路被聯合起來了。希望我們的影響力是

真實的，是明顯的，而且是屬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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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託負的使命：香柏木培訓中心

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這兩個是不能共存的。你不

能說你又愛主，又愛世界。聖經說這是不可能的。第

三，一個真正愛神的人，他願意為主來忍受試探。所

以雅各書第一章12節說「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主

要為那些經過試驗的人預備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

給那些愛祂之人的。」一個人一碰到試探就投降的，

說明你根本不愛主，試探的確是會吸引我們，是需要

掙扎，需要付代價的。如果你不需要忍受，那對你並

沒有試探的力量，就是因為它好到一個地步，你需要

來overcome（克服）。弟兄姐妹，在這裡忍受試探的

有福了，神要把生命的冠冕賜予我們，是為著那些愛

祂的人。第四，我們愛神的人一定會彼此相愛的。約

翰一書第四章第12節告訴我們如果彼此相愛，神就住

在我們裡面，愛祂的心在我們裡面就完全了。到了20

節，「如果我們不能愛所看得見的弟兄、怎麼能夠愛

所看不見的神呢？」所以如果我們真正愛神，我們一

定會愛我們周圍的弟兄姊妹的。第五個特點，你真正

愛祂，就會願意順服祂，遵守祂的命令。這是榮教士

最喜歡的經文之一，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她面，她送給

我的經文。約翰福音14章21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

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

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弟兄姊妹，我們真的巴

不得神家裡有更多愛祂的人，在太平盛世的時候看不

出來，在神家面臨危機，有需要的時候馬上就顯明

了。

2-3 對神兒女：願愛主的人有更明顯的屬天影

響力

第三方面，愛主的人能夠像日頭一樣，像日頭出

現光輝烈烈。當黑夜籠罩的時候，是提供了仇敵工作

很好的機會, 讓很多軟弱的人心裡被恐懼抓住, 讓很

多人的心情鬱悶而且沒有盼望。但是當日頭出現了，

它把光帶來了，把熱帶來了，把所有生命百物成長所

需要的東西、恩典都帶來了。黑暗在這裡，光來了，

就把黑暗趕出去了。我講過一個例子，一個傳道人在

一個宣教工場多年服事沒有結果，就在他非常灰心失

望的時候，他走在鄉村的街道上，非常沮喪的低著頭

走，當他經過一個櫥窗的時候，突然被眼角瞥見的那

個大poster(海報)吸引住了，那麼大的一張海報全是

黑的，非常的突出，非常的明顯，但是中間有個小小

的蠟燭在那裡發光，然後底下有句話「就算把全世界

的黑暗都加起來，也不能夠阻止我的發光。」弟兄

姊妹，這句話大大的激勵了他，雖然黑暗這麼多，雖

然黑暗這麼深，有點像出埃及記說的那個黑暗深到一

個地步，人可以摸得到的。但是就一個小小的光，馬

上就不一樣了。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

我們天天都在影響周圍的人，只不過是程度的大小，

與正反面的不同就是了。求神幫助我們，不要只在地

上做一個好人，要做一個有屬天影響力的人。讓人在

黑暗中見到光，在痛苦中碰見愛。讓需要幫助的人從

你的身上得到主的幫助。他說願神的兒女如日頭出

現，這是一個明顯的屬天影響力，這是屬天的，是明

顯的，而且是越來越強的日頭越照越明。他不僅僅把

光帶到黑暗裡面來，他把生命，把能力帶到這個地上

來，他把所有需要成長的，萬物需要的恩典帶來了。

弟兄姊妹，我們神家需要這樣的器皿，所以保羅無論

到哪裡去都帶著明顯的影響力。

叁、 我們新年的期望

弟兄姊妹，我們在這裡要有影響力，尤其每一年

神都把我們帶到一個新的階段。希望我們在祂的手

中更合乎祂用。我們有門徒訓練，我們有各樣事奉

團隊的建造。弟兄姊妹，神家需要合用的器皿。我希

望底波拉的禱告真的成為我們的禱告，底波拉所禱告

的也成為我們的實際，仇敵的工作被趕逐，神家更多

的人起來愛主。我們有更多有屬靈影響力的人在這

裡，在今天這個世代裡面，多少的教會都在分裂，多

少的教會裡面有勾心鬥角，弟兄姊妹不合的事情。

不要說一根一根的筷子被抽出去，被仇敵折斷；不要

說一塊一塊的炭火從炭堆裡被拿出來冷卻了；不要

說在往前的路上，多少人被亞瑪力人不是擋下來，就

是從後面殺掉了。今天就連在神家所謂親愛的弟兄姐

妹中間都有勾心鬥角，彼此不合的事情。我們何等希

望神在我們中間能夠興起祂的作為，把所有仇敵的作

為從我們中間趕逐出去。我們的禱告都集中在“神的

兒子出來，把魔鬼的作為為我們undo（廢）掉。”我

們的禱告希望神家每一個人都起來愛耶穌，沒有人袖

手旁觀，沒有人坐在圈裡面聽笛聲的。我們都把自己

的肩膀放進來，都把自己的腳放進來。我們也希望有

更多的人帶著屬靈的影響力，不僅祝福我們周圍看得

見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家人，我們公司的同事，我們

的community（社區），甚至這個世代所有神的兒女

們，都藉著網路被聯合起來了。希望我們的影響力是

真實的，是明顯的，而且是屬天的。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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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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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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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這兩個是不能共存的。你不

能說你又愛主，又愛世界。聖經說這是不可能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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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那些經過試驗的人預備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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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

第三方面，愛主的人能夠像日頭一樣，像日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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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不一樣了。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

我們天天都在影響周圍的人，只不過是程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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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神在我們中間能夠興起祂的作為，把所有仇敵的作

為從我們中間趕逐出去。我們的禱告都集中在“神的

兒子出來，把魔鬼的作為為我們undo（廢）掉。”我

們的禱告希望神家每一個人都起來愛耶穌，沒有人袖

手旁觀，沒有人坐在圈裡面聽笛聲的。我們都把自己

的肩膀放進來，都把自己的腳放進來。我們也希望有

更多的人帶著屬靈的影響力，不僅祝福我們周圍看得

見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家人，我們公司的同事，我們

的community（社區），甚至這個世代所有神的兒女

們，都藉著網路被聯合起來了。希望我們的影響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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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是那充滿萬有
者的豐滿。」 
   （弗 1：23 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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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託負的使命：香柏木培訓中心

2000 - 2004 
在 De Anza 
Time 寄居期

11

這二十年 ……

2004 - 2008 
上去得那地 

為業

這二十年 ……

大學的

「你們必歡歡喜喜
而出來，平平安安
蒙引導。」 
   （賽 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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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立刻上
去得那地吧，我們
足能得勝！」 
   （民數記 13：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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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長進，連於元首
基督。全身都靠祂聯絡的合
適，百節各按其職，照著個
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
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
自己。」 
  （弗 4：15b-16）



第45期/2013年3月 15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四日，在Orange舊會所大掃

除，把所有原聚會的大廳、樓上、樓下各個

教室，一併清空，準備在年初交給這棟會所的新主

人。大夥說說笑笑，跑前跑後，老少來了將近百人。

有好多傢俱、櫥俱、玩具、教學用具，都是用了好多

好多年，充滿了點點滴滴的回憶。

我先跟著辦公室的文書同工們整理辦公室內的各

種文件、媒體、書籍。小小一間辦公室，其實只要

三個人就很擠了，常常還在週四、週五擠滿了來幫

忙的義工，忙著印週報、準備各種聚會的需要、發香

柏木月刊、裝運外地對CD及磁帶的訂貨、錄製各樣

產品、解決網路的疑難雜症、接聽來自不同地方的電

話、回覆關心我們教會的電子郵件；有時還得成為電

話輔導員，傾聽傷心人的需要。有一對外地來的弟兄

姊妹在第一次來此拜訪時，驚嘆不已：「在網路上每

週接受你們教會如此豐富無私的供應，也常常向你們

訂這要那，沒想到所有的事工都在一間這麼小的房間

內進行！」在這小小的房間內，有太多的神蹟在發

生，也有太多與神同工的經歷使我們敬拜神！除了週

三中午固定的禱告會，我們也常常在一起為著教會或

肢體們緊急的狀況揚聲禱告。這間小小的屋子可說是

整個教會的心臟和指揮中心！

院子裡的大鐵盆是我們的受浸池，大家都不捨得

它，還商量著怎麼把它安置在將來的新會所！曾經在

這個小院子裡擠滿了小孩子，歡聲笑語交織在他們童

年每週日的記憶裡，更不用說夏天時在VBS（暑期聖

經班）的快樂時光了。

大廳地上那個從壁櫥裡翻出來的老手風琴，還是

十二年前一位胖胖的單身弟兄拿來的，曾經伴過我們

好幾年的福音聚會詩歌。舖著紅色地毯的講台曾是我

們頭幾年禱告會的地方，一直到不久前還在這兒每

週六有晨禱，地毯上應該流下了這些年不少劬勞的跪

痕和代禱者的眼淚。大廳牆上的佈置是姊妹們所寫的

經文，頂上的四排日光燈是好不容易狠下心來花錢

做的第一個「整修」。掛在進門處那個很難辨識的

「JESUS」的小牌子是前主人留給我們的，于弟兄

老愛用它來考一考新來的人，「上面寫的是什麼字？

」十八條長椅子，起初只能坐滿四分之一！經過一次

一次的福音聚會，一次一次于弟兄在週間走來走去的

為每一個座位禱告，直到後來坐滿了，加折疊椅，再

坐滿了，甚至坐在地上了，我們才搬去De Anza租的

場地。大廳上面的小閣樓是歷年高中、大學團契的小

窩，夏天儼如烤爐，卻是許多孩子成長過程中必經的

一個房間。

中午吃了姊妹們預備的大宴，有正宗台灣油飯，

炒米粉及酸辣湯。在這個小廚房內，姊妹們曾經每個

主日在這裡預備大鍋菜，感恩節烤火雞、燉湯，禱告

會煮茶葉蛋、蒸饅頭，青少年為兒童班烤披薩、做壽

司，弟兄們在母親節大顯身手，……許多的愛都從這

裡流露出去。

吃完飯，我下到樓下再巡一遍，站在中間那個原

本用作圖書室的房間，已經空無一物，眼前卻彷彿還

擺著六年前我在這裡的第一張辦公桌。那時候，大堂

後面的小房子當作兒童主日學小班教室，每主日擠滿

了數十位小小孩兒，于弟兄和我的辦公室就與其他主

◎ 于楊念慈

數  不  盡  的  恩  典

【1993-2000 在Orange小教堂的開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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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學教室安排在這地下室。于弟兄在樓梯下那間大約

四十平方呎的斜角室裡，我則是與圖書室共用。記得

那一年，我第一次體會原來矽谷的冬天可以這麼冷！

因為是地下室的緣故，早晨一進來就如進了冰庫，開

了在腳前的暖爐，下午走時，房間的空氣還是寒冷

的。有時忘了開暖爐，坐不一會兒，下半截腿就涷得

像木棍了。但是，我卻常常坐在這四壁書牆的辦公

室裡滿心火熱，一點也不想念原來在惠普公司裡設備

完善又暖和的大樓。當然嘛！我已經跳槽，老闆不一

樣，員工上班的使命感也大不相同囉！

到夏天，這地下室可有了天然冷氣，每一年的

VBS也是孩子們最愛的地方，樓上熱得揮汗如雨，

就趕下來涼快一下。沒有人的時候，我下午還可以抽

空打個盹。在這間小小的辦公室內，我打過無數的

電話，預備過無數次的課程，跪在地上無數個分鐘尋

求詩班在福音聚會的詩歌，那兩張黑椅子（還是惠普

不要的舊傢俱）曾坐過許多來交通、禱告的弟兄姊

妹，……。

走廊的對面是餐廳。每一年的感恩節在這裡擺滿

了各式佳餚，親切的笑容洋溢在老老少少的臉上，許

多福音朋友都與我們一起過節，之後，我們用感恩和

讚美向他們見證所信的神。除了聚餐，每週間曾經有

不同的小組使用過這裡。歷史最久的恐怕要算是週四

的姊妹聚會了，許多令人落淚的故事、會心一笑的分

享、持之以恆的代禱、和生命成長的見證，都曾在這

裡經過。恐怕直到搬進新會所，它還是青少年週五的

聚集處呢！

想著這一幕幕，我不禁戀戀不捨，尤其Bowers上
的新會所還不知什麼時候才買得到，現在這個已經用

了十二年半的舊會所又要交給別人，…..「念慈姊」

，一聲呼喚把我從入神中驚醒，他見我兩眼是淚，半

調侃半安慰的說，「別難過，離開這裡，我們馬上

就要搬新家了，快了，快了！」我不好意思的抺了把

臉，感謝主讓弟兄在信心中說話，提醒我神的旨意要

往前，我就該隨著往前。只是我知道在這棟小會所內

十來年的歲月，將是我這一生都感恩不盡，也永不忘

懷的！      �

v
 這間不起眼的教堂只有6000平方尺建

地，1992年上市時，得了6個競價單，我

們的出價倒數第二。

就是在這間小廚房，Pastor Daniel和他的

妻子與于弟兄夫婦第一次見面，就決定

順服主在心裡的命令，不把這間年逾半

百的小教堂賣給開發商，而以低價把交

給「基督徒聚會」。 w

r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間小教堂是

我們的第一個家。

r  這是當初在小教堂院中的受浸池，原為

飲馬之用。

r  2005年這間小教堂再度以低於市場

價移交給「全恩堂」教會，繼續在

Cupertino為主作見證。

【1993-2000 在Orange小教堂的開創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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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德雄 

那些搬運的日子

~~ 緣起 ~~

教會在Orange Ave舊會所聚會七年以後，因著

人數的增加，原有的聚會廳與兒童主日學教室已不敷

使用，因此租用了De Anza College會議廳作為主日

聚會場地，並若干教室作為兒童主日學使用，從此開

始了長達七年的教會搬運生涯。

每個主日的清晨，同工們將載有講臺、音響設

備、錄音攝影器材、兒童主日學桌椅、教材、杯碗

瓢盆的卡車開到De Anza College，接著架設器材設

備，並將兒童及年長聚會的場地佈置好，開始一天的

聚會；等到下午聚會結束後，再將所有的設備全部裝

回卡車，以備下個主日使用。經過七年，每個主日的

搬運，同工們都相當自豪，無論要到哪裡聚會，只要

卡車開到，二十分鐘內便可佈置完成，開始聚會了。

~~ 同工 ~~

搬運這個服事是需要早出晚歸的。在弟兄姊妹到

達聚會廳之前，同工們早已集合在卡車邊，以禱告開

始這項服事；等到聚會結束後，同工們再次集合，

將設備搬上車，然後一同禱告，感謝主祝福這一天的

聚會，並保守同工們服事時的安全。搬運同工裡，有

醫生、教授、分區小組長、工程師、少年人等。有的

全家一起來；也有同工搬家後，仍在主日清晨開半個

多鐘頭的車繼續這項服事。七年過去了，無論颳風下

雨，聚會不曾有所耽延。感謝主，祂的恩典夠用。

跟我同組的，有一位少年人名叫Felix，每次輪到

我們這一組服事時，他總在前一天打電話提醒我，求

神記念他的忠心。若有人因事不能來時，總有同工自

動補上，我真在這項服事上，看到了弟兄們彼此扶持

的情誼，是神所喜悅的。

~~ 難處 ~~

後來，De Anza College準備改建會議廳，我們

就被轉到學生餐廳，與那些冰箱一同聚會，冰箱常發

出隆隆的聲音，這真是一段特別的經驗。因著聚會場

地的改變，年輕人、兒童、長者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聚會，造成佈置場地時的困難。但對於身為搬運組長

的我來說，最大的難處卻是找不到足夠的同工。有時

看到弟兄姊妹吃過飯就走了，只留下極少數的同工在

搬運，心中甚覺疲憊；雖經幾次大聲疾呼，仍然找不

到足夠的同工，數度萌生倦勤的想法。感謝神，是祂

釋放了我，知道我的日子如何，我的力量也必如何；

知道若這是祂所喜悅的服事，祂必要賜下夠用的恩

典，與足夠的同工；讓我能安息在祂的腳前。感謝主

讓我在這項服事上經歷祂，學習更加地在凡事上依靠

祂。于弟兄更多次親自與同工一同搬運，以行動支持

這項服事。

~~ 感謝 ~~

當2007年6月，第一次在新會所聚會時，正式宣

告了搬運這項服事的結束。同工們紛紛轉入其他服

事，我也卸下搬運組長的職務，轉到影音組。我相信

同工們都和我一樣，在這搬運的服事上經歷了神豐盛

的恩典，也更願意為主所用。

這是我在神家的第一項服事，後來更擔任了幾年

的組長，對於這項服事，實在有著很深的情感。原本

以為之所以會參加這項服事，是因為聽到教會有這需

要，就發熱心去行。後來我的妻子告訴我，她已經為

我能參加這服事禱告數月了，我才恍然大悟，進而開

玩笑地問她，為何不禱告讓我參加其他比較輕鬆的服

事呢？感謝主，祂實在是知道我們的光景，祂沒讓我

的衣服穿破，也沒讓我的腳走腫，甚至連一個感冒也

沒有。若有一點點小事是因著愛祂而去做的，我們都

當把榮耀、感謝來歸給祂。     �

（原載於2008年5月「香柏木季刊」43期）   

【2000-2004 De Anza大學的寄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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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1993-2013)感恩特刊

主內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神的帶領常常是超過我們所能預測。難怪使徒保

羅要說﹕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

祂的判斷何其難測﹐

祂的蹤跡何其難尋。

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祂的謀士呢﹖

誰是先給了祂﹐使祂後來償還呢﹖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

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

常有人問我﹐「于弟兄﹐你的異象是什麼？」我

總覺得很難照著詢問者的期望回答什麼。因為﹐我若

敢說我有什麼異象﹐那就是「基督﹐和祂的教會」。

這異象說大﹐是非常大；說小﹐其實也是非常基本。

因為﹐我只想照著神在聖經中的啟示﹐盡心服事神所

量給我的弟兄姊妹們﹐在這個世代建立一個以基督為

中心﹐讓祂居首位的教會﹐為主作見證。這個建造的

藍圖﹐我都寫在「同一心靈﹐同一腳蹤」的小冊子

中。而且﹐這些年﹐我們也是一步一腳印﹐雖然慢﹐

卻很踏實的往前走。神常常校正我們﹐但是目標和道

路一直沒有改變﹐也就是我們不論個人﹑家庭﹑教

會﹐都要「作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矽谷基督徒聚會成立於1993年四月的第一個主

日，從十個左右固定的家開始，先在位於Cupertino
市的Orange街小教堂起步。後來因為人數成長﹐而

於2000年搬到租用的DeAnza大學學生中心聚會。感

謝神﹐在矽谷基督徒聚會成立的這十來年中﹐有許多

人在此蒙恩得救﹐許多聖徒在這裡遇見主﹐有許多弟

兄姊妹在這裡生命被改變﹑被成全﹐神更是興起了許

多清心愛主﹑忠心事奉的器皿。如今教會中可以說是

已經具備「各站其位﹐各盡其職」的雛形。只是離神

的心意及我們心中的盼望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成長。尤

其經過買堂建堂這一段路，神更是曝露了我們許多不

足，但也因此讓我們越發謙卑倚賴神，越發渴慕祂真

實的建造。

公元2000年﹐幾位同工為教會建立了網路事

工﹐把整個教會的事奉範圍帶進了一個新的局面。雖

然因為沒有固定聚會場地而受諸多限制﹐現在每一個

月已達到6000GB的信息被各地下載﹐有分散在二十

餘個國家的弟兄姊妹每主日參加我們的成人主日學、

詩歌敬拜、信息及小組讀經預查等等，這是我們始料

未及的。這方面我們從沒有積極去營造或推廣，反而

因為人力靈力都不夠，不敢跨步。是神用祂的手介入

在我們的事奉中，要我們敬畏祂，順服祂。也感謝神

在教會裡培育了貴重的器皿，看見禾場的需要，就擺

上時間力量，盡心服事。所以今天我們才在網路事工

◎ 于宏潔

建堂的負擔

本於
倚靠
歸於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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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十年 ……

擺上時間力量，盡心服事。所以今天我們才在網路事

工這一片田能有一些功用。同工們稱呼在網路上參加

敬拜的肢體們為“那些看不見的弟兄姊妹”。

雖然教會搬到租用的大學學生中心聚會有許多的

不方便，服事的力量也很消耗，眾人都巴不得趕快有

個自己的家，但我們仍然只是要尋找一個略大的固定

場地而已。沒想到﹐在經過七年多每主日的搬運之

後﹐現在主賜給我們的地方遠遠超過我們所敢求﹐所

敢想﹗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怎麼樣使用這塊地

呢﹖這塊地是神的地﹐祂一定早就有了計劃﹐我們需

要做的﹐就是來求問祂﹐到底祂要我們怎麼來使用﹖

有一件事﹐我及同工們都知道的﹐就是這塊地絕對不

是單單為著我們這二﹑三百人的。我現在就把主已經

擺在我裡面的計劃交通給所有關心的弟兄姊妹及在各

處的教會。還有不明白的部份﹐我們會等候祂進一步

的指示。感謝神﹐祂「按站」帶領神的百姓﹐我們只

要跟隨祂的雲柱、火柱﹐因信安息。

在教會方面﹐我們仍然繼續持守原先的異象﹐在

矽谷地區﹐為主作見證﹐只是我們要越發的加緊傳福

音﹐越發的加緊「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

身體」﹐來彰顯神的榮耀。這個身體﹐不僅包括說中

文的人﹐也要包括說英語的﹐甚至要有說其他的語言

的﹔不僅只包括一代﹐且要包括好幾代﹐老﹑中﹑

少﹑幼﹐都在一個神的家中享受祂的祝福﹐遵行祂的

旨意﹐活出祂的見證。

除了教會的見證﹐我們還盼望能服事眾聖徒﹑眾

教會﹐以至於神國度的度量。早在1996年﹐我第一

次進中國培訓﹐講「約伯記」和「約書亞記」﹐我的

心就被神在那塊土地上的工作所震撼。那一片遼闊遍

滿人群的土地﹐那些面孔黝黑發亮的骨肉之親﹐那火

熱愛主﹑追求主的心志﹐那如大水澎湃的禱告聲﹐及

特殊腔調的詩歌……,都一一撥動著我深處的心弦。

回程﹐我與妻子經過香港及台灣﹐我們都哭了：想念

才分別幾天的同工領袖﹐也疼惜在物質豐富地區許多

靈魂失喪﹑向偶像屈膝的另一片骨肉之親們。

自此﹐我就在心中默默有一個意念﹐希望神可

以使我們教會在祂對中國人的工作中有一份。1997
年﹐神給了我一篇信息﹕「黎巴嫩的香柏木─神家的

棟樑生命」﹐也因此我為著心裡那一個默默的意念﹐

取好了名字─「香柏木培訓中心」。只是我完全不知

道主什麼時候會成就。現在這個位於矽谷心臟的場地

就是主顯明的計劃。

第一棟樓主要供聚會用﹐是我們原先的需要﹐第

二棟神多給的就是祂額外的託付了。除了這個培訓中

心﹐我們也要就著這個世代越來越忙碌的生活﹐提供

神兒女及福音朋友一個退修之處 ─ 有禱告室﹑書

房﹑多媒體中心等。也盼望將來能提供更多、更方

便、更優質的網路事工。

具體的計劃﹐都還需要聖靈一步一步更確切的顯

明和引導。我再說﹐這塊地是神的地﹐我們需要做的

就是明白並逐步實現祂的計劃。至於我們﹐實在無能

也不配。誠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所言﹐「並不是我

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我們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

神」。我們也是定了主意﹐「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

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我們這微小的教會，因著

網路科技，更因著同一位神的靈，與神國度中眾多的

肢體緊密相連。此時，迫切需要您的代禱，與我們一

同承擔神的託付，面對前面的挑戰。

願一切榮耀﹑智慧﹑權能歸給神﹗

 主僕﹐

                           于宏潔 上  

                      2004年5月30日   �

「萬軍之耶和華說：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的，因你們

的地必成為喜樂之地！」            (瑪3:12)

（原載於2008年5月「香柏木季刊」43期）   

【2004-2008 上去得那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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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期間，我們看到神建造教會的方法是一面建

造，一面拆毀；一面擴大，一面煉淨，為要使我們經

過祂親手的製作，而成為蒙福的人。也是在這一段過程

中，我更體會什麼是「身體的見證」。同工們的配搭，

各站其位，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我們對會眾「溝通」的

管道也有明顯的進步。　

我特別感恩的是，神在我們教會製作一個團體的信

心。我們是小信，神卻是永遠信實；我們無法憑靠自己

為主成就任何事，同樣的，我們的擔憂，也不能攔阻神

的作為。眾人始終如一的都有一個心願，就是求神的旨

意可以在我們中間通行！我們一路走來，當我回頭看，

看到這個『團體的信心』在我們中間成形、茁壯、成

熟，信心有一天就要變成眼見，實在是感謝神！我們外

面的困難仍然存在，但是我相信我們裡面的困難卻是愈

來愈小，因為信心是活的，信心是可以長的，只要我們

順服神，神的旨意必要通行，而且我發現神就是在那裡

做我們這個團體！(陳培明2005年)

    ..................................

過去有許多次，實在覺得自己的度量不夠，甚至

也大膽的跟主說，主啊！若你看我們也不行的話，就給

我們換一個簡單的、容易一點的地方吧！但是主有祂的

美意，無人可以為祂來謀略，祂照著祂自己的旨意來行

事。所以現在，神再一次要我們來為祂管理這塊地，我

們是非常的惶恐！所有的風險系數以及各方面的顧慮同

工們都想過了，連我們都能夠明白的，神怎麼能不明白

呢？

老實說，我覺得這實在是摸著了我們信仰的根基，

就是我們是否真的相信祂是神，真的相信當我們存心來

遵從祂旨意的時候，祂會聽我們的禱告！這件事情對我

自己這段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相信對許多認真在

尋求神的旨意，盼望祂的旨意成就的弟兄姊妹也同樣是

靈程上的一個挑戰。然而，我們也該一同歡喜快樂，因

為就是藉著這樣的挑戰和機會，讓我們的信仰更扎實。

雖然經過風雨，但是如果我們的信心，果真是不憑著眼

見來堅固信仰，而是從裡面因為跟神的聯結而相信祂，

我想這對我們一生都有很大的幫助。

 (心愚 2005年)

    ..................................

這條建堂之路是信心之旅。路的起始是神將祂的

旨意藉著牧者向我們顯明﹐憑著簡單的信，我們就上路

了。我們信祂的所是，信祂的全能，信祂的應許不會落

空。然而神知道我們那沒有經過試驗的信心的度量是極

小的﹐祂要藉著各樣的環境來試驗並提昇它。

一系列迭宕起伏的變化將我們“逼”到祂面前，那

時我們的信心面臨著極大的考驗﹐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

再回到神起初的應許﹐讓我們明白要憑信往前﹐仰望祂

來為我們成就祂定意要成就的﹐而不是按著我們自己的

度量去“為神”成就祂的應許。隨著建堂的進行﹐我如

同搭上了一趟信心的快班車﹐信心和屬靈的生命得以被

主不斷的建立和提昇。 (展曉燕)

    ..................................

我幾乎每天都在網絡上看教會購買新會所的消息，

而且我知道全世界尤其是中國有許許多多弟兄姊妹在關

心這件事，因為這是關乎我們神家的事，更是關乎 父

神旨意的事。我們會與你們一起，用不止息的禱告，求

天父為我們成就大事！ 

我常為能夠與你們一道經歷購買新會所的事而感謝

我們的父神，正如于弟兄所說，這樣的事在我們的一生

中都不會經歷太多，而父神卻在我年輕的時候，讓我與

眾弟兄姊妹一起經歷這場屬靈的爭戰，這是天父賜給我

們的何等的大愛呀！

現在，主讓我與你們一道，憑信往前，去獲取主為

信心道上同路人

◎ 眾肢體

見證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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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備的美業，使我們既得到一份在地上榮耀主名的

居所，也得到靈裡的豐盛產業。同時也讓我們學習過奉

獻關，學習靠主勝過仇敵和老我。並且，我在教會的信

息裡，也聽到了弟兄姊妹的見證，多麼的讓人感動呀，

也多麼的感謝主呀。我們是一家人，讓我們一道用信心

面對困難，從而大獲全勝。 (中國 李姊妹)

    ..................................

我們是遠在東岸馬里蘭州的一對弟兄姊妹，我們曾

參加過于弟兄2002年7月在華盛頓特區帶領的『豐豐富

富進神國』特會，于弟兄的信息非常震撼我們的心，從

特會回來後，我們對神產生了極大的渴慕，聖靈將很多

以前不明白的真理向我們開啟，神的話語向著我們好像

活過來了。

那次特會真是我們生命的“轉捩點”。後來我們

又欣喜的發現了你們的網站，於是每個禮拜二坐在電腦

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載你們的信息。我們同時也是香柏

木月刊忠實的讀者，你們的信息和見證時時的鼓勵著我

們。

二零零四年七月以來，你們要建堂的事一直牽掛著

我們的心，我們切切地盼望神的旨意在你們的身上快快

成就，盼望神的國擴張，盼望藉著你們忠心的服事有更

多的人能夠得到造就，也巴不得我們能在這個事工上有

份。我們一直盼望能將2003年退稅得到的錢奉獻給建堂

事工，可是不知為什麼我們一直沒有收到IRS寄來的支

票。現在，我們決定先憑信心把這筆錢奉獻出來，日後

神一定會給我們補上，雖然數目很少，但相信愛我們的

神一定會加倍的感動各處弟兄姊妹來參與禱告和奉獻，

祂的應許一定會實現，阿門！我們的禱告與你們同在！

讓我們一起來建造神的殿！(美國馬里蘭州)

    ..................................

【編者附記】4/08在教會辦公室接到陳姊妹來電詢問奉

獻及新會所的進展。接著她分享和弟兄在這次建堂奉獻

上，奇妙地經歷到神的信實與慈愛！他們夫妻都是學

生，雖然一直有感動要奉獻，卻一直沒有奉獻款。他們

想起去年有一筆退稅可以奉獻，卻將近一年都未收到，

等待很久，一直沒有影兒。終於，在4/01(星期五)心裡

深受催促就憑著信心先把奉獻寄出，沒想到4/04(星期

一)一早就收到IRS的退稅支票，哈利路亞！我們教會也

是在4/04收到他們的奉獻。另外，他們憑著感動將全數

並且添成整數寄出。太奇妙了！IRS的退稅支票也是加

上利息的，所以金額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忍不住，我們

就在電話兩端一同高聲讚美說：祂真是又真又活的神！

四年前的勞工節過後，我開始參加矽谷基督徒聚

會，當時正值教會面對購堂的三個巨人中的第一個巨人

─取得合約。我回顧自己在這學習信心的功課中所得著

的恩典，心中對神滿了敬畏與感恩。過程中與弟兄姊妹

一同經歷神的大能，看見神帶領教會跨過一關又一關的

難處，每一個跨越都讓我對神的信心被提升，也看見榮

耀的神在地上建造教會的同時，也在改變和塑造神兒女

的生命，並且將我們帶進祂更深的同在中。

在這以前我不懂如何禱告，也未曾嘗過與主交通

的甘甜，只是以自己的需要為中心，苦苦的向神哀求。

到如今可以在信心中倚靠祂的應許，仰望祂，也藉著禱

告將自己更多的交託給神，我深深感受到神不是遙不可

及，只有在主日崇拜或是週間聚會才與我們同在的神，

祂是時刻與我們同在，細微且溫柔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看顧、保守我們的神。 

我曾經在週二的禱告會上分享申命記11:22–24。那

次禱告會對我而言，是一個特別且溫馨的聚會。那天晚

上是第一次有這麼多人為我及另一位姊妹唱生日歌。雖

然教會在購買會所上面臨了極大的挑戰與困難，可是弟

兄姐妹在主內的愛卻是如此的溫暖，不因外在的困難而

有所減少，此時我更能體會培培姐妹為甚麼會如此捨不

得離開這裡──因為這裡有愛。

是的，正是神的愛及祂的恩典將我們緊緊包圍著，

使我們在面臨困難時，仍然有信心、有盼望。因我們知

道神的應許不會落空，祂的信實永遠長存。只要愛我們

的神，專心倚靠祂，且行祂所吩咐的，祂必親自為我們

爭戰，將所應許的賜給我們。外在環境中的困難如此，

屬靈中的爭戰亦是如此。我深信神所要成就的，必超過

我們所求所想！  (葉展平)

「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

賜。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

著所應許的。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

不遲延；只是義人〔有古卷：我的義人〕必因信得生。

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希伯來書10:35-38)       
�

（原載於2008年5月「香柏木季刊」43期）  

【2004-2008 上去得那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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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1993-2013)感恩特刊

同心合意的禱告

見證集錦

我們在剛開始購買會所的時候，訂了三個目標：

第一個是得到合約 (get the deal)，第二個是得到建堂

基金 (get the money)，第三個是得到使用許可證 (get 
the permit)。當初，我覺得得到合約應該最容易吧！那

時房地產市場也不太好，我們只要出個價錢，賣方應該

很快就願意賣給我們。所以得到合約應該就是簽個字而

已！一年多前，我們還真的拿到了那個合約，也簽了

字，但是沒想到中間碰到了一些困難，結果這個合約居

然掉了。接下來，經過一年多，一輪又一輪24/100的禱

告，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的禱告，感謝主，這個地又

回來了。在這件事上，讓我看見很重要的兩點：第一個

就是走神的道路要完全倚靠信心，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第二點就是禱告非常重要，而且禱告真的很有能力。 

             （范肇嘉）

在面對七百萬的壓力下，我儘量參加教會禱告會，

因為我需要緊緊的跟在眾弟兄姊妹的後面，從他們的禱

告中得到力量。記得前一次賣方與另外一家買主，進入

合約的時候，我們仍然每週五中午聚集在Bowers的草

地上禱告，看著緊關的大門有點落默的感覺，就向神

說：“神啊！為什麼不把這塊地賜給我們呢？如果你關

了這扇門，你要為我們開哪一扇呢？”不久我們聽到買

賣並未成交，這下子我的信心來了，每次參加禱告會，

弟兄姊妹們充滿信心的禱告，總是不斷激勵我，真是感

謝神！                （田恬）

以往我不習慣和我的姊妹(淑美)一起禱告。雖然

我們也曾為某一些事情在一起禱告過，然而要花一百

天，每天一起禱告，那將是一件多累的事情。但我還是

順服教會的24/100守望禱告，學習操練且憑信心向神開

口，為我們新會所目前所發生的難處開口禱告。奇妙的

是，當我從第一天開始到如今，我竟然樂此不疲的準時

起床，同心發聲禱告，不但突破我的擔心，也祝福了我

們夫妻間的和諧。會所購買的過程，曾經一直處在膠著

的狀況，口中的禱告詞也一再的重覆，似乎有種彈盡援

絕的感覺。這時聖靈提醒我“你為何不先用讚美來到我

的面前”？我就選了詩篇第125篇“……眾山怎樣圍繞

耶路撤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衪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

遠。”來讚美主的信實，愈讚美愈覺得主的同在是何等

的真實。憑著簡單、順服、依靠的心，我們每天早晨來

親近衪、讚美衪，我們的信心就被堅固，也看見神已在

做衪的工作。現在我們一起每天禱告沒有間斷。   

（曹國豪）

遠離神許多年之後，幾個月前在同事的邀請之下

重新回到神的家中。恰逢教會開始購買新會所，于弟兄

向眾人傳遞從神來的話語「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們足能得勝。」以及神要“用祂自己的榮耀來充滿那

地”的應許大大地感動我，願意為教會操練禁食禱告。

對我的身心靈方面產生的果效和體會非常寶貴：1.主耶

穌說「人活著不是光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裡所出的一

切話」。在禁食期間，我在讀經時感到更能體會神的話

語，覺得與神的距離變得近了，這讓我的心對神滿了敬

畏和感謝。2.在禁食期間，神藉著聖靈在我心中的工

作，讓我對罪更敏感。當我在做不討神喜悅的事時，我

會感到內心強烈不安，神又賜下力量讓我可以從那些捆

綁中得以釋放，並讓我真心嚮往過聖潔的生活。禁食以

來蒙神的光照和祝福。當我們謙卑順服的到祂面前來尋

求和遵行祂的旨意時，祂就大大的傾福下來，超過我們

所求所想！       （葉展豐）

從神應許給于弟兄和教會的話，到九月六日會所

成交，最後到九月十七日神親自帶領我們教會搬進了

Bowers新會所，這些都是神在教會中所彰顯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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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十五個月中，我們夫妻參加了教會週二晚間的禱告

聚會以及24/100守望禱告。在禱告中神使我們明白：祂

不僅要建立一個地上的會所，更重要的是要通過買會所

的過程，學習過信心的生活。神藉著禱告提升了我們的

靈，也堅固了我們的信心，更使我們看見了神的大能，

並經歷到與神同工的喜樂！很多事情好像看似不可能，

但只要行在祂的旨意中和應許上，就必一切亨通。讓我

們將感謝和讚美歸給這位一生牧養我們的神！（焦源）

親愛的弟兄姊妹：

為教會的禱告，一直沒有停止過，我早把自己當

作你們當中的一員了。禱告的時候，都是向神說，我們

的教會。不管大家身居何地，在基督裡，我們都是一家

人。願主祝福全教會，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讓我們一

同經歷風雨，使生命更堅強。                 （中國）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回顧會所這一年多來所經歷的風風雨雨，我們是在

和您們一同經歷信心的考驗。每一天我們都打開網站，

了解會所的信息。我們時常為您們的信心和忍耐所感動

和震撼。今天我們終於和您們一同親身經歷並看到了神

的信實和可靠。哈利路亞！感恩、頌讚和榮耀全都歸給

神！願神繼續大大地祝福您們--在前方爭戰的勇士們！       

（同奔天路的眾弟兄姊妹） 

于弟兄夫婦及弟兄姊妹們: 主內平安!

我很感謝神，讓我能夠在你們教會買會所的這事

上，有份參與代禱的事奉。今年3月份更參與24小時守望

的代禱者，我與我丈夫天天禱告祈求。雖然在你們買聚

會所的事上有攔阻，但這些難處卻攔不了神的作為，反

而造就了你們的信心。其實就連我們在你們的事上也學

習了信心的功課，我們非常地欽佩，也是我們要學習的

榜樣。                             （主內 張姊妹）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禱告：讓開車經過「矽谷基督徒聚會」的弟兄

姊妹，不僅看見教會這個牌子心中受感流淚，也能看見

自己也可以在其中有份，現在還有時間，是神給我們機

會！感謝神！祂不缺乏，祂的教會就能經歷祂豐富的供

應！神的榮耀怎樣充滿會幕/所羅門建的聖殿，今天也要

充滿你們的會所！有一天你們的會所要成為萬民禱告的

殿！以馬內利！                        （主內姊妹）

我在網路上開始聆聽于弟兄的講道，那一段時間

正是我人生低谷。就在我憂傷氣餒的時候，神的話堅固

我，透過于弟兄的講道，不斷地鼓勵我繼續勇敢往前。

于弟兄帶著大家走在建堂之路時，我在網路這一端學習

不看環境，繼續走向神的心意。獻堂前我每天一餐禁食

禱告，相信未來神還要繼續帶領我們更深地認識祂，你

們的見證一直在鼓勵我。                    (臺灣)

親愛的矽谷的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是目前在德國讀書的學生，你們每周的信息我基

本都會聽。在你們建堂的事工上我奉獻的其實太小太小

了，但我願意參加每周日的全天禁食禱告！以馬內利！           

(德國)

親愛的主內殷姊妹 新年平安！

謝謝您的通知，使我們有份於神的諸般恩典，特別

在您們建堂的事工上，使我們能夠參與。我們周圍的幾

個弟兄姊妹願意在下面的時段參與禱告。謝謝您們在神

家的忠心，使我們也能一同得著幫助和激勵。我們將繼

續在主裡為您們代禱。以馬內利！           (日本)

你們經歷了多年的爭戰，並沒有後退，且見神在

你們中間所行的事，越發站立得穩。只要照著你們所行

的，專靠耶和華你們的神，祂必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

成全。感謝主揀選你們做貴重的器皿，使神得榮耀! 願

神的心意得滿足!我願與你們同心禱告，分享這屬天的福

分，並見證神的信實。神既然把這應許之地賜給你們，

祂必完成祂的善工!                        (加拿大)             

（摘錄於2008年5月「香柏木季刊」43期）   

【2004-2008 上去得那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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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參與的奉獻
見證集錦

當我被選為小組的代表參加籌款委員會時﹐我

對這個委員會要做什麼是一點概念也沒有。我第一個

念頭就是﹕我們怎麼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籌到這麼

多的錢呢﹖接下來幾個晚上﹐我都睡不著覺﹐腦中一

直想著﹕“我們要怎麼樣才可以使這個籌款義賣會有

意義，而且達到它的目的呢？”有一天，我突然領悟

到﹐是神，是祂把這個責任交給我，好叫我有機會學

習祂要我學的功課。我要學習順服，學習將更多的信

心放在祂身上。這次義賣終於順利地在12月25日下午

結束了﹐我帶著疲憊的身體回家了﹐但心中卻有種說

不出來的喜悅﹗雖然義賣會只有短短兩小時，但整個

會場像是一個大家庭在辦喜事。在這之前我覺得假如

這次義賣能籌到500元我就很心滿意足了﹗沒想到結

果竟然多達到十倍﹐正如以弗所書第三章二十節所說

的﹕「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

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在神的國度裡﹐

我又學了一課﹗ (唐乃策)

【編者按】

義賣會的目的是為了使教會中每一個小組，每一

位成員，都意識到這件神家的事，與我有關，而且我

可以參與。不論我有錢、沒錢，不論我信主多少年，

不論我有沒有恩賜，不論我年紀大小，只要我有心，

我可以每天為神家禱告15分鐘，我也可以在整個過

程中，與弟兄姊妹同負一軛。

  ..................................

9月6日上午，我在公司收到楊弟兄的電子郵件，

知道購會所的帳戶下午一點就要結帳。信中提及教會

信息對中國大陸基督徒成長帶來的幫助，一個強烈的

震撼在我心中。我低頭禱告，想到中國大陸貧困地區

基督徒，為這次購會所所做的美好的見證，聖靈又澆

灌了，我伏在桌子上哭。感動加上行動才是使命，趕

緊和范姊妹聯繫，和公司打招呼，開車去銀行取現

金。在路上我想要奉獻多少，心裡一個數字，我還算

滿意。之後想到以前奉獻的軟弱和神的恩典，既然是

努力向前，還是把金額加倍吧。難道神給我及我們一

家的祝福，不就是為了今日嗎?當我在銀行將現金遞

給范姊妹和曹弟兄的時候，我深信聖靈在我們三個人

裡面的喜悅和激勵是相同的。下午得知購會所成功的

消息，我和丁鳳都極高興。晚上一家人一起去了禱告

會，與大家一起分享成交的喜悅，感謝讚美神!

 (單文力)

   ..................................

昨天我剛寄出一封信給你，今天就聽到你5/30的

交通，有關買會所的事我很高興，既然有 神的話臨

到──“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 神必親自來成

全。我今年80歲生日那天﹐我的孩子送我一筆賀禮﹐

我將這錢獻上作為買會所之用﹐求 神悅納﹐願 神榮

耀祂自己的名﹗以馬內利﹗ (紐約	趙姊妹)

   ..................................

今天早上起來後，在讚美神的音樂裡，我想到

了神持續的感動，想到您們今天將在新會所“全民禁

食禱告”，決定把節省的房租奉獻給新會所，將會在

10月或11月的中旬寄達您們的帳戶。能有份於新會所

的建造，是神的恩典。感謝神，祂親自開路給了我這

恩。  (James)

   ..................................

在山東的鄉下有一位老大娘，今年已82歲，是一

個瘦弱的孤寡老人，但是她很健康。她在26歲時，失

去了在部隊工作的丈夫，剩下她和不滿兩歲的兒子。

她為了養活兒子，來到城裡打工。政府原先有分配給

她一間公房，但現在因城市規劃，政府已把公房收

回。如今靠著政府所發的一點補助，她說她只需有一

間能跪下來禱告的房子，她就心滿意足了。她自己省

吃儉用，把攢來的錢都奉獻給需要的人或教會。這次

知道我們教會要建堂，她也輾轉請人帶來她的奉獻，

為數是她數月的全部所得。

「你們要上山取木料，建造這殿，我就因此喜樂，且得榮耀。這是耶和華說的。」（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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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著為買會所在奉獻上，我也有一點學習。在第

一次奉獻時，弟兄和我各自寫下自己感動要奉獻的數

目，弟兄的數目竟然是我雙倍。我的弟兄用瑪拉基書

第三章第十節「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

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

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

可容。」來勉勵我，於是我完全順服弟兄的感動，擺

上我們的奉獻。原以為買會所的奉獻已經結束，想不

到Bowers Ave.這棟七百萬的建築物，才是神要給我

們的會所。看到神家有更大的需要，於是弟兄和我再

一次的禱告神，我心想：“主啊！我不是已經奉獻了

嗎？目前弟兄的工作又有一些變化，如果他失業了怎

麼辦呢？”但是我禱告之後，神又感動我一個數目，

這個數目讓我嚇了一跳。當我的弟兄告訴我他的數目

時，我竟然是他的雙倍。感謝主！使弟兄很支持神在

我裡面的感動。更感謝神！藉著買會所在奉獻上，讓

我們家又跨出了一大步。 (黃慕暖)

   ..................................

正當教會“購買新會所”的行動，進入緊鑼密

鼓，人人響應的階段，我感受到這份愛，而深受激

勵。於是在心裡切切地尋問 神：“ 神啊！在這偉

大的行列中，我能為你擺上什麼？我能奉獻什麼？”

頃刻間，我心中湧出很大的負擔與感動──每天擺上

三-五小時，用禱告的心、奉獻的手，烘焙愛心蛋糕

為“新會所籌款義賣”。願將全部所得投入“新會所

基金”。想到在買會所這麼神聖的時刻，我也能參與

其中並有份於 神的榮耀，真是歡喜快樂！ (莊淑美) 

   ..................................

有一天在家和孩子討論奉獻的事，女兒想：我

又沒有錢，又沒有技能，怎麼奉獻呢？突然間我想到

她最愛的一門才藝課。幾年來，只要因請假而錯過的

課，她一定要求去補課，絕對捨不得少上一次課。就

試著問她：“妳願不願意暑假停止上這門課，把學費

省下全部奉獻？”出乎意料之外，她很甘心，沒有一

點勉強地回答：“好啊！”我真是敬畏主在女兒身上

所作的順服和得著。當我向老師談到這件事，老師感

動地表示；她願意整個暑假不收女兒的學費，讓女兒

可以奉獻。我只有俯伏敬拜主！ (趙培聖)

  ..................................

我父母親今年三月初從中國回到美國，準備參

加我們教會的獻堂典禮並幫忙準備當天的愛宴。雖然

獻堂延期，卻正趕上籌款活動。他們看到弟兄姊妹盡

心竭力地奉獻非常感動，他們也願意參與可是沒有力

量，因為我們所需要的建堂款對他們來說是個天文數

字。當有同工建議煮東西義賣時，我母親就積極響

應，包了許多粽子在主日聚會後義賣。一會兒幾十個

粽子就賣完了，還有好多位弟兄姊妹來預訂。我母親

非常高興她可以在建堂奉獻上有份。 (黃懷欽)

   ..................................

在建堂的這條路上，我心中一直有個盼望：希望

我的神，也是孩子們的神；我們建造的殿，也是孩子

們的殿；神給了我們恩典與祂同工，這恩典也是給孩

子們的。記得烘烤餅乾那晚，由於餅乾麵團還太冰太

硬，不能立即使用。孩子們就將麵團抱在懷裡，想要

使它快速軟化。第二天主日聚會後，他們開始義賣，

起先他們害羞靦腆，才不多時，他們已叫賣了起來，

那份熱情，鮮明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裡，相信也存在永

恆的天國裡。 (林慧玲)

    ..................................

編輯室整理

ef當父母們為教會建堂款積極奉獻時，我們當中的青

少年們也不落人後地在全教會發動「青少年到府服務的

籌款活動」。他們提供的項目繁多，有洗車、換機油、

汽車接送、除草、整理院子、吸地毯、換地板、清洗門

窗、幼兒照顧、家教、糕點烘焙，……等。另外他們也

舉辦一個「才藝表演募款晚會」，從準備晚餐、點心到

主持晚會、各種才藝表演都由年輕人一手包辦。看到孩

子們因為愛神、愛神的家，從一開始他們努力尋求一些

可以參與奉獻的機會，到他們終於如願以償地擺上他們

的時間和力量來完成籌款時，我們這些做父母的看見他

們充滿熱情，真是感謝神，甚願日後神更多地使用他

們。

ef在	 神建殿的時刻，	 神的愛摸著了一位年輕人，也

贏得了他的心！他是在學的高中生，為了回應	神的愛，

他甘心樂意地奉獻“他的暑假＂給主。在今年的整個暑

假，他排滿了教游泳的課程，對象從幼兒園至中學的學

生。全數所得將完全奉獻給“新會所基金＂。相信	神必

悅納他愛	 神的心志與行動。願	 神大大地祝福這位可愛

的“小亞倫＂弟兄。       �

（摘錄於2008年5月「香柏木季刊」43期）   

【2004-2008 上去得那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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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場 嚴 肅 爭 戰
親 身 經 歷

 	見證集錦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弟兄姊妹在公聽會現場。

	葉忠明

第三次公聽安排在4月3日舉行。當天晚上，會場

內，兩方對陣，整個過程扣人心弦。而看不見的屬靈

爭戰更是迭宕起伏。會場外，十多位代禱勇士在門外

非常用心，迫切地向神

禱告─同心呼求神裂天而降，來為祂的百姓管理

環境，掌權得勝。其間，不但為場內負責發言的弟兄

姊妹禱告，為每一個細節和他們的表現求主保守和祝

福，並且為負責決議的委員會禱告，也為市政府在場

的官員們代禱，甚至為整個會場以及一切的設備求主

分別為聖。當局勢變得對我們十分不利的時候，于師

母就帶領代禱同工們高唱讚美神的詩歌，正如約沙法

王的詩班走在軍隊前頭，在敵軍面前歌唱、讚美神，

接著就得勝了一樣。感謝主！最後神大大翻轉原本二

比五的逆勢，成為五比二的得勝，哈利路亞！榮耀歸

給這位獨一的真神。在這場爭戰中，我們看見了神的

作為。當八十多歲的Glorian 提醒公聽會的每一位市

議員永遠不能忘記Santa Clara市政府的“mission”

時，聖靈也在提醒祂的兒女們：不要忘了我們每一個

人屬天的使命(mission)。

于修華

感謝主！最近有機會加入教會親善大使的行列，

與弟兄姊妹們一同聯絡附近的各教會，並請求他們支

持我們申請CUP。一月的一個主日，我和同工一起拜

訪了附近唯一的一間伊朗教會。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伊

朗文的主日敬拜，雖然語言、文化不同，但是神的同

在和神兒女對神的敬愛卻是很熟悉。整個聚會中我感

到說不出來的喜樂，想到將來在天上與各國、各民、

各族、各方來的聖徒一起敬拜神，那時的喜樂將是何

等的大啊！

會後我們有機會與牧師交通，聽了我們對教會的

介紹之後，牧師非常興奮。他說他曾經禱告多年，希

望主帶領他認識中國教會，能夠向中國聖徒學習如何

幫助，並造就在逼迫中成長的家庭教會。他們每個主

日的信息都透過衛星在伊朗播放，每天都有人信主，

神用神蹟奇事在那裡建立祂的教會。他們也熟悉聖靈

在中國的工作，也知道在這個時代聖靈要用中國人把

福音傳到回教世界。

這些經歷讓我體會到神不單只是要擴大我們外

面的場地，祂也要擴大我們的心，使我們更多認識基

督的身體，並更深進入在基督的身體裡與眾聖徒彼此

交通，彼此相愛。哈利路亞！主對我們教會的帶領和

旨意真是何等美好。以弗所書4：16「全身都靠祂聯

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

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林紅斌

感謝神，讓我藉著一點點的順服，我參與了為教

會獲取公聽所需支持信的服事。一開始我們想到的是

我們熟悉的朋友，請他們及他們的朋友簽了一些信。

後來又想到我們小女兒Joyce所在學校的老師。我準

備了十二份支持信，裝在兩個信封裡，想分別拿給兩

個教室的主講老師，再拜託她們拿給其他老師簽。沒

有想到當我拿給第一個教室的主講老師Mrs. Grace ，
說明來意之後，她馬上接過來簽了一份作樣本，當下

就給在場的其他三位老師簽。然後她說可以幫我拿給

其他教室的老師簽，還有住在或公司在Santa Clara的
家長簽。我心裡的一塊石頭落地，就趕快回去又複印

了五十份送過去。去接Joyce的時候，看到Mrs. Grace
正在不厭其煩地挨個地詢問家長，我心裡好感動。有

的家長也特別支持，不僅夫妻倆都簽了，還回去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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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幾份請同事簽。

Mrs. Grace 又拿了一些她收回來的支持信給我，

然後告訴我她在的韓國教會都在為我們教會禱告，她

說我們並不孤單。現在神興起Santa Clara 這麼多不同

的教會為我們教會禱告，也是神在眾教會中為祂的國

度作合一的工作。那天中午我去參加教會的禱告會，

我只有低頭敬拜神，因為祂是親自地走到我們的前

面，祂調動各樣的人、事、物為祂效力，祂還藉著在

基督裡其他的肢體來堅固我們。我為我能夠有幸參

與，經歷神的大能而感謝祂。我覺得自己裡面的信心

也因著這個經歷而得到提升。願榮耀歸給愛我們的

神。

 董智惠

當我看見教會為了收集公聽，所需支持信而發出

徵召親善大使的信函時，第一個閃過的念頭是“我不

能”怕生、拙口，加上忙碌，就為自己下了此結論。

然而許多事情經過禱告後往往帶來不同角度的想法與

轉機。腦海裡浮現出兩個問題：“神家有需要，你豈

可坐視不管？”，“這既是神的應許，難道你不想有

份於其中嗎？”是的，這兩個問題幫助我越過想像中

的困難，毅然決然投身於親善大使行列，我所倚靠的

是哥林多後書8:12的鼓勵：「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

必蒙悅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這項又怕又期待的工作終於展開了。除了分發到

Santa Clara 教會外，神也在不同階段裡帶領我向不同

的人接觸。先是自己的熟識，再是請親朋好友引薦他

們的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另外，我也從幾本通訊

錄中，進行地毯式地搜尋，找出了一些Santa Clara 居
民，再透過認識他們的人去接洽；最後逢人就問：“

你認識的人中，有這些人嗎？”然後把隨身攜帶的支

持信拿給他看。在過程中難免遇上許多不順的處境，

然而這些都遠遠比不上，看見神在調度萬事，感動祂

的兒女們互相支持，為要成就祂美好的計畫，所帶給

我的興奮與感動。

特別是有一位素來不相識的韓國宣教士，看了我

們的支持信後，原本那張嚴峻防衛的表情一掃而空，

除了自己簽名支持，還自告奮勇打了電話給他所認識

的韓國牧師們，其中一位是韓國牧師協會會長，他主

動邀請我們的牧者前去他們的「牧師聯合餐會」分享

並分發支持信。而且，這位宣教士還把我們的支持信

翻譯成韓文，以便不懂英文的韓國人閱讀......。感

謝主！原本我們這些沒有什麼交集，並且不同國籍的

人，就是因著這次親善大使的行動，使我們在神的國

度裡，如此同心，因為在主裡我們原本就是一家人。

公聽後當我向幾位新認識的支持者報告通過使用許可

時，電話那頭傳來激動的歡呼聲大大地感動我。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

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祂在教會中，

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

遠，阿們！」(弗3:20-21) 

葉展平

在約書亞記四章二十四節，說到神在帶領以色列

百姓過約旦河，在吉甲安營，約書亞對以色列的會眾

所說的一段話，內容是「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

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畏耶和華你們的

神。」每次讀這一段，看見神如何帶領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經過曠野直到進入神所應許的迦南美地時，

總是深深地為神的公義，神的憐憫以及神的大能所震

憾。真是非常的感謝神，也是何等的有福氣能夠和弟

兄姊妹一起來經歷神，就如同在這段經節裡說的：「

這必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

直到今天是神親自為我們爭戰，親自帶領我們，

當我們面對許許多多的挑戰和難處時，我們覺得若靠

自己，不可能過去的，神卻一而再，再而三，在我們

每一個認為不可能的關卡中，帶領我們跨過一個個的

難處。每次當神把難關挪走的時候，我們的信心就一

點一點的被神建造起來，能這麼深刻的經歷神是一件

何等有福氣的事。願我們都能忠心跟隨神的帶領，也

願神將祂的旨意完全彰顯在我們教會，使我們知道如

何在這個世代為神興起發光！   �

「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

的名。」(詩20:7)

（摘錄於2008年5月「香柏木季刊」43期）   

【2004-2008 上去得那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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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1993-2013)感恩特刊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日我在往華盛頓DC去的飛機上

禱告預備回來要講的主日信息，突然裡面出現了

一句話，「當神蹟發生時」。我知道我們的神一路過來

在我們中間其實已經行做了許多奇事，但是當神蹟真的

發生的時候，我們到底應該用一個什麼樣的態度來經歷

它呢？

這兩天我們陸陸續續從網路、電話、和弟兄姊妹的

分享中，聽見了許多許多不同的反應。最常見的就是滿

口喜笑、滿舌歡呼，但也收到了一些不一樣的見證。有

一個姊妹寫信說一聽見我們教會買成了的時候，來不及

從位子上站起來眼淚已經流下來，她好想到一個房間裡

面去安靜下來，好好親近這位又真又活的神！有的人在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裡面被神顯明他的小信，在主面

前認罪。禮拜五我們小組裡有個姊妹交通她老家的一個

弟兄一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就說「我滅亡了，我滅亡

了」，因為他說他一直不相信這件事情會成就。有人在

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心裡面充滿了感恩，當天晚上的

聚會就改成感恩的聚會了。當然也有人可能會像多馬，

「真的嗎？真的是神蹟嗎？」。

現在這塊地不再是屬於世界的，它已歸在神的名下

了；這塊地不再是人用來賺錢的，它要成為神的居所，

成為神兒女的家，成為一個福音的聚點，人可以在這裡

聽見福音而得救；它要成為一個培訓的中心為神家預備

合用的器皿；更重要的是，這塊地要被神的榮耀所充

滿，就像祂一開始所應許的，哈利路亞！

當神蹟發生時:

第一、我們要敬拜神，歸榮耀給神。不要停在外在的興

奮和快樂上，我們要敬畏神，如同親自遇見了神。

第二、獻上感謝為祭。路加福音十七章說到有十個大麻

瘋得到潔淨，只有一個回來把感謝歸給神，其他九個都

興奮得不得了，出去享受他們身體得潔淨的快樂，主耶

穌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那裡呢？

」我們一定要回來，親自把感謝為祭獻給神。

第三、求神光照我們，顯明我們在這個神蹟發生之前，

所有的小信、不信，或是對神的不順服和背道的病。當

主向彼得和他的同伴行神蹟之後，彼得蒙主光照，看見

自己不信主的罪。當別人看見復活的耶穌時，多馬說除

非我也看見祂釘痕的手，除非我用我的手探祂的肋旁，

我總不信。後來耶穌向多馬顯現。主說:「不要疑惑，

總要信」，「你是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

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只停留在神蹟，神蹟

不會幫助我們更屬靈的，除非我們在神蹟之外，遇見了

神，除非我們在神蹟中被神光照，被神建造，我們的信

心才能真實的增長。

第四、要更新自己對神的奉獻，加深自己對神的信靠。

當神向我們顯出祂的作為時，我們如同遇見了神，一定

要更深的把自己奉獻給神：「主，我願意更深的愛你，

我要更簡單的來相信你，我願意以後更絕對的來順服

你。」這樣子神蹟才能對我們產生祝福。

第五、我們要為主作見證。我們要讓神得榮耀，且叫別

人知道這個地方是屬神的，是為了神國度的，是歸榮耀

給神的。

這五件事情是主成交之前在飛機上特別告訴我要

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更大的挑戰的是我們進去以後如何

實現神給我們的使命。所以在我結束的時候，我再重覆

的說，神給我們這塊地，的確對我們是一個大的祝福，

但它同時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託付和神聖的使命。神把

這塊地賜給我們是為著我們，也是為著眾教會，為著神

的國度。這塊地不僅僅是賜給我們這一代，也是為著我

們的下一代。我們再也不出去了，這塊地從世界的王手

中拿回來了，我們希望它永遠屬於神，在這裡屬靈的生

命，屬靈的產業，神託付的使命能夠代代相傳下去，直

到主回來的日子！          �

（原載於2008年5月「香柏木季刊」43期）   

當神蹟發生時

◎ 編輯室

(2005年9月11日于宏潔弟兄主日信息節錄）

數 算 這 二 十 年 的 蒙 恩 歲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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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十年 ……

些許頭發的斑白，得以見證神在我身上的作

為，那我寧可頭髮全部斑白好讓神在我身上

顯得更多，哦，其實不是我，乃是教會。願時日過

來，在祂奇妙恩典中，教會顯出祂的豐滿。我屬靈的

生命是開始，也是成長於這個教會，當日于弟兄將福

音傳給我，在陪談室禱告的一幕，至今仍歷歷如新。

20多年來，自己從蒙恩，受教，參與服事，領受

基督與教會的異象，及在神家中的一切的出入，一直

是在平凡的生活與事奉中屢屢見證神恩手的托住與保

守。常常在各樣關鍵的時刻，經歷神的顯現與介入，

因此回憶以往，茲就幾次神的管教與提醒作為個人的

回顧與感恩。

1.小組服事

從教會一開始，神就讓我有機會服事人，服事小

組。早期小組人數比較不固定。有時人少的時候只有

一，兩個人。所以心中不免常有挫折感，甚至埋怨

神。直到有一天，神提醒我，我只是受託付的，祂才

是羊的主人。十隻羊是羊，即便只有一隻羊也當受全

力的照顧。從此小組聚會的人數的多寡不再攪擾我，

我就是盡力忠心牧養神的羊。

2.兒童服事

在De Anza大學聚會的後期，因著原教會場地的

整修，主日聚會被迫暫時改到學校快餐店聚會，兒童

主日學只好在學校教室的走道上課。那時看到一些父

母把剛滿月的新生兒交給保姆就地放在走廊上照顧，

急忙的去聚會。我們當時稱那些寶寶是“Hallway 
Baby”，雖心中時常有不忍，但卻也敬畏神的作為，

相信神必回應這些父母的心。

3.同工搭配

在教會二十多年的服事中，雖然服事同工們都是

受同一異象所吸引而服事，彼此搭配，相互成全，但

難免有時會在有些事上看法及意見不同，心裡過意不

去。感謝主，在一次的意見不同中，神提醒我，祂是

掌權的是神。“神掌權”成為我後來在同工配搭中面

對不同時，仍能持有合一的心。

4.夫妻同行

神賜我的終身伴侶，是主特別為我量身訂做的，

她是粗中帶細，我是細中帶粗。她是心動不如行動，

我是主理論與策劃。我凡事講效率，她服事不計成敗

得失。我們是如此的不同，在二十多年裡的婚姻及一

起服事中跌跌爬爬，從無數次的失敗考驗中磨合學

習，互相扶持，才走到今日。這是神的恩典與神的作

為，也造就我們可以一起在神的家中參與服事，服事

各樣的弟兄姊妹。

同顧過往，教會早期服事的同工少，往往一個人

身負數職是常有的事。從週五小組聚會開始，接送青

少年，帶小組，週六一早守望禱告，追求聚會，研經

班，福音聚會，小組禱告會，週日一早煮愛宴、接送

年長的、主日聚會領詩、擘餅、教福音班、數奉獻、

財務報表等等，服事聚會雖多卻樂在其中不感疲乏，

且從中有許多學習，生命也成長許多。

感謝神給我們這些可愛的弟兄姊妹們在一起，一

同配搭，一同學習。是神的美意讓我們能同奔天路。

總覺得像是會幕的幔子，是由無數捻的細麻與不同的

顏色的線所織成，但沒有一條細麻是多餘的。二十年

匆忙而又飽實的過去了，弟兄姊妹的愛與扶持，神的

恩典與作為卻深烙我心。惟願這段時日蒙神數算成為

印記，而能榮耀主的名。

 

詩篇90篇

1.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17，願主

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身上。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

的工；我們手所做的工，願你堅立。	    �

數 算 這 二 十 年 的 蒙 恩 歲 月

◎ 陳培明

我的二十年，神的二十年

【我在SVCA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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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今年慶祝成立20週年，我真是滿懷感恩的

心來回顧及數算過去20年來主在我們家的恩

典，往事又歷歷的流淌在我的眼前。

1989年我與培明弟兄結婚後就決定來到我們教

會，那時教會也剛開始沒多久，人數不多。教會總

共搬了五次家。經歷了二次買會所，從Homestead 
Ave.到借用路得教會，1992年又買了Orange Ave. 會
所，後來也容納不下了，每次教會都擠得滿滿的，吃

午飯時真是人擠人，只能站著在走廊上吃。

2000年開始遷移到 De Anza College 聚會。聚

會廳大很多，但每週日弟兄們都很辛苦的搬運主日須

用的器材、用品，主日學的孩子們也只能在走廊上上

課，實在很不理想。感謝主的帶領，經過多年的禱

告、尋求，經歷了許多的波折，學習到仰望神及信

心的功課，最後總算在現在的Bowers會所安定下來

了。

教會剛開始成立時，人數才20多人，很多事工都

是剛起步，需要大家的參與。雖然當時很多弟兄姊妹

的孩子都才剛出生或很小，但是我們那時也沒太多顧

慮，都是身兼數職，無論哪裡有需要，大家都是盡心

的擺上，不分彼此。相互服事，學習。服事得很喜

樂，不覺辛苦。很多服事都是從頭學起，從無到有。

學習做大鍋菜，教兒童主日學，服事青少年，年青

人，VBS 及Hallelujah Night。原來害羞的培明弟兄

也學習放下自己，在眾人面前領詩，領會，帶查經，

及帶領小組。 

那時每星期或每個月輪流在弟兄姊妹家有傳福音

聚會，有很多人信主。來聚會的人數就逐漸增加。兒

童主日學從五、六個學生開始，到後來的一班一班的

開。青少年也從一個人開始，成立了Timothy 高中

團契，加入了Titus初中團契，後來又有了Thomas大
學及社青團契。現在中文組也有大學團契及Rainbow
社青團契。教會也成立了很多小組在各地有分組聚

會，人數一直穩定的成長。如今也看見教會各個部門

服事都步入成熟。各個事工也可分的比較細，而且也

有組織，看見許多人各站其位，各盡其職，我心裡滿

懷感恩，真的感謝敬拜主！

過去的二十年讓我更體驗到只要有願意的心，主

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祂訓練我們，磨練我們。我們

本是殘缺不全，有稜有角的。然而祂就是最好的雕琢

師，把我們製作成合祂心意的器皿。我們是何等有福

能與這麼多弟兄姊妹一起追求，服事，同奔天路。

我們家三個小孩得到很好的屬靈餵養，他們都是

滿月後就帶來教會，從小就在教會裡成長，受到主日

學老師，及青少年輔導的關愛。在這裡，他們結識了

很多的屬靈同伴和好的輔導。現在儘管老大、老二都

上大學了，他們也都繼續在所在的大學有穩定的教會

生活和事奉，但是一有假期他們就馬上想回來與他們

主裡的弟兄姊妹相聚，因為這裡是他們屬靈的家！

經過這20年，我們白髮多了些，體力也沒以前

好，我們仍要說God is good, all the time。主給我們

這許多恩典，我們能拿什麽回報呢？我們只能說:主

啊，我在這裡，求袮繼續使用我們。我們不完全，仍

有許多虧欠。我不夠的求主補上，求袮用袮全勝的愛

來澆灌我們的心。願基督成為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全

心成愛。

是的，基督成為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全心成愛！ 

�

那些年，我們一起

追求的日子

◎ 陳林怡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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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S V C A  2 0  Y e a r s
◎ Jocelyn Chen

My name is Jocelyn Chen, but here at the home 
church people know me as Jojo. I have been attending 
this church for 19 years. 

While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I remember 
attending church on Orange. The attic above the 
meeting hall was always hot and stuffy, the room 
behind the garage was always cold, and the alley 
behind the office was scary.  But still, it was a home. 
I remember the large room downstairs where during 
VBS, we would make rice balls to eat for lunch. 
Candy would b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downstairs 
floor during Hallelujah night. But we soon outgrew 
the building and halfway into my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our church relocated to De Anza College for 
its Sunday service. Growing up and going from Eagle 
to Lion class, our “classrooms” were in the dining 
hall. Though De Anza was not very consistent, there 
would always being a change in meeting location and 
uncertainty, I remember this place was fun. I played 
on the fountain with other kids when there would 
be no water coming out. Rounds and rounds of 
tag, hide and seek, sharks and minnows were always 
played around the buildings. 

As I went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middle 
school, I joined the youth group. Friday night 
meetings were held in the large room back at 
Orange. The worship team didn’t use projection, but 
the overhead projector and handwritten lyrics on the 
transparencies. Of course, these were later upgraded 
to a laptop and projector. 

After the church moved into Bowers, I began to 
serve in the Children Church ministry, food service, 
and also as a vocal on the youth worship team. In 
Children Church, we would lead the kids in worship 
and teach them whatever message was that week as 
well as enact a short skit as a demonstration. From 
there, I began to lead worship with the youth group 
in 8th grade. I remember Nancy Ayi holding an 
accountability group for the other worship team 
members as well and we would meet and go through 
the training together. Entering into high school, I 
began to serve on the combined worship team as well. 

Through each step, from elementary school all 
the way through high school, this church has always 
been family to me. The accountability that is present 
in the youth group and now Thomas group, the 
“AYI’s” and “SUSU’s” in the church, the jokes that 
go around the parents, and the smiles that are passed 
through each hall. I am incredibly blessed to have 
grown up in such an environment where people are 
fami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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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12章28節：「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

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

奉神。」

當初當我們邁入Cupertino基督徒聚會的那一

刻，心裡並不清楚要得著什麼，失去什麼，也許只是

為了在陌生的環境中尋找一種關係，在心靈的空白處

填補一塊文化的空缺，在冥冥之中，也好像尋找一種

能讓我們永久快樂的東西。

在與基督徒接觸中，逐漸地，他們身上那種奪

不去的平安讓我們增添了幾份的好感與好奇。還記得

第一次給我們打電話的是張麗艷姊妹，第一次聚會，

接待我們的是楊駿和忠孝弟兄，他們的熱情讓我們

無法拒絕，他們的真誠讓我們覺得這裡有與世人不一

樣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尋找的嗎？我和太太決定留下

來了。一連幾個月的小組查經和周日聚會，我不覺得

我們聽懂了什麼，但是沒有缺席任何一次的聚會，在

Billy Graham來灣區的一場佈道會上，我奇蹟般地被

聖靈大大感動，我其實並不明白怎麼回事，只是覺得

從未有過的感動，不是出於自己，只記得我當時淚流

滿面，我好像得到了很需要的一種力量，激動而又喜

樂。更讓我太太跌破眼鏡的是，很快我就向牧者提出

我要受浸。的確是神的恩典，感動我的神也臨到我的

太太，在1998年我們先後成為基督徒。

我們重生的新生命十分的嫩小，成長得也十分

緩慢，就好像是乍暖還寒的天氣一樣，我感覺我們習

慣性地還拿舊衣服來穿，好像很難脫掉原來舊造的

生命。“脫掉舊人，穿上新人”，我們大概花了幾年

的時間才明白這裡面的奧秘——是要靠著聖靈的工

作，靠著信心的禱告，靠著那從上面來的力量。真的

十分感謝神在我們教會中的作為，感謝諸弟兄姊妹的

扶持，讓我們逐漸更多地認識我們所信的這一位神。

其實從剛信主就一直有一種概念讓我大為疑惑，那就

是“學功課”，為什麼要“學功課”呢？我們不是憑

應許已經進入了嗎？不是憑信心已經得著了嗎？在周

遭的環境上，在各人的生活上林林總總，跌跌絆絆的

過程才讓我們意識到信心實在是一個奧秘。信心實在

是一個人一生要學習的功課，再讀四福音的時候，大

為驚嘆為什麼主耶穌的門徒居然能立即放下手上的工

作，來跟隨主。

2004-2008買會所的經歷，也讓我們這小信的

人，不得不在這大而可畏的神面前俯伏敬拜祂。祂的

話是可信的，祂的榮耀充滿這地！我們一點點的學習

就是願意順服祂，擺上我們當獻的那一份。在幾次教

會會眾的禱告中，我也深深地被神摸著，祂是神！祂

名為奇妙！祂要成就祂口中的話，我們只有信而順

從！

從信主到現在我和姊妹參與了一些服事，是神

在服事中讓我們更加認識祂，更明白祂在我們每一個

兒女身上的心意，我們常常為著神在點點滴滴的事上

所成就的感恩。神向我們施恩，喜悅我們的擺上，不

在乎我們有多少，而是在乎我們是否有願做的心；而

且神所成就的也讓我們能歸榮耀給祂，這也讓我們學

習更加地順服和敬畏神。十幾年過去了，實在有很多

的感慨與感恩，向我們施憐憫，施恩典的神實在是大

而可畏的神，我們沒有任何可以配得上這恩典，我們

有太多太多的未得之地，求神來親自光照我們，讓我

和我的家起來事奉耶和華！           �

我們在SVCA受浸重生
◎ 焦源,段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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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十年 ……

November 21st, 2009 at Silicon Valley Christian 
Assembly – with indescribable joy we stepped onto 
the stage.  We stood amazed at God’s love for us as 
we gazed upon the cross and at the Lord’s Table.  He 
was the One that made our marriage possible.  It was 
by His grace that we were able to make covenant 
with each other – to love each other: Genesis 2:24 
“…and they shall become one flesh”.  We also made 
covenant with God – to love Him and serve Him 
always: Joshua 24:15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It was so perfect.

And so we began this journey… with the joy of 
anticipating all the wonders and blessings that are to 
unfold before us…  with the jitters about all the new 
things and hurdles that we are about to face…  and 
most importantly with confidence that God will be 
with us and will make everything perfect through 
His glory.  Besides, we have so many uncles, aunties,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church that encourage us 
forward.  How can this not be a wonderful journey?

Thinking back exactly ten years before the 
wedding bells, that was when the story of “us” began.  
We were both naive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time.  A 
year before that we’ve met at a church, for we were 
both blessed to be Christians already.  Then on 
November 21st, 1999, we fell in love.

And yet, we were both so young and immature, 
with rough edges that needed to be dealt with by 
God.  It must have been really difficult, because 
He took ten years.  But one thing for sure, looking 
back we really appreciated all that God has done in 
our relationship.  For one, we learned to look off 
ourselves and to look upon Jesus.  It is amazing that 

when we did that, our relationship improved a lot.  
For another, we are so thankful that God placed so 
many spiritual mentors and counselors in our path.  
Through their tireless and patient “listening”, and 
the systematic pre-marital counseling, we slowly 
understood what it meant to have a Christ-led 
marriage and a real commitment to one another.

Thinking forward three years from the wedding 
bells, we have graduated from Rainbow fellowship 
and began our new journey with the Milpitas small 
group.  We have never thought that we would one 
day serve in an “adult” small group.  We simply feel 
so immature and limited.  Yet, it is all by God’s grace 
that we serve.  On reflection, it is amazing to see 
what God has been doing in our life.  As we matured 
in our marriage, we are able to serve our small group 
bette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piritual seniors 
in the small group (most are only a few years older 
than us) that have been guiding us in our marriage 
and service.  Our God is just so amazing.

So, it has been three years with ups and downs.  
But these three years have been so much more perfect 
than the ten years prior.  Many people might say that 
the love during the first few months of dating is the 
sweetest.  But having experienced it, we can say that 
being able to have this oneness between us and with 
God, along with the spiritual family that we have at 
SVCA, this is the sweetest.  We thank you Lord!  We 
are so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is journey 
together.  For as long as we keep our eyes on Jesus 
Christ, along with the encouragements from our big 
church family, we will be blessed!        �

W e d d i n g  T e s t i m o n y
◎ David and Irene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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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會第一次實行三十一天讚美操練是在

2004年。那個時候，我們教會因著買會所正

經歷著極大的爭戰，而我個人也正經過一些挫折，在

當時的兩三個月前，知道自己已懷孕，但沒多久就流

產了。我覺得自己身心俱疲，雖然教會有這樣一個操

練，但是我實在沒有力量去參加。時間很快過去了，

一晃眼就到了2006年的八月，那時候我和我先生辦綠

卡都很不順利，我們的勞工卡遞交三年多了還沒有批

下來。我在想，摩西帶領希伯來人走曠野四十年，我

們都已經四十個月了，居然一點反應都沒有。

此外，我自己在工作方面也有很大的壓力。2000

年剛進公司的時候，我們的小組有十個人，後來因爲

經濟不景氣就不斷裁員，裁到最後只剩下三個人，事

情卻還是一樣多，所以我的壓力非常大，大到一個地

步，我每天早晨去上班，當車子開進公司停車場的時

候，我的心就往下沉，忐忑不安，不知道今天又有什

麼挑戰，好像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到了2006年八

月,我們組只剩下2個人, 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着，我

自己越來越苦悶。

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似乎有一點輕度的憂鬱症，

已經開始不願意和別人打招呼、交談，什麼都不願

意做，心情很憂鬱。很快到了十二月，又是我們教

會第三次實行三十一天讚美操練了。這個時候我整個

人的身體和靈裡都很軟弱，但是因為主日還是堅持來

教會，所以牧師的話還是聽進去了。我想起牧師說

過：“如果你靈裡真的很軟弱，你連禱告的力量都沒

有的時候，那麽你就開始讚美吧！”於是我就開始很

認真的實行三十一天的讚美操練。每一天無論我處在

什麽樣的狀況，都要開口讚美。其實剛開始操練讚美

的時候，我並沒有期望會有什麽奇蹟發生，只是因爲

我連禱告都禱告不出來，就願意藉着讚美来經歷神。

一天一天的過去，我覺得神真的是很信實，因為每一

天讚美的時間是我一天中最喜樂的一段時間。

每天，我按着教會三十一天讚美操練的進度先讀

一段讚美的經節，接著，再讀幾遍並試着默記下來，

最後這段話就成爲我那一天的力量。當我的車再開進

公司停車場的時候，我就想到詩篇二十七篇：“耶和

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我真的

覺得心裡不再那麽恐懼和不安了。正好就在我開始進

行讚美操練的那個月，我們組的管理部門有了變動，

公司的上層管理終於注意到我們這個組超負荷的工

作，於是給我們增加了六個名額的新職位，這樣我工

作上的壓力就缓解了不少。

更奇妙的是神在這個月也賜產業給我們家，我在

那個月懷孕了，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很健康的寶寶。更

有意思的是，在懷孕時，我向朋友徵求意見給我們的

寶寶取什麽英文名字，我們小組的洪梅姊妹就建議用

Eleanor,當時我根本不知道Eleanor是什麽意思,連拼

都不會拼，就去查了一下網站，結果發現，在阿拉伯

語裡的意思是“God is my light”。這正是我在三十

一天讚美操練裡最喜歡的經節。

我們的神真是很奇妙，祂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

幫助，而且祂從來都不撇棄我們，也不丟下我們。

現在十二月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又到了讚美月，

我就竭力地邀請大家，來參加全教會三十一天讚美

的操練，因爲神會藉着讚美來祝福我們，讓我們經

歷祂的同在，讓我們經歷祂的大能，願神祝福大家!               

�

三十一天讚美操練
◎ 岳家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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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aise  Month  R efl ec t

◎ Jennifer Lu

When the responsible Sister invited my husband 
and I to write reflections for the month of December 
on the subject of Praise, we both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with much hesitation.  First of all, we had never written 
something publicly that would be read by many others.  
Secondly, when we saw the expounded writings of 
Brother David for the Thanksgiving Month reflections, 
we doubted our abilities even more.  However, since 
the invitation came, we were afraid to pass the Lord’s 
given opportunity; thus, we agreed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Praise the Lord!  Now that we had completed the 
assignment, we both can honestly praise the Lord for 
the opportunity that He had given us.  (Thanks, Sister 
Ellen!)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the Lord 
enabled us to write the reflections with much joy and 
anticipation. Most of all, He had blessed us with the 
joy of serving Him “shoulder-to-shoulder”. (Zephaniah 
3:9) Because Brother and I took turns to write the 
reflections alternately, we each had an entire day to 
contemplate on the passage for the next day.  Throughout 
the day, whenever there was a quiet moment, I would 
think of the passage for the following day and prayed 
that the Lord would give me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  
Amazingly, many times when I needed to write, a brief 
message had already been given me; thus I found myself 
typing the reflections with ease.  His “yoke (indeed) is 
easy and His burden (for sure) is light”. (Matt. 11:30) 

Some brothers and sisters expressed their 

appreciations to us for writing the reflections.  We could 
only humbly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we indeed were 
incapable of doing the task ourselves. If anyone had 
been encouraged by any of the messages we wrote, we 
praise the Lord for He was the One Who had provided 
the grace and the words.  We were the ones who most 
benefitted from the writing.  From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of Praise, Psalm 16 to the last day, Revelation 
19, we were brought from earth bound to heavenward.  
On day one, we praised the Lord for “He is the portion 
of (our) inheritance and (our) cup”, “the lines have 
fallen to (us) in pleasant places”, and “in (His) presence 
is fullness of joy; at (His) right hand are pleasures 
forevermore.” (Ps. 16:5,6,11)  When we reached day 
31, the focal point was no longer on ourselves but on 
God Himself.  All attentions and praises were given 
unto Him, “Alleluia! Salvation and glory and honor and 
power belong to the Lord our God!” (Rev. 19:1)  Amen!

Lord Jesus, we praise You for the honor and the 
privilege to write the reflections for the Month of Praise!  
You alone are worthy to be praised.  May your kingdom 
be established among the praises of Your people.  May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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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談到施洗約翰時曾經問眾人”從前你們

出去到底是要看什麼”？是啊，今天，我們

來到教會到底是要幹什麼呢？只是來坐坐嗎？這樣也

好，感謝主依然給我們今天，依然給我們機會，但是

主又說「凡聽見我這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

房子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

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因為「凡稱呼

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

的人才能進去」所以主給了我們祂明確的心意，並非

僅僅聽見就足夠進天國了。撒旦也知道我們的主，也

知道主說了什麼，但牠卻是那試探主的，最終要被毀

滅的！

雅各書第一章也告訴我們，若我們不是聽了就

忘，乃是確實行出來，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再者，學以致用，若只是學習卻從來不用，不過是一

個陳列櫃，僅供觀賞而已；這世間的道理都是相通

的，我們不能光聽道而不行道，總不能當我們見主面

的時候就只是會把聖經滾瓜爛熟地背給主聽，背書誰

都會，但當心挨板子！主把我們放在這個世界上，難

道不是要我們學習主的樣式，一路跟隨祂的腳蹤，直

等到我們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

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嗎？若是我們僅僅聽到

祂的話語，卻不在實際生活中經歷出來，就像是聽說

糖是甜的卻從來沒有嘗過甜的滋味，從來沒有真認識

主。若是我們對所聽的信息有回饋並且有操練，也就

是相當於在聽道和行道之間搭了一座橋梁，是一個”

嘗”的動作，”認識”的過程。

如果說信息代表了神的話，回饋就是為了讓我們

聽而不忘，操練就是讓我們確實地行出來。2012年的

信息主題是讓主居首位，當我剛剛反應過來是要操練

在凡事上讓主居首位的時候，感謝主的憐憫，依然給

我時間，並拉我搭上這班車，讓我享受到在家庭中主

若居首位給我們家帶來的”和平共處”其樂融融，不

再是以個人的喜好作為全家努力的方向，而是先禱

告，再決定要不要吵架；）在時間上主若居首位給

我帶來的反而是更多的時間，主也幫我刪除了不必

要的網絡的時間，使我能有條不紊，讓我認識我們

的主真的是賜平安的主，不可震動的國。而這操練

的秘訣就是禱告加順服。

主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那人就是愛

我的」，願我們不光是用嘴巴來愛我們的主，也用

切實的行為來表明我們的信。    �

主 日 信 息
回 饋 與 操 練

◎ 王阜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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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超

初期教會的使徒們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聖靈

降臨在他們身上，使他們滿有神的智慧、能

力和勇敢的心，在耶路撒冷（徒2）、猶太全地（徒

10），和撒瑪利亞（徒8），直到地極（徒19），放

膽講論神的道，作耶穌基督的見證。眾人也認明他們

是跟過耶穌的。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主的道

就大大興旺，而且得勝。現今的教會和基督徒同樣離

不開“不住地禱告”，因為禱告就是基督徒屬靈的呼

吸，教會的復興是從禱告祭壇的復興開始。

SVCA的每周二的禱告會就是這樣一個與主一同

呼吸的聚集。全教會來自各個小組的弟兄姊妹們，晚

上下班後就早早來到教會禱告室。大家一起等候神、

靜默思想神的話語﹔一起敬拜神、向耶和華唱“心”

歌﹔一起禱告神、把所求所想交託給祂。禱告室裡有

時安靜放鬆，神的靈就像在水面上運行一般，觸摸弟

兄姊妹的心﹔有時響起讚美的歌聲，神的殿裡立時充

滿了祂的榮耀和頌讚的煙雲﹔有時又是此起彼伏地禱

告，為教會、為國家、為個人祈求神

的恩膏、憐憫與祝福。在每個這樣的

禱告良辰中，弟兄姊妹們進入幔內，

來到至高者的隱密處，與主親近面對

面，放下一切的擔子，除去白日工作

的勞苦，將香爐裡的火重新挑旺。

還記得剛信主時，認為禱告是

件很容易的事，只是動嘴而已。後來

慢慢地學習到，“心裡所充滿的，口

裡就說出來”，如果心裡沒有弟兄姊

妹的難處、教會的需要，口中根本不

能禱告出來。于弟兄教導“在至聖的

真道上造就自己”，于師母帶領弟兄

姊妹操練“在聖靈裡禱告”，常用詩

章、頌詞、靈歌，帶領大家口唱心和的讚美主，“一

本聖經，兩個膝蓋”就是教會屬靈生活的生動寫照。

多少次弟兄姊妹一起跪在主耶穌的腳前，為美國的大

選禱告、為教會的聚會禱告、為牧者的健康禱告、為

各個分區和小組禱告、為弟兄姊妹的需要禱告。靠著

禱告來搖動神的施恩聖手，正如Father Nash的故事

所表明的那樣，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有時工作忙，禱告會的時間需要加班幹活。也

曾經猶豫過，是否還要去禱告會。也曾經沒有時間吃

飯，就直接去了禱告會。神的道路高過人的路，神的

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祂的心裡有藍圖，祂的時間不錯

誤。每次去禱告會，總是能使我重新得力。疲倦地

去，精神地回﹔喪氣地去，充氣地回﹔飢餓地去，飽

飽地回。真的是神造萬物各按其時，耐心等待的必要

歡呼。

願神興起更多祂的兒女，為神家獻上自己的禱

告。神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

參 加 禱 告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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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奉獻的學習與成長

奉獻這件事本身就是受洗歸入主名下之神兒女最

基本的功課，但往往也是最難學的功課。我們

常常以為在教會裡為主做了一些事奉，幫助一些人，

就算是奉獻了。但出了教會就依然故我，過我們想過

的生活。當我經過教會幾次大的變動，像從Orange的

小會所遷移至De Anza College 和購買目前Bowers的

會所，真的是着我經歷前所未有的操練與學習。什麼

叫做事奉和奉獻。不是因為我付出了時間、金錢，就

算是奉獻，當然這也是神所喜悅的，然而神要人的奉

獻，是希望祂的兒女是全心、全人的奉獻，因為所有

的一切都是神給的，祂要人甘心樂意的把衪所給我們

的，經過人的領受，以感恩的心再將自己歸給祂。

起初在1995年正式加入教會的服事，領受了于弟

兄的教導，和自己一點點在聖經話語的學習，開始摸

索。但那時多半是靠自己的肉體在服事，表面上看起

來，好像有一點果效，但經過這次買會所、建堂的經

歷，才發覺自己是何等的無能及有限。有限到一個程

度，連自己身邊的姊妹及家庭都服事不好。提摩太前

書寫到，人若不管理好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

呢？看到神藉著買會所，衪不但是要顯明祂的大能要

在軟弱的器皿上，得到彰顯，也同時要讓我們這些小

信的人，藉著簡單的順服，完全的相信，成就在人看

來不可能完成的事。

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什麼叫作置之死地而

後生。在財務上面的奉獻學習也是因著這次購買會所

而得著甚多。以往照自己的方式都是量入為出，但經

過于弟兄的教導，我們奉獻的態度及信心，應該是量

出為入。在世人看來，那完全不符合財務管理原則，

但真實操練過，才真正體會到，那量出為入真完全是

過信心的生活。先將自己交給神，由神自由應用我們

所奉獻的一切，那神蹟奇事就一直顯明。我與淑美就

憑著這個信心，把我們所僅有的存款奉獻出去，雖然

當時確實有些擔心，但日後看到祂所成就的大事，不

僅在我們眼睛所能看見的外在，同時也在那無形的內

在建造中，看到我們服事的生命度量都被擴大了。我

們不僅知道如何禱告，如何幫助人親近神，也學會如

何走出自己舒適的環境去傳福音，為主做見證。

相信神的旨意，不會停留於此，祂要繼續使用我

們，成就祂的旨意直到我們見主的那一日。願把自己

及全家都放在神的手裡，讓祂居首位，掌管我們的明

天，也藉著我們一點點的學習能幫助更多的人。   �

◎ 曹國豪



第45期/2013年3月 39

在應許之地經歷神恩

背聖經與我

記得小時候我的記憶力很好，常常能將長達數頁紙

的文章背得滾瓜爛熟。記得有一次我中學的班主

任老師叫我在班上背誦一篇很長的文章，我背完之後，

他就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很大的100分，當時心裡很受

用。

後來隨著年齡漸長，記憶力就逐漸的減退。尤其是

生了兩個小孩子之後，發現自己的記憶力每況愈下，再

加上不像從前上學的時候有壓力也有動力需要常常來操

練記憶力，也才真的能體會到什麼叫“用進廢退”。於

是心裡常常很沮喪，也很懷念從前記憶力好的時光。

感謝主！從2011年開始，教會在于師母的鼓勵和帶

領下，推動大家來背誦登山寶訓的經文（馬太福音五至

七章），讓我有機會再來操練我的記憶力。想到要背的

是神的聖言，而且背得好還有獎品，心裡就很想嘗試。

可是想到自己的記憶力實在是變得很不堪了，心裡又想

打退堂鼓。然而那時我就想起出埃及記4章11節中耶和

華對摩西說的話：「誰造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

聾、目明、眼瞎呢？豈不是我耶和華嗎？ 」

於是我就跟神禱告說：“主啊，我也不求能再將世

上的事記得像從前那麼清楚，可是若袮看為好，我求袮

賜給我對於袮話語的記憶力，好讓我把袮的話多多的記

在心裡。”於是我就反覆不斷地聽那幾篇的經文，不管

是在做飯還是擦地板，甚至開車時，我都在聽，直到把

經文聽得非常的耳熟，然後才開始嘗試著背。

感謝主！居然還能將那麼長的三章經文背得幾乎

沒有什麼差錯，並且又獲得了一台聖經播放器，真是好

高興！聖經播放器更是讓我能夠很方便的隨時聆聽主的

話，它把我許多做家務的時間變成了在聖經中與主相會

的時間，真好！

這一次的經歷也使得我有信心繼續參加去年(2012)
的背經比賽，感謝主讓我能夠靠著祂的恩典更多的記得

祂的話，而且我還會將獲得的第二台聖經播放器送給我

的家人用，求神藉此給他們帶來大祝福！願神賜給我們

向著祂話語的渴慕，也幫助我們能常常熟讀甚至背誦祂

的話，好讓祂能夠藉著牢記在我們心裡的祂自己的話對

我們的心說話，讓祂的旨意藉此向我們啟示。願一切的

稱頌和榮耀歸給那位造我們並愛我們的主！   �

◎ 展曉燕

Memorizing 
Scr ipture

◎ Joshua Tso

“Keep this Book of the Law always on your lips; 
meditate on it day and night, so that you may be careful 
to do everything written in it. Then you will be prosperous 
and successful. Have I not commanded you?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Do not be afraid; do not be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 Joshua 
1:8-9).

God teaches us to meditate on His Word day and night. 
However, we often recite the verses, and then leave them 
aside until a week later. We should recite, meditate, and apply 
the Word of God in our daily lives like how a cow chews cud. 
Moreover, meditating on God’s Word does not necessarily 
require us to drop everything. In fact, God encourages us to 
use His Word in everyday context, to see the spiritual reality 
in His Word. This way, we may always have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word of God” (Ephesians 6:17) when we 
encounter temptation.

Since I memorize the Scripture, I sense that every 
sentence of God’s Word is filled with immense wisdom.  I 
start to see the power in God’s Word. I often notice that verses 
from these passages flash before me during certain situations, 
as if God is directly giving me advice. As I bring His Word 
with me wherever I go, I have identified numerous situations 
where God’s Word is directly applicable, encouraging, 
advising, and helping me during hardships. God’s Word is 
intimate, direct, powerful, and helpful simultaneously.

We have the Annual Scripture Recital Contest for two 
years.  In 2011, we memorized Matthew 5-7 -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nd in 2012, we memorized 37 verses from 
weekly messages.  In the end, my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does not come from finishing the recital of three chapters, 
but from being “[equip] … with everything good for doing 
His will…” (Hebrews 13:21) because “All Scripture is God-
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2 Timothy 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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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使徒行傳11:19-30

我特別珍惜每一次在華人教會中分享宣教的信

息。我篤信這個時代是我們華人教會需要更多起來投

入在宣教的一個時代。華人教會兩百年來領受主的恩

典，很多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帶到華人當中。在這個時

代我們不單單在蒙恩裡面要感恩，我們也要施恩，要

見證主恩。如果在這個時代，華人教會還不更加投入

的話，不僅我們徒受主恩，我個人覺得我們也虧欠這

些宣教士。

立志成為一個安提阿教會

幾年前我去中國的溫州，有寶貴幾天和當地的同

工交通分享。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要離開的那天下

午，同工請我為溫州的教會禱告。他們說：“人家

稱呼溫州是中國的耶路撒冷。但是我們不要做中國的

耶路撒冷。請你為我們禱告。讓我們溫州能成為中國

的安提阿。”那天我坐飛機回香港的時候，這句話就

一直旋轉在我的腦子裡。聖經第一次提到“安提阿教

會”是在使徒行傳第11章19-30節。這十二節經文可

以分成三段：教會的起首，教會的成熟，教會的施

捨。我們從這十二節經文中，不單單要思想溫州如何

成為中國的安提阿，也要思想我們的教會如何能更成

為一個安提阿的教會。

安提阿教會的起首

“四散”，“只向”與“也向”

19-24節是第一段，描述安提阿教會的起首。在

這裡，路加給了我們兩個摘要。21節是一個摘要，「

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24節是另

外一個摘要，「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我們不禁

要問，安提阿這個教會是怎麼開始的？為什麼有那麼

多人會歸服了主呢？首先，從19節看到一個很重要的

原因：一些因著司提反遭患難“四散”的門徒，他們

傳福音給安提阿的人。若是這些門徒們沒有被四散的

話，或是他們僅僅以留在耶路撒冷為滿足的話，福音

就很難被傳開，很難傳到安提阿這個地方。

而20節和19節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19節說這

些門徒，「只向猶太人講」。但20節說，有些人「到

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在這裡我

們看到一個跨文化宣教傳福音的圖畫。在使徒行傳

裡，跨文化宣教是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在第10章和第

11章，路加用了六十六節經文來描述彼得如何去哥尼

流的家中把福音傳給他們。在整個使徒行傳裡，沒有

另外任何一個事件是用那麼長的篇幅來描述。所以這

個“跨文化，也向”的信息是使徒行傳中很重要的信

息。

我前年有機會去哥斯達黎加，參加一個聚會，主

題是“拉丁美洲的教會怎樣更有效的參與向華人教

會、中國人傳福音的工作”。我心裡很感動，同時我

心裡也很內疚。我參加過一些聚會是思想我們怎樣把

福音傳給在拉丁美洲的華人，但我從來沒參加過一個

聚會是來探討華人教會如何把福音更有策略性地傳到

拉丁美洲人的當中。我覺得這是華人教會在這個時代

需要突破的地方。神的心意不光想我們只做一個“只

向”的教會，乃是要我們成為一個“也向”的教會，

無論是在近處更是遠方的福音宣教工作上。

“傳道的人”	與“歸服了主”

那些把福音傳到安提阿的是一群無名的傳道的

人，他們不是使徒們，而是跟隨耶穌的門徒們。用

今天的話說，他們不是傳道人，但他們卻是“傳道的

人”。今天不是每一個人被呼召作傳道人，但是每一

個人都是被神呼召作“傳道的人”。從整個宣教趨勢

來看，我們發現“傳道的人”在宣教工作中非常重

要。全世界很多地方傳道人無法去，單單在亞洲就

成 為 一 個 安 提 阿 教 會

◎ 戴繼宗

 (摘錄於戴繼宗牧師2012年11月16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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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七億人住在宣教士無法去到的地方。雖然傳道人

不能去，但“傳道的人”可以去。基督徒可以透過職

場，生活，為主做美好的見證。還有一點需要注意，

他們把福音傳到安提阿時，他們不是把福音傳到而

已，不是讓人信主而已，乃是第24節中他們“歸服”

了主。他們不單單把得救的信息傳去，也把主在我們

生命掌權的信息傳遞出去。我們不光要信耶穌，還要

在信的裡面歸服主耶穌。

安提阿教會的成熟

第25和26節，描繪教會的成熟。這兩節描繪教會

服事的藍圖，也是教會有策略差傳的重要圖畫。這兩

節可以看出團隊在傳福音工作上的重要性。注意第26

節，他們有一年的功夫和教會“一同來聚集”。在這

個資訊發達的時代，不要認為只在網上聽講道就可以

了，不需要去教會了。一個基督徒一定要有教會生

活，有固定的聚會。一個人若真的蒙恩得救，他就需

要進入到一個教會的生活裡面。這對宣教工作來說，

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在當地的福音工作上，不僅是帶

人信耶穌，也能看到那個地方的教會被建立起來，有

固定教會生活，還要有系統的教導事工，幫助他們能

明白聖經，也知道如何將聖經中的真理運用在生命

中。這種系統性的教導對信徒的靈命是何等的重要。

另外第26節裡最後一句話，「門徒被稱為基督

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在那個時候，基督徒其實是

一個不好的綽號。但是從這個綽號裡，我們看到一

個很寶貴的信息：這些門徒們讓人想到基督耶穌。

生命的落實，信仰的落實太重要了！人們能不能在你

我的生命中越發看到基督的形象呢？我們如何從信徒

成長為門徒，從門徒轉變到基督徒？今天很多人只是

信徒，還沒有成為基督耶穌的門徒，更沒有成為基督

徒。生命的落實，信仰的落實太重要了！人們能不能

在你我的生命中越發看到基督的形象呢？我們如何從

信徒成長為門徒，從門徒轉變到基督徒？今天很多人

只是信徒，還沒有成為基督耶穌的門徒，也更沒有成

為基督徒。

安提阿教會的施捨

第27-30節，描述安提阿的教會如何從蒙恩的裡

面成為施恩的教會。先知亞迦布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

有大飢荒。安提阿教會的施捨在這個天災裡被挑戰起

來。他們發現他們不能只是一個接受的教會，也要同

時成為給與的教會。他們意識到神的心意不是讓他們

只是關心到他們自己的需要，也要關心到遠方的需

要。

請特別注意第29節，在需要的面前，「於是門徒

定意，照個人的力量來捐錢」。他們不是隨便做出一

個衝動的決定，而是仔細評估在這件事上他們應當扮

演的角色。雖然每個人的背景不同，他們按照個人的

力量來捐錢。這句話對教會的宣教工作何等的重要。

我們需要更多的教會和個人照著神給與我們時間，財

力來投入到教會及福音的工作上來。

我相信神今天要我們奉獻的不僅是我們的才幹，

時間，財力，神乃要我們奉獻我們自己。還記得溫州

教會同工的心願嗎？“我們不要做中國的耶路撒冷，

為我們禱告，求神幫助我們做中國的安提阿。”但願

這也是我們為自己教會的心願。讓我們低頭禱告：“

天父，謝謝你，相信這樣的記載不是徒然的，乃是你

在話語裡留給我們的一個榜樣。求你繼續幫助我們能

夠成為一個安提阿的教會。禱告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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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差遣戴繼宗牧師（James Taylor）在感恩

節前來到我們教會中間，一連三天的信息釋

放，正如恩雨沛降。聽戴牧師講中文那麼風趣幽默，

言必稱我們華人教會。以前常在書上讀到戴德生牧師

來中國傳道的感人故事，覺得很遙遠；可現在就能親

眼見到、親耳聽到他的第五代子孫風趣幽默地講道，

我覺得神真的是又真實又奇妙。感謝神在兩百年前差

遣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帶到華人中間。正像戴牧師所講

的，我們華人教會不但要蒙恩、感恩，還要施恩、見

證主恩。針對戴牧師的信息，我有以下三點體會。

第一個體會是關於最早到溫州宣教的內地會宣

教士——曹亞植（George Stout）的故事，讓我很受

感動。曹亞植牧師雖然瘸腿，卻仍然應聘申請去溫州

宣教。他在面試時，提到“難道你沒有看到那些兩條

腿都好好的人不去宣教嗎？”我想：是啊，我兩條腿

都很好，但卻沒有常常想到宣教。他在面試和面對逼

迫時，都因瘸腿的問題而被挑戰。他的回答就是“我

雖然腿不好，但是我不打算逃”。這真的是背著十字

架跟從主的最好見證。我想到自己，常常在跟隨主的

路上猶豫，想到要逃，不能面對困難。特別是剛到美

國的時候，不太適應，會經常想到要逃回中國。其實

既然神帶領我來到這裡，就有他奇妙的安排。我應該

學習曹亞植弟兄，好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面

對神的呼召和帶領絕不逃走。讓神雕琢我、模塑我，

能成為他合用的器皿。

第二個體會是從安提阿教會的起首、成長、成

熟到施捨，使我想到我們教會的VIP的模式和四壘的

概念。安提阿教會的起首，是由於遭患難四散的門徒

把福音傳到安提阿。我們不能只依靠傳道人，還要依

靠傳道的人。為什麼我們教會從新年開始兩年的門徒

訓練，就是要培養每個肢體都成為傳道的人。在亞洲

有許多的地方傳道人無法進入，但是傳道的人能去把

主的福音傳開。這正如彼得的服事：作為有使命的工

人四散出去得著許多重生的基督徒，是一壘的階段。

第二階段講到教會的成長，就是信而歸主，不僅要

信，還要歸服在主的主權之下。生命不斷長進，渴慕

來認識神。要做鹿，時常渴慕活水；不要做駱駝，每

周只喝水一次。這個階段就是約翰的服事，幫助重生

的基督徒成長為委身的基督徒。

第三階段講到教會的成熟，即團隊服事（基督

身體事奉）的重要性。在成熟的教會中巴拿巴不嫉妒

別人的成功。他能看到這個工作大過自己的承受範

圍，必須有身體的配搭才能完成。這個階段正如保羅

的服事，幫助獻身的基督徒們成為彼此配搭得當的成

熟的基督徒。第四個階段講到教會的施舍和奉獻，則

是成熟的基督徒團體——即團體的基督彰顯基督生命

的榮美。這個階段正是基督身體的服事，使教會從蒙

恩、感恩走向施恩、見證主恩。在這個階段教會再次

打發出有使命的工人出去宣教，從而完成一個四壘的

循環並進入下一個新的再循環和再生產的倍增過程。

我們教會將要進行兩年的門徒訓練計劃正是與此不謀

而合。結合戴牧師的信息，我非常期待全程參與我們

的門訓，盼望親身經歷教會走過四壘的模式從蒙恩、

感恩走向施恩、見證主恩的榮耀結局。

第三個體會是安提阿教會的成立之初門徒從只

向猶太人講，轉向後來也向希臘人傳福音。戴牧師特

別提到華人教會不能被民族的中我中心而捆綁。華人

教會一定要有跨文化宣教的異象。戴牧師提到曾有在

哥斯達黎加的拉丁美洲教會在研究如何向中國人傳福

音，並且呼召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到中國傳福音；可是

華人教會很少有人研討如何把福音傳給拉丁美洲人。

這就是華人教會在這個時代需要突破的地方。在矽谷

有許多華人，但是也有更多的非華人。我們需要把福

音傳回給美國人，傳給更多的非華人。特別值得注意

戴繼宗牧師特會感想
◎ 夏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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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那些也向希臘人傳福音的是塞浦路斯和古利奈

人，他們可能是第二代的猶太人的僑民，有雙語的優

勢：同時精通猶太話和希臘人。我們OBC比較難講英

文，我們需要第二代ABC的優勢來突破語言障礙。要

好好培養第二代。

我明白了為什麼我們教會這麼重視Youth的培養

和主日學的栽培事工。我們不能只在社會上傳福音培

養門徒，同時也要在我們每個人的家裡下一代的身

上也要完成這個四壘的傳承。使我們將來能在下一代

的雙語優勢下能夠也向希臘人傳福音。這樣，我們就

要連大人帶孩子都要全程參加門訓，盼望神來塑造我

們，興起我們，成為愛他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

烈！     �

新年特會感想

“願愛袮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這是

今年新年特會的主題也是今年教會的主題。感謝神

在特會裡藉兩位牧師的口再次對我們說話。Brother  

Ernest 的講道讓我更明白一個愛神的人是一個先求

祂的國和祂的義的人，如果我們愛神，就當把祂擺在

第一位，讓祂在我們的生命中居首位。我們都是耶穌

用寶血重價買回的，如果不把祂放在首位，我們什麼

都不能做。神的國就是祂在我們身上有主權，讓祂來

掌管我們而不是把祂當做備用輪胎，需要的時候找祂

不需要的時候就把祂放在一邊﹔神的國也在我們心

裡，祂希望能把這個國度擴大，我們不能在心裡留

一個中間地帶，如果不是全心全意去尋求就是棄絕

祂﹔如果我們專心尋求祂，就必尋見。在箴言書8:17 

說：愛我的，我必愛祂﹔懇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見。

我們不但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我們也要在這世上

做光做鹽。牧師藉著在舊約中神毀滅所多瑪城來提醒

我們，神的懲罰是因為城裡沒有義人或是義人的數量

不夠，沒有義人在那裡做光做鹽。我們現今的世代也

邪惡，我們基督徒應當興起發光。

于弟兄藉著士師記中底波拉的禱告來提醒我們

要興起愛神，因為神家需要器皿，神也一直在尋找合

用的器皿，神是透過人來做事，並且神尋找對的人來

成就祂的旨意，神也藉著對的器皿賜下祝福﹔在提摩

太後書 2: 21 中說：「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

就必做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

樣的善事」。于弟兄也提醒我們在愛神的人身上會有

的特點：喜歡親近主、與世界有分別、願意為主忍受

試探、與弟兄彼此相愛、順服並遵守神的命令。一個

真愛神的人，會成為有屬天影響力的人，就像日頭出

現，光輝烈烈﹔即使黑暗再大也不能擋住光﹔我們不

光要做一個好人，更要做一個有屬天影響力的人，讓

人在我們身上看見神並將榮耀歸給神。

我是一個喜歡抱怨的人，常常看見事情的負面，

神的恩典也不能在我身上顯出來，因此我常常活在對

神的內疚和自責中。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裡都陷在看小

說的捆綁中，每天沉迷在裡面，跟神的關係很疏遠，

對孩子也沒心思管教，常常感到很自責卻不能勝過，

一次次的立志又一次次失敗，我深知靠自己是不可能

得勝的，因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得我﹔

我一次次的呼求神幫助我，讓我能得自由。感謝神的

恩典，雖然我如此軟弱卻從未停止聚會，每次牧師的

講道都讓我覺得很扎心，每次的敬拜都感受神是如此

的聖潔，而我是如此的不配﹔弟兄姊妹們所流露出來

被神充滿的生命也深深的吸引著我。感謝神用祂的愛

吸引我，讓我能夠脫離捆綁，藉著對真理的更多認識

使我得著釋放，特別是看見神把這麼多的見證人放在

我們身邊，看見兩位牧師雖然生病很重，可是愛神的

心卻絲毫不減，非但他們的信息激勵我，他們的生命

也感動我並成為我的榜樣。雖然有時想看小說的念頭

還會出現，但我每次都呼求神，神就用祂的大能覆庇

我並保守我在祂裡面，並讓基督成為我裡面的滿足、

喜樂和平安。基督真是我們的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我也在神面前立志，求神在新的一年裡更多的改變

我，加添我愛神和愛人的心，可以為神發光。      �

◎ 羅曉榮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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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許之地經歷神恩

退修會的見證 
    ─ 追求聖靈充滿

2008年8月的一個禮拜天，于弟兄碰到我時說，這

一次的退修會教會要追求更多的聖靈充滿。我那時心裡

就咯噔了一下，為什麼呢？因爲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在

那之前我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非常地軟弱無力，需要重

新得力。在這之後的四個禮拜，我就自己定下來在一,

三,五禁食禱告。禱告時我想起，從第一次追求聖靈充滿

到現在已經有十年  的時間了。神也提醒我說，祂怎麼會

不知道呢？三年前的退修會之前，我正在一個工作的轉

變中，當時神把一段話賜給我，就是撒迦利亞書第十章

第一節：「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

雨。他必為眾人降下甘霖，使田園生長菜蔬。」 那時好

像沒有得著，這次于弟兄又在信息裡用到同樣的話。我

就覺得不是我自己在那裡很作難，覺得這個很難得著，

而是神反過來說：這是神又重複  前一次的呼召。我在那

四個禮拜時間的晨更裡，神常常用他的話來堅固我的信

心，讓我知道他應許給我們的，他就一定給我們。比如

在詩篇第二十篇裡，他說：「願他從聖所救助你，從錫

安堅固你。紀念你的一切供獻，悅納你的燔祭。將你心

所願的賜給你，成就你的一切籌算。」

退修會前的主日，于弟兄的信息說，來到施恩的寶

座前。他特別提到的一段聖經，説到水漲從腳踝到膝蓋

一直到淹沒全人，這條河成了一條可洑不可淌的河。我

就回想起在2001年，吳勇長老在我們中間講到這段信息

時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年我靈裡也很復興，非常盼望

主再來復興我，主一次又一次的呼召我，我就非常地羨

慕。

到最後一週時，我正好讀到慕安德烈的《經歷聖

靈》一書中的四篇。第一篇是“什麼攔阻這個祝福？”

指聖靈充滿的祝福；第二篇“怎樣得到這個祝福？”說

的是怎麽樣讓聖靈在裡面擴大。這正是我所需要的。週

一讀到什麼攔阻了這個祝福，有時候我們覺得困難在我

們的環境裡，好像仇敵藉著各樣的困難來攔阻我們，但

是慕安德烈在這裡提醒我們說，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我們

自己。我在默想時又把自己的喜好、享受、快樂交給

主，因爲主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必須要背起他的十

字架，才能來跟我。”

週二時，他說怎麽樣來得著，他把那個問題反過

來問我們：“你願意出多大的代價？”我們很多時候都

說：“我願意，我願意！我要來得著！”但是他反過來

問你願意出多大的代價？所以我在禱告時，神又來提醒

我說：“你奉獻完全了嗎？”在所有有奉獻的呼召面

前，我不記得有哪一次我沒有上去。但是，很感謝主又

來提醒我，好像我又拿回來自己經營的，主再來提醒

我：再交在他的手裡。慕安德烈特別提到說，買賣的時

候，賣家如果確定他所要得的那個價錢他能得著的時

候，他就把東西給你了。那時候，就好像神在我的面前

提醒我說，都給了嗎？那個重價都給了嗎？都給了，那

你就有了。

週三時，主提醒說，要完全地順服。週四的題目是

要完全地相信。既然有了就要完全地相信，雖然外面沒

有什麼改變。週五默想前四天神的帶領時，神把一個很

明確的路放在我面前，就是要我學習完全地捨己、完全

地奉獻、完全地順服和完全地相信。當然最後這個是最

難的。

山上晨禱時，我第一個意念就是：神已經在那裡等

著我們了。雖然時間很早，只有六點，但是祂已經在等

著我們了。我第一天晚上追求聖靈充滿一點特別的感覺

也沒有。但是我覺得神已經在這幾天帶我走過這條追求

的路，所以我當時並沒有很多的掙扎。第二天早晨再去

晨禱時，腳一踏出房門，一句話就進到我裡面：「人非

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

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來11:6）感謝

主，神讓我學習相信，知道他在掌權。

在這段經歷裡，神還是讓我學習信心的功課。因爲

那個交易已經做成了，我要相信。所以現在我們到山下

來做什麼？我想我們追求聖靈充滿並不是目的，目的是

讓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身上彰顯出來。我再碰到弟兄姊妹

時，有人說：“怎麼追求來追求去都沒有得著？”讓我

們一起勉勵說：“凡尋找的就必尋見！”     �

◎ 楊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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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部門

本部門遵照主給的大使命，負責對外宣教的事

工。通過普世宣教、短期宣教、網路宣教及支持宣教

士等事工來服事神的國度和基督的身體，同時也提升

會眾服事神國度的眼光、擴大服事的度量。

福音部門

以耶穌基督為榜樣，以“再多向一個人傳福音”

為己任，以小組福音事工為基礎，推動全教會一起傳

福音。事工包括小組福音聚會、季度性全教會福音聚

會、每月福音座談、每週福音真理班、以及特別福音

活動等。

關懷部門

建立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事奉團隊，盼望「

神的愛」在SVCA隨處可見！並與成人主日學部門密切

配合，一同幫助福音朋友、新來者和初信者，在愛中

不斷地成長。同時，積極動員各小組/團契的同工，

一起扶持在各方面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使他們在主裡

得到應時的幫助與代禱。

包括新人關懷組，年長關懷組，初信關懷組，接

待組，深度關懷組，受浸聚會組。

	新人關懷組：幫助新人適應本地的生活以及加

入適合的服事團隊，使他們把SVCA當作自己屬靈

的家。

	年長關懷組：協助年長者，例如：主日接送的

安排/飯食的預備，週間的探訪與關懷等。

	初信關懷組：為初信者安排「一對一」的初信

造就計劃，以及參加主日學C201「初信造就

班」。

	接待組：安排受邀講員以及到訪者的交通和食

宿等。

	深度關懷組：提供深度關懷的課程和訓練，例

如：CTC的課程等。另有每月「支持小組」聚會

(Monthly “Support Group” Gathering)。

	受浸聚會組：負責安排每季度舉行的「受浸聚

會」相關事宜。

敬拜部門

包括敬拜組，翻譯組，投影組, 和詩班。

	敬拜組:非常重視身體配搭，是教會少數和講英

文的年輕人一起服事的小組。雖是要求嚴格，卻

也是生命得以不斷長進的機會。雖可用音樂快樂

服事，卻也必須擔負較重的屬靈責任。是一個很

能長進且喜樂的服事。

	翻譯組:每個主日在擘餅聚會，詩歌敬拜及信息

時提供台上即席或是台下同步翻譯，盼望藉著這

個服事使更多說英文的弟兄姐妹可以與說中文的

弟兄姐妹們一起敬拜神。

	投影組:服事教會各種聚會投影之需。目標是讓

我們的服事成為聚會中聖靈工作的暢通管道。

感謝神以祂自己的恩典和能力不斷的建造我們的

團隊。因著祂，我們越來越彼此相愛、扶持和同

心；因著祂，我們有良好的團隊服事風氣，常在

生活和服事中彼此分享和成全，使我們能夠在服

事的態度和技能上不斷的又長進又喜樂；因著

祂，我們在服事中學習因著對神自己的恩典和呼

召的回應而甘願獻上自己的最好。

	詩班:盼望藉著我們的服事，弟兄姐妹在聚會中

常被帶進神的同在，心被恩感，靈被提升，生命

被復興。福音朋友在敬拜中被引到神的面前。

教會各事工部門簡介

◎ 教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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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會所的這五年

我們的事工 

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部門的目標是：藉著成人主日學、讀經

計劃、各種訓練課程等，配合教會整體建造的方向，

建立弟兄姊妹的屬靈生命及事奉生命。

具體而言：

(一) 成人主日學

根據不同的需要設計針對性的課程，一般按照季

度排課，上課時間為每主日11:45am至12:35pm。

課程按類別分為聖經、生命成長、生活及事奉

四大類；按靈命成長歷程而論，基礎課程包括『福音

真理班』、『浸前班』、『初信造就班』及『認識我

們的教會』，進深課程包括『禱告進階』、『基礎神

學』、『情緒管理』、『基督徒婚姻觀』、『釋經原

則與應用』及各卷聖經課程等。

(二) 讀經計劃

讀經計劃的主旨在於建立聖徒每天靈修讀經的習

慣，讀經時與主有親密的交通。由各分區負責配合督

促，教會在年底有讀經或背經的比賽並獎勵。每一年

制定A/B/C三套讀經計劃，計劃A為一年讀經一遍，計

劃B為三年讀經一遍（今年讀新約一遍），計劃C研讀

第一季度的聖經課程所學習的書卷。

(三) 各種訓練課程

根據教會或各部門的需要，設計或邀請外來講員

進行各種訓練，如『合乎聖經的關懷』、『教會治理

與建造』、『宣教學』等。

註：2013-2014年教會將著重在門徒訓練上，所以除了每
年第一季度的聖經課程，其他三個季度的成人主日學時間均用

於門徒訓練。

兒童部門

按照聖經的原則，教導孩子明白聖經，認識救

恩。建立基督般的品德。教導孩子遵守神的話，從世

界中分別出來。與其他孩子藉著在主裡過身體的生

活，彼此相愛。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安全，溫暖和快樂

的環境。

我們藉著主日學老師，家長和其他的教會肢體與

神一起合作，達到此使命。藉著老師的關懷，熱情和

對聖經的認識，為孩子奠定屬靈的根基。

從父母的愛，效法基督的敬虔及孩子生命中神所

賜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孩子的日常生活培養像基督般

的品德。

教會的年青人藉著他們新鮮的成長經歷和年齡

上與孩子相近的優勢，有效的幫助孩子們認識耶穌。

年青人也學習透過服事孩子，建立並裝備自己來事奉

神。

兒童主日學收滿一歲以上的孩子，按年齡分班，

平均每兩歲一班。每週有合班的兒童主日。各班並有

其教學主題，內容包括詩歌敬拜，聖經故事，生活分

享，品格教育，美術勞作，聖經教導，讀經，背經，

禱告等。

行政管理部門

本部門的目標是靠著聖靈，並透過健全的行政

治理策略，讓教會的各項事奉能夠更合神心意，從而

使“基督和教會”的異象能夠真實而具體地在教會的

各項事工上彰顯出來。其具體事工包括下面幾個服事

小組：

（一）場地管理：在場地管理委員會的指導下，

一方面協調、籌劃會所的各項維修和改建工作，從而

最有效地來使用神所賜給我們的這個場地；另一方面

也負責所有與場地有關的對外聯繫。

（二）財產管理：統計教會的各項不動產，從而

最有效地來利用神家的資源；

（三）物品採購：建立統一的物品採購體制來完

善財務制度；

（四）教會性的各項聚會：同各部門合作，協調

教會的各項聯合聚會包括週五的聯合小組聚會，各項

特別聚會和全教會的營會等；

（五）人力資源：通過對弟兄姊妹恩賜的了解，

並同各服事部門的負責人一同合作，根據弟兄姊妹的

恩賜和教會各項服事的需要，將合適的人安排在合適

的服事崗位上，從而各站其位，各盡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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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事工部門																																								

包括影音組，多媒體組，電腦/電話組，網站組                    

	影音組: 提供音響、攝影、錄音、照相等服事，

不但支援教會各項聚會的需要，更將聲音、影

像、照片等上傳至教會網站，供各地聖徒網上聆聽或

下載。

	電腦組: 管理教會電腦軟硬體、電話系統、教會

網站、網路安全等，定期維修與更新。

傳播事工部門雖以事務性的服事為主，但也強調

屬靈上的配合與長進；除了將我們最好的獻上，更注

重身體的配搭服事。「...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

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4:12)，這段經文常被用

來激勵每一位場地行政部門的同工。願更多弟兄姊妹

加入這項服事，也願主記念我們手上的工，祝福並使

用這塊應許之地。

總務部門

提供一個整潔、安全、舒適及有秩序的聚會環

境，且成為神人共享, 能榮耀、見證神的場所。讓同

工在服事中遇見神，各站其位，各盡其職。

總務部門服事：包括

	招待組：無論主日或各種全教會性質的聚會和活

動，擔任教會親善大使，負責接待、介紹、引領

入座及提供所有弟兄姊妹及褔音朋友的需要。

	整潔組：負責協調、安排全教會的整潔工作。原

則上是由一群弟兄姊妹組成的整潔團隊，帶領全

教會各小組一起參與教會的整潔工作。我們不僱

用外來的公司，目的是讓所有弟兄姊妹把教會視

為自己的家，愛惜我們的教會。

	財務組：負責收集、看管弟兄姊妹的奉獻，忠

心、有智慧地使用神家的財務。在財務組之上，

成立一財務委員會，負責監督、編列、籌募、計

畫...等工作。

		飯食組：負責主日及各項聚會活動餐飲方面的安

排、預備及服事。

教會新網站

一個教會的網站，是一個對外宣教的管道之一。

在現今這個世代，網路已經與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但

是比起我們這些聲稱跟隨基督的人，這個世界卻更加

有效的在使用這個工具，不斷的奪取人們的眼目，這

實在是我們的虧欠。感謝神，祂親自為我們教會開了

這個事工的大門，希望神藉著我們一點點的擺上，真

的能夠透過我們來成就祂的旨意。

一個教會的網站，也是整個教會的縮影。透過

網路，我們真的就像一台戲，給世人觀看；不光是信

息、不光是敬拜，而是教會各個部門，各個小組，都

在網路上做神的見證。盼望神給我們的祝福與帶領，

都能藉著網路傳給更多神的兒女；也使更多還不認識

神的人，能夠因著網路得著這個救恩。

網站開發團隊(Website Team)目前從屬於新成

立的傳播事工(Communication Ministry)之下。本

團隊透過同工在網路方面的技術與知識，負責傳播

教會對外開放的資源與消息；包括信息的影音，敬

拜的影音，教會舉辦的活動，以及教會的培訓計畫等

等，都屬於教會經過網站對外傳播的內容。我們也

常需要與教會其它部門或團隊配合，例如負責美術

的設計組(Design Team)、負責文字內容的文宣部門

(Literature Department)、負責影音資料的多媒體組

(Multimedia Team)，以及各個需要利用教會網站的

部門。願更多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加入我們的服事，來

為神貢獻自己的專長，為著神家來獲得網路上的未得

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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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人 關 懷 事 工

◎ 黃懷欽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有份於我們教會的新人關懷

事工。教會的新人關懷事工是專門服事新來

到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新人關懷事工幫助他們了解

教會並盡快融入教會的大家庭。新人關懷事工也成為

他們與教會其他小組和各個服事團隊的橋梁。大多數

新人能在三至六個月之間順利轉到新的小組。有不少

的新人也能在六個月內加入教會的服事。

為了配合新人關懷事工，教會搬到新會所後成

立了新人小組。新人小組的組員除了同工之外，組員

都是新來的弟兄姊妹。德雄是新人小組的組長，能淳

是新人小組的副組長。組長和副組長雖都挺幽默，但

做事也很嚴謹。每個週五的聚會常有新的弟兄姊妹加

入，聚會的中心和品質都嚴格地遵守規定。組長的口

頭語是：“你們來了就不能走。”副組長常常講的就

是：“新來的要先從洗廁所的服事做起”。小組常舉

辦活動，增強弟兄姐妹凝聚力。新人小組也是新來弟

兄姐妹與牧長執彼此交通的橋梁。于師母是新人小組

區長，一個月有一次來新人小組帶聚會。于牧師也常

常來拜訪新人小組。這對有心來到我們教會的弟兄姊

妹是個很大的吸引力。他們以前是在屏幕或錄音上看

聽于牧師講道。現在他們可以面對面地與牧者討論，

牧者也能及時解答他們的疑問。于牧師和于師母雖

然服事很忙，但他們特別關愛新來弟兄姐妹，常常詢

問新人的狀況，認識每個新人，發掘新來弟兄姐妹恩

賜。于師母常說我們了解新人好像“如數家珍”。的

確，每個到SVCA的弟兄姊妹都是神家至寶。

教會成立的前幾年，大多數的弟兄姊妹是在這個

教會蒙恩得救的。2000年後陸陸續續有新的弟兄姊妹

加入我們教會。這十年我們教會從De Anza 大學的搬

運教會到寬敞，設備整齊的新會所。新人關懷事工也

從高流失率到高留住率。這幾年神特別的祝福新人關

懷事工。藉著人口的流動，神把許多愛主的弟兄姊妹

從各地帶到我們教會。他們愛神和對神的渴慕也激勵

了我們現有的弟兄姊妹。他們到我們當中述說我們教

會如何幫助他們的靈命成長，也讓我們看到神已經使

用我們教會做的工是如此浩大。

這幾年新來的弟兄姊妹們成為我們教會的新鮮力

量。他們也是教會不可或缺的生力軍。週二的禱告會

有許多的成員是新來的弟兄姊妹。各個服事崗位的新

血也是新來的弟兄姊妹。神知道我們教會服事力量的

不足，神自己從各地把這些器皿招來服事祂的教會。

與此同時，我們也常常陪伴一些新人走過他們人生或

靈性的低谷，陪他們哭，陪他們笑。人來人往是新人

小組的特點。神把人帶來，也把人帶走。從SVCA的新

人關懷事工看到神在這個世代的工作。神也在各方面

彌補我們對這個事工的缺欠。願來SVCA每個新人都從

神那裡得到安慰和關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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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代對下一代的誤導

當今的世代是各方面都在加速變化的時代：全球

化，教育，科技，經濟，人心的墮落…。世界各國公

立學校的教育都基本上是以人文主義為基礎的，使下

一代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包括神學，哲學，

生物學，心理學，倫理學，法律，社會，歷史，政治

與經濟，等等）。各種反對真神的思潮占據校園，如

後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新紀元，等等。這些教育

思潮導致下一代從心靈深處被誤導，產生錯誤的神觀

（無神，自我為神，多神，等等）和錯誤的世界觀。

人人需要福音，下一代的福音工作意義更深遠。

全球化帶來的宣教機會：校園中的大使命

大使命是主耶穌的命令（太28：19），參與神救

贖靈魂的工作是我們蒙受的極大恩典。全球化的加速

給這個世代的宣教工作帶來許多新的機會。近年來中

國大陸來美國大學留學生人數不斷增加，特別是2007

年開始有極快的增長。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IE) 最

新統計資料，中國赴美讀大學人數多年來維持在9000

人左右，2007年增加到1萬6000人。另據統計，2008

年中國出國留學生超過15萬人，赴美國留學人數就占

三分之一。從2009年起，中國留學生人數就躍居在美

外國流學生人數榜首。2011—2012年度被美國高等教

育機構錄取的中國學生達到194,029名，比上一年度

增加23%。其中，在美國留學的本科生數量已經超過

研究生，本科階段的中國學生入學人數增加了31%。

圖1為中國留美學生人數隨年代變化曲線。有一位原

來一同在紐約校園團契的同工（現在MIT學生團契服

事）分享說：“每次回國，必去北京；每去北京，必

去海淀；每去海淀，必去那裡的家庭教會。現在，我

發現，波士頓這座有著60所高校和越來越多華人留學

生的城市，和海淀是多麽的像啊。”這景象在全美各

地，尤其是大學多的地方，都很類似。現在是“為基

督贏得華人知識份子”的大好良機。願我們能跟隨主

耶穌基督，把握此良機。

圖1 中國留美學生人數隨年代變化曲線。

為基督贏得華人知識份子的得著與挑戰

回想在矽谷基督徒聚會學生團契和以前在紐約長

島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參與校園事工的經歷，看

見聖靈奇妙的帶領與恩典。

長島的學生團契是從2005年的教會禱告會開始

的。教會一位長老有神賜的異象，是神要興起石溪分

校的福音工作。雖然石溪分校有使者協會的校牧作學

生工作，但需要福音的學生太多，就如結34：6。紐

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是一個非常自由化的，抵檔基督

的學校，教會同工不知應怎樣開展校園事工。教會傳

道人與一位執事弟兄經過2006一年的校園徒步禱告，

神終於在2007開路，帶來兩位學生信徒，校園團契開

始成形。幾年來，雖經歷一些高山低谷，且面臨教會

校園中的大使命

◎ 張健

---校園事工的負擔與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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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會所的這五年

我們的事工 

◎ 焦源

影音 (A/V) 小組最初的服事是以製作長式磁帶

開始。最初的目的只是為了那些沒有機會聽到

主日信息的弟兄姊妹補聽用的。當時只有一個姊妹在

做這樣的服事。幾年過去，隨著教會人數的增加與神

豐富的供應。磁帶的需求越來越大。不僅是本教會的

需要，外教會的和外地的弟兄姊妹也希望能得到我們

的影音產品。

感謝神！到了1999年，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時

俱進的影音需要也開始成為教會的一項重要服事，開

始向更多更廣的國度延伸，我們服事的力量也跟著增

加！其實這一時期正是教會租借De Anza College場
地聚會的時候，影音設備搬運，安裝，調試的時間大

大增加，為了不因為設備的原因而影響聚會，影音小

組的同工們常常在會前為了這些設備禱告。真的是感

謝神，不但讓更多清心愛主，願意擺上的弟兄姊妹有

這樣的負擔來一起參與服事，同時也是因為這段時間

裡，教會牧者到世界各地宣教，激發出更多弟兄姊妹

的愛心，願意擺上自己的一份讓神使用。 同工們在

事奉中被神製作，被神改變！那段時間，我們不論是

在技術上還是在服事的力量都與教會一同成長，感謝

神！

當我們2006年搬進Bowers新會所的時候，儘管

我們的設備和人員規模還和原來在De Anza College
的時候一樣，但整個服事團隊在管理上日趨成熟。團

隊包括音響、錄音、攝像與攝影四個小組。服事的範

圍也從類比信號提升到數位錄製與編輯。雖然我們的

設備並非最高檔的，但因著弟兄姊妹同心服事，也藉

著我們工程師的特質與接受的有效培訓，我們總能將

設備發揮到最佳水平。隨著這些年多媒體的快速發

展，我們也面臨各樣的挑戰。我們不僅要服事本教會

大大小小的聚會，還要能服事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

我們時常收到各地聖徒們電郵的鼓勵與支持，這對我

們來說好像是弟兄彼此洗腳，也更加深我們為神國服

事的力量和信心。

展望今後的成長。我們求神加添我們服事的力

量，為神國，為下一代擺上我們的最好。     �

影音小組

回顧與成長
建堂的多項事工，教會兩位長老和四、五位執事都積

極投入校園事工。校園團契從七、八個人增長到現在

的五六十人。看到許多學生的成長，成為服事的重要

同工、，心裡深受激勵，榮耀歸主名。最早的學生同

工有四對在教會結成連理，有兩對在外州找到工作，

仍然熱心當地校園事工。2012年三月神帶領我來到矽

谷基督徒聚會（同來的還有一家也是校園的同工：劉

曄和王昕），于牧師和師母對神在校園的事工非常敏

感與支持，聖靈的帶領十分清晰。經過半年的禱告與

籌備，矽谷基督徒聚會學生團契於2012年十月正式成

立。團契不僅有教會長執的支持，Rainbow團契的弟

兄姊妹也給與極大的愛心扶持，還有許多弟兄姊妹愛

的關懷（接送，愛宴，開放家庭，神一定記念他們愛

的付出）。團契還處在嬰孩階段，需要眾聖徒的代禱

與扶持。

新一代學生結構變化的挑戰：本科生比例開始超

過研究生，九零後的文化背景，專業多樣化（商務與

管理(22%)、工程學(19%)、數學與計算機科學(9%)、

自然與生命科學(9%)、社會科學(9%)、實用藝術(5%)

、衛生健康(5%)、英語強化(5%)、教育(2%)、人文

(2%)），家庭經濟條件改善，等等。

結語

在這末世，面對神國福音的需要，教會還有許

多需要努力和更新的地方。既然主來的日子近了，我

們就更當努力。願神的愛激勵感動我們：【西1:28】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

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西1:29】「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裡面運用的大

能盡心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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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一月，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加入教會

辦公室的服事。起初，在我看來總覺得，辦公

室的服事繁雜瑣碎。除了及時更新教會網站內容，編

輯和上傳當週主日信息視頻以外，隨著香柏木培訓中

心事工的開始展開，有許多課程的視頻、音頻文件需

要編輯製作和上傳。多媒體產品的製作、複製和出售

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還有接聽電話、採買、打字、

打印、郵寄...等等。 

忙碌中，轉眼已經進入了辦公室服事的第六年。

一路走來，經歷了許多，更學習了許多。心裡充滿感

恩！感謝賜憐憫的主，把我放在這樣一個屬靈的大家

庭中，不但讓我在祂的聖工上有份，更在這個過程

中，經歷主愛的大能，使我這敗壞的生命被製作、被

改變。與主的關係也更親，對主認識更深。

在服事中，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凡事忠心。「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着。」（太25:21），我曾

經有一段時間不喜歡做一些“雜事、小事”，心中驕

傲，看不上這些不起眼的事。做起來也不是那麼心甘

情願。可是當我從網路上或電郵裡看到各地聖徒的來

信，分享他們的得著，經歷，和感恩時，我內心深感

愧疚和虧欠。「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

秘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林前

4:1-2）

在服事中，得著最大的是：有了穩定的讀經、禱

告生活。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着，神看重我們與祂的關

係勝於我們的工作。于弟兄曾經講過，若我們沒有幔

內的生活，就不可能到營外去繼續跟隨。進入幔內，

是我們一切的根基。只有我們跟神的關係對了，源頭

對了的時候，才能做對的事。我曾因為忙碌而忽略了

與主的關係，憑自己的熱情做事，結果事與願違，得

不到主的結局，只剩下個人的恩怨。跌落在靈性的低

谷難以自拔。    

在服事中，體會最深的是：服事要真正討神的喜

悅，而不是取悅於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

人喜歡的，要像基督的僕人，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事奉，好像服事主，不像服事人。」（弗6:6-7

，西3:23）我很寶貴這兩節經文。配搭服事，需要有

很多屬靈的品格，寬廣的胸懷，柔和謙卑。一些事務

的處理，有時難免意見不一致，做法不同。起初我就

很難放下自己，同工不同心。當我學習柔和謙卑，求

神賜給我一個謙卑的靈，學習不抱怨，不排斥，學習

忍耐和順服、放下自我後，凡事從心裡做，好像給主

做時，真的不一樣！喜樂代替了憂煩，工作也蒙祝

福，也越來越學會欣賞和接納其他意見，事奉搭配也

越來越好。「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

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4:10）

我們事奉乃是靠主事奉：「若有服事人的，要按

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

耀。」（彼前4：11）

感謝主！賜給我這麼多愛主的屬靈同伴，在愛中

幫補、包容、扶持。使我在服事中逐漸成長。 願神

祝福我們手中的事工，在祂裡面凡事長進，成為合神

心意的器皿。         �

在教會辦公室的

       服事和成長
◎ 喻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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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事工 

參 加 新 人 小 組

弟 兄 會

與着許多教會相比，我們教會有一個顯著的特點，

就是鬚眉不讓巾幗。弟兄們在家裡真的是屬靈

的帶領，也有許多生命成熟、美好的弟兄成為教會的

領袖。感謝神讓我一來這裡就加入了一個新人組的弟

兄會，在與弟兄們真誠、深入的交通中生命不斷被改

變。

其實弟兄會都是新人，彼此不熟悉，本來不應

該有很敞開的交通，可是神的工作不會被攔阻。從第

一次聚會開始，大家就鉅細無遺地分享自己過去的經

歷，從上小學一直到今天；而且我們規定如果有不清

楚的地方可以彼此提問，並且必須回答（當然我們也

規定嚴格保密，包括對自己的姐妹也不能說）。大家

都深深地經歷到聖靈真實地運行在我們中間，每一個

人的分享都是那樣震撼人心，從過去的罪大惡極到今

天成為神的孩子，每一個弟兄的生命改變都讓我們低

頭敬拜神，讓我們在信心中宣告：我們的神是又真又

活的神。本來打算第一次聚會把每一位弟兄的生平簡

歷都過一遍，好讓大家彼此熟悉；可是五、六個鐘頭

過去了才只聽了三位弟兄的分享，最後是用了四、五

次聚會才交通完一輪。弟兄們的分享對彼此都是極大

的幫助和鼓勵：原來他比我還壞，神能改變他，也一

定能改變我。其實大家都是罪人，每個人犯罪的側重

點不同，剛好讓我們彼此提醒，一起進步。第一輪交

通之後，我們就開始分享一些自己生活中真實面對的

困難和挑戰，比如工作壓力、與姐妹和孩子的關係等

等，特別包括一些對弟兄的誘惑和捆綁。比如我們有

兩次是討論網絡色情的捆綁以及弟兄們獨自回國或是

在工作中遇到的誘惑。弟兄們真誠的分享幫助我們清

楚地認識到撒但的詭計，大家都一起立志要過聖潔

的生活，並且彼此監督、鼓勵。當我們能把自己的軟

弱、罪性在眾人面前分享出來時，我們就已經得了釋

放，不再把自己捆綁在一個孤立、陰暗的角落。

在弟兄們的禱告、扶持中，我們的生命都有了明

顯的改變，都願意更多地負起在家屬靈帶領的責任，

更多地參與教會的服事。感謝神讓弟兄會成為教會的

祝福，也成為新來的弟兄們彼此溝通、彼此幫助的渠

道。    � 

◎ 柴寧

成為新造的人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看到自己靈裡非常軟弱，和

主之間缺乏活潑新鮮的關係，禱告也常停留在

外面的需求上，對人事物時有一些消極看法和埋怨，

不能勝過自己老舊的生命。我感到這些方面都是我生

命裡的破口和漏洞，影響屬靈生命正常的成長和阻擋

神的祝福進一步臨到我和我的全家。我自己曾試著想

要改變，卻沒有什麼果效。

非常感謝神，正在這個時候，教會成人主日學

開設了“新造的人”，我所需要的正是知道“如何成

為新造的人”。這門課的第一堂講到要想成為新造的

人，必須首先承認自己無能為力，第二堂談到我們要

在耶穌基督裡找到盼望，第三堂講到把自己的生命和

意志交給神。藉著每堂課所講的原則和步驟，我看到

我的問題的根源在於否認自己的問題。從第一堂課之

後，我開始每天為自己禱告，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軟

弱和沒有能力，謙卑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幫助和救恩

臨到我，同時也看到我的盼望不在我自己，也不在周

遭的人、事、物的改變，而是在神那裡。很奇妙，當

我這樣認真禱告，學習把自己交託給神的時候，我看

到神在我身上開始工作，祂開始改變我的心，一些以

前常攪擾我的事不再攪擾我，我心裡開始喜樂起來，

我為每一個學習的機會感謝祂。

一個見證：我們小組的項目在公司獲獎，剛過

了兩天，我得知有另外一組到高層領導那裡反應我們

提供的數據與事實不符，發獎給我們不公平。我的老

闆知道後很生氣。不巧的是，當天晚上我又需要給這

個組做培訓，教他們怎樣接手這個項目。在培訓前，

我心裡有些掙扎，覺得他們的做法對我們產生很負面

的影響，讓我生氣，所以不知道晚上要怎樣面對他

們。我向神禱告，讓我可以在愛裡包容他們。那一段

時間，“新造的人”正講了饒恕和恢復關係。禱告之

後，我開始感謝神給我這個機會可以學習饒恕，可以

讓我用平和的語氣去培訓他們, 把我所知道的知識毫

無保留去跟他們分享。講授完之後，我的心被神可以

釋放了，我不再生氣了。這件事讓我看到神有大能改

變肉體生命對我們的轄制。感謝神，願我們在新的一

年裡，一同來得著神的豐盛。    � 

◎ 蘇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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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組同工團隊的建立

 2012年夏季退修會上，主管教會總務的國豪弟

兄和負責教會清潔的能淳弟兄與我，克國，錢平，柴

寧開了個小會，要求我們再加幾個姊妹建立教會的清

潔組，來接替扛在能淳弟兄一個人肩上的重擔。因我

們剛在台前回應了更新奉獻的呼召，所以就毫無推諉

地接了這個擔子；後來才知道教會為了這項工作已經

禱告了兩年了，感謝主禱告得以應許，弟兄姊妹都滿

心歡喜地接了這個服事。

從退修會回來，我們邊禱告邊開始各項的準備工

作，隨著工作的深入，我們才體會到我們的教會太大

了，包括停車場在內共約八英畝，我們在感謝神賜給

我們教會這麼大一塊地的同時，也感到我們神家清潔

責任的重大。我們不斷地禱告，求神給我們認真服事

的態度，有效管理的方法和同工搭配的團隊。感謝

神，神揀選了合用的器皿，清潔組六個人，每個人都

有不同的恩賜，做計劃的有做計劃的恩賜---有效系

統；管廚房的有管廚房的恩賜---積極肯幹；管餐廳

的有管餐廳的恩賜---井井有條；管廁所的有管廁所

的恩賜---不拍髒臭；管工具的有管工具的恩賜---編

號管理。按著恩賜每個人有了明確的分工，大家都甘

心樂意地擺上，使這個團隊有效地發揮其功用，我們

用神的恩賜服事神的家，神就得著榮耀，也為神做了

美好的見證。

接下來我們把全教會劃分為14個清潔區域，由教

會的19個小組執行清潔任務。教會是個大家庭，如何

讓每一個家人清清楚楚地知道清潔哪裡，由誰清潔，

清潔要求等，是我們清潔組的重點；我們沒有停止禱

告繼續尋求神的保守和看顧，漸漸地我們有了每個清

潔區域簡潔明瞭的規則，我們把這些規則配著圖貼在

各清潔區域，又在2012年10月底發電子郵件動員了每

個小組的組長以及每個組員。2012年11月SVCA清潔小

組正式走馬上任，在11月的第一個主日的全教會清潔

中我們就看到了弟兄姊妹的可愛，不用催促主動去

做；大部分組長帶頭做清潔，給組員們樹立了很好的

榜樣；接下來的這幾個月，我們看到凡組長帶頭的小

組，清潔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正如于弟兄所講的；

領袖的素質會大大影響教會，或小組，或事奉團隊蒙

福和被使用的度量。

感謝神，藉著于弟兄去年一年“讓主居首位”的

信息，弟兄姊妹愛主的心大大加增，在教會清潔的服

事上我們就可以看出，教會年度大掃除出現了大人小

孩100多人參與令人感動的場面，再一次見證了神的

同在。今年LION班的小朋友們把教會活動中心的清潔

接了下來，從小就培養孩子們服事主的心志。事奉神

是每一個神的兒女的本分，通過服事，我們的生命被

徹底更新了，盡了一個蒙恩肢體該有的功用。感謝各

組的弟兄姊妹及LION班的小朋友們，通過你們的清潔

服事見證了神的同在----神就在我們中間！

我們清潔組在事奉過程中也得著很多，越事奉越

愛我們這個大家庭，越事奉大家越喜樂，感謝神給我

們力量做我們的後盾。願神保守弟兄姊妹們的服事，

我們彼此鼓勵做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

◎ 高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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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肢體生活

◎ 董智卿

加入

SVCA

大家庭

我和妻子於2010年來到這個教會。之所以選擇來這裡的主要

原因之一應該與大部份的弟兄姊妹們一樣,在網路上或錄音帶聽到

了于弟兄的信息,深受感動與激勵，因此渴望來這個教會得著第一

手的經歷。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的孩子們已先我一步來到了這個教

會參加年輕孩子們的團契。他們在這裡受到其他孩子們熱誠的歡

迎與接待,加上有很好的輔導帶領著他們, 讓他們得著了很好的餵

養，因此,很快的他們就融入了教會這個大家庭,並且在這裡受洗。教會也開

始讓他們有些服事,看到他們的生命也不斷地成長。感謝神的帶領,讓我們找

到了屬靈的家。

來到了教會之後,除了講臺信息仍是那麼激勵人心,也看到整個教會真

正腳踏實地的走主的道路。無論是個人,家庭,或小組都很認真的學習並操練

每年教會的主題。從“隨從聖靈”,“讓主居首位”到今年的”願愛主的人,

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以及接下來兩年的“新人門訓”,“僕人門訓”

。這些都這麼有系統的裝備弟兄姊妹成為合神心意的僕人。希望今後,無論

處在什麼環境下,都能彰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品格,並能在世上為主做鹽,發

光。

于弟兄時常強調:一個重生的基督徒除了在生命上要追求長大成熟,還

一定要進入身體的服事。在服事中生命更被煉淨。我來到教會第一個的服事

是清潔工作,進而參與教會新人招待,關懷,詩班,餅杯的服事及帶領小組。 

隨著服事的增加,經歷了更多主的愛,領受了主更大的恩典。在這裡就像是一

個大家庭,弟兄姊妹互為肢體,大家彼此的代禱,互相扶持與關懷,在在顯明神

在這裡，愛也在這裡！   �

「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

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或譯：在靈性

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裡。」(提

前3: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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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因丈夫的工作我們舉家從上海搬到

了灣區，隨後就在同事的介紹下加入了在家附近的教

會，並且願意在那裡好好過教會生活。教會也有許多

很有愛心的弟兄姐妹關心我們，我們也努力融入大

家。但是，半年多下來，總覺得自己好像不太適合。

聖誕節時一位在溫哥華的姐妹告訴我：在網上看于宏

潔牧師的講道很有生命的得著，竭力推薦我們看；同

時又有在上海的姐妹很殷勤的把于弟兄的教會地址發

過來，再三叮囑：“一定要去看看！”

我們回家上網看了之後，信息一下抓住了我的

心，心底沉澱了許久的東西被攪了上來，乾枯了許久

的靈好像一下子活了起來。我們就禱告求神的帶領。

於是，在一次看信息的時候，我看到自己生命的不冷

不熱，並且問自己：“如果我們只在美國住兩年，我

要一直這樣過嗎？我回去的那一刻，我要帶什麼回

去？兩年裡生命不改變，不多認識神一點嗎?”

就這樣，在2012年復活節後的一個主日，我們第

一次來到了矽谷基督徒聚會。聖靈的同在牢牢的吸引

我，那麼強，那麼感動。這裡一整年的主題是：“讓

主居首位”，一個多麼使人歡喜的主題！每次信息都

能讓人從心底湧出歡快喜樂，喜樂得讓人落淚。主是

一切，又在一切之內，主是生命、是根基……何等快

樂的話語，真是讓人振奮的要跳躍啊！這些信息真是

像食物變成了養分，是生命的養分流入我的身體，我

真是活了！

6月10日信息主題：讓主居首位——在教會的生

活和事奉上，解決了我多年的疑惑，原來聖經上教會

肢體彼此搭配、彼此相愛，是可能的，教會永遠的主

題是基督。所以，我願意加入SVCA，因為這是蒙神喜

悅的教會。2013年新年，神帶領教會的異象：兩年的

門徒操練。這也和我心底的願望不謀而合，每天從每

件大事小事裡去與神同行，去發現主在其中，去看見

主背後的帶領，去相信祂是那永遠愛我們的神，去跟

從祂！

不過我們也遇到了一個阻礙，（原本公司答應

的條件沒有兌現，可能回國發展會更好些，國內還有

孤單生病的父母）我覺得，我們留在美國無論對大人

小孩都“無路可走”。於是當新年特會Bro. Ernest

呼召上去禱告時，主對我說：“我就是你的路。”當

時，聖靈好像讓我看見主真真實實躺下成了路，讓我

可以踩踏的路，祂卑微自己成了讓塵土造的罪人所能

走踏的路！可是我雖然跪在那裡眼淚不停的流，卻不

敢踩，心裡有一絲不甘心，還是想保留自己。（我真

是罪人！）“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1月20日，主透過楊駿弟兄

的信息再次呼召我：“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眼淚

又湧了出來，原來我不是“無路可走”，是不願意放

下世上的路，舒適的生活，可以依靠自己的環境。若

我選擇主，祂就是我的路。主帶領我們來到SVCA不是

偶然的，祂是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的

神。我不跟從祂能跟從誰呢？主已經把那麼好的教

會、牧者給我，那麼美好的異象擺在我們面前，我怎

能不留下，不跟從呢？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

充滿洋海一般”（哈2：:14），神給了我們可以容納

1500人的會堂，我深深相信主會為祂自己負責到底，

讓愛祂的人充滿其中。主啊，願我們都成為愛你的兒

女，一切頌讚都歸給着！        � 

神 的 路 真 美 好

◎ 徐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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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波士頓到加州

找到屬靈的家
◎ 高強,馨芳

四年前我們全家移民到美國。波士頓是我們落腳

的第一站。在那裡我們居住了一年。在這一

年當中，我們不斷地禱告，求神帶領我們每一步前進

的道路，指引我們所做每個的決定。我們沒有急於買

房，也沒有急於找工作，靠著禱告，一直在等候神的

帶領。

終於在一年快結束的時候，神感動我們，在孩子

放春假的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從波士頓飛到加州，

在很短的時間內，買到神為我們預備的房子，在2010

年孩子開始放暑假時，我們就帶著行囊，開車橫跨整

個美國，來到了北加州，開始了我們的嶄新生活。

來到加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尋找教會－我們屬靈

的家，這也是我們來美國最初的心願。因為我們深

知，永生神的家，才是我們永久可以依托的家。

有不少移民家庭，都因為不認識主，在移民這條

路上走得很艱難。然而靠著神的應許和帶領，我們來

到了矽谷基督徒聚會，從此，我們有了屬靈的家。與

別的移民家庭不同，我們不是來這裡享受美國的清潔

空氣，食品的安全，而是在這裡，藉著教會，我們開

始對神有更深的認識，並且開始委身於教會的服事。

感謝神，帶領我們找到這麼好的教會，從2010年

剛進教會，到現在已經有2年半的時間了。回顧這些

日子，看見神的恩典，藉著這個教會把我們餵養大。

以前在國內聽于弟兄的講道，非常感動，對他生命的

老練，豐富非常敬重；現在不僅聽，而且是親眼目

睹，親身跟隨。于弟兄有句話常常成為我們的提醒：

要來就來真的。神就藉著于弟兄的話以及他自己作為

榜樣，使我們越來越被光照，看到自己身上多少的不

認真，愛主常常只是表面上。在教會日子越久，自己

靈裡的老我越多地被震動。于弟兄常常帶領我們在神

面前真實的悔改，更新我們在神面前的奉獻，重建過

去毀壞的祭壇。我們深深地感到，這個教會真是一個

願意走主的道路的教會，弟兄姊妹真是在這裡真誠地

愛主，追求主，被主建造。漸漸地，隨著我們更多參

與教會周日擘餅聚會，周二的禱告會，周五的小組查

經，我們和主的關係也變得更親，更深了。

隨著生命的長進，我們全家都參與了教會的服

事。在教會新成立的清潔小組裡，我擔任了組長

(Leader)，負責整個教會的清潔工作，就像于弟兄所

說的：要在凡事上得著基督。我們清潔組也要在清

潔的事工上見證基督的榮耀。我妻子在design team,

積極參與教會的海報，書刊封面等設計事工；兒子

Daniel一直以來認真服事於A/Vteam,在主的帶領下，

他完成了《讓主居首位》視頻的編輯，真實感人地回

顧了一年來教會的成長與追求。我們一家人都積極地

參與服事，生命越來越長進，喜樂也越來越加添。

回首往事，神的恩典猶如甘霖滋潤，在我們的路

徑上滴滿了恩典的脂油。如果沒有神的帶領，我們不

知成了何等模樣。如今我們移民美國已經快4年了，

在矽谷基督徒聚會裡的2年多時間，我們家庭發生了

很大的改變：夫妻越來越恩愛，孩子非常喜歡參加

教會的團契，一家人常常一起讀經，禱告。我們許

多移民的朋友都羨慕我們可以這麼喜樂，充實地生

活。我們的心除了感恩，還是感恩，就像詩歌裡所唱

的：......我的讚美還要加添。       � 



教會未來關鍵的兩年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 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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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未來關鍵的兩年
屬靈的傳承

◎ 于宏潔 夫婦

牧養主的小羊

于弟兄:

我們一起先來讀這一節聖經：「我栽種了，亞波

羅澆灌了，惟有神教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

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

神。」這句話是幫助我們先知道一件事：生命是神

所賜的，生命也在神的手中，所以教養孩子的時候，

我們有自己澆灌的方法，認為給他這個好，給他那個

好，但是他的成長絕對不只是外面知識的成長、情感

的成長、事業的成長，有一個成長是影響到永世的，

就是他們屬靈生命的成長。這是我們一定要重視的，

不然的話，已經聽到太多的家庭在收這個結果，而懊

悔不已。聖經上的話講得清清楚楚的，「我們種的是

什麼，收的就是什麼」。我們今天已經在收的東西常

常是因為我們過去這麼種，所以，不要都去怪神，不

要都去怪這個世代，我們一定要謹慎教養孩子。在孩

子還小的時候，就先用主的話和聖經的原則培養他，

你就會發現他屬靈的生命長得很好，將來進到大學裡

去的時候，你就放心很多。 

教會整體對下一代的方向

關於教會整體對下一代的方向，我在這裡只提三

個非常重要的點：

第一，與神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God) ，
這是我們培養孩子第一個重要的方向。

第二，與基督身體的關係(Relationship with the 
Body of Christ)

第三，像基督的品格 (Christ-like Characters)。

非常簡單背，十字架，直的是跟神的關係，橫的

是和基督身體的關係，然後是像主。這是我們整個教

會，包括兒童主日學、青少年聚會，以及所有大人的

聚會，基本上都是朝著這三個重要的方向去。

一.  與神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God)

孩子必須建立起跟神第一手真實的關係，先不要

講他膚淺不膚淺，至少要是真實的。很多的孩子都蠻

知道察言觀色的，他們在我們面前會背聖經，會禱

告，會有一些很聽話的表現，但是他們的真實情形不

見得是這樣。在我們面前的表現跟他們真實的情形中

間一定有差距，只是這個差距有多大，我們不知道。

我們一定要小心，要很謙卑，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孩子真正的情形怎樣。今天孩子生在我們中間，

生在在座的家裡面，我覺得是神的恩典。我們就絕不

要無可奈何的與這個世代的邪惡妥協，我們需要起來

爭戰，一起爭戰，像一個大家庭一樣，一起把這個牆

築起來。也許你的家很好，像一個很好的鵝卵石，但

是我們需要聖靈，需要主的話，好像水泥一樣把我們

連接起來，讓它是一道堅固的牆，而不是狐狸上來就

會倒的牆。這需要所有在座的父母配合。我們要一起

注重孩子們跟神有真實的關係，不要單因著他會禱

告，會背聖經就以為可以放心。要在乎他是不是真得

救了，他做錯事，裡面會不會有光照？沒有的話很危

險，表示他的信仰是表面的。

（2011年母親節于弟兄于師母對矽谷基督徒聚會	
同工們的負擔傳遞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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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基督身體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dy of Christ)

要帶他們認識基督的身體，要活在教會的生活裡

面

簡而言之，就是要教孩子學會“在乎基督的身

體”。這不光是世界上所謂的團隊精神。你要了解你

的孩子是不是一個team player，他在一個團體裡是

不是一個肯犧牲、肯順服的人，有沒有身體的概念在

他裡面？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些事，這些事情不光是

影響他將來如何跟人相處，也影響了神家的未來。雖

然自我中心是人的本性，但也很容易被父母驕縱而愈

來愈擴大，因為父母在家保護得太厲害了。大人也一

樣，當我們今天在這裡帶領孩子的時候，我自己是不

是活在身體裡面？我自己有沒有團隊的精神？當教會

有一些活動的時候，我來不來參加，帶不帶孩子來參

加？孩子們都在看的。主把我們擺在教會，我們一起

在這裡成長，一起在這裡愛我們的孩子，一起幫助我

們的孩子。幫助我們的孩子過有約束的團隊生活，而

父母們一定要自己率先帶領做榜樣。

三.  像基督的品格 (Christ-like Characters)

要培養他像基督的品格

現在在中國大陸有很多這種品格教育的講習班，

那是我們要小心分辨的。因為我們一定要回到聖經，

必須是Christ-like characters，是像主的，是主的性

格。所有孩子的個性，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順服，請

你們相信我。順服不光是要他順服父母，而是培養

他順服的性格。如果沒有順服的性格，他就不會順服

神。我們從小就要讓孩子先學會順服，他學會順服以

後，對他這一生是一個極大的祝福。弟兄姊妹，孩子

是我們塑造他，不是他塑造我們。是我們訓練他，不

是他訓練我們。他應該學習，從小就知道有神，而且

敬畏神。如果我們自己裡面對神沒有這樣子基本的、

真實的敬畏，我們跟孩子說再多都沒有用。弟兄姊

妹，其實我們都在說話，你不要以為你說話孩子不

聽，其實我們藉著我們生活每一件事情都在跟孩子講

話。他們都在看，孩子的眼睛太雪亮了。所以我請求

在座的，尤其是父親，一定要在家裡面站在弟兄該站

的位置，起來為家禱告，要為著自己的不屬靈向神禱

告，要自己在主的面前先要有見證，才可能幫助孩子

建立像基督的性格（Christ-like characters）。不是高

壓叫孩子順服，不是徒然惹孩子的氣。

結論

我希望我們教會兒童和青少年的聚會，所有的服

事、所有的帶領、所有的教材、所有的上課內容，都

記得這三件事情，並且在每一年（或更頻繁）來評估

一下：

•第一，他們跟神的關係。

•第二，要帶他們認識基督的身體，要活在教會

的生活裡。

•第三，要培養他們像基督的品格,要在乎他們

裡面的生命是真的。他們能夠真正被主改變，真正看

見有基督的美德，而不只是天生的好性格而已。

父母親的配合就是：

•我們自己要有敬虔的榜樣

•要一起多為孩子禱告。這不是老生常談，也不

是官樣文章。我們一起為孩子揚聲禱告，在家，在教

會我們都這樣禱告,你要看見在這個教會的孩子被真

正保護了，很不一樣的。

•要注重剛剛提到的三個方向，在家裡面就注

重。

于楊念慈 師母：

     我們的孩子需要教會

神賦予我們長大成熟的能力

我們的神是我們的父親，也是我們的母親。祂愛

我們真是沒有話講。我們沒有一個父母愛我們的孩子

像天父愛我們，像耶穌愛我們一樣。可是為了我們的

好處，祂的愛裡面有管教的行動。我們為神養孩子，

是希望他成熟，而不是希望他永遠都只是我們的孩

子；我們希望他成熟，能夠被神使用。這個希望他要

成熟的心態必須從他一生出來，甚至從一懷孕，就要

在我們心裡萌芽或被調整。你希望你的孩子長大，你

不希望他永遠是孩子，所以他的判斷力，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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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處理危機的度量，他跟神的關係，跟人的關係，全

部都在這個成熟度的裡面。許多父母往往忘記了這個

目標，沒有想到我們應該讓他們成熟，能夠成為一個

健全的人，成為一個敬虔的人。

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年紀，你要用不同的管教

方式，從「告訴」他怎麼做(tell)，到「教導」他怎

麼做(teach)，然後你「賦予他責任，分派他工作」 

(delegate)。父母的控制(control)是需要隨著孩子

的成熟度逐漸的放鬆；而對他們心理、情感的扶持 

(support)，則要隨著他們的成熟度越來越增加。我

們正好很多時候是相反的。孩子很小的時候我們放縱

不管，等到他大的時候我們縮緊我們的緊箍咒，什麼

都要管。小的時候，天天讚美他，天天“好漂亮啊”

，“這麼乖啊”，“好棒啊”，其實他不需要，他需

要管教，他的“己”需要受約束，甚至破碎，不要一

直擴大他的“己”的生命。但是，等到他在人生的路

上遇到挫折，遇到拒絕，很需要扶持的時候，我們反

而回過頭來罵他、指責他。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做父

母的原則上正好相反，讓我們的下一代也吃了很多的

苦。而他們的日子比我們年輕的時候是越來越不容

易，所以我們需要有更多從神那裡來的智慧來對待我

們的下一代。

孩子需要過教會生活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完全，今天很多的父母，在孩

子面前是非常有權威的，所以這些孩子只聽父母的。

我一直都對自己沒有這個自信，因為我覺得我是非常

不完全的父母，我需要別人來幫助我一起來養育我的

孩子。非洲有個諺語，“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一整個村子）。我們在

這個神的大家庭裡，很希望我們的孩子們也從別人那

裡受益。不要只從我這個罪人身上得幫助，雖然是蒙

恩，但我是罪人。他需要從學校的老師，教會的叔叔

阿姨，教會的輔導，教會的牧者、長執、領袖，這些

常常在他面前出入的人得幫助，我想要我的孩子從他

們身上得幫助。所以，孩子活在教會裡面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

•養孩子不能驕傲

我們養孩子有兩個點是我常常提到的，一個就是

我們養孩子不能驕傲，絕對不能驕傲，因為我們做父

母的最容易驕傲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孩子。可是在基

督裡面做父母的，我們要很小心的一個點，就是我們

在養育孩子的事情上千萬不要驕傲。我很盼望今天要

像一個家一樣，一起來養育我們的孩子，不要驕傲，

不要以為只要憑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了。我們沒有一

個人是完全的父母，也不夠應付我們自己孩子的需

要，雖然我們是負最主要的責任。

•養孩子不要灰心

第二就是我們養孩子不要灰心。今天不管你的孩

子多大，為他禱告，不要灰心，我們行善不可喪志，

時候到了，就要收成。重點在於，作為一個父母，我

希望在神面前能夠無愧。如果我們已經盡了我們做父

母的責任，在神面前，已經照著我們從神那裡領受的

恩典，盡了我們的本分，我們的孩子還是冥頑不靈，

這時，就跟牧養教會一樣，把他交給主，不要灰心，

時候到了，必要收成。我相信我們的神是信實的，

祂一定會聽我們的禱告。“奇異恩典”的作者John 
Newton可以被神改變，後來成為一個非常好的器

皿。耶穌基督的救恩，是為著每一人的，他可以救每

一個人，我相信我們的孩子也能夠被神改變。「我栽

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教他生長，可見栽種的

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

的神。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

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林前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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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first came to SVCA, my first interactions 
were with the youth at their annual retreat where I 
accepted Jesus as my Lord and Savior. Since then, I’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itness the junior high Titus and high 
school Timothy kids I first met that weekend grow into 
devoted Christ-followers in their college and professional 
lives. I have walked side-by-side these young people as I 
started my journey of faith since I came to SVCA, and at 
this church the youth have always had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I had just returned from a mission trip in China 
ministering to the young people there when I got called 
into SVCA’s youth ministry. When I returned home, the 
question kept coming up: “What about our youth?” God 
showed me a picture of our youth group at home being like 
the flock in Ezekiel 34 – scattered, hungry, lost, injured, 
weak…but promised that He would be their shepherd and 
give them assurance that He is with them and is their God.

When God showed me this picture of the youth, 
it seemed just the opposite. They didn’t look scattered, 
hungry, lost, injured, or weak – it wouldn’t take long for 
someone to gauge that most students who make up our 
youth group are driven by success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their academics, music, sports, and social lives. But 
these are the very things that compete as priorities over 
God, and as a result our youth are getting lost in this fast-
paced culture. Our youth have it all together in the world’s 
standards, but I’m starting to see that the picture of this 
helpless flock is on target. The reality is that although we 
can’t see at first glance, internally they have their pains, 
questions, doubts, loneliness, fears, worries, failures, and 
insecurities.

In the midst of all this, they are wrestling with their 
faith to see if what they’ve been taught since growing up in 
our church is true. Their faith is put to test when it comes 
to trusting Jesus through these struggles. We have a group 

of youth who will not settle for less in their path to success, 
but they have settled for less in their passion for Christ. 
With the statistics that 70-75% of Christian youth leave 
church after high school, that leaves 9 of our 33 youth still 
attending church after moving on from SVCA. It is a scary 
thought, but there’s another reality that’s even more worth 
noting.

That reality is in Christ. From our recent Hebrews 
study, we are reminded of the spiritual reality that our 
High Priest Jesus Christ is interceding for us and to fix 
our eyes on Him. Now that our church's theme this year 
is about “Those who love the Lord rising like the sun in 
its strength”, I believe God is calling our young people in 
SVCA to no longer be influenced by this world’s culture 
and instead to be the spiritual influence on their generation. 
God has given us a vision that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today’s culture will know that Jesus is Lord when our 
youth in SVCA rise up from their current condition as 
God shepherds them, just as He promised.

Through ministering to the youth, I am learning to 
trust that God will be faithful in shepherding his young 
people. How will we get to see His promise being fulfilled? 
How will we get to our destination? In the end God is 
the only one who knows the way to get there, but all we 
need to know is that our God Almighty is with us. In 
the meantime, we must be their spiritual influence and 
relationally build them to be disciples who will make more 
disciples. We must be in such unity and communion with 
Him that we are unified in Spirit to know his agenda. Our 
plans are just but following God’s lead. Our calling is to be 
transformed to be like Christ ourselves before seeing our 
youth be transformed. And we are to pray pray pray. Prayer 
will get us to open our eyes and see the work that Jesus, 
the author of faith, is already do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among our youth until he brings their faith into perfection.    
�

S V C A  Yo u t h  M i n i s t r y

◎ Melissa Mosca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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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宏潔 

在基督的學校作門徒

一、做門徒的意義和目的 – 像耶穌

我們平常講門徒、門徒訓練，到底什麼叫

門徒？門徒這個字在原文裡面是什麼意思？門徒

（Disciple）就是一個學習者（learner），或是學生

（student），或是跟從者（follower）。當我們講到

門徒（Disciple或是Discipleship）的時候，它本身就

有一個老師跟學生的關係。在新約，自從主耶穌來了

以後，這個字被用得最多的是在基督教裡面。

門徒訓練本身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主耶穌召門

徒來跟隨祂，最重要的目的是讓我們「跟隨祂」、「

學祂」，以至於我們能夠「像祂」。我們千萬不要以

為門徒訓練(Discipleship)就是被強迫來，要簽賣身

契，要立約，然後一定要上課，覺得只是被要求。或

是我們只是在真理上有一些的裝備，一些的訓練。這

些雖然都是門徒訓練裡會做的事，但這不是門徒訓練

的最高目的，它最高的目的是叫我們像耶穌。

我們來看聖經裡面有哪些地方提到一個門徒身上

該有的特點？ 

1.約翰福音八章31節：「耶稣對信他的猶太人

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 

」英文是說“If you abide in my word”，就是住在

我的話裡面。一個人，如果是門徒，在他身上有一個

很明顯的特點，就是他住在主的話中，他順服主，他

願意照著主的話去行。你若常住在神話語裡面，你這

個人是活在光中，而且這光是越照越明。

2.約翰福音十三章34-35節：「 我賜給你們一

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這是第二個方面，講

到愛。主就是愛。當我們真正跟隨耶稣的時候，在我

們身上一定有一個特點，就是愛。不僅愛主，我們會

彼此相愛，我們也會愛世上的靈魂。人碰到我們，一

個直接的感覺就是我們越來越像主，我們身上充滿了

愛。很多人不能夠愛，是因爲他活在自我中心裡面，

他自私，什麽都是考慮到自己，就沒有辦法愛別人。

一個愛的人，就是捨己的人。

3.第三方面。約翰福音十五章第8節：「你們多

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

了。」在門徒的身上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在生命上長

大成熟而且多結果子。一棵不成熟的樹，它是不可能

結果子的。耶稣身上很大的特點：祂是生命，祂是能

力。當我們真正跟耶稣，真正是主的門徒的時候，人

家一定會看見我們生命的改變，人家一定會看見我們

真的是越來越成熟，而且越來越像耶稣。

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希望讓弟兄姊妹知道一件

事情，在基督的學校做門徒，不是讓你去上課而已。

我們絕對要逃避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當成真道造就

的課。我們不是要上課。上課不過是根基，我們的重

點不是在聽道，而是在行道；我們的重點不是懂得，

而是要被改變。讓我們越來越多的人因著接受門徒訓

練，因著認真跟隨耶稣，生命被改變。讓我們裡面越

來越有光出來，我們活在光明中；我們能夠活在愛

中；我們能夠活出主的生命與能力。

爲著神永遠的旨意，爲著神的目的，今天聖靈在

我們身上一直在做一個工作，就是要叫萬事互相效

力，把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萬事互相效力，叫

愛主的人得益處。益處不僅是今生外面的，我們常常

都只用在外面。但是他真正的益處是叫我這個人像耶

稣，讓我們滿有神兒子長成的身量。然後那一天，當

萬有結束的時候，神的兒子要再降臨，把我們都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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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裡去。今天我們在地上，是在王子訓練班。將來

是要和主一起做王、一起掌權的。聖經上雖然對未來

講得不多，但聖經上講到，有一個新天新地要交給我

們這些人去管理。

你如果不肯學耶稣的話，就必然是在另外一個

師傅的手下。聖經上很稀奇，講主人就是兩種主人，

不是罪做主人，就是義做主人。講我們事奉，不是事

奉神就是事奉瑪門，沒有別的。你不是在肉體、在罪

惡、在撒旦的權下，就是在聖靈裡，在神兒子的權

下，只有這兩種。同樣的，我們的老師也只有這兩

種。你不肯接受耶稣做老師，那就是世界的王就在訓

練你。

到底我們要選擇當誰的門徒？耶稣說：「來，跟

從我！」（“Come and follow me!”） 門徒就起來跟

隨了祂。所有跟隨耶稣的人，沒有一個不蒙福、不蒙

恩的；所有跟隨耶稣腳蹤行的，沒有一個人的生命不

被改變的；所有跟隨耶稣的，沒有一個人他的價值、

他的影響力不被改變、不被提升的。這十二個門徒，

他們背景這麽糟，他們沒有受過什麽教育，打魚的、

做稅吏的，甚至在人眼中是犯罪的。但是主呼召他

們，主一直在改變他們。猶大沒有真正跟隨耶稣，他

只是混在裡面。你真正有心，你不完美（perfect）,

沒有問題；你軟弱，沒問題，你只要真心認真走主的

路，沒有一個不被主改變的。你發現他們後來成爲翻

天覆地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的一班人，

他們給世界帶來極大的影響。這十一個人根本就是加

利利無名的小卒，但你不能不承認，連外邦人如果認

真去考究歷史的話(包括後來保羅)，他們對人類的歷

史、帶給世界的影響，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

弟兄姊妹，今天主在我們身上做同樣的事情，祂

呼召我們，祂要把我們召出來，要改變我們，叫我們

像耶稣。讓我們這個人不僅蒙恩蒙福，在基督裡面得

到這麽多的祝福，而且讓我們的生命，在跟隨耶稣的

路上，被祂改變。然後我們的價值，我們對周圍人的

影響力，都不斷地能夠被提升。我們首先要用很積極

的態度看到這件事情，來看做耶穌門徒的一生。

當然你要說，現在已看不到主耶稣，我們眼前看

到的，也沒有什麽好的老師。沒有人今天能夠說：「

我已經完全了，你們要來效法我」。連保羅都說：「

你們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他對效法基督

那樣認真，那樣竭力追求的態度，他希望你們都來效

法。保羅也是被主一直改變，改變到最後他能夠說「

我活著就是基督」。弟兄姊妹，這是我們的羨慕，所

以我們要來追求。就算今天在基督的學校做門徒，其

實從屬靈的裡面，我們都是在基督的面前做學生。主

是藉著我們看得見的人、事、物來訓練我們，讓我們

被改變。我們要珍惜我們的同伴，我們也要珍惜在我

們旁邊主給我們安排的領袖。像我們的培訓，我們是

每個小組需要有一個小組長，可能有教會的長執們，

區長們，甚至牧者來推動這些。但並不代表我們是要

你們學我們，我們是要大家學耶稣。上個禮拜填報名

表的時候我也在填，有個弟兄就問我：「你自己也要

填啊？」我說，當然要填啊，我也永遠在基督的學校

裡面做門徒。我雖然在這裡講課，但是我裡面永遠是

學的態度，因爲這是一輩子要學的。像耶稣，是一輩

子要學的！

二、做門徒的要求 – 付代價

請讀路加福音十四章26節。「人到我這裡來，

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

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這是包羅

萬有了，全包了，包括我們自己。你讀到這經文以

後，可能會說，我不敢當門徒了。我要跟弟兄姊妹們

講，做門徒，是要付出代價，但是你不當門徒，你的

代價更大。因爲你的老師就不是耶稣，你的老師是世

界的王。做門徒的確是要付代價，要有捨棄。你不做

門徒，你會發現，這一輩子你所付出的代價大到一個

地步，你將來去見主的時候，懊悔都來不及，而且代

價常常大到一個地步，是我們連今生都付不出來的。

多少人真正跟隨主，他們裡面所得到的喜樂、得到的

祝福、得到的改變、得到被主使用時裡面的那種喜

樂、那種價值、那種篤定、那種成就感，都不是一個

不肯跟隨主的人可以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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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跟隨，馬太福音第四章，當主耶稣呼召他

們的時候，主說，「來跟從我！」這些人馬上就撇下

他們的一切。第四章第18-22節，當主耶稣說：「來

跟從我」，彼得、雅各、約翰、安得烈，他們就把一

切的東西丟了，「捨了船」、「捨了網」、「別了父

親」，立刻起來跟隨耶稣。弟兄姊妹，這是門徒。我

不知道「立刻」這兩個字，對我們今天有沒有造成一

些影響和提醒？在座很多弟兄姊妹已經信主五年，可

能已經十年，甚至十五年，二十年。這麽多年來，可

能到現在從來沒有系統的參加過一次門徒訓練。就算

我們不把太多重點放在所謂的門徒訓練，但是我們已

經過了這麽多年了，在我們身上的改變，到底明不明

顯、到底具不具體？一個真正跟隨耶稣的人，他的改

變是一直持續進行的。你看這些門徒跟著主大概三

年，他們的改變有多少！今天我們在主的面前，信主

都不止三年，到底在我們的裡面改變是多少？關鍵是

在於我們有沒有看重這件事情，我們常常付不出代

價，也不願意付代價。

這是這世界的一個潮流，就是各種各樣的事情把

人弄得很忙。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忙；到最後，我們每

一個都沒有心好好追求主。因爲有太多的事情進來，

今天有太多次要的代替了最重要的；常常被那些看

得見的，來取代看不見的；那些短暫的，來取代永恒

的；那些會朽壞的，來取代不朽壞的，這就是這個世

代的特點。你可能聽我今天講的已經不止十遍了，我

再講二十年還是同樣的事情。如果我們不改變，每件

事情都仍舊會一樣（Everything will be the same!）
你回家一樣忙，你回家一樣煩，你回家一樣時間不夠

用。你回到家就算剩下時間，你也躺在那裡不知道要

幹什麽，不會想到起來追求，這就是世界。如果你不

當門徒，接受耶稣來改變我們，我們就是接受世界的

王來當我們的老師。他來塑造我們，他來管理我們，

他來支配我們，這是一個挑戰。所以主耶稣呼召我們

要付出代價，那的確是代價。我再說，如果我們不肯

付，代價絕對是更大的。

三、做門徒的要求–要捨己    

做門徒的要求，第一個是講到付代價，第二個是

講到捨己。講到捨己，路加福音9章23節：「耶穌又

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祂

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這是主耶稣說的。‘若’這個

字在我的聖經裡面，被我特別圈起來。主從來不強迫

我們的，但這卻是我們一個很大的危機。就是因爲祂

不強迫，很多人就不當回事。因爲做門徒是不能夠強

迫的，主不能強迫說，你們一定要像我。我們不肯像

祂，不肯跟祂，祂強迫我們的話，我們永遠不像祂。

主把這個權利留給了我們，弟兄姊妹，你要曉得這個

決定權是在我們。

外面要付出代價，為了要愛主而撇下一切，的確

是很難。但是你要知道做門徒最大的攔阻、最大的困

難，都還不是外面的。最大的困難是我們自己，永遠

是我們自己。我服事主這麽多年，越來越從深處體會

到，很多的時候，我們把不能愛主、不能追求主，歸

咎於環境：工作壓力太大，妻子不肯配合，孩子需要

我花時間給他，我的健康不容許我…我們會有很多的

原因。的確，外面的原因可能是真的，不能完全忽略

掉它。你可能真的碰到一個很乖僻的老闆，天天找你

麻煩，這的確是；你可能碰到一個身體軟弱多病的孩

子，需要花很多時間給他，這也可能都是真的...。

但是弟兄姊妹，你會發現當你真正走下去的時候，那

真正阻礙我們生命長進，影響我們在主的道路上往前

最大的因素都還不是外面的，而是裡面的，困難是在

我們身上。所以主需要藉著所有的環境影響我們、顯

明我們，讓我們看我們到底是如何。讓我們轉向主，

來認識我們所信的到底是誰。弟兄姊妹，這個顯明的

過程是不可少的。雖然它很多的時候不舒服，但是它

很重要。而且它的目的永遠是積極的，是爲了讓我們

轉向主，爲了能得到上好的。

我們常以爲自己還不錯。等到有一天被神顯明、

突然真看到自己本相的時候，那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

事情。感謝主，我們痛苦的時候可以轉向主。主可以

醫治我們，因爲祂的光線是帶著醫治的能力，瑪拉基

書第四章的那個公義的日頭。很多人來看我們，來盯

著我們，他們都是爲了定罪我們、批評我們、責備我

們。但是神光照我們，是爲了醫治我們。祂每一次照

出我們的黑暗、照出我們的污穢、照出我們的敗壞，

然後祂的光線帶著醫治的能力把我們治好，這是我們

的主。所以做主的門徒，我們在主的面前要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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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捨己的時候，不要以為只是在受苦，付

代價，咬緊牙關，背了十字架...。每一次真正的捨

己，耶稣一定用祂自己來替代。有一首詩歌說：你所

取去的，你以自己來替代。感謝神！有一本屬靈偉人

傳記，那裡面的每一個屬靈偉人，都有一個特點。如

果我沒記錯，講到戴德生的時候是“交換的生命”作

題目。一個基督徒，這一生中有最划算的一件事情、

最划算的交易，就是我可以用我自己跟主耶稣交換。

什麽時候不再是我，什麽時候就是基督；什麽時候我

放下自己，就是基督的替代。所以十字架的目的不是

叫我們受苦，十字架的目的是把基督耶稣給我們。這

是做門徒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做門徒，的確是

要付代價，要撇下一切，的確是要捨己。但是，所有

的代價帶給我們更大的祝福，所有的捨己帶給我們

耶稣自己，這是門徒。所以在主的面前我們一定要積

極。

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每一個人都被耶稣吸引。

不再覺得捨己只是付代價，不再覺得是一個困難，

而是我們巴不得做的事情。耶稣，如果我能夠放下我

自己，什麽時候能夠呼出我自己，能夠用你自己替

代。每一次把我的醜陋、我的暴躁、我的苦毒、我的

驕傲，這些東西被你顯明、被你剝奪、被你去除的

時候，替代的是耶稣的溫和、耶稣的聖潔、耶稣的良

善、耶稣的榮耀。所有的美麗的性情，都要在我們身

上來取代我們原來的情形，這個叫做門徒。當主耶稣

呼召我們的時候，叫我們起來跟隨祂，然後我們要被

祂改變。門徒碰到的挑戰是：我們到底是不是要主？

我們被主呼召出來，我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得著了主

召我們的目的？在跟隨主的路上，我們是否定了心意

要效法耶稣的榜樣，要跟隨耶稣的腳蹤行？

四、耶穌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我在做話語出口和做老師們培訓的時候，曾經

介紹一本書給大家，叫做《改變生命的教學》，裡面

提到尋找好的老師、尋找好的同工，有三個很重要

的條件。有三個很關鍵的特點和要求。講到FAT，你

們聽過F-A-T，F是什麽？Faithful就是很忠心。David 

Dawson講到你怎樣知道一個人是不是很有忠心，你就

把一件事情交給他，你看他是不是能夠從頭到尾，盡

心竭力把它做的很好，讓你都不需要再擔心；你交

給他，他就能幫你辦好事；「你辦事，我放心」的

那種。那個叫做忠心，他能夠把托付作的很好。第

二個，Available（可用的）。當神家臨時有需要，

臨時有狀況，他願意付代價，願意花時間，願意讓

自己能夠一起來，這是講到Available。第三個講到

Teachable，就是願意受教，願意接受改變。只要是

主的，只要是聖經的，只要是神的旨意，我統統都願

意接受，願意被改變。Dawson曾經講過一個很好的例

子。他說，法利賽人是非常Faithful（忠心）的，法

利賽人也是非常Available（可用）的，但是法利賽人

最大的弱點就是不Teachable(可教)的。耶稣跟他們

講，他們不服氣。耶稣跟他們講天國的道理，他們不

肯聽。他們就是堅持自己所看見的。我的看見就是對

的，我的傳統就是對的，我現在認爲的就是對的,其

它都不接受。所以他們不Teachable(可教的)。

當我們講門徒訓練的時候，一定有兩方的關係：

有當老師的，當組長的，也有當學員的。我希望我們

都在主的面前謙卑，因爲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耶穌教我們做門徒是從我們周圍的

人，藉著這些人當我們的老師，藉著他們給我們的要

求，藉著聖經上所傳的信息，我們都在基督的學校裡

面，一起來當學生。我曾經講過，一個真正的領袖絕

對是決定於紮實的門徒培訓(True Leadership Is From 
Solid Discipleship) 。你要當好的領袖，你一定要經

過門徒訓練。當你要去帶別人的時候，你自己先要被

別人帶。你要是覺得小組長給你的要求不合理，或是

碰到這個困難，碰到那個挑戰，先不要埋怨，先讓這

位偉大的主在我們身上真正地來訓練我們，來幫助我

們。我們一定先在基督的學校裡做門徒，一定要好好

的來學。不然的話你信主很多年，在主的面前仍沒有

太大的用處。

如果有人要對你說直話，你要寶貝，要珍惜。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要提醒，你不要隨隨便便亂說

直話。有些人就是喜歡說直話，說慣了，變成到處罵

別人了。當人犯錯的時候，你勇敢的去對他說，這是

愛他，這是真正的愛。我很希望，我們下一個階段未

來的兩年，當我們講到“願愛主的人如日頭出現的時

候”，在我們當中真是有這樣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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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效法耶稣的榜樣，要跟隨耶稣的腳蹤，我

們務必要得著主的結局，這是做門徒的挑戰。主之所

以召我們，主之所以把這個環境量給我們，甚至說，

主之所以在「新人門訓」上爲什麽要有這一堂課？到

底講這一堂課的目的我們得到了沒有？我們達到了

沒有？每一件事情在主的面前都要認真，不要讓這

個機會隨便過去。要像保羅在以弗所書所說的要 “

愛惜光陰”，那英文的翻譯叫做要“抓住機會”，

每個機會都要充分的利用(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我們今天是在最好的學校做學生，有最好的老

師－三而一的神都是我們的老師。申命記第三十二

章第10-12節，也是我常常引用的－「耶和華遇見他

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環繞他，看顧他，保

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我們都很喜歡這一

節，都很喜歡這一節所描述的神，祂那麽愛我們，祂

看顧我們，保護我們，祂主動尋找我們，我們都很喜

歡祂。但是，我們不喜歡十一節的神，「又如鷹攪

動巢窩，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接取雛鷹，背在兩

翼之上。」祂爲了訓練雛鷹飛，把它從鷹巢裡面攪出

來，離開它的安樂窩（comfort zone），訓練它飛，

這是爲了它好。我們都不喜歡被攪動鷹巢，我們都不

喜歡離開安樂窩，我們都不喜歡被曝露在恐懼、擔

心裡...這種局面我們都不喜歡。但是，這位神也正

是第十節的神，同一位的神。我最喜歡的就是後面那

一節，第十二節－「這樣，耶和華獨自引導他...」

我們的神自己教，祂自己訓練我們，祂自己來引導我

們，這是聖父。

講到耶稣，我們已經講到許多了。耶稣呼召我們

做門徒，「來跟從我！」，那麽多人都跟從了祂。

講到聖靈，我們看一下約翰壹書第二章27節，

這也是我們很熟的－「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

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

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

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 主的恩膏就是聖靈。請注

意：在凡事上（In all things）。聖經上講得這麽清

楚，今天基督已經復活升天，到神那裡去了，肉身的

基督不在我們中間。今天基督在復活裡，在聖靈裡，

祂回到我們中間，不只永遠跟我們同在，而且就住在

我們心中。這個恩膏是真的，祂在凡事上教導我們。

耶稣在我們身上的每一個改變，我們都要敬重，我們

都要感恩，我們都要珍惜。越是不舒服的環境，越是

有人找你麻煩，我們越是要感謝神。我常常說，凡是

仍常被攪擾的地方，都是我們的「未得之地」，我們

還有許多未得之地要起來去得。三而一的神正是我們

最好的老師。

另外，最好的教材就是聖靈為我們調度萬事。聖

靈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為的是要把

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然後，我們有最好的同學。

主將這麽多寶貴的同伴給我們，所以你應該對你旁邊

的同伴說「謝謝」。如果你旁邊是你很喜歡的人，你

當然應該謝謝他；如果是你很討厭、常使你不舒服的

人，你應該說謝謝你，是你讓我能夠長得這麽快。聽

得懂我的意思嗎？都是因爲你對我這麽好，天天慣壞

我，我講錯話、做錯事，你都不肯糾正我，讓我長這

麽慢。我們需要有一些人能夠愛我們，在主裡面真的

肯在愛裡面幫助我們成長。有這麽多好的同伴，不管

你的同伴是誰，你要爲你所有的同伴感謝神。我這些

話語也是跟所有的在網絡上聽信息的弟兄姊妹們講。

真的，神知道我們需要怎樣的製作，需要怎樣的器

皿，需要怎樣的環境，需要怎樣的刺激，要我們這樣

的人不停止成長。這是在基督的學校裡做門徒，我們

要非常的積極。最崇高的目的，就是叫我們像耶稣。

今天我們都跟隨耶稣，我真的希望主能夠改變

我們。改變到最後，別人都會說這些人是「跟過耶

稣的」。像耶穌！這是我們最好的稱許。雅各被主改

變，到最後，他被稱爲以色列。從前就是要抓，就是

想得，從前就是愛欺負人...但到了晚年的時候，他

完全不一樣。弟兄姊妹，在基督的學校做門徒，永遠

沒有畢業的，要一直被主改變，被主改變，被主改

變，到最後我們都能像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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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駿

馬路對面的故事

我們今天要從馬路對面說起。2004年5月24日，

神藉著于弟兄向教會說了四句話，要我們來買這塊

地，而且要全買，而且要立即買，而且足能得勝！以

後我們就有很多的禱告，很多的準備。這塊地方要改

成教會的用途的話需要通過市政府的批准。那市政府

要批准的話，我們周圍的鄰居需要不反對我們。那我

們周圍的鄰居是誰呢？我們的南邊是英特爾，西邊是

應用材料公司。這是我們所有鄰居裡面最大的兩個，

也是在市政府裡面舉足輕重的兩個。我們經過很多準

備。

到了9月13日，是我們第一次和他們兩家公司會

面。那天我自己是信心滿滿的，覺得神已經說話了對

不對？神有他的應許，我們是帶著他的應許去的。那

天我們有三個弟兄一起去，我一個，王大成弟兄一

個，還有第三個弟兄是不在我們中間聚會的。進去以

後，經過一番的寒暄、進入正式主題的時候，我突然

發現氣氛非常不對。應用材料公司的兩個人先講。其

實我們在兩個月以前已經跟他們會面一次，他們那時

候說，你們來我們旁邊我們沒什麼問題。那天他們卻

一反當時的態度，全都說我們不能再支持你們。然後

是英特爾的兩個代表，他們其中一個態度非常的強

硬、堅決。他們列了很多的理由，帶了兩堆的材料，

高得嚇人。最後結論的時候說：如果你們抱著任何的

幻想說我們可以支持你們，我們勸你們儘早丟棄這個

幻想。當時的氣氛好像是凝固了一樣。我一邊記筆

記，一邊心裡面就像一個脫韁的野馬，因為這個情

形，跟我們進去的時候想要看到的完全兩樣。我當時

就想說，主啊，你怎麼給我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因為發現我們這塊地是夾在他們兩個一號樓中間，他

們在那裡說他們兩個一號樓對他們有多重要，他們不

希望其他跟他們不一樣的人在這裡。出門的時候，我

想那第三位弟兄一定看出我臉上的憂愁，我記得非常

清楚，他一拉門就說：『啊，那就再找地方嘛。』我

們就出來，過了馬路，回到我們這邊。

大家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再找一個地方，當時如

果是你參加這個會議的話，出門以後，你會怎麼想？

那我們當時有沒有再找另一個地方呢？沒有！那我們

為什麼那麼堅持要這塊地方呢？其實我們並沒有堅持

要這塊地方，我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跟隨。我們

就是跟隨，主說是這塊，我們就跟隨，我們就要這

塊。

跟著走

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裡面都是跟著走的，你在

跟什麼走？有的人是跟著感覺走，有人跟著潮流走，

有的人跟著專家走，有人跟著自己的雄心走，還有一

些人是跟著耶穌走。如果我們回頭去看我們教會裡經

歷的很多事情，我們發現，跟著耶穌走，是最容易蒙

福的路。

聖經裡有幾段的經文講到主怎麼召他的門徒來

跟隨他。馬太福音4章18節說的『跟從了他』是『跟

從』在新約裡第一次的出現，前面『來』也是『來』

這個字第一次的出現。『來跟從我』，原文的意思是

『來在我後邊』。這裡主對他們有一個邀請，他們聽

到這個邀請以後，他們很稀奇地就有一個立即跟隨的

『來，跟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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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這是對邀請的回應。

21節『跟從了耶穌』，是『跟從』第二次的出

現。前面說『耶穌就招呼他們』，這個招呼就是大聲

叫他們名字的意思，這個詞在其他很多地方的出現都

是叫名字或者是大聲喊的意思，這是耶穌在大聲叫他

們的名字，然後他們也是一樣，立即放下了一切跟從

了他，這是對呼召的回應。前面是一個邀請，這裡是

一個呼召。

馬太福音第9章第9節說『你跟從我來』，如果按

照原文直譯成英文的話就應該是『be following me』
，既是一個祈使句即命令，又是現在進行式，意思是

一直要跟著。如果直譯成中文的話應該是『跟著我』

。我們看到聖經裡面主用不同的方式來呼召門徒，有

邀請、有呼喚他們的名字，有命令。

主要我們來，到底來做什麼呢？

來得人如魚

我們剛才已經看過了就是在馬太福音第4章第19

節那裡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

樣』。

主在這裡用了兩個比較。第一，他們是專業的

漁夫，對他們來說最擅長、最容易的事就是打魚。另

外一個就是得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周圍有沒有

一些的人，是你沒有辦法得著的。我們和他們的關係

很緊張、甚至起衝突的，或者說沒有辦法享受的。甚

至於我們自己的孩子，你真的得著他們嗎？還是說你

只是他的車夫、廚子、銀行提款機？還是你真的得著

他嗎？其實，我們人最難的事就是人跟人的關係。神

在這裡不僅是說到我們傳福音的事，更是說到我們生

活裡面跟其他的人的相處。就算是家裡很親密的人那

更是不容易，甚至我們的孩子。但是主在這裡說什麼

呢？你來，跟從我，我要你得人如得魚一樣。得著我

們周圍的人，享受和他們的關係，讓他們享受和我們

的關係，如同我們做最容易的事一樣。你要不要？

要，你來跟從祂！

來得享安息

第二個主說：來！在馬太福音11章28節：『凡勞

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如果按照原文直翻的話就是：『來我這裡，凡勞苦

擔重擔的，我就給你們安息。』我們有沒有勞苦？我

們有沒有愁煩？我們有沒有擔子？甚至於到一個程度

說：我力不可支？主說：『來，跟著我！』『來，跟

著我！』跟著我的結果是什麼？我給你們安息。弟兄

姊妹，你們要不要？

來赴婚宴

第三個，馬太福音第22章第4節，這裡主講了一

個故事，講有一個人家裡辦一個婚宴，他去請人來，

很多人不來。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

人，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

樣都齊備，請你們來赴席。』

這最後一句裡的『請你們來赴席』，直譯的話就

是『你們來，赴婚宴！』講到婚宴，我們可以想到兩

個最有名的，一個是迦拿的婚宴，是主耶穌出來行道

以後、召了第一批的門徒以後行的第一個神蹟。另外

一個最有名的婚宴，就是羔羊的婚宴，是在永世裡面

的婚宴。神讓我們對比這兩個婚宴，其實有很多要告

訴我們的。迦拿的婚宴上發生一件非常遺憾的事，就

是在人最快樂的時候，突然『酒用盡了。』主為什麼

要帶他們去那樣一個婚宴呢？我覺得是主好像對他們

說：『你看，人在快樂到極點的時候，在他生命高峰

的時候，有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沒有一個人能夠越過

的，就是酒會用盡、快樂會停止、人會失望、甚至絕

望。』中國人說樂極生悲，有人得了諾貝爾獎以後他

就自殺了，迦拿的婚宴就是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

如果你們把你們自己的人生握在自己的手裡，在你最

快樂的時候，也只不過像是迦拿的婚宴，酒要用盡！

』相反，如果把我們的生命交托在主的手裡，主說：

『來，赴羔羊的婚宴！』那麼我們裡面的喜樂就是一

天比一天加增，直到那一天要滿溢在天上。在羔羊的

婚宴上，我們會突然發現說，原來主是我們一切的喜

樂。我們在地上就要開始經歷這個。

馬路對面故事的扭轉

迦拿的婚宴有一個轉機，約翰福音第二章第5節

說: 他母親對傭人說：「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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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

這裡的轉機就是，『他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作

什麼。』這就是跟隨，主只要我們做這個，就是他告

訴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

信心裡的恢復

我們剛才講到馬路對面的故事，後來我憂憂愁

愁地過了馬路。這邊有大概10位的弟兄姊妹，已經禱

告了多時，坐在地上休息。當時我的心情就是，帶著

這樣一個壞消息回來，愧對江東父老。但是，等我們

講完發生什麼事以後，大家馬上從坐著變成跪著，又

開始禱告，我那時候禱告不出來，但是聽到大家此起

彼伏的禱告，我裡面的力量也起來了，到後面我也禱

告。最後起來的時候，我也歡歡喜喜地說，神要成就

這事。

信心裡的忍耐

後面的幾個月裡，我們就禱告求神保守這個地

方，不要讓它被人買去，結果這個地方真的無人問

津。到2005年1月10日，我們就開始了24小時100天

的守望禱告。禱告到三月的時候，100天的禱告早已

過半，但是事與願違，到4月20日我們已經開始了第

二個階段又一輪100天的禱告，因為主說的還沒有成

就。那時候我們聽說賣方已經和另一家買方進入了合

約，在30天內就要買去這塊地。雖然那天我們心情非

常低落，但是禱告禱告禱告，心情就轉變過來了，我

們就繞著這個場地禱告，然後我們就走到和英特爾

的邊界上，對著他們禱告，不光是說能把這塊地買

下來，而且我們的鄰居能夠歡迎我們進來。到了5月

底，我們聽說，買方還是沒有辦法買下來，現在已經

沒有合約了。6月3日，我們和賣方第二次簽約。那一

次我們跟神禱告說：要他們自己來找我們，不是我們

去找他們。結果賣方真地來找我們了。

信心裡的順服

2005年退修會下山以後發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

們和英特爾及應用材料公司的第二次會談。去之前我

們也有很多的禱告。但是在我裡面有一個惶恐，我很

怕他們問我們一個問題，就是從上次我們見面以後有

什麼改變嗎？我們不能說我們已經禱告了200多天，

他們聽不懂這些事，我們該怎麼回答呢？因為從外面

來看，他們當時反對我們的理由全在啊，沒有什麼改

變。但是非常奇妙的是，那天跟他們見面以後，發現

應用材料的兩個人沒換，因為他們是附和英特爾的，

不需要換。而英特爾的兩個人換了。事前我們禱告時

候求主派最合適的人來，結果上次那位態度強硬的女

士沒有來，那天我們就問那位男士，某某女士好嗎？

怎麼沒有來？他說她生孩子去了，現在在休產假，一

個月以前生的。我們倒回去算，就是上次我們見面以

後一個月懷的孩子。我們一直有一個禱告，就是所有

因為買會所這件事遇見我們的人都要蒙福，結果她就

這樣蒙福了。而且來的這位男士是她的老闆，比她更

有權力。去之前我們也禱告求主賜給我們非常友好的

氣氛，結果那天氣氛就非常好。就是這個老闆來主

講。他問的第一個問題就出乎我的意料，他說：『你

們是不是跟賣方已經在合同裡了？』我們說：『是

啊。』第二個問題：『你們是不是真地想要成交？』

我們說：『當然是啊，跟他們簽了約就是要買啊。』

他說：『好，我們今天的談法就不一樣了，我們下面

談的就是如何和平共處。』我當時就驚呆了，後面還

發生很多事無法細說。今天的重點是什麼？為什麼有

這樣一個轉變？我們回頭去想的時候，因為第一次談

完後，英特爾可能想我們已經被嚇走了，即或不然，

我們要把辦公樓改建成教會，一定要經過市政府的批

准，市政府一定會通知他們，因為他們的關係非常

好。而神帶我們走的路，完全跟世人走的路不一樣。

人家都說我們應該先拿到這個改變用途的許可証，否

則買下來不能做教會使用，不是白買嗎？所以一般人

都是先拿到這個許可証，然後再籌錢，籌夠了錢以後

再來買。我們是完全倒過來的，我們先來買，進入購

買合同的時候還沒籌夠錢。後來神正好讓我們夠，這

個故事是以前講過的。神讓我們在沒有申請許可證的

時候先來買，那麼不拿許可證，我們就不需要和市政

府打交道。所以他們第一次以為把我們嚇走以後，再

也沒有什麼消息，但是聽到消息的時候，我們已經因

為順服主進入了合約，進入合約就意味著第三方就算

再有錢都不能破壞這個合約，直到買方如果買不下來

的話，才可以去買。所以那時，英特爾的主管就告訴

我們說，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後備的出價單，就排

在你們後面，你們萬一買不下來的話，我們就把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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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但是我要講的是，不是我們聰明，我們完全沒

有這樣的智慧，我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剛才馬利

亞告訴傭人的，她說：「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

甚麼。」這就是我們的跟隨，那個時候就是這樣跟過

來的。

神蹟還在發生

弟兄姊妹，我們坐在這裡的有一部分的人經歷過

買會所，有一部分是新來的。新來的弟兄姊妹，你們

聽到這些事的時候可能會說，噢，這件事情是以前發

生的故事。但其實現在神蹟還在發生！一件神蹟過去

以後，你回頭來看，說，噢，神做了一件奇事！但是

已經太晚了，因為事情已經過去了你才發現。

很多時候我們讀聖經，驚嘆那時的人很有福，

親眼看見那些事情做在他們身上。但是，弟兄姊妹，

神蹟奇事還在發生！很可能哪一天從你的家門口過去

了，你都沒察覺。還在發生的神蹟是什麼？神那個時

候是帶我們建造外面的會所，現在他要繼續建造裡面

的會所，就是我們這些人。今後兩年，我們教會一個

重點的工作就是門徒訓練。我相信神要藉著這件事來

做更大的事。弟兄姊妹，如果你還不在裡面的話，我

們真的希望你能在裡面，沒有一個掉隊的，沒有一個

說是因為那個時候不知道，如果有人告訴我就好了，

原來神做的是那麼大的事。

在約翰福音最後，主恢復彼得以後對他説：「我

若要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著我！」

（21：22直譯）。弟兄姊妹，主也要你跟著祂，讓你

承受祝福、並且成為祝福，你要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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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門徒訓練的心得

◎ 曹國豪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說，主耶穌要求我們去，使

萬民成為祂的門徒。雖然熟知這個經文，但

從來不知如何着始能有一個有系統，有持續性的門徒

訓練，直到2012年初，于弟兄及念慈姊妹鼓勵我們去

參加Dr. Ogden一着門徒訓練的課程（合神心意的門

徒），心裡充滿了盼望及渴慕，希望自己也能從此遵

行主耶穌的吩咐去使萬民成為祂的門徒上，能盡上自

己一點心力。

感謝主，教會在牧長執同心合意的推廣下，開始

我們的門徒訓練。

一開始真的沒有多大的信心與把握，心中充滿了

懷疑，擔心是否有弟兄願意跟我一起操練，因為這一

走就至少要一年，時間如何定，地點如何設，同伴是

否有時間每週都能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在一起。這真

的只有聖靈在人心裡動工，這事方能成就。

經過多方的交通、鼓勵及禱告，竟然有六位弟兄

願意與我一起走這信心之路，原先是想藉一公共的圖

書館成為我們聚集的塲所，但甚難符合我們的時間及

要求。感謝主，我徵求我姊妹的同意與支持，一週開

放兩天給兩個小組（Milpitas & Fremont)在我們家

進行。因為根據訓練手則，每小組最多不要超過四着

人，所以我們分成了兩個小組，我自己也向神立定心

志，願意挪出每週三、四兩晚的時間與弟兄們一起操

練。

我們就從那年的五月開始我們的門徒訓練。在

訓練一開始，手冊要求每個人要簽下切結書，一旦

參加，不得中途退出。我們都經過禱告，很嚴肅、

認真的簽下這”賣身契”：-）感謝神，在實行的過

程中，弟兄彼此的扶持鼓勵及認真的學習，第一個月

下來，我們越來越珍惜及喜歡這個操練。彼此坦誠相

對，心心相惜，凡事藉著禱告，把弟兄的難處帶到主

面前，向祂祈求。從訓練課程中，它要求我們每天到

主面前禱告且熟背主題經文、黙想及回答各種非常實

際的問題。經過一週的操練與同伴分享。我們每位弟

兄真的認真走了半年後，再回頭檢視自己。大夥都受

益匪淺。其中有位弟兄與我們分享，他每週都迫不及

待能參加這個門徒訓練。因他從中更加認識到聖靈的

工作及聖靈的九個果子的意義。

看到弟兄們的認真且看到他們真的都在主裡又長

進、又喜樂，心裡也受到極大的激勵與安慰。不但看

到弟兄他們自己的得著，也看到他們帶給他們家的祝

福。這也才真的體會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這句話。感

謝主，祂自己所成就的一切事。也願這個門徒訓練能

擴大到全敎會，使神的道能夠藉著我們這樣一點點的

順服，着更多的人成為主耶穌的門徒。     �

【門徒訓練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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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方 來 函
◎ 各地聖徒

“矽谷基督徒聚會”的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謝謝「矽谷基督徒聚會」的弟兄姊妹的關心。我

們在日本的基督徒也興起了禱告的工作。因為在末世

的時候更需要禱告。請為我們多多禱告。讓福音在日

本更為廣傳。將來有機會去矽谷，真希望能再去拜訪

你們。我真希望在你們教會多待一段時間，多學習一

點。                                (日本 朴弟兄) 

主內敬愛的于老師、楊老師如見： 喜樂平安！ 

久未聯絡，十分懷念！唯恩座前常見。每次禁食

禱告均從主領受重重負擔為您們諸方面向主呼求。這

是主給我們的福份也是我們在主大家大業中當有的同

心。想到您們在整個國度大業中所扮演的角色，理當

同負一軛的擺上。因我們是同一脚蹤。祈主賜恩開路，

讓您樂意真能來帮我們，將獻感謝給主，也很感謝您

們！願與主合一，登峰造極！       (香港 主內肢體) 

親愛的殷姊妹：主內平安  ！

感謝您回信！我和我兒子（今年讀大二）利用聖

誕節假期的時間至今，每天聽一章于牧師對約翰和馬

太福音的講道集，神很用這些講道集栽培他。從去年

開始我就鼓勵他奉獻，上周當我們聽到馬太福音時，

他說了要結清去年至今的奉獻帳，給于牧師的教會。

錢他已提出來給了我。在這幾天的聽道讀經之前，他

都禱告求主悅納他的奉獻並使用在天國的聖工上。因

我們聽的講道集是從教會的網站免費下載的，世界各

地有多少像我們這樣的人得到了這屬天的、免費的、

但卻貴重的餵養，我們很敬佩你們教會的做法並向神

感恩！願主基督耶穌繼續豐富地祝福你們手中為祂所

作的！                   (澳洲  弟兄姊妹 2013-2-19)

于弟兄：平安  ！

自2002年開始就聽你的道，成為你遠程牧養的一

隻羊，我深向神感恩：感謝他將你賜給全世界的華人

教會，也感謝神讓我與你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每次為

弟兄僕人代禱，第一個想到的名字就是你，我求神托

住你的身心靈，被神久用重用。我也看到你一切身體

的創傷，成了神大能的明證，是神與你同在的印記。

每當你的聲音在我家響起，神生命的活水就流入我們

的心田，我們反覆聽你講也不厭。所以你收到我的信

一定不知我在哪裡？我給你寫信是給我生命中最熟的

敬愛的牧長。于弟兄，求神更深的使用你，也懇求你

為神的緣故幫我們一把，讓我們進入柏訓學習，以能

更好的服事神家，因為教會實在需忠心良善有真理裝

備的工人起來，供應講台。這是我寫的第一封電子郵

件。                (中國  主內肢體 2013-02-22)

稱呼“于老師”，不是為了套近乎，而是我真

的是在于老師的講道和教導上，獲得很多的益處和裝

備。我們不認識，不重要，在神的教導上，因為我就

好像學生一樣得益處。所以于老師就是我的老師。在

上個星期講道中聽到于老師有關他身體狀況的分享。

有點感嘆，有點難過。因為實在很不願意去想像，

每個星期不能再聽見于老師的講道，或者激昂，或者

嚴厲的教導。可能我這樣講，就輕看了神的大能和

主權。寫下這些，是為了感謝，也是為了表達神的工

作，在我們的身上，知道或許不知道，但神都知道。

真的是盼望 「願愛神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這句話也是對我的激勵。        （Jackie 2013-1-16）

于弟兄：主內平安！

我是來自中國的姊妹，2011年開始在網絡上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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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您的講道，很受益，很感恩，很接受，常流淚，每每

都供應了我的需要，給我鼓勵，給我信心，給我目標，

給我安慰……使我的生命也隨之成長，感謝主的預備，

也謝謝您把神之祝福的傳遞！發此信息，是因剛才聽您

新年的信息：「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又一次流淚，心裡感動就是想應對您的辛勞有點反饋，

讓您疲乏之時看到些果效也能得些安慰，謝謝您成了我

們的祝福！願主祝福保守您健康，我們都需要您！願主

祝您力上加力！ （中國 楚姊妹　2013-1-14）

親愛的于老師&于師母：

你們是神所重用的僕人，真的不忍心看到你們過

度勞累。你們辛苦了！你們的愛和付出，我們的弟兄姐

妹都記在心裡，更相信主會紀念你們！大會今晚結束

了，感謝主，非常美好！神藉著聚集讓我們反思和被更

新，激勵我們更好的跟隨他！我們年輕的中國同工第一

次面對這麼大的挑戰，就充滿了主的恩典，感謝神！于

老師、師母，你們的到來給了我們同工非常非常大的

鼓勵！神透過于老師的信息鼓勵我和很多同工。我這兩

天不斷聽到弟兄姊妹們，包括宣教士們都說，于老師的

信息給了他們很大很大的幫助。這次您來到我們當中分

享，不單是帶來神的話語，你們生命的感染和到來本身

都給我們十分大的鼓勵！

這幾天與你們的相處，巴不得能與你們多些分享和

交通，哪怕是熬夜。因為我從信主來，受最多的屬靈影

響就是來自于老師！但我為了一千多的弟兄姊妹真的不

敢隨便，怕影響你們，也就是影響他們。願你們想起來

的時候，就為這群年輕的中國同工守望！願我們這些年

輕人，能夠接起神家的棒子。能夠盡心，能跟上神的腳

步，能被主所用，而不是失去該有的託付和恩典。過去

是常常期望從你們那裡得到祝福。但這次的相處，讓我

從心裡更多懂得，要學會保護神所使用的寶貝器皿，要

懂得為你們守望，要懂得用禱告保護你們！也是為我親

愛的肢體守望！願神大大賜福與你們，你們的家人、還

有服事的眾教會！　    （Reed 2013-1-20）

聞訊矽谷基督徒聚會進入20週年，實在看到主恩永

隨。看到牧長執眾同工的勞苦同心服事，深信必蒙恩主

紀念。我們雖深處內地，也實蒙貴教會對我們的多方眷

顧與供應，你們支持于弟兄等眾同工來這裡對我們的幫

助，深讓我們在一次次的特會中被供應與造就，實讓我

們深為感恩。深信所有屬靈的果效只有那日我們才知道

他的價值。

記得最早使我們深得幫助的是于弟兄的那篇《豐

豐富富進神國》的信息。弟兄們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受

感動，深願得著真實的生命成長。大約在2000年之後，

教會建立有2年的時間，我們同工中，關於到底我們要

走什麼路？到底我們的異象是什麼？具體的實施如何？

我們實在感到困惑。在那些年間，很是盼望有弟兄能更

清楚的告訴我們如何走這條路？感謝主，在禱告幾年

後，主竟然在這裡興起祂的見證，主並把我們兩地連在

一起，在那裡我們參加了2005年于弟兄帶領的一連兩次

的特會《山上的樣式》以及《同一心靈同一腳蹤》。記

得弟兄說，他以往10年一直交通生命的信息，這次主給

負擔要來講教會。在兩次的特會中，我們看到了主的心

意，深盼地上的教會都能按照天上啟示的樣式而行，何

等盼望各地的教會早日妝飾整齊，基督得國回來。

此後一次次的特會，不斷把我們帶進那個能夠摸

著的生命中，也把我們逐漸的帶入能夠摸得著的教會建

造中－就是「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教會是我們的實行」（教會是那充滿萬有者的

豐滿）。這麼多年接受貴教會的供應與幫助，使我們

不知不覺中得著成長，在這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之

際，這裡的眾弟兄因著你們為了國度使命所付出的一

切，深深獻上感恩。    (中國  孟弟兄 2013-0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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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CA 20 週年感言

時光荏苒，當矽谷基督徒聚會進入20週年的時

候，也是上海教會基督徒聚會跨入的第十個

年頭，回想這多年的點點滴滴，與矽谷基督徒聚會好

像是緊緊相連，在我們成長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在于

弟兄的信息與在我們中間的特會中陪過的。

2001年春天，蒙神引導與一位年長弟兄偶然相

遇，當彼此談到神的旨意與我們的異象時，就彼此惺

惺相惜，而我們的第一次同工就是尋找為那年于弟兄

在上海的特會聚會的地方。還記的那次特會信息，《

豐豐富富進神國》，讓我們真正見識了于弟兄的八字

箴言，也是那次的特別信息，讓我們知道神在這時代

所興起的器皿，是為服事這一個時代信徒的，是為眾

教會所興起的職事，這是與年長弟兄在聖靈裡交通一

致的認識。此後，我們就一直留意並關心矽谷基督徒

聚會的每一個點滴。

2003年的夏天，神安排與年長弟兄在一起有了

擘餅聚會，由此就開始了上海基督徒聚會的成立，此

後就面臨教會建造的許多問題，我們雖有前輩弟兄們

許多信息上的幫助，但好像在這時代缺了教會實行的

榜樣，在這樣每一個成長的過程中迷茫與徘徊時，每

一次都是神藉于弟兄的信息及時的幫助，指明了我們

前面的方向。2004年秋天于弟兄在我們中間釋放了《

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不但讓我們知

道服事者拿細耳人的條例，更讓我們知道教會建造中

會幕豎板的原則。也就是那時我們與矽谷基督徒聚會

更加的密切，特別是參與了購買會所的點點滴滴，購

買會所時跌宕起伏的經歷，曾使我們一度失去信心，

但藉著矽谷基督徒聚會信徒們的每一次信心的禱告，

最終柳暗花明，這樣信心爭戰的結果，大大的激勵我

們。特別是最後一天在金錢上的缺口，但最終的成

就，讓我們驚訝于弟兄們的信心，與神信實大能的作

為，給我們這些小信的人著實的上了一課。

從那以後，每一年藉著接待于弟兄的特會，在認

識真理與教會成長上都一直在長進，《同一心靈，同

一腳蹤》，《山上的樣式》，與以後柏訓的成立及每

一次的特會，一次一次的信息，使我們享受屬靈大餐

之餘，更是好像得著教會建造之藍圖，使我們更清楚

異象與使命，也更實際的進入教會生活的生命原則。

以弗所書二章十九至二十二節說：「這樣，你

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

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

自己為房角石，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

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

所在。」在矽谷基督徒聚會20週年感恩之際，我們特

別感恩於兩地教會雖遠隔重洋，卻從不陌生，能夠靠

主聯絡得合式。也感動矽谷基督徒聚會的國度胸懷，

在自身艱難的建造過程中還能服事各處的教會，願在

以後的日子中，主的恩典多而又多的臨到「矽谷基

督徒聚會」，各地的教會能更多的從這裡得祝福。     

�

◎ 薛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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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1993-2013)感恩特刊

一個非常的日子  

        一個豐滿的恩典

在世的日子過得真快，一年的時間飛快的又過去

了，在這一年裡非常感謝香柏木的老師們給我在屬靈上

的幫助。自從修了香柏木的課程，讓我認識了以往的生

命是多麼的浮躁，在生命深處扎根是多麼的寶貴。特別

是聽了金香壇的事奉讓我受益匪淺。但非常遺憾的是沒

有完成作業，這實在是一個學生不該有的表現，因為無

論什麼原因都不是學生不完成作業的理由。

最近時間我經歷了一件非常的事，讓我看到了自己

在屬靈追求上的懈怠，事奉的陳舊，與上帝留我在地上

的恩典和目的。

2013年1月16日的那天，我開車要去一個地方參加

一場聚會，因怕誤了時間所以就開快了一些，在一個上

坡下坡的時候，路上突然出現了一塊二十米左右的冰雪

路面，在我還沒來得及剎車減速時，車子已經失控了，

在那一瞬間，我的頭腦一片的空白。車子在慣力下側著

滑到了路基下的溝裡，又在慣力下倒扣過來離地飛出兩

米多遠，幸虧溝下都是雪。車子後面撞到了牧民圍欄的

柱子上停了下來。當我從車裡爬出來時，一看車子已

經面目全非了。但非常感謝主我的筋骨毫無損傷，只是

擦破了一點皮肉。當我處理完事故後，我到了一個弟兄

家，正好看見桌子上放著于老師的講道記錄的一本書【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我的心一下子被書的名字吸引

了，我捧著這本書越看越覺得神是藉著此書在幫助我，

在給我今天的事件做個總結。“我們不能把事奉神當做

副業，我們可以沒有副業但不能不務正業”。

那天晚上看完書後我禱告了很久，神用約伯記1:21

下節和馬太福音6:26節提醒了我，「賞賜的是耶和華，

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天

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天父尚且養活

他，••••••。」

這次的事件對我的觸動很大，讓我看到了人生命的

短暫與脆弱，也讓我重新審視了神讓我活在地上的意義

與目的。在事奉神的路上腳踩兩隻船或許對有些人是可

以行得通的，但 對某些人是永遠行不通的。我知道自

己帶職事奉的日子該結束了，但又深知自己在神的手中

是何等的不合用，對神兒女的益處是何等的微乎其微。

求主不讓我看自己，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隨他意不隨

我意的使用我。

新的一年開始了，「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求主祝福香柏木的老師同工們新年快樂，都力上加

力，被主更多的使用來服事神的兒女們。香柏木培訓實

在是神賜福給這時代神兒女的一個寶貴的財富。

望老師們能繼續為主內這個軟弱的肢體代禱。也

求主幫助我在這新的一年裡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學員。       

�

◎  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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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子順

靠膝蓋走路的教會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裡平安！

我是從大洋彼岸的上海到這裡探親的。我第一次

聽到于老師的講道是在2002年。從此以後我就一直不

間斷的收聽于老師的信息，直到如今。

在2004年得知貴教會要買會所的消息，我們那邊

的弟兄姊妹都很興奮，開始為這件事情禱告，也一直

很關心這事的進展。雖然我們不像這邊的弟兄姊妹那

麼有福，那樣有第一手刻骨銘心的經歷，但是我們在

神的大家庭裡面，我們是跟著一起走的。我們有同樣

的負擔，我們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一起禱告，我們一

起學功課，我們一起觀看神的作為和神做事的法則，

我們也一起經歷神的大能和信實。今天我們也在這裡

一起感恩，一起讚美，一起把榮耀歸給神！

要買會所的教會多得是，但是像這樣的教會實在

是不多，實在是難能可貴。你們所有的正是我們所缺

少的，也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在其中我的感觸很多，

我看到的聽到的許許多多，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

能講三點是我個人感觸最深的。

第一點，貴教會是充滿神話語和神同在的教會。

一開始就是神向這個教會說話，成為這教會買這地的

起因和結果。一路上神一次又一次很及時的的賜下他

寶貴的話語。藉著他的僕人忠心的傳遞，宣講一篇又

一篇強而有力的信息，如「風雨生信心」，「不可丟

棄勇敢的心」，「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 、神的物當

歸給神」，「到底神所要的是什麼」等等。當時聽到

這些信息的時候，我很感動，因為這些話都是在很艱

難的時候神及時賜下的，我也受到很大的激勵。我真

的很羨慕這裡有那麼多豐富的神的話語的供應，那麼

多豐富的神的同在，這是我們所渴慕所追求的。

第二點，這個教會是靠膝蓋走路的教會。我感觸

很深的是在整個過程當中都是靠著禱告，每一步都是

靠著禱告往前去。我很感動。一開始的時候，就是牧

者在禁食禱告的時候，神說話，得到神的話語。一路

上我看到教會一次又一次的發起24/100的守望禱告，

一次又一次的全教會40天禁食禱告，大大小小的禱告

會不計其數。我看到這裡牧長同工的帶頭屈膝，全會

眾的積極響應，還有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的參與。

這樣同心合意的禱告，這樣深入持久不止息的禱告直

達寶座，蒙神的悅納。我很感謝主我看到這樣的禱

告，教會團體禱告的力量，執掌神權柄的禱告，扭轉

局面的禱告，是讓神旨意通行的禱告，也是讓仇敵蒙

羞逃跑的禱告。我想這樣的禱告是我們所缺乏的，是

我們要追求是我們要學習的。

最後一點，教會領袖的重要。在這整個過程當

中，我看到這裡教會的領袖始終為主剛強站住，為

主掌舵，扛抬神的約櫃，走到風浪和爭戰的最前線，

專心的依靠神的大能，真的不靠勢力，不靠才能，乃

是靠著神，率領全會眾勇敢的面對風浪，一路高舉基

督，最終完成了神的旨意，得著所應許的。我羨慕這

裡教會有那麼好的領袖，成為這教會的祝福，也成為

眾教會的祝福。

現在我每次在這裡聚會，看到路旁這個小小的教

會招牌，我心裡充滿了感恩，也充滿了敬畏。甚願這

地世世代代屬乎耶和華，也相信「這殿後來的榮耀，

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

軍之耶和華說的。」（該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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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週年大事記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 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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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會所的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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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由十來個家開始在Cupertino的聚會，當時名

為「Cupertino基督徒聚會」，地點在10060 
Orange Ave, Cupertino。

  4/04是教會第一個主日聚會，每隔週有英文同

步翻譯，高中生團契(Timothy)及兒童主日學也

同時成立。

  教會開始週五福音班，由于弟兄帶領，並在每

一季度有全教會福音聚會，到中國超市等地發

福音單張。神將得救的人數不斷加給教會。

  開始每年全教會「勞工節退修會」及「感恩節

聚餐及見證聚會」

【1994】
  于弟兄開始在週六上午開始「聖經研讀班」第

一期為「小先知書」。

【1996】

  于弟兄夫婦及同工們開始海外各地的宣教與培

訓。

【1997】
  于弟兄在Bodega Bay 第一次講 “同一心靈，同

一腳蹤”，介紹建立本教會的異象與使命。

 開始教會的網路設計，供本教會肢體使用。

  開始初中生（Titus) 團契 及「兒童暑期聖經

班」（VBS)。

【1999】
1/01  于師母辭去電腦工程師的工作，成為敎會第二位

全職事奉的工人。

【2000】

  因為 Orange Ave. 場地逐漸不敷使用，決定在 De 
Anza College 租用學生中心作為主日聚會之用。

 開始我們教會的網路事工，提供外界下載。

  開始成人主日學。

  開始敬拜團隊。

2/10  六對夫婦參加第一屆「更新婚姻誓約」典禮

12月  開始講台錄影服事

【2002】
  建堂小組成立，開始為敎會尋找新家。

  立長執。

  開始隔週英文聚會，有第一位英文傳道。

    2002年11月「香柏木」期刊以「如香柏樹的棟

樑生命」創刊。

【2004】
 5/24   神向教會說話了！就是以下這四句話：

   「… 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

」(民13:30)

  「 然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耀

充滿：」(民14:21)

  「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

產業實在美好。」(詩16:6)

  「 耶和華對摩西說，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

麼，現在要看我的話，向你應驗不應驗。」(

民11:23)

8/18    于弟兄主日開始一系列「信心」的信息，第一

堂就是「風雨生信心」。

11/01   開始全教會“感恩月”的操練。

12/01  開始全教會“讚美月”的操練 。

【2005】
9/06     感謝主！歷經波折，718萬到位，下午5:00銀

行關門前手續完成，3131 Bowers主權轉移，由

世界的王手中轉至永生神的手中。

9/19    教會辦公室搬到Bowers新會所。

【2006】
10/22     于弟兄主日開始一系列傳講「弟兄們勝過牠」

屬靈爭戰信息。

教 會 大 事 記

◎ 編輯室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篇 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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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Let those who love the Lord be as the rising 
of the sun in its strength!

2012 讓主居首位 

 That He May Have the First Place

2011 跟隨祂的腳蹤行  

 Follow Jesus In His Steps

2010 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  

  Do Not Walk According to the Flesh, but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2009 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and love unto all the 
saints

2008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們  

 The Partakers of the Heavenly Calling

2007 殷勤耕耘，歡呼收割    

 Plow Diligently, Reap Joyfully

2006 竭誠為主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2005 興起發光   Arise & Shine!

2004 活著為耶穌 Living For Jesus

2003 基督身體的見證  

 Witness of the Body of Christ

2002 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Take Roots Downward And Bear Fruits 
Upward

2001 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Take Roots Downward And Bear Fruits 
Upward

2000 『	穩』行在高處  To Walk on the Heights

「矽谷基督徒聚會」
全教會歷年主題

SVCA Church-wide Yearly  Theme  

(2000-2013)

【2007】

3/18       于弟兄主日開始一系列傳講「神所要的是什麼」，勉

勵眾人要在乎神所要的，明白神正在作什麼。

4/03        今天是逾越節，讚美主，神在公聽會中掌權，使我們

以五比二通過「許可證」的申請。

6/18      離開租用了七年多的De Anza大學，我們合法的進入

Bowers開始主日聚會，但只能使用餐廳，所以開始

改建工程。

10/1   「香柏木培訓中心」第一屆對外招生。

【2008】
1/06   「香柏木培訓中心」開學典禮。

2/25     感謝主！「矽谷基督徒聚會」的招牌，今天正式

樹立在Bowers的大街上。（因地點遷移，教會從

「Cupertino基督徒聚會」改名為「矽谷基督徒聚

會」）。

5/10     「獻堂特別聚會」為期兩天：5/10（週六）上午

10:00~12:00「獻堂典禮」7:00~9:00「感恩見證聚

會」，5/11，10:00~12:00「感恩主日崇拜」。

【2009】

8/23    十四對夫妻参加第二屆「更新婚姻誓約」典禮。

8/30    接納殷春秋姐妹為實習傳道人。

【2010】
11/01  “ 角聲國際事工”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使用本教會的 

辦公室。

【2011】
10/06    于弟兄蒙召20週年。

【2012】
11/04       在本教會舉行「美國回歸真神」南灣聯合禱告會，

衆教會的肢體們，同心為國家和為神家復興禱告。

【2013】
3/31     教會成立20週年

3/31      接納殷春秋姐妹為全職傳道人，及董智惠姐妹、 

陳明弟兄為實習傳道。

3/31    教會網站全面更新，網路事工進入新的一頁。

4/7      開始全面推行“新人門訓”，兩年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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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柏木培訓中心」

六歲了!

◎ 王新城

「香柏木培訓中心」（簡稱「柏訓」）隸屬於「

矽谷基督徒聚會」，是神對這個教會服事神國度的呼

召和使命。從2008年1月「柏訓」第一屆對外招生，

至今已經第六個年頭。當我們回顧神如何親自開始這

一個事工，及「柏訓」這些年的歷程，不禁心生敬

畏、感恩。

其實不論是常規授課形式還是網絡模式、各教會

獨立籌辦的培訓或跨教會的培訓機構、有學歷證書的

或沒有證書的、教牧的或專項事奉的......各種各樣

的培訓不計其數。那麼，為什麼需要再有一個「香柏

木培訓中心」？「柏訓」的同工常常用這個問題來提

醒我們自己。感謝主，隨著「柏訓」一步一步往前

走，我們對神放在「柏訓」的目的與計劃越來越有把

握。 

【緣由】

• 1996年，于宏潔弟兄第一次進中國培訓，他的心就

被神在那塊土地上的工作所震撼。從此，于弟兄就

在心中默默有一個意念，希望神可以使我們位於美

國加州的教會在對中國人的工作中有份。

• 1997年，神給了于宏潔弟兄一篇信息：「黎巴嫩的

香柏木—神家的棟樑生命」，盼望能具體的為神家

提供一份綿薄之力，使更多如香柏木的棟樑之材被

興起。

• 2000年，「矽谷基督徒聚會」開始網路事工，建立

第一版教會網站，從一開始瀏覽網站的人次之多就

遠遠超乎預期，並且逐年飛速增長，把教會的事奉

範圍帶進了一個新的局面。

• 2004年9月12日，于弟兄利用主日用餐時間，與全

教會弟兄姊妹簡捷有力的分享了未來新堂暨培訓中 

心的藍圖。

• 2007年6月，「矽谷基督徒聚會」結束了七年多的

搬運生涯，終於進入神在2004年所應許的美地 — 

3131 Bowers。我們知道，當那天神對教會應許這

地說，「然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

耀充滿」時，這個「香柏木培訓中心」也在其中。

•2008年1月「柏訓」第一屆對外招生！

【負擔】

以聖經為基礎，以基督和教會的見證為目標，以生命

的追求和事奉的建造為具體實行的路，培養在聖經、

生命、事奉和生活均衡長進的神家工人。

【教學】

1. 以電腦網絡學習為主，聽課、作業、考試和師生交

流均在網上完成，未來希望實現遠程同步上課。

2. 一年一度的「柏訓」師生特會，4-5天，特會內容

包括密集課程、事奉專題、學年總結及師生交流。

3.將門徒訓練作為重要的學員實踐課程。

4. 輔以學員在該教會的服事、及在工作生活中的操

練，學年結束時需遞交“年度事奉報告”。

【學制】

1. 「柏訓」採用學分制，設事奉裝備班、全職事奉班

與教牧進修班，學員分別要完成30、60及30個學

分。（2014年開始實施）

§ 事奉裝備班(即原有“進深裝備班”)：通過三年

的課程，幫助有心服事主的弟兄姊妹進入教會的

異象，走上事奉的道路；

§ 全職事奉班：通過五年的課程，在聖經、生命、

事奉和生活四方面裝備。有心志全時間奉獻給主

的弟兄姊妹，走上全時間服事主的道路；

§ 教牧進修班：專門為教會牧者、長老、傳道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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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同工開設的兩年精華課程。

§ 預備學員班：一年的課程，幫助申請但沒有被錄

取的弟兄姊妹，仍舊有學習長進的機會。

§取消原有“基礎裝備班”

2. 每學年分三學季，第一學季9月至11月(秋季)，第

二學季1月至3月(冬季)，第三學季4月至6月(春季)

，暑假7至8月有短期課程。

3. 「柏訓」每年一次招生，秋季入學，招生申請從每

年一月開始。

【事歷】

•2008年1月，「柏訓」第一屆招生

•2009年，各方面逐步完善

• 2010年，課程表全面調整；從冬季入學調整為秋季

入學；成績整理並實行學年成績表

•2011年，新作業系統發佈

• 2012年，《學員手冊》發佈，將各項制度、流程標

準化；上網助手發佈

•2013年，服務器調整，速度提升；

• 2013年，進一步確立「柏訓」服事方向並擴大服事

團隊

【現況】

1. 目前「柏訓」學員總數已超過五百，來自中國、日

本、美國、加拿大、德國、荷蘭、澳大利亞、新西

蘭等世界各地，特別在中國大陸地區學員覆蓋了絕

大多數省份。

2. 「柏訓」現有40門課程，分為聖經、生命、生活、

事奉四大類，共計69個學分，每年新增2-3門課

程。

3. 除于宏潔、于楊念慈兩位本教會老師之外, 特邀授

課教師包括于力工(已故)、黃子嘉、張路加、張逸

萍、傅立德、劉志雄、戴繼宗、David Dawson等。

4. 「柏訓」服事團隊包括「柏訓」老師，辦公室的行

政及教務同工，技術支持同工，及助教團隊的近20

位同工。

5. 藉著「柏訓」平台舉辦青少年夏令營，我們計劃持

續且有系統的進行這樣的培訓，盼望神家的下一代

寶貴屬靈的產業，承接見證的火炬。

6. 職場基督徒特會，不僅通過信息明白神對工作的心

意、更新我們的奉獻，也盼望藉著如《人際關係》

、《面對潛規則》、《如何在職場傳福音》等專題

幫助弟兄姊妹找到實行之路。

      

【前瞻】

1. 擴大柏訓服事團隊：建立教務、行政、關懷和技術

團隊，訓練現有的有潛質、有負擔的同工，同時也

求神帶來有異象有使命感的同工。

2. 調整柏訓班級設置：明確學員培育方向，調整原有

班級設置，建立教牧進深班。

3. 更加正規、系統、成熟的網絡平台：「柏訓」的學

習平台、辦公室管理平台等逐步完善，幫助提高學

員的學習效率與果效。

4. 將門徒訓練作為柏訓的實踐課程：「柏訓」始終強

調學員不只為自己學，更是為服事教會而學。「柏

訓」將在2013年開始應用“門徒訓練”作為學員的

實踐課程，幫助學員學習如何成為牧人，同時真實

成為別人的祝福。（將使用「矽谷基督徒聚會」在

2013-2014年陸續推出的“新人”和“僕人”門徒

訓練課程）

5. 建立關懷團隊：隨著「柏訓」大家庭的不斷壯大，

需要也越來越多，希望藉著關懷團隊幫助學員間建

立學習夥伴關係，同時幫助面對特殊挑戰或困難的

學員。

6. 建立「柏訓」網上社區：供學員間在學習、屬靈、

生活、事奉等各方面交流與分享，讓「柏訓」大家

庭成員之間互幫互助、彼此關懷、共同成長。第一

部計劃是在2013年開設「柏訓」論壇，包括技術與

學習兩大板塊。

7. 設立“預備學員班”：「柏訓」每年有四分之三左

右的申請者沒有被錄取，這一直讓我們感到虧欠和

焦急，所以「柏訓」設計了一年“預備學員班”課

程，盡我們的能力讓未錄取的弟兄姊妹仍有學習的

機會。

【代禱請求】

「柏訓」的成長離不開各地教會與無數弟兄姊妹

的代禱、扶持與幫助，我們在主裡表示深深的感謝。

目前「柏訓」各方面都有待進步，而且我們的服事力

量也極其有限。所以懇請弟兄姊妹在禱告中紀念「柏

訓」，盼望神擴充「柏訓」的服事度量，更是藉著「

柏訓」得著一批合神心意的器皿，成為各地教會的祝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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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惠善

「釋經學」學習心得

『釋經學』這個名詞聽起來很大，好像離我們很

遙遠，是聖經學者才需要研究的東西。然而于弟兄在

第一堂課，就明確的指出：“其實，每一位神兒女讀

經時都在解釋聖經。”這樣看來，釋經學倒與我們每

天的讀經生活息息相關了。雖然我們讀經時都在不知

不覺中解釋聖經，“但不見得都能正確明白當初聖靈

藉著原作者所想要表達的真意，以致於誤解或誤用了

聖經。這種錯誤小則造成個人的一些困惑或錯誤，大

則可以誤導群眾，甚至成為異端。”所以，明白並熟

練掌握運用釋經的原則，就更顯得至關重要了。一方

面，它可以幫助我們“使我們的錯誤減至最低”，另

一方面，“更是在正面上能正確領會經文的原意，使

我們能忠心的活在神旨意中。”

釋經學，就是確定經文意義的科學（原則）和藝

術（工作）。（Dr. Roy Zuck）其中包括了解經和

解說。解經是指從歷史文學背景中確定經文的意義。

解說是向現代的聽眾傳達經文的意思及現實意義。解

經是解說的基礎，解說是解經的目的。我們都知道，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是聖靈啟示感動祂的僕人們所

寫成的。那麼解釋聖經也必須是聖靈的工作，只有聖

靈能引導我們明白、進入一切的真理。「只等真理的

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進入）一切的真理」

（約16：13）所以，我們解釋聖經需要聖靈的啟示和

光照。而聖靈能給我們多大的啟示，多大的光照呢？

這就要看我們這個人在神面前是個怎樣的人。所以一

個人解開神話語的能力是與這個讀經的人發生關係

的，這取決於他與神的關係，他生命的純度，以及他

的表達能力。對的讀經釋經的方法都很重要，但仍比

不上先成為一個對的讀經的人來的重要。我們在神面

前是敬畏神的人嗎？我們是清心的人嗎？我們渴慕神

的話以致於心碎嗎？盼望我們都成為一個對的人。

于弟兄在這堂課裡講述了七個釋經的基本原

則。1.不違背上下文的原則；2.啟示的漸進性原

則；3.以經解經的原則；4.了解並掌握時代背景的

原則；5.跨越文字與文法的鴻溝；6.跨越文體的鴻

溝；7.仰望聖靈的光照和啟示。在這裡，我和大家分

享前三個原則。

一．不違背上下文的原則。這個原則是非常自然

的一個原則。我們在生活中都有這樣的體會，一個

同樣的字詞，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下，就有不同的意

思。如果把一個字，一個詞，或一句話，從它的語言

環境裡抽離出來，就容易誤解它的意思。這就是斷章

取義。所以我們要想確定這個字詞的準確意義，一定

要把它放到它的語言環境裡，就是上下文裡。不違背

上下文的原則是所有解經原則中最根基，最重要的原

則。

聖經上下文的範圍圖- 由中心到圓周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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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的原則的應用，有一個次序問題要注意。

就是，如果經文字句的意思，在最接近的上下文的亮

光裡仍然不清楚，那就要進一步查考前後各章的經

文。如果仍不明白，那就得細看全卷書，或再查考同

一作者的其他書卷（例如查讀羅馬書時，再查考保羅

的其他書信），或繼續查考同類的書卷（例查考新約

聖經其他作者的書信），最後甚至查考全部聖經（見

「聖經上下文的範圍」一圖）。如果把上述的次序顛

倒了，就會產生很多不必要的誤解。

二．啟示的漸進性的原則。神藉著聖經給我們啟

示。在歷史過程中，神的啟示是越來越清楚與詳盡

的。新約是神最終、最完全、和最清楚的啟示。所以

應該在新約的亮光中來解釋舊約。對於舊約裡的一些

教導，如果新約再有提及，則以新約的教導為準；如

果新約沒有再提及，則取其精意而遵行之。因為神的

啟示是漸進性的，所以就有了第三個原則。

三．以經解經的原則。蘭姆博士說，以經解經就

是用含義清晰的經文來解釋含義不明的經文。既是這

樣，含義不清的經文就不應該用來成為任何神學教義

或生活教導的立論根據。蘭姆博士又說：“「以經解

經」這個「經」字是有雙重的意思：第一個「經」字

是指全本的聖經，第二個「經」字是指部分的、一節

或是一段的經文。換句話說，「以經解經」的意思是

「以整本聖經作為背景和指引，來了解部分的經節」

。”有一位弟兄在講解《約伯記》時說：“對《約伯

記》最好的解經書，就是聖經其他六十五卷書。”這

也是以經解經的原則。所以個別經文的解釋絕對不可

以在任何一點上和聖經整體的教訓相抵觸。

其實，「以經解經」這個原則本身也是建立在其

它幾個重要的釋經原則上，彼此相輔相成，構成一個

準確且健全的解經體系。這些相關的釋經原則包括：

聖經的權威性和無誤性；聖經的整體性和一貫性；聖

經的明確性；啟示的漸進性；不違背上下文的原則。

以前，我是單獨的來學習這些原則。現在才知道，它

們是互相關聯，相輔相成的。比如，我們不能把以經

解經的原則和上下文的原則分開。就像我們在使用串

珠聖經或經文彙編，從一節經文引到另一節經文。對

另一節經文的解釋，還是要在它的上下文中來解釋。

不能只看那另一節經文。

這堂課是非常豐富的一堂課。于弟兄講授了釋經

學的歷史，釋經的七大基本原則，特殊釋經法（如何

解釋預表，預言，比喻等），以及釋經後的應用。如

果釋經後沒有應用，那我們的讀經只是完成了一半。

應用是解釋的目的。于弟兄特別強調“釋經學不只是

為了教導正確的釋經原則，更重要的也是為了能改變

我們的生命，影響我們的生活與事奉，預備好我們能

照著神的旨意活出「榮神益人」的生活。”當然只有

我們先有了正確的解釋，然後才能有正確的應用。

這堂課對我幫助很大，讓我獲益匪淺。我時常翻

閱筆記來溫習這些原則，以期能更深的理解掌握這些

原則。隨著時間的過去，釋經的七大基本原則，有

時我不能全部背下來；特殊釋經法，有些也比較模糊

了。然而，于弟兄在第一堂課所講的一句話，卻依然

記在我心裡。“一個人解開神話語的能力是與這個讀

經的人發生關係的，這取決於他與神的關係，他生命

的純度，以及他的表達能力。”每當我讀聖經讀不出

味道的時候，這句話就浮現在腦海裡，我就問我自

己：“我是否與主有親密的個人關係，還是我和主之

間有什麼阻攔？我是否還是個完全奉獻的人，還是我

對主有所保留？我是否是生命純淨的人，還是我的生

命裡有摻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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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1993-2013)感恩特刊

◎ 明華

「摩西五經」學習心得

我參加了「摩西五經」的學習，上完課程，我心中

充滿驚嘆與敬畏：原來距離今天3500多年前的

古書，其中有許多寶貴的教訓和屬靈的原則，與我們今

天的個人及教會都是息息相關。這些原則完全不受時空

限制而可應用在我們的生活與事奉中，這是我印象最深

的。此次上課，受益匪淺，下面略談幾點心得：

1，清晰把握五經之連貫真理。通過老師梳理，這

五卷古書的中心思想及救恩真理十分明瞭：五經之中心

思想“歸耶和華為聖”。五經不僅在時間上有連貫的歷

史順序，連其救恩真理也是一氣呵成：「創世記」是講

萬有的起源和列祖的腳蹤、神的創造與人的墮落，「出

埃及記」講救贖與建造，救贖是預備，建造同住才是衪

的目的，同住之心意的具體實現在「利未記」：神聖的

交通與聖別的生活；蒙拯救的人身上有諸多問題，所以

需要神聖的引領和屬天的教育「民數記」主題，來到「

申命記」是盼望之書：回顧以往看見神的恩典與信實，

展望未來：相信神的應許必定實現。這一梳理，五經成

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2，繁文縟節中讀出生命之道。五經中的節期、各

種祭物、會幕結構，本來是令我退縮的經文，老師告訴

我們要從屬天的角度來領會：對於各種的祭，要從“基

督的所是”和“我們的經歷”來讀；七個節期要從“救

恩歷史”和“屬靈經歷”兩個角度讀。同樣一個會幕，

也有兩種讀法：由裡到外，讀出恩典的路線；而由外到

內，讀出信心的路線。老師在講解中提醒當注意的事

項，這些點撥，令那些看起來枯燥無味的經文，變得活

了，讓我從中讀出基督，讀出神永遠的旨意，和生命的

信息，真是喜樂。這種原則對讀其他舊約聖經同樣具有

指導意義。

3，珍惜神主權的恩典，敬畏神做事的法則。老師

從五經中生動的人物故事裡，引我們看深層次的屬靈意

義。比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位先祖身上的“往

與信、住與愛、回與望”的屬靈特點。從這三位先祖所

對應的人物：羅得、以實瑪利、以掃所帶來的警戒；神

在創造和救贖中的“分別”與“揀選”的原則；利未人

特殊的數點、職任和福分；百姓因著不信所帶下的38年

的曠野漂流、至終倒斃曠野的結局……，或正面或反面

都給我極大的提醒、警戒，讓我認識神是一位有計劃、

有工作的神，我要珍惜衪主權揀選的恩典，要順服衪的

帶領與工作，也要尊重衪做事的法則，敬畏衪，不至於

在這條路上被淘汰，因為我們對神的態度直接影響了神

旨意的通行與我們自己蒙福的大小。

4，增加了讀經視角，發現五經的豐富。老師在講

課中提出五經中的諸多對比，如：亞伯與該隱、聖火與

凡火、亞倫的杖與各支派首領的杖、迦勒,約書亞與報

惡訊的探子、進入迦南與揀選河東、以琳的活泉和瑪拉

的苦水、忠心的驢與貪心的巴蘭、兩次的數點、山上樣

式兩次的記載等等，並以範例給我們講解這些對比，許

多寶貴的教訓就出來了。老師不僅給我們講解聖經，還

教我們如何挖掘，幫助我們從聖經中尋找寶藏。

5，對神有新的感悟與認識。印象中五經裡的神，

是威嚴且常發怒、懲罰人的神，但老師講解後，我有了

不一樣的感受：在百姓的不信不服、悖逆中，我看到衪

的生氣、委屈；在他道出要與百姓同住時，我感受到衪

如慈父般的溫柔；也感受著神與那和衪旨意相關的人之

間的愛恨之心：衪的傷痛、喜樂、忿怒、滿足、嫉恨、

智慧、聖潔、公義......神的形像栩栩如生，我發現這

位偉大的神其實對人有著深切不變的情與愛，讓我更願

意來愛衪、親近衪。

6，看到現實中的差距，明確個人及團體往前的方

向。老師在上課中一再強調，研讀五經不是為了增加一

點聖經神學知識。活出與落實，才是最重要的。會幕的

結構與材料、各樣聖物製造的法則、事奉、生活條例

等，都告訴我們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和工人是怎樣的。

接下來就看我們的了，是否絕對的順服與完全的奉獻。

正如“山上的樣式”能在地上出現的關鍵因素。但願我

們個人和教會都能有會幕落成時衪榮光之充滿。

感謝主藉著老師的教導，讓五經對於我變得如此浩

瀚豐富。對我個人的讀經、靈命的追求、教會的建造，

都有很大的幫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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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蒙天召 - 全職同工蒙召見證

「柏訓」伴我成長

2001年的冬天，我在屬靈道路上陷入谷底，四顧

茫然，不知路在何方。主的憐憫讓我有機會和大家擠

在一間小閣樓上，聽于老師講「豐豐富富進神國」。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這樣的信息，我不知流了多少眼

淚！我深知這是從寶座上來的信息，經過十架，流自

心底。從此，我成為這些信息的跟隨者。我經常上

矽谷教會網站下載信息：主日講道、聖經系列、詩歌

敬拜、小組預查等等。2008年香柏木培訓中心成立，

它的宗旨：以聖經為基礎，以基督和教會的見證為目

標，以生命的追求和事奉的建造為具體實行的路，正

是我多年尋求和需要的裝備之路。我有幸成為柏訓的

第一屆學員。老師願意花時間來教我們，追蹤我們上

課以後的落實情況，對我而言，是何等的榮幸啊！柏

訓所教導的聖經的真理、生活中的實行、事奉中的落

實，給我的幫助不僅在聖經知識的增加或講道技巧等

方面的提高，對我而言是觀念上的徹底轉變，給我和

我的服事帶來的影響是一生的。

首先，柏訓幫助我在聖經真理上扎根。不僅有一

卷卷聖經的研讀（「以賽亞書」、「小先知書」、「

摩西五經」......），且開了「釋經原則與運用」一

課來教導我們，要以正確的釋經原則運用在各卷聖經

的查讀上。讀柏訓以前我也讀過很多遍聖經，但是比

較沒有各卷系統地整體研讀。另一方面沒有正確的釋

經原則，所以事倍功半、對聖經的認識非常片面、零

碎。我曾錯誤地認為釋經學是理論性的東西，但是當

我親眼看到了因不懂釋經原則而私意解經給教會帶來

的危害時，才知正確解經與讀經同樣重要！越來越多

地研讀聖經使我更看到聖經的偉大，感到自己的缺

乏，我比以前更愛讀聖經了，也更重視按正意解經。

除了每年一遍的讀經，還有其他時間用來系統精讀，

盼望能全面熟悉與領會神的話語。

第二，柏訓不僅教導聖經真理，也帶給我生活中

的督促。讀柏訓以前我聽過的任何信息，沒有人會追

蹤我的落實情況。但柏訓要求聽過課後（如：「穩行

在高處」，「金香壇的事奉」等等）寫出生活中的實

行情況，或得勝或失敗，重在過程，如實寫下。我想

柏訓之所以如此，不是為了要我們交差得分、報喜不

報憂，乃是為了讓我們不至於只聽道不行道，能把我

們所聽的應用在生活中。為此我必須認真操練，才能

寫出實行報告。在操練的那段時間，我非常認真，自

己也覺得生活有改變。在柏訓的操練只是一個開始，

我必須自己繼續下去，自己面對神，向神負責。

第三，柏訓給我最大的幫助是在服事方面。以前

我在教會裡注重自己的得著。上了柏訓，我的注意

力開始被轉到神的需要與旨意上。以前我愛聚會但

不知聚會最終要走向哪裡，聚會沒有方向目標。上了

柏訓，我知道我們聚會的最終目標，是能夠作“教會

的見證”。以前講道或帶領查經，是看參考書多過自

己去禱告。上了柏訓，我更多是用雙膝跪在主面前，

求問領受，也越來越經歷衪是供應的源頭。以前教會

裡有不同的意見，我是分析誰對誰錯，應該聽誰的。

上了柏訓，知道不是人的意見如何，是要問神怎麼

說。以前只要看到有人願意為主，我就高興，上了柏

訓，知道不僅欣賞他們的願意為主，也要尋求是否出

於主。以前我欣賞一個人單幹苦幹，上了柏訓，知道

要成全聖徒，培養同工。以前教會要做什麼決定，是

大家一起討論商量，上了柏訓，是多召集同工一起禱

告。以前...現在...有太多觀念與實行的變化。雖然

我在服事的實行上離開我所認知的還有很大的距離，

但已在正確的根基上起步了。

我最感謝主的是，除了柏訓上課，主也把老師那

活生生的榜樣放在我面前。保羅說：「你們該效法

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11：1），在我面前

的正是效法基督的僕人，我有幸與他們處在同一時

代。每次想到看到他們的行事為人，在神家如何盡忠

盡責，不顧性命地擺上，我就無法抑制自己的感動，

我希望永遠不要從柏訓畢業，一直做他們的學生。   

� 

◎ 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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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柏訓師生特會」的
得著

◎ 劉輝

今年我終於可以參加柏訓師生特會,實在是神的恩

典。使我可以有機會看見神的作為,看見老師們

同工們及同學們在一起的彼此相愛,同心順服。在主裡

合一的見證。能夠再次有更新奉獻自己,並能與各地的

眾聖徒一起享受神所為我們預備的美好宴席。 

于弟兄的信息帶下屬天的力量;  
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內 

第一晚于弟兄的信息就帶下了美好的屬靈實際和神

的祝福。講到現今的世代邪惡,教會的服事艱辛,激勵我

們不看環境,要羡慕一個更美的家鄉。使我們每個聽的

人不由地來審視自己的生活與自己的服事,有多少是出

於肉體?有多少是高舉基督而讓主居首位?接下來的幾天

我們開始進入摩西五經這個重大的課程,從于弟兄的簡

單話語裡, 我發現了許多屬靈的內容。過去對我來說的

繁文律例忽然間變得那樣新鮮生動,使我看到了基督,他

在一切之內;所有的這些律例典章都是「後事的影兒,那

形體卻是基督」。特別讓我注意到的是會幕的豎板,是

教會的見證,是神家的棟樑和柱石。板板相連也寓意著

我們每個信徒的同心,在主裡的聯合。會後也有很多同

學用豎板來禱告,相信和我一樣都有了新的得著。另外

我更明白了會幕是神的居所,代表了神的同在。而現今

有多少教會。只注意外面的熱鬧而缺少了神的同在,不

知不覺中神的會幕已經離開。我也暗下決心,從此要常

常提醒自己,不管是生活還是服事都要高舉基督,真要常

常省察自己是否在凡事上讓主居首位。 

二、同工們的辛勤努力,為主作出美好的合一見

證。

同工們的辛苦工作讓人有目共睹。常常是已過了

半夜,還沒有返回宿舍。每天晚上聚會結束後,同工們都

要聚集總結,為第二天的工作做準備。很多人一天只睡4

、5個小時。特別是牧師、師母他們身體不好,但仍然那

樣的廢寢忘食,認真地預備每一天的服事。當地教會的

同工們也特別辛苦,不僅接待安排得非常周到,為了聚會

的安全和保障聽課的效果他們孜孜不倦、認真負責。常

在中間休息時看到他們在座位上打個盹,稍微能夠休息

一下, 真令人感動。

學員們的認真態度,令人慚愧不如 

每個學員真的非常認真,特別是晨禱,常常都是早早

的已經排隊等在門口了,稍微晚到5分鐘前面就沒有地方

可容身了。禱告聲此起彼伏,不搶都插不進去了。在我

們小組的晨更中,常常看到姐妹們鼻涕眼淚地在神面前

悔改認罪,齊心合力地讚美感謝神。在如此美妙的禱告

聲中真的有被服事被洗腳的感覺,怎能不讓我們帶著喜

樂的心情和力量參加接下來的一天學習。在每個專題着

裡學員們也是積極發言,熱烈地討論,會場中時時爆發出

笑聲,真是看到老師、同學們在主裡的融洽合一。 

專題研討變成了學員的見證會 

專題討論分了好幾堂,本來以為潛規則的專題難度

較大,沒想到,剛開始還有人提問題,可接下來學員們就

自己站出來回答問題做起見證了。每個人都在見證他們

是如何靠著神站立得住,不向潛規則低頭。有位學員見

證他自己不辜負基督徒的名,不拿好處費；還有一位姐

妹見證她是如何只憑信心，耐心等待所需的學校執照等

等,專題會一下變成了為神做的見證會。我不得不低頭

敬拜我們這位奇妙的神,他實在是在我們中間成就了美

好的大事。 

同一心靈同一腳蹤, 高舉基督讓主居首位 

幾天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學員們依依不捨的要離

開營會,儘管我們都是天涯各方,可大家都滿懷著美好的

憧憬,去奔赴那前面的道路和服事。雖然所面臨的會是

很多的艱辛和付出,但我們都有一個心願,就是要高舉基

督,讓主居首位,他才是我們服事生活的唯一目標。我的

腦海裡不停地重複著這首主題歌:我心屬主,我靈屬主,

讓主居首位,在主腳前謙卑順服,讓主居首位。一生屬

主,隨主任用,願主居首位,在凡事上顯主尊榮,願主居首

位,終身從主永不違背,讓主居首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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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來我們教會已經三年了。回首所來

徑，處處都看到神的製作和帶領。這三年中我

的屬靈生命有了真實的改變，而整個成長的過程都與

CTC的學習密不可分。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于老師和其他老師的辛勤擺

上。每一篇講義都凝聚著他們無數的心血，讓我們學

生讀起來清晰明白，把我們帶入神話語的博大精深的

世界中，甚至可以體會到聖經作者那種與神親密的關

係。通過這樣系統的學習，我過去一直蒙蔽的心被打

開，開始經歷到神話語的豐富供應和力量，嘗到了主

恩的滋味，屬靈生命也逐漸被改變。我信主後許多年

都過著軟弱、鬆散的生活，常常隨從肉體行事，甚至

在教會服事中也是隨從肉體，言行都很隨便，經常是

討人的喜悅而忘記了神。CTC教給我的第一個功課就

是嚴格要求自己。我開始按照課程的要求來花許多時

間精讀聖經，不再是只讀字句，而是去體會經文中所

教導的真義，以及如何在我每天的生活中實踐。CTC

的許多課程作業都要求學生寫實行報告，這是很寶貴

的經歷，要求我們照著神的心意來過聖潔生活，否則

真的沒有辦法來寫這樣的作業，自己欺騙自己。與許

多有家庭的CTC的學員一樣，我也是要等到晚上家人

孩子都休息了以後才有時間來學習、寫作業。這對我

來說是一個根本的轉變。以前我非常愛看電視，特別

是球賽節目，被它捆綁得很深。CTC的學習讓我專注

於神的話語，用看電視的時間來聽課、讀聖經、寫作

業。每當我領悟了一個真理心裡就有極大的喜樂和滿

足，激勵我花更多的時間來學習。在這樣的學習過程

中，我開始建立起與主的親密關係。體會到基督的生

命在我裡面成長，逐漸取代老我的舊生命。現在我有

時還會看球賽，但是我覺得已經不再受它的捆綁，可

以做到想不看就不看。

神的話語真的像一道清泉，使我的心甦醒過來。

我剛來教會學習的頭兩門課是《基督的內住與住在基

督裡》和《基督生平簡介》，讓我定睛在耶穌身上，

被祂的一言一行所流露出來的捨己、犧牲的愛深深吸

引。主耶穌的生命開始活畫在我的心中，引領我在每

天的生活中來效法祂。《基礎神學》很難學，但是這

正是我所最缺乏的。信主後很多年我都沒有好好地學

習這些基要真理，沒有把根基建立在耶穌基督上面，

可以說是信得糊里糊塗。CTC的學習把我引上正軌，

開始與基督建立真實的關係，讓這些真理成為我自己

的生命，可以在生活中來實踐，也可以告訴我周圍的

朋友。《舊約概論》和《新約概論》是我非常喜歡的

課程，老師們的講義深入淺出，把我帶入了聖經精義

的全新境界，讓我更深入地去體會主的話語，哪怕

是以前覺得很枯燥的經文也能讀懂了。每當我吃透了

一節經文後，心裡就充滿了喜樂和感恩，感謝神的信

實。CTC的學習也為我在小組帶查經以及其他的服事

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在學習中我明白了一些重要的真

理，比如在基督裡的地位與住在基督裡生命成長、基

督與教會的異象、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的

使命等等，這都成為我在服事中的動力，也幫助我在

帶查經時能抓住經文的中心來與弟兄姐妹分享。

感謝主讓我和弟兄姐妹們一起在CTC的學習中生

命成長，感謝老師和助教們在繁忙中批改作業，常常

與學員們交通，成為我們在真道上和生活中隨時的幫

助。這些課程是這樣的寶貴，真希望將來能把一些學

過的課重修一遍，我相信一定會有新的領會。   �

◎ 柴寧 (SVCA學生)

  CTC的學習幫助我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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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1993-2013)感恩特刊

參加“柏訓”學習的成長

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柏訓9+”，讓我成為“柏

訓”第一屆學員。回顧五年多的學習，心中滿了

感恩和敬拜！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進入“柏訓”學習

之前，心中的渴望就是：需要接受系統的培訓，讓生命

得以穩定成長，並且在事奉上有長進。

一、知識的裝備

其實在參加“柏訓”學習前，我並不真知道正確

的讀經或查經方法，所以在這兩方面一直沒有明顯的長

進。學了“舊約概論”、“釋經原則與應用”後，明顯

地得到開啟，例如：

1、不同書卷之間的對比、相互關係或差別。如：

歷代志（上/下）與列王記（上/下）在屬靈意義上的不

同、先知書與歷史書之間的關係、箴言與傳道書、詩篇

與箴言的不同。

2、于老師還教導我們讀懂一些書卷的鑰匙，這對

我讀先知書幫助很大。

3、“釋經原則與應用”中的“十個釋經原則”

、“五個特殊釋經法”，配合于老師深入淺出的講解，

使我受益匪淺。每一課用了不少實例，不僅幫助我們理

解課程，而且剖析了不少錯誤的解經！

不同課程間的相關性，也使我在學習過程中不時

的復習已學過的課程內容，在真理方面有更深的領會。

如：在學習釋經學的歷史時，又重溫了“教會歷史”

的部分內容﹔在學習“釋經原則與應用”第14講時，復

習了“舊約概論”及“基礎神學”中的部分內容，對“

千禧年觀”及“被提論”印象更深刻﹔“異象與使命”

、“教會治理與建造”、“教會中小組的事奉”等課程

都對教會的建造非常有幫助。過去也知道要操練敬虔，

但不知如何操練及實行。“柏訓”一開課，就是“敬虔

的操練”，馬上就被帶進真理的學習與實際的操練中！

由於課程要寫“心得與操練計劃”和“實行報告”，所

以藉著信息和操練，在屬靈品格方面得著建立。

二、生命的改變

于老師一再強調讀經的目的是“讓我們遇見說話的

神，讓神的話改變我們的生命，影響我們的生活”。是

的，要做一個對的人，要有一個謙卑、柔軟的靈！免得

我們只注重知識，而忘了知識是為生命服務！在我們所

學的課程中，非常注重生命的建造，不僅是“敬虔的操

練”、“歷久彌新的十字架”、“總要趁著還有今日”

、“基督是一切”等，就是在“舊約概論”、“摩西五

經”（上/下）等課程中，都滿了造就生命的信息，有

警戒、提醒和鼓勵。

有關操練敬虔的課程過去也學過，但筆記沒有記得

這麼認真，有的信息沒有聽到最後。現在正式學習，不

僅認真反覆聽和認真作筆記，並且禱告後寫作業，所以

被“逼”得必須認真對待每一篇信息，收獲很大！每次

做作業也成為再次蒙福的機會！既然要寫“實行報告”

，那就必須先有“實行”，得行道！因著操練，生命就

在“聽道”與“行道”中成長及被改變。

三、事奉的進步

在“柏訓”的學習，不僅促進個人生命的成長，

對事奉也很有幫助。如：因為學習了舊約概論、摩西五

經、釋經原則與應用、國度興衰史等課程內容，對我自

己讀聖經和帶領查經幫助非常大，容易被神開啟，經歷

神的祝福﹔而且分享主日信息也有進步。

“柏訓”的學習，對教會的建造也有實際的幫助。

如：把“異象與使命”、“教會治理與建造”、“教會

中小組的事奉”等課程中的內容結合目前教會中普遍

存在的問題，寫了一份報告與另一教會的幾位同工交

通後，他們實實在在的實行，就帶來實際的果效。因著

在“柏訓”的學習，心胸開闊了，生命和服事的度量都

被擴大，所以不僅看到自己教會的需要，也看到其他教

會的需要，不僅以勸勉和禱告來服事有需要的肢體，而

且將可以與人分享的課程及老師為我們所選的參考書推

薦給更多的肢體，讓他們與我們一同享受神在教會中所

預備的屬靈資源。願主繼續保守我，讓我為著主的緣

故，心存敬畏，認真學習，凡事長進！得著神為我們預

備的豐盛產業！      �  

◎ 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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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以賽亞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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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耶穌，永是耶穌 

神啊，是你從母腹中揀選我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敬畏神的家庭，奶奶及父母在

家中的榜樣就是把神擺在第一位。但是在家排行老么

的我，生來就一個倔強、不服輸的天性。雖然，父母

家教很嚴，上有五個哥哥，個個都可以有權利管我，

但我一出了家門，就是個野孩子頭，鄰居媽媽們都得

為了他們的孩子對我尊敬幾分。鄉下小學的老師，也

對我這個班上的「碼頭」凡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小學三年級，因為父親職位調升，我們全家從

安平鄉下，搬進了台南城裡。乍一接觸周圍許多「好

學生」，功課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樣輕易名列前茅，使

我玩心收斂不少。不久之後，進入醫院動了我第一個

手術，那時我十一歲，手術檯上，我突然一下從一個

頑皮鬥狠的孩子，稍稍領會了一點人深處的孤單和無

助。當醫生縫著我兩個胳膊內側長長的刀口，麻藥不

夠，最後的每一針，我都清楚感覺到那針和線進出皮

肉的滋味。

你的話豈不像打碎磐石的大錘嗎

十四歲時，我與一群常一起瘋鬧的同學，去參加

一個初中生的夏令營。第二天晚上，講員的話深深的

扎進我們的心。就寢前，我們幾個圍在操場上禱告，

我痛哭失聲，看見自己一身罪污，而神的愛卻充滿我

全人每一角落。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強烈的遇見主。從

此以後，這位愛的神活活的介入了我的生命。

在我苦煉之中，你用愛的能力覆庇我

高二下學期，我第四次動手術。這次是為了原來

在胳膊內側的瘤轉移到了左臉。當手術房的門在我身

後「呯」一聲關上，愛我的雙親和哥哥們全被擋在門

外，只剩下我一個人躺在冰冷的手術檯上，臉上、身

上插著管子，接著儀器，周圍都是帶著口罩、一群我

不知道可不可以信任的陌生人，我覺得一股說不出的

孤單感。這時，主用祂的大愛充滿我，又用衪的膀臂

懷抱我，所有的害怕、畏懼一掃而空，與主是那樣的

親，裡面平安滿溢。我心中緊靠著主昏睡過去。

手術完後的那個主日，家人去聚會，我獨自在

家休息。郵差送來一封限時信。我因看是醫院來的，

就逕自打開了。映入眼簾的卻是「醫生經過再三檢驗

後，確定宏潔得了血癌，可能只剩下不到兩年的時

間......請你們儘可能多陪他......或許這是天妒英

才吧!......」這個晴天霹靂，叫我整個人都亂了。

才十七歲的我，聽過死，談過死，也見過人死，但從

來沒想到死亡的陰影會突然臨到我身上。我滿臉發麻

的進到房間跪下禱告，想到即將離開愛我的親人，我

就哭了。幾次手術都沒叫我掉一滴淚，但這近在咫尺

的死，卻叫我束手無策。我雖禱告，但力量都不夠我

應付這麼大的打擊。因為我再三的要求，家父笞應讓

才手術完的我獨自北上去參加在台北關渡基督書院的

夏令會。夏令會中，無論是信息，是弟兄姊妹的禱

告，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信心。尤其第三天下午，

潘志榮弟兄帶我去找榮教士。正當榮教士為我按手禱

告時，聖靈大大澆灌我，主把一個極深的平安和把握

賜給我，讓我知道，這病「已經」好了，不至於死。

多日來壓在心頭的陰霾和害怕，立刻煙消雲散，從此

再也沒有回來攪擾過我。心中反而充滿了平安和喜

樂，主的同在更是那麼地清楚、真實。

雖然我活到了現在，醫生後來也安慰我說是他們

診斷錯誤，但在我主觀的經歷裡，這卻是一次真真實

實神的醫治。也從這次之後，我深深體會到生命的可

貴。而更感謝主的是從那次夏令會後，主帶領我進入

與主同行的甘美生活。每一天，主的自己都那樣強烈

的吸引我去親近祂，安靜在祂腳前，與祂交談。

◎ 于宏潔

   JESUS ONLY, JESUS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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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ONLY, JESUS EVER

上大學後不久，我臉上的瘤開始復發，也開始

了我在主面前另一段的路程。反反覆覆，我開始摸索

要怎樣在這病上尋求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如果當時我

就知道這瘤在將近二十年後還在我臉上，是否還有勇

氣走這麼長。但神憐憫我，每一步，祂都把夠用的恩

典給我。雖然我有時灰心、軟弱，但祂一直供應我信

心，使我常常死了又活，停了又舉步，多次伏在主前

說我再也走不下去了，但深處總有一個仇敵打不倒的

力量又出來支持著。

  「我豈不是題名召你的神嗎?」 
是的，主!我是屬你的!

一九七九年，我負笈美國。從父命，暑假到紐約

名醫生處動第六次的手術。沒想到卻被切斷了神經，

嘴角歪斜，使我心中備受打擊。手術後在New Jersey
二哥家休養。一個午後，我獨自在書房看慕安德烈

(Andrew Murrary) 的「至聖所」(The Holiest of 
All)。看到一半，覺得主的同在那樣濃厚，使我禁不

住放下書，跪下來禱告。禱告中，主突然問我，有一

天祂要我放下一切來服事祂，我願意嗎?這個問題打

斷了我的享受，清醒的想了一下「放下一切服事衪」

的後果，但主的愛那樣大大滿溢在我心裡，叫我不能

說「不」。我對主說「主，我願意！時候到了，求你

讓我知道。」

暑假後，我回到學校，生活有了大的轉變，好

像主與我之間有了一個甜蜜的約定，催促我常常的放

下課本，放下查經班的服事，退到深處與主親近。

宿舍旁有一塊大的曠野，是主和我常常交通、散步

的地方。就在那野地裡，主藉著史百克弟兄(Austin 
Sparks) 的書開了我屬靈的心竅。那座有根基的城，

是我最大的吸引和禱告的中心，每每弟兄信息的一

句話，能使我長時間伏在主前流淚、思想、禱告。一

面為著見證的荒涼與混亂而憂傷，一面也求主興起更

多的屬天器皿為祂而活，更求主保守我脫離這個忙碌

而又充滿誘惑的世界。一年多後，我面臨是否繼續讀

博士的選擇。雖然讀書一直是我的長處和興趣，博士

學位也曾是我人生計劃的一部分，但祂一年多前的呼

召叫我知道這不是祂要我走的道路。心甘情願的，我

離開了學校，找到一份工作，也開始等候神下一個命

令。

領我手段何等巧妙，祂計劃何純正

一九八二年，我與相愛七年的念慈在加州紅木

城結婚，神也開始在她裡面預備，為著一個家一同來

事奉衪。八一年一直到八八年，我與幾位愛主的兄姊

在紅木城配搭事奉。神在很小的事上都訓練我如何在

神的家中盡忠，一起服事的兄姊也在許多的事上成全

我，愛護我。這幾年在神家中同心的配搭和愛中的扶

持，至今仍使我在神面前感恩不已。每年寒暑假，我

們都儘量參加在洛杉磯的特會，從屬靈長輩那得著許

多屬靈上的幫助。聖城新耶路撒冷的異象也繼續在我

裡面擴大、生根，牢牢的抓住我，控制我的生活和

事奉。主也常有話提醒我是一個蒙召的人，叫我又恐

懼、又戰兢、又喜樂。有一次在冬令會，講台上一句

「保羅一生的前途全斷送在主耶穌的顯現上」使我眼

淚一下湧入眼眶。喔! 親愛的主，你就是我的前途，

我的一切，有什麼能替代你在我心中的價值呢?

主使我在工作中也滿有衪的恩典。有過幾次升

遷，但到了一定程度，我就不願意再多投入時間和精

力。我要求自己「出了公司門，不想公司事」。老

闆、同事都知道我下了班有一個更重要的工作， 就

是事奉神。工作中也常有機會和同事傳福音。每次與

人談到主，我的心就喜樂非常。主也教導我如何順服

我的老闆、與人相處、帶領下屬。每一件事臨到我，

我學習從主的手中接過──「He Is All And In All」
(主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三十歲的生日，我告訴主，我已經不再年輕了，

求祂快顯明祂的時間，免得我每天被工作霸佔這麼多

精力與時間。另一方面，我更是抓住每一個可利用的

機會，比從前更下工夫追求主，唯恐記憶力漸差，將

來來不及。有時念慈見我工作服事兩邊忙，還焚膏繼

晷的讀經追求，怕我身體支撐不住。親近一點的弟兄

們也勸我放鬆一點，不要蠟燭兩頭燒。但我的心中就

是有一個說不出的催促，巴不得更多騰出時間給主。

雖經死蔭幽谷，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這一段時間，我因為一九七九年在紐約的手術失

敗，堅持不肯再看醫生，希望經歷神親自的醫治，但

是臉上的腫瘤卻一天比一天加大，到了可怕的地步。

經過肢體們一再的勸說、印證，也顧念念慈一路陪我

歷經信心的煎熬，我再一次進了手術房。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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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日，我在史坦福大學醫院(Stanford Hospital) 
動了一個近十五小時的手術。主治醫師晚上九點半從

手術房拖著雙腿，滿臉疲倦的對念慈說的第一句話就

是:「I will never operate on Mr. Yu again!」（我再

不會為于先生開刀了）是神，使他有如此的耐心和精

力，而且沒有傷到任何面部神經，使我還可以繼續用

口服事主。然而，在動用了開刀房全部五十幾個顯微

鏡下所做的手術，仍然無法根除所有的瘤。手術的本

身就是一次可怕的經驗，再加上仇敵在手術後裡外的

攻擊，更是不堪回首。但是，在我神智稍稍恢復後，

主就用詩篇第二十三篇安慰了我──「雖然行過死蔭

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

的竿，都安慰我。」

這次手術使我元氣大傷，有一年的時間顏面神經

無法正常運作；念慈也因為尚未滿月就在手術房陪伴

我數日，而種下日後十數年嚴重背痛的痼疾。服事環

境更是有很大的改變，使得我們剎時之間要面對許多

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的血液科醫生要我回

STANFORD複撿。那位說再不幫我開刀的Dr.Fee
一見了我就說瘤又長到了危險的邊界，要馬上開，而

且威脅我若不早開，他以後是真的不肯為我開了。我

拖延了開刀日期，希望主給我一句話，好叫我可以免

去這皮肉之苦，這已經是第八個刀，我的心覺得好疲

倦。我說:「主啊，你只要說一句話，即使到了最後

一分鐘，叫我從手術檯上跳下來都可以。」但是，主

一直沒對這病說什麼，只是用平安包圍我和念慈，所

以我們就順服的決定照醫生的吩咐。那想到在開刀的

前三天(十月六日)，主清楚的要我放下職業服事祂。

神聖呼召透天穿雲而來

十月五日的下午，我想到好久不能陪兩個孩子出

去，就應內弟之邀去家旁邊看一個德國的展覽。這類

活動，我向來是不怎麼有興趣的。但那天有個老人在

為人刻木牌子。我想到要刻一句主的話，念慈也鼓勵

說要送我做禮物。我想了一下，就決定刻我很喜歡的

「Jesus Only, Jesus Ever!」(A.B. Simpson弟兄詩歌

中的一句:「惟有耶穌，永是耶穌」)。歡歡喜喜的把

這個牌子帶回家。第二天早晨是主日，我天末亮就起

來禱告。禱告中，主竟然就用這句「惟有耶穌，永是

耶穌！」呼召我起來專心事奉，而且特別點明了是要

放下工作。乍聽到這清楚的命令，心中真是高興，知

道主的時候終於到了。但馬上想到前面服事的艱難和

複雜，心中非常擔憂和猶豫，無力立刻答應主。我對

主說:「主啊，你知道我的心。」

到了手術台上，當我又再度單獨面臨開刀房冰

冷可怕的環境，我像以往一樣，把自己藏在主裡面，

安靜的靠著衪......。但主的靈突然把我拔高來讚美

祂，並且賜給我以賽亞書第六十一章第一節到第四節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

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遺我醫好傷心的

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

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賜華冠與鍚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

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他們必修造已久的

荒場，建立先前淒涼之處，重修歷代荒涼之城。」    

麻醉師在我手上東扎西扎找不到靜脈，插入鼻孔

的管子也粗手粗腳的戳下了鼻腔裡一塊皮，但我的靈

卻被主提升到高處，巴不得掙開大皮帶，舉起雙手來

讚美衪。我一面讚美著「華冠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

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的靈，新造代替舊造，健康代

替疾病，......」，一面清楚的從主得了力量和應

許，知道主把我從一切舊造的綑綁和束縛中釋放，願

意一生傳揚耶穌、高舉基督。肉身雖在受苦，靈裡卻

喜樂滿溢。我就在讚美中，漸漸因麻藥不醒人事。

雖然十架在身不易前進， 

我的歌唱聲音仍是與你更親

手術後，醫生非常的沮喪，因為他找不到什麼可

割的，原來不敢割的，這次仍然不敢碰，而且另一個

下巴下的瘤也是一樣的病體。但我知道主己經為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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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了所有的舊造，身體、靈魂都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更希奇的是三天前對服事道路的猶豫和擔憂也不見

了。祂自己的力量在我裡面答應了祂的呼召。我和念

慈裡面充滿了喜樂，一起禱告時，常被聖靈充滿，因

喜樂而流淚。雖然外面的難處一點沒變，但祂既召了

我，也給了我力量，我豈不欣然邁出腳步答應祂的呼

召?「我與神聖的愛立約，這約豐富非我能悟......

你要作我負責牧人，引導我過一生路程。哦，主，我

接受你自己，向你，我獻我的自己；我要照你可靠應

許來領你的一切豐富。」

接下來的數個禮拜，仇敵開始了猛烈的攻擊，臉

上的瘤慢慢的長回來，白日、黑夜仇敵藉著外面的環

境和裡面的心思來打擊我。「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

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仇敵千方百計的攻擊就

是要我們困惑、後悔，從神的呼召中退回。牠可以一

夜之間使原來幾乎看不出的瘤，一下腫脹到手術前的

大小，而且發痛；牠也可以時常用外在的人、事來攪

擾我們的安息。但那應許我們的永遠是可信的，祂教

導我什麼時候仇敵攻擊，就什麼時候以讚美來誇勝。

「我信神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而主也

每天提醒我們要更深接受十架完全的拯救，不僅是在

病上，更是靈與魂更深的蒙拯救，不容許舊造再時常

回來霸佔我。每天，我都舉手接受我主全勝的生命，

成為我全人的醫治。                                                                                        

十月廿六日，年長弟兄來San Jose，我告訴他主

叫我放下職業專心來服事祂，並且把這十二年來主如

何將這召做在我的裡面簡短的與他交通。這位自幼年

就認識我的長輩聽完，說他一點也不吃驚，因為三個

禮拜前有一天，主突然把一個感覺放在他裡面，就是

「宏潔蒙召了」。實際上這幾週中，我們並沒有交

通，也沒有別人知道這件事而告訴他。不僅如此，當

我們徵詢雙方父母意見時，他們不僅答應，而且是

歡喜的答應。家父對念慈說:「這兩年我們與宏潔一

起，真看出他是一個服事主的人，我們心裡非常放

心。」其實，那天在我告訴他們之前，父母親開車來

探視我手術後的恢復，路上就說:「如果宏潔也蒙召

出來服事主，這真是我們兩老的福氣。」岳父母也高

高興興，說大概除了服事主也沒別的事會叫我心裡那

麼喜樂。這些印證實在是主做的，叫我們心中沒有一

點作難，而且是帶著父母、長輩的祝福。主的厚愛

和奇妙，叫我從深處敬拜!第二天在教會宣佈後，有

弟兄姊妹帶著淚對我說:「我們等了好久！」許多人

也着一直在為這事禱告。他們尚不知十二年前我就知

道會有這一天，我也等了好久。如今，只是來赴一個

十二年前的約，心中的那份欣喜和釋放實在是難以描

述。想到這麼多年，弟兄姊妹不僅為我的病擺上許多

禱告，還為我的蒙召祈求，我何幸能享受這麼多的恩

典！祂做在我這小子身上的，真超過我所能想像。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當寫這篇見證時，過去主手工作的點滴，一一

在腦海中走過，我的心被感恩充塞。我是什麼人，值

得祂花這麼多的心血，這麼多的時間來教育我。因著

病，我比別人都軟弱，許多時候不靠著主就無法走下

一步。常常在主日的早上，當我看見鏡中的自己，仇

敵一個火箭就攻進來，叫我覺得一個這樣臉腫的人站

在講台上，是多麼叫弟兄姊妹受苦，我必須馬上扭轉

我的心思，注視主 ── 是衪，不是我，在這裡服事

人；是祂，不是我，能有以給人；我只不過是個器

皿。也有許多時候，我陪著生病的弟兄姊妹禱告，我

絕不容許仇敵嗤笑我自己仍帶著這麼一個明顯的病。

我信我的神，縱使病一直在我身上，祂仍是那位獨

一、全能、愛我的神。這麼多年，感觸最深的，就是

祂的能力顯在我這軟弱的人身上，那樣真實、那樣寶

貴。祂的恩典也那樣豐厚，隨處可見祂愛的痕跡，一

路隨著，從不短缺。雖然，目前只知道要放下工作全

部時間服事主，以後還有好長的路需要步步跟隨，但

就像一首主給我和念慈的詩歌，「願意被待如同孩

子，所往都是受意」。憑著簡單的信，一生只求祂的

喜悅。我沒有千萬條生命，這唯一的一條，主，理當

歸你!      �

    完稿於一九九一年末

【後記】從1967年接受第一次手術開始，腫瘤每次都快

速的復發，所以平均每3-5年就需再接受一次手術，到

1991年，已經為這瘤動了八次手術。然而希奇的是：那

一次醫生下不了刀的手術之後，我的腫瘤不僅在兩、三

個月後不再繼續長大(信心考驗期)	，反而逐日萎縮，再

也沒有動過手術！22年後的今天，許多人只以為我牙痛

而已。神有祂的時間和獨行奇事的方式	 (In His time, 
by His way,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願一切

榮耀全歸給祂！

去年是服事主滿二十年，雖也有艱辛低谷，回頭看

都是路滴脂油恩重重，服事祂的年日越久，越是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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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作你愛的俘虜

◎ 于楊念慈

      【蒙恩】

我的父家在中國安徽是個望族，祖父早逝，奶奶

很早就因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而成為天主教徒。父

親在抗戰時離家上大學，自此與奶奶聚少離多，後又

因內戰到了台灣，在法律界及教育界服務了數十年。

與母親結婚後，多半因為懷念在家鄉的奶奶而恢復了

上教堂，而且非常投入。所以，我們家自小就常有神

父、修士來訪，也很敬虔的遵守所有的齋戒、禮儀、

禁食、節期，等等。我不到十歲就受了堅證禮，若有

那一個星期天沒有去望彌撒，一定先向神父告解之後

才領聖餐；下課後常到教堂作功課；心情不好也騎著

自行車到教堂找修女聊天；高中隨著父母參加“閉

靜”，安靜好幾天；天主經、聖母經背得滾瓜爛熟；

每年受難節，跪苦路跪好幾個小時，…。這麼多美好

的宗教情操，使我一直很自豪自己的信仰，對於所有

其他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都認為是異教，不屑一

顧。

一直到了上大學，在校園裡遇見一群基督徒，他

們熱心的邀請我參加校園團契。我一面忠於我的天主

教社團，一面忍不住好奇的偶爾參加這個心目中是“

叛教”的團契。我常與他們辯論，這些年輕的基督徒

有些的確具備很好的聖經基礎，但是他們的回答往往

不能滿足我一連串的提問，更是不敵我尖銳的挑戰。

我表面是想挑出基督教的漏洞，證明他們離開天主教

是錯誤，但是內心深處卻無法否認在這些與我年紀相

仿的基督徒身上，有一些我說不出來的東西是我沒有

的，而且是我羨慕的。我發現我有宗教的熱誠和堅

持，但是這位神卻對我來說非常陌生，我與祂沒有什

麼個人的關係。這一群基督徒中間，有一個人叫于宏

潔。有一天，他對我說，「妳的信仰只是妳美好生活

的一個點綴，而對我而言，卻是全部。」這句話點出

了癥結所在，也開始了我追求神自己的一個新里程。

在經過很多的自我挑戰和掙扎之後，我於大學

三年級寒假前受浸，歸入主的名下，確確實實知道自

己重生得救，成為神的兒女。我因為受浸之前就固定

聚會，也算認真追求，只是不願意公開自己也成了“

叛教”的一員。既然決定再次受浸，就衝破了這層顧

慮，裡外都得釋放，與神的關係大得增進，非常喜

樂。

【蒙啟示】

在我與于弟兄結婚前，我已察覺他似乎有成為傳

道人的跡象。再加上他自小的病，是我父母及我本人

極大的憂慮。交往了七年，似乎該成婚，但是我深怕

無法承擔未來可能的遭遇。所以在婚前與神有一次交

涉，求神給我一個確據，知道是神要我嫁給他，而不

是我自己太愛他。神真是大有憐憫，我才跪下來，聖

靈就把一個“出人意外的平安”澆灌下來，用我可以

明白的話語告訴我：「服事我所愛的，就是服事我。

宏潔左臉上的瘤每隔兩三年就長到要動手術的

地步。七九年之後，因為在紐約的手術失敗，切斷了

他嘴角的神經，他就立定心志不肯再開刀，要完全依

靠神。神也滿有恩慈，屢屢有話來堅固他的信心，只

是瘤子越長越大，這對我們是極大的煎熬。加上神對

他全時間的呼召似乎也越來越急切，長輩及弟兄姐妹

們都迫不及待他放下工作來服事主。再一次，我惶恐

的跪在主面前，我對主說： 「袮若對這人有這麼高

的要求，我陪著他走這條信心的路，實在是很辛苦。

既然是你所配合的，使我成為他的妻子，那袮給他的

一份，也要給我，免得我苦苦在後面跟不上。」神信

實的讓聖靈再一次澆灌我，用平安托住我忐忑的心，

我知道神聽了我的禱告。那個晚上跪在客廳燈下的情

景，如今還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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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蒙天召 - 全職同工蒙召見證

【蒙召】

一九八七年，我懷著五個月的身孕，陪著宏潔到

紐約Rigewood教會（榮耀秀教士的母教會）所辦的勞

工節退修會【註1】，希望專心尋求神的旨意，是否要

在停了一切醫藥近九年之後，在 Stanford 醫院動手

術。沒想到，在第三天早上的聚會，當眾人站起來同

聲頌讚，聖靈藉著一位姐妹翻出來的方言，清清楚楚

的對我說話：「小信的人哪，你不要害怕。神為愛祂

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

也未曾想到的。」可能在別人耳中，這句話不過是聚

會中神藉著肢體們所說的話之一，我卻一下子跌坐在

椅子上，害怕、驚訝、喜樂、不知所措，因為神用這

句話呼召我全時間事奉祂！我說：「神哪，你不是當

真吧！我們素來等候你什麼時候要宏潔放下工作，我

連這個都覺得很難了，袮怎麼會要我也全時間呢？何

況我們來這裡是為了病的事情來尋求袮的！」可是，

神說話的力道實在太強了，我浸沉在神可畏的同在

中，不敢再說好說歹。

傍晚看見宏潔，與他交通上午的經歷，但是嚴嚴

囑咐他不可告訴任何人，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可能答應

主。自此以後，我本就不平靜的信仰之路，又添加了

一層憂慮 —— 害怕神當真要我全時間服事。

【不肯放我的大愛】

經過1988年的大手術，由於顏面神經受到太大的

攪動，宏潔在將近一年之後才能恢復出口的服事。雖

然當時的服事環境非常不正常，我不僅不再勸阻宏潔

全時間服事主，甚至鼓勵他，還以為只要我們有一人

答應主，另一人就織帳篷養生，主也不會堅持了， 而

我當然比宏潔適合做這個織帳篷的人。「神的恩賜和

選召是沒有後悔的」，我雖一再逃躲，祂的工作卻一

直不歇息。1987年的呼召不僅沒有褪色過，而且一再

的加強，催逼著我的心。

1993年後，我們開始獨立牧養位於Cupertino的
教會，生活各方面都沒有保障，曾經從教會整個月所

得的奉獻只有宏潔以前一天的所得，而他的醫療保

險也無著落，只能掛在我的工作上，兩個孩子都還是

個位數的年紀。稀奇的是神的催逼一點沒有手軟。我

常常在各種的聚會中聽見神的呼召。福音聚會的見證

是給福音朋友聽的，在我耳中卻成了神的呼召，聽得

淚流滿面；擘餅聚會一個普通的禱告，一首常唱的詩

歌，也可能引得我哭著向主認罪，認我不愛祂的罪；

主日信息更是常常扎我的心，如見神的面。印象更深

刻的是宏潔在週六上午的「聖經研讀班」有一次講「

保羅行踪與書信簡介」，我幾次在課堂完了之後，釘

在椅子上無法離開 —— 保羅那「若有人不愛主，這

人可咒可詛」的聲音好像從兩千年前走出來，迴盪在

我四周，久久不散！

1995年底，我意外懷孕，欣喜若狂，全家都浸

沉在又緊張（怕擔子重）又快樂（我向來喜歡多幾個

孩子）的奇妙氣氛中。我再向主討價還價：「主啊，

讓我生下這個孩子，給我幾年享受作全職母親，孩子

一上學，我就完全沒有遺憾的全職服事你。」祂的意

念高過我的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唯有祂是

神！懷孕將近五個月，我失去了這個孩子！漫天的悲

傷把我擄了去，加上荷爾蒙顛倒，我得了極嚴重的臨

床憂鬱症，需要治療。神卻幾次禁止我吃藥。在這段

黑暗的日子，我放下一切的埋怨和不明白，開始學習

在靈中用詩篇讚美神。是讚美的大能帶我離開黑暗，

重新累積行路的力量！

1996年年底宏潔第一次去中國，講約伯記。本來

定的是六月去，因我的病而延到十二月。

我當時尚在病假之中，有一個感動想隨宏潔去

中國，心裡偷偷盼望神可以有點什麼作為，讓我勝

過我軟弱的光景。第一站就是北京，走出寬大卻破舊

的首都機場，坐在擠滿人的小麵包車上，我靠著車窗

看著外面早晨陰暗的天空和滿街上的人，除了一點點

的失望，憂鬱的情緒遮蓋了所有初來乍到的新鮮。突

然，面前出現了一個奇景：有一個自行車族形成的好

大的三角形，在紅綠燈對面等著過馬路，綠燈一亮，

這個大三角形自動變成另一個方向的倒三角形往我們

這邊湧來。我們的麵包車在自行車海中緩慢的前進，

眼前這一大片身穿深色衣裳、臉上佈滿滄桑、沒有笑

容的人群，是我的骨肉之親 … 淚水「嘩」一下流了

整臉！心裡響起那首英文詩歌：「People Need The 
Lord」（「人們需要主」）。這個在北京街頭的冬日

早晨，成了我人生中一個重要的停格 ——神用祂國度

的需要醫治了我失去孩子的憂傷！

【註1】�該處的聚會是傳統的「五旬節教派」，非常敬虔保守，注重聖靈的工作，但與今日不合真理的極端靈恩表現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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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1993-2013)感恩特刊

1997年八月二十七日，教會正在 Camp Hammer 
一年一度的退修會。我坐在窗前晨更，按計劃讀經，

讀到以賽亞書四十九章，「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

我作他的僕人，…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也

成為我的力量。」這原是指著主耶穌的僕人之歌，但

是我的心咯着一下，這個話的力量平靜了我所有的掙

扎，知道再也不能逃避這呼召了！我再為自己說千萬

個理由，再認為自己不配不能，祂已經說了 —— 是

祂看我為尊貴，也是祂成為我的力量，都在於祂，不

在於我！

1998年二月，宏潔從中國服事一個月之後，帶病

回到家，一直低燒了三十餘天，肝功能指數不正常，

偏頭痛劇烈又頻繁，醫生查不出原因，但是都表達關

切。我有一天為他禱告，神再一次提醒我，我是與他

一同蒙召的夥伴，現在不一起服事，要等到何時呢？

也不知那兒來的力量，我答應了主馬上離開工作。在

廚房洗碗時，一想到我的憂鬱症，從來沒吃過藥，如

果像一位醫生所言它可能隨時復發，我怎麼可能經得

起服事教會那麼多的挑戰呢？剎時，我又似乎要向我

的憂慮投降了。就求主給我一個確據，使我壯膽往

前。正在禱告，一個超然的經歷，叫我看見裡頭的黑

暗離我而去，主的光明在我心中掌權。我濕著雙手，

跪下來敬拜感謝這位充滿憐憫的神。一個這麼微不足

道的請求，神都這樣及時的顧念我，我還猶豫什麼

呢？

接下來與公公婆婆交通，他們說早就知道我會走

這一步，非常高興。又得著屬靈長輩的印證，再接著

與教會負責弟兄們交通。七月飛回台灣告知母親這個

決定，母親聽了也一點沒有吃驚，只是憂心我們將來

的生活。我告訴她，主有話：“多的時候沒有餘，少

的時候也沒有缺”，她略微寬心。

這點點滴滴或大或小的經歷，都是神耐心細微的

雕琢一個不配的器皿，為要讓一個小信又自以為是的

小女子心甘情願奉獻自己，順服祂的恩召，還祂餘生

若債！     �

     —— 整理自1998年八月蒙召見證

【後記】為了教會二十週年特刊，才把過去的見證找

出來。匆匆一過，已經蒙召二十六年，全職十四年！

想起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半開玩笑的警告宏潔將來不

可當傳道人，因為我不想當傳道人的妻子，希望能保

有我隨心隨性的自由。沒想到神那不肯放我的愛牢牢

抓住我，使我成為祂愛的俘虜，不僅成了傳道人的妻

子，還成了傳道人，一生不得自由！只是我現在甘心

如此，即使還我自由，我也棄如敝屣，還要高唱「事

奉耶穌真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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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主愛深且厚

自小家裡逢年過節，父親就會領著全家人，一起

拿香祭拜祖先和偶像。母親還會囑咐孩子們：不要去

信基督教，那是洋教，不讓人燒香祭祖。從小就把母

親的叮嚀謹記在心，所以只要有人向我傳福音，我一

概拒之於門外。記得上小學和國中時，我都因無法拒

絕同學一再邀請，就很勉強地參加一次他們的聚會，

之後我都很自責沒有聽從母親的交待，所以，心裡打

定了主意，以後絕不貿然接受別人的邀請。就這樣，

與神的救恩擦肩而過，一蹉跎就是二十多年。

1997年舉家移民到加拿大溫哥華。在1999年的暑

假認識哲賢姊妹，她很熱心邀請我去參加聚會。我

不加思索地拒絕了。感謝主用那不肯放過的愛感動

了姊妹，使她沒有打退堂鼓，反而更不屈不撓地每

週邀請，一連三個半月，於是我只好勉強去參加一

次，沒想到，就在那次的聚會中，神藉著聖徒詩歌第

105首“愛救了我”，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啊！神

的愛太奇妙深厚了！我開始流下淚來說：是的，“

當我在世界漂泊，愛救了我”。當李紀志英師母問

我：“Ellen，妳覺得今晚的聚會怎麼樣呢？”我脫

口而出：“太棒了！太溫暖了！我感覺就像回到家了

一樣。”之後，經過李師母不辭辛勞地帶領查經三個

月，我不但決志，還受浸歸入主的名下了。回顧在信

主前，我是一個不斷拒絕神的人，從讀書、工作，甚

至到婚後，我剛硬地抵擋神的救恩，直到1999年底，

神用祂奇妙又測不透的愛俘虜了我，使我開始向祂敞

開我這塵封已久的心門。祂的愛就不斷地向我傾注，

使我不能不完全降服在主的奇恩妙愛裡！

蒙寶血買贖

感謝主！信主後，主持續不斷地加深我對祂的渴

慕，每天清晨五點就迫不及待地與祂相會，藉著唱詩

向神讚美、敬拜；藉著讀經，領受神為我預備的新

鮮嗎哪；在禱告中與主傾心吐意，我常忍不住就向主

說：“主，我一生都要來敬拜袮、服事袮，請你使用

我。”有段日子，一讀到四福音書，看見耶穌被譏

笑、被戲弄、而且被鞭打、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

我們每一個罪人將自己的命傾倒……。這一幕幕都立

即鮮明地活畫在我眼前，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淚，我

心痛主為我這不值的罪人上十架受害並受死。就好像

電影“耶穌傳”裡面的情景重現一樣……。我再也不

能否認：我心愛的救主是為我被掛在十字架上；我是

祂自己用寶血重價所買贖回來的，所以理當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歸給耶穌。我再次向神回應說：“親愛

的主啊，我命、我愛，所有都歸給袮！”

學習事奉主

2002年暑假，德雄 (我的丈夫) 帶領我們全家搬

到美國矽谷，第一個主日，我們就參加「矽谷基督徒

聚會」的聚會，我們立即被這裡所釋放的信息以及弟

兄姊妹的愛所觸動和吸引，就自然而然地把這裡當作

我們屬靈的家。之後，看見神家有很多需要，特別是

教會的辦公室、圖書館以及影音產品的複製，很缺人

手，我就順服感動加入辦公室義工的行列，與幾位姊

妹們一起服事，開始嚐到“服事耶穌真有快樂”的甘

美。記得有一次我在複製錄音帶，正在貼錄音帶的貼

紙時，于弟兄剛好經過我身邊，就教導我說：「無論

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

的。」（西 3：23）這句話就成為我日後在服事上的

一個重要的提醒和動力，也幫助我服事時要更忠心與

殷勤，並激勵我每次都想全力以赴，巴不得每次都是

把最好的服事獻給主。

愛神愛神家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

」（詩122：1）不論是參加聚會或服事，我都很喜

樂。特別是對教會的禱告會，一直都有很大的負擔。

一方面覺得神家太需要有人守望，弟兄姊妹也需要

◎ 殷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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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基督徒聚會二十週年(1993-2013)感恩特刊

彼此代禱；另一方面，覺得禱告實在是太重要了，的

確就像“屬靈的呼吸”，我鼓勵自己一定要好好地藉

著每週參加禱告會來操練這個寶貴的功課。藉著禱

告，可以第一手經歷神的信實；也可以親眼看見神的

作為，而且我越禱告，我發覺心裡就越為錫安火熱，

也越愛神的家。忍不住就對主表明：主啊！「在袮的

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寧可在我神殿中看

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篷裡。」（詩84：10）此後，

我幾乎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學後，就到教會來服事，直

到下午去接孩子放學。在神家的服事真是甘甜，不論

工作性質有多煩瑣；時間有多忙碌，心裡總是充滿了

喜樂和滿足。

神的話與召

如此過了近一年，在2003年年初，有一天于弟兄

和于師母向我問及：“Ellen，看妳那麼盡心盡力在

服事主，妳是否尋求過要成為一個「全時間」事奉主

的人？”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全時間」或者「非

全時間」事奉主有什麼區別，我只是覺得我一生都要

來事奉祂。於是，我開始認真尋求神在我身上的呼召

和帶領。經過半年專心的禱告、尋求，在一次的晨更

中，我輕聲地問：“主啊！袮是否要呼召我出來全時

間事奉袮？袮是否有話要指示我？我在此等候。”忽

然主就很清楚地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

你。」（詩2：7）戰兢之餘，我就小心地與主確認，

連續兩次，主都是很清楚地用這句寶貴的經文向我確

定祂在我身上的召。我知道祂已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

的盼望。」從今以後，要站在祂兒子的地位上，在復

活新造的裡面，事奉這位又真又活的獨一真神！但是

我自覺不配，常懇求主在各方面多多裝備我，使我真

能合祂使用！

異象與使命

在教會聽講道近二年後，就深深被于弟兄所傳講

的「我們的異象─基督與教會」抓住。阿們！「基

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教會是他的身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1:22-23)。感謝主，藉

此信息開啟了我，使我認識到 ─ 教會永遠只有一

個根基就是基督；教會只有一個使命就是彰顯基督。

也使我明白神的心意是要得著團體的基督 ─ 就是教

會。很寶貴這些真理，就欣然地把自己放進基督的身

體裡，盼望與眾肢體同命同心，也甚願與眾聖徒一起

被成全、裝備，而能一起在神家盡功用，並能與各服

事部門彼此配搭「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感

謝神！在2004年1月把我擺進長執團隊，同年9月我也

正式成為教會辦公室的一員，在2009年8月30日(夏令

退修會)被按立為教會的實習傳道人，懷著恐懼戰兢

的心接受了這些裝備的機會和挑戰，盼望可以進一步

與眾聖徒一起學習：如何在基督的身體中盡功用，彼

此建造、同心事奉，好讓基督的身體長大成熟，滿有

基督長成的身量，成為一個榮耀的教會，可以歸給基

督。

全是神恩典

這些年，看見同工和自己在主裡有長進，很感

恩。特別是親身經歷了神藉著帶領「矽谷基督徒聚

會」購買Bowers Avenue會所這段漫長又艱辛的建堂

之路，不但建造了我們外面看得見的聖殿，更是經營

了我們裡面看不見的靈宮。原本的我，只是一個卑微

無用的人，卻可以與眾同伴一同看見祂大能的作為；

並見證祂所行的甚是美好！只要一想到這些，我就低

頭敬拜神！相信這位全知、全能、全愛的神，必會藉

著「門徒訓練」裝備我們，使我們榮上加榮地被祂改

變，可以更像祂，也可以更愛祂。並藉著祂所發起的

各項事工，興起更多神家的領袖。神啊！「願愛你的

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我在這些年的服事中，多

次看見自己的無能、失敗、氣餒，有時幾乎無力向

前，想要放棄，但是每一次，只要我願意帶著自己的

本相來到主的面前，向祂承認我什麼都不能，也什麼

都不會，並且更迫切地向主求服事的能力和智慧，這

位信實又慈愛的主總是用呼召我的這句話「你是我的

兒子，我今日生你。」來安慰我及堅固我；同時，又

加持續的力量和勇氣給我，使我可以靠著祂繼續歡然

舉足，忠心地與眾同伴奔跑在這條蒙福又榮耀的事奉

道路上！

有一首詩歌 ─ 「收我此生作奉獻」(聖徒詩歌 第313

首)，是我向神的奉獻禱告以及愛的回應：

收我此生作奉獻，毫無保留在你前；

收我光陰並時日，用以榮耀你不置。

為我荊棘冠冕你肯戴，為我釘死苦架你受害，

為你，我願獻上我命與我愛，為你，事你到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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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 董智惠

竟是這樣的帶領

母親在1992年就想受洗歸入主的名下，但所在的

美國教會要求受洗者上台講見證。她就盼望我陪著她

受洗。自己因著尚未清楚得救就沒有答應。後來考慮

到母親常搭機往返台灣和美國，萬一出了什麼事而沒

機會受洗，豈不成為遺憾！只好很勉強地陪著她在

1993 年4月受了洗。勉強是因為實在不願意在不清不

楚的情況下作這麼神聖的事。儘管如此糊塗地入門，

但我們的主滿有憐憫，祂仍舊用心中的純正，手中的

巧妙繼續帶領我。當時在美國教會，每週只花兩個鐘

頭去教會參加主日崇拜，並且信息十之八九都聽不

懂，沒有任何肢體生活。然而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受洗後竟然每天堅持讀聖經，鮮少間斷，自己也稀奇

這麼沒有毅力的人怎能有這堅持？我知道這是主做

的。

祂從灰塵裡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

後來搬到南灣，進入一個中國教會，終於可以享

受聚會與肢體生活。常在音樂敬拜中被主的愛充滿，

彷彿主一次又一次用油和酒為我裹傷，把我從過去不

堪的傷痛歷史帶出來。祂洗滌我，煉淨我，更新我。

終於，祂使用我，用音樂敬拜來服事祂。這豈不是利

未人的特權嗎？我是什麼人，祂竟肯用我？

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 

    前我欲利用主，今則主用我

2001年來到我們教會，也是真正認真走主道路的

開始。一週又一週強有力的信息不僅深深滿足靈裡面

的需要，更是厲害地吸引我來愛耶穌。牧者竭誠為主

的擺上，弟兄姐妹單純忠心的跟隨都大大激勵著我，

讓我愈來愈肯付代價來跟隨主，服事主。真如詩歌所

說“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前我欲利用主，

今則主用我。”服事主的心志在裡面不斷加增，到了

2005年退修會于弟兄呼召有心全時服事主的工人，教

會有30幾位回應此呼召，主也感動我進入此等候主呼

召的行列裡。2008年當念慈姐讓我禱告是否接任敬拜

執事。我第一個反應是“怎麼可能，這麼不配的人？

再加上實在沒有時間…”，然而神用歌羅西書3：23-

24鼓勵我「23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

做的，不是給人做的，24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

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日後多少

次在服事上疲倦、灰心時，是這些話再次堅固我。

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2009年有一個進教會全時間服事的機會。我很認

真的尋求，主給了我一句話「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

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約

12：26)。當時母親反對，加上自己捨不得這群可愛

的鋼琴學生，就以為這話不是主的呼召。2010年參加

CTC特會，看見主藉著于弟兄正在作何等大的事，心

裡很被觸動，強烈的盼望能投入主的大工，有份於這

國度性的事工。因此回來後開始私底下切切的尋求主

的帶領。原本熱愛的教琴工作也很稀奇的變得乏味。

在一次禱告中，念慈姐突然禱告說：「主啊，智惠在

尋求袮，若袮呼召她，求袮賜給她話，讓她清楚袮的

帶領…」;過一陣子，她又禱告：「袮在哪裡，服事

袮的人也要在那裡…」稀奇的是，春秋姐妹也重複著

禱告「…是的，袮在哪裡，服事袮的人也要在那裡…

」我很驚異，因為我這次的尋求並沒有告訴任何人，

至此我明白主是藉著去年同樣的話再次呼召我。有了

主的話，我再向主求一個印證，就是能得到母親的祝

福。感謝主，一反於去年的反對，她竟也願意我走這

條不一樣的路。終於1/1/2011走上了這一條最蒙福的

路。雖然極其不配，但願意靠主恩典，一路跟隨祂直

到路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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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頭來的呼召
◎ 陳明

我出生在湖北的一個小縣城，父母是小學老師，

從小成長的環境並沒有機會來接觸到基督信仰。 

1993年到北京清華大學念大學，後來1997年本科畢業

後又繼續留校念碩士研究生。期間也沒有機會接觸到

基督信仰，然而在我自己的腦海裡卻常常思想一些問

題：“我們到底從哪裡來？又向哪裡去？我們到底活

著是為什麼？”

2000年，因為當時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

研究院(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的一位老師（也是

一位基督徒）訪問清華的時候提到可能為我和朱瑛（

她那是還是我的女朋友）在墨爾本大學申請到兩個念

PhD的機會，我們因此也就開始了我們的留學申請。

很快，朱瑛就拿到了她的簽證，於2000年10月來到了

墨爾本。而我的簽證申請卻一再被延遲，當時我非常

希望能夠早日來墨爾本和朱瑛團聚。然而，感謝神，

朱瑛在墨爾本認識了一幫頌恩堂的朋友。他們不僅僅

在生活上對朱瑛有許多的幫助，而且也很關心我簽證

申請的進展情況。儘管我們當時對基督信仰不是十分

了解，甚至還有一些抵觸，然而實在是盼望能夠早日

團聚，因此朱瑛向教會的長老提出來希望為我申請簽

證的事情禱告。然而奇妙的是，在禱告後的第二天，

我就接到墨爾本大學全額獎學金的通知。

我於2001年4月27日星期五來到了澳洲，4月29日

星期天就參加了教會的主日崇拜，並且參加了正好在

當天開始的慕道班。慕道班的老師鼓勵我們自己讀

聖經，讓我們從新約聖經的四福音書開始讀起。儘管

我那時不理解耶穌所行的很多神蹟奇事，但我無法否

認耶穌關於人性的講論，我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很

多的時候，別人也許從外面看起來會覺得我不錯，但

我知道我自己內心的光景，很多的時候，連自己也討

厭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也被主耶穌那聖潔無瑕疵的

生命所吸引，也從內心渴慕擁有那種聖潔、良善、平

安、喜樂的生命。更感謝主，祂用自己的生命為我們

開了一扇門，祂應許也樂意將自己聖潔無瑕疵的生命

來賜給我們，只要我們承認我們的罪，接受祂為我們

生命的主宰。其實，我都記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天

被主的愛折服，而打開自己的心門來接受祂的。但感

謝神！我和朱瑛是在2002年2月11日受洗歸入主耶穌

的名下。

然而，在我信主不久後讀聖經或者聽講道信息的

時候，我常常沒有辦法明白「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我覺得我是一

個願意跟從祂的人，但我不知道如何是“背起我的十

字架來跟從祂”。那時，我以為只有全時間的傳道人

才是“背起十字架來跟從祂”。因此，我的內心充滿

了掙扎。一方面我知道主愛我，主為我捨己，主的話

語永遠不會錯；而另一方面，我自己裡面又過不去，

我又沒有辦法不面對這個問題。那段時間，主似乎在

問我一個問題“你是否願意拋下一切來服事我？”我

的第一個反應就是“No”，我覺得我是來澳洲讀書

的，我怎麼可能“拋下一切來服事袮”。但主似乎繼

續來問我這個問題，我的第二個答案就是“這樣吧，

我來做一個基督徒的科學家來榮耀你的名。看，今天

有多少有名的科學家不認識你，而他們又影響了多少

的年輕人。”但主還是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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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從2004年下半年，朱瑛開始在網路上找

到于弟兄的信息，當我也開始聽這些信息的時候，我

的心一下子就被于弟兄的信息所抓著，也一次一次地

被神的愛所感動，所折服，也更認識我們的神的做事

原則。這讓我從一切的掙扎中釋放出來，從而化為向

主的一個禱告“主，我願意順服您的旨意，願意把我

的一生和我的全家都交在您的手中。求您來引領我，

讓我在您的時間明白您的旨意，我也願意在今天就好

好預備自己，求主來幫助我。”

2005年初，當時SVCA為了購買3131 Bowers Ave.
的會所開始了第一輪24/100守望禱告，神也感動我加

入這項服事，當我在網上報名的時候，正好有一個是

墨爾本清晨的20分鐘的時間段，因此我就選擇了這個

時間。那天早晨，當我醒來後就到客廳去禱告，我還

沒有跪下來，就有一個說不出來的能力從上臨到我的

身上，我的眼淚就不由自主的流下來，整個20分鐘的

時間，我就在那裡流淚，然而心中卻充滿了一個無以

言表的平安，這是我第一次清楚的知道“我們的主何

等地盼望和我們相遇！”這一次的經歷，讓我不再是

風聞有祂，不再只是在理性上來認識祂，而讓我真實

地親身經歷祂。

從這以後，我自己雖然在全時間的工作中，但我

知道工作並不是我的一切。一方面主也藉著工作來在

各方面來訓練我，另一方面我也積極地來預備自己：

一是自己建立了一個穩定的讀經和禱告的習慣（每年

至少將聖經讀兩遍）；同時也藉著香柏木培訓中心的

課程和SVCA的信息來積極的預備自己，來更深明白神

的心意。

2010年上半年，主藉著工作的機會將我們全家帶

到SVCA中有半年的時間，我們全家都很享受和SVCA
弟兄姊妹一同的時間，不僅僅第一手地領受神話語的

供應，更是覺得在這裡有許多聖靈的同伴，每次的擘

餅聚會和禱告的聚會我都非常得激勵。半年的時間很

快就過去了，但在我們的心中卻有一個禱告，盼望神

能夠再次帶領我們回到SVCA當中。

2010年9月份的時候，于弟兄夫婦來墨爾本服

事，我們有機會有了更多的交通，于弟兄和于師母也

鼓勵我可以考慮全時間的事奉，儘管我自己以前也有

過這樣的想法，但真正面對這樣的挑戰時，心中還是

充滿了膽怯，但我們知道“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

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

們嗎？”。我們就是帶著一顆感恩的心將我們一起的

憂慮，擔心和害怕帶到主的面前，更是將自己和全家

奉獻在祂的手中，願祂自己的旨意能夠成全！中間于

弟兄和于師母也常常藉著電話來鼓勵我們，陪我們一

同禱告。

隨著時間過來，自己裡面奉獻的心志也越來越

強。2011年10月份和香柏木的同工一同前往中國服

事的時候，當我走進墨爾本的海關大廳的時候，我

想“主啊，您會藉著這次短宣向我說什麼呢？”話音

未落，我自己裡面一個聲音“主，我在這裡，請差遣

我！”我自己的眼淚就不住地流下來。然而我自己還

是覺得自己裡面的力量不夠，不太敢走上這條全時間

服事的道路。然而當我從中國回來後，繼續為著這件

事在向主禱告時，詩篇27篇“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

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進入我的心中，我

自己裡面知道我不需要再向神來求更多的印證，我只

需要在每一個時刻將自己交託在這位信實的主的手

中，願榮耀歸給祂！

也感謝主，當我們在信心中踏上這條道路，開始

和SVCA的牧長執同工們交通時，主也在交通之前兩

天向朱瑛清楚地說話了，而這也是我們長期向神的

禱告-願主自己來顯明這個呼召是來自祂，也是藉著

祂，更是為了祂！

最後，我們想一方面謝謝我們這一位慈愛的救

主–祂實在是一位獨行奇事的神【深哉，神豐富的

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

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誰是

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

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

們！】；另外一方面也謝謝所有鼓勵我們，也忍耐等

候我們，在背後為我們在父面前屈膝，陪我們一同走

過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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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多媒體產品介紹

 甚願不論是我們個人、家庭或教會，都能活出「讓主居首位」的實際和見證，俾使我們的生活、事奉和工

作，都能以主為中心，尊主為大，凡事蒙主的喜悅和祝福！

歡迎您訂系列信息產品：

1.	讓主居首位

2.	小先知書

3.	以賽亞書

4.	摩西五經概論

5.	跟隨衪的腳蹤行

6.	從希伯來書看「唯獨基督」

7.	從歌羅西書看「唯獨基督」

 尚有其他系列講座以及福音信息產品，歡迎直接上網訂購http://www.svca.cc/，或致電教會辦公室，或電

郵：office@svca.cc 訂購。

親愛的讀者們，主內平安！

非常謝謝您長久以來，在主裡給「矽谷基督徒聚會」的多方扶持和代禱。

今年是我們建堂二十週年，一方面為要記念神在我們教會的屬天呼召是堅定不移，永不改變；同

時特要見證這二十年來，真是路滴脂油、恩重重！所以，我們非常盼望藉著這一期的特刊，與您一同

分享神在我們當中的恩典與祝福，並同心歸頌讚、榮耀給這位獨行奇事的神！

「天召不移，路滿脂油」，是我們這二十年的成長過程，可用四個階段來回顧神在我們中間的大

能作為：1. 1993-2000 Orange小教堂的開創期，2. 2000-2004在De Anza 大學的寄居期，3. 2004-2008 
上去得那地為業,4. 2008-2012 Bowers新會所建造期。感謝神！一路用雲柱、火柱按站帶領祂的百姓往

前，幫助我們過五關、斬六將，使我們得以親身經歷並見證「祂所行的甚是美好」！

對於未來的展望，2013年全教會追求的主題是「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這是

我們的心願和禱告，巴不得有更多愛主的人被主得著，成為有使命的工人。四月份，我們將展開兩年

一期的「新人門徒訓練」，為將來（包括下一代）打下紮實的根基，也藉著落實在各項服事中，興起

更多的神家領袖。如此，裡面和外面的建堂第二階段也就指日可待了。

這塊地是神所揀選立名的居所，甚願我們世世代代、子子孫孫在這裡敬拜祂、事奉祂！

「香柏木」	二十週年特刊	編輯室

2013年3月

編後語



當雲柱火柱再度起行

感謝神在過去二十年親自帶領我們走過風

風雨雨，也經歷祂的信實。下一個二十年，因

為世代艱難，教會可能要面對日益嚴峻的挑

戰。我們一面需要更多謙卑的倚靠主，一面也

需要加速我們該有的成長，無論是在與主的關

係上，或者是我們的生命和使命上，都盼望能

更合乎神的心意。

另外，請弟兄姊妹特別在禱告中記念的

一件事，就是建堂計劃的第二階段---那容納

1000人聚會廳的興建。雖然目前我們還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開始動工，但是我們希望要先有充

分的禱告，讓禱告永遠走在各樣的事工之前，

人的預備特別重要，尤其是這麼重大的計劃。

一方面我們盼望當雲柱火柱再度起行的時候，

我們都預備好了，能夠跟得上神的帶領；另一

方面，在聚會場地擴大之前，求神先來擴大我

們的生命和服事的度量與質量，好讓我們能配

得上這擴大的祝福與更大的託付。在此特別請

求在各地常常扶持我們的主內弟兄姊妹和屬靈

前輩們，請你們繼續在禱告中記念我們，也不

吝惜的指正並鼓勵我們，好讓我們能夠忠心的

往前，使神的旨意能在我們身上得以成就！

于宏潔



「香柏木」季刊編輯室

	 矽谷基督徒聚會	

 Silicon Valley Christian Assembly
 3131 Bowers Ave. Santa Clara, CA 95054
 http://www.svca.cc
	 電話:(408) 988-1888 傳真:(408) 988-1885

Non 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Cupertino, CA
Permit No.  56

基督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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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ALL AND  IN ALL
  (歌羅西書 3:11)

以利沙代  以便以謝  以馬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