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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預備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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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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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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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宏潔

建堂的負擔

本於
倚靠
歸於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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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預備祂的道路

[2004]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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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對摩西說，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

嗎，現在要看我的話向你應驗不應驗！」(民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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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5  大約有100位大人、孩子一同前往並進入Bowers

場所內。于弟兄分享　神所給的話，牧、長、執

們交通、印證，接著繞行會場，唱詩、讚美　

神，並大聲祈禱、宣告　神的得勝！

06/04 定出禱告方向集中在三方面：

1.  得到合約(Get the deal)
2.  得到使用許可 (Get the permit)
3.  得到建堂基金七百萬(Get the money)

06/05 累計數年的建堂基金目前總額是 78 萬
06/15  申請“使用許可證”(CUP)的初步文件送進Santa 

Clara市政府

08/03  賣方接受我們的出價單，8/11合約將正式生效。

08/18  于弟兄主日開始一系列「風雨生信心」的信息。

08/28  週六10:00am全教會在Bowers場地，舉行“第一

次全民禁食禱告會”。于姐妹勉勵眾人要在建堂

過程中有“r”（被 神改變），沒想到這個勉

勵我們用了四年。

09/01  全教會“奉獻月”，一起過奉獻關。

09/13  與Intel和Applied Materials第一次會談，結果：他

們堅決反對我們買。

09/17  賣方因Intel等的反對，及對我們拿到使用許可證

不抱盼望，決定終止契約。

09/25“第二次全民禁食禱告會”在Orange會所舉行。

10/01 全教會“信心月”，一起操練信心。

11/01 全教會“感恩月”，一起操練感恩。

12/01  全教會“讚美月”，配合“31天讚美的操練”，

一起用讚美經歷　神的大能。

12/20  完成耗時三個月的EIR報告，今天送交Santa Clara
市政府

12/18  牧長執全天禁食禱告尋求是否要繼續爭取這塊

地，沒有人覺得應該轉去別處， 神既然說話就

會成全，但大多覺得責任沉重。于弟兄以撒迦利

亞書4:6-10勉勵眾人。

[2005]

01/10  第一輪24/100守望禱告（1/10~4/19 24小時100
天）

01/28 Orange舊會所正式轉交給全恩堂。

02/18  賣方已得到兩張正式出價單（價錢均比七百萬高

出幾十萬），另有五、六個有興趣的買主。

02/28  會所基金達到四百萬（含賣舊會所所得）。

03/02  信心的跨步 牧、長、執經過四個多小時的交通與

禱告，達成一致的決定──在未拿到市政府的使

用許可(CUP)前，先下出價單購買Bowers場地。

于弟兄交通主所提醒的一段經文：來10:35-38。
03/06  于弟兄向全會眾交通3/02牧長執所得到的一致決

定。經過眾人一起禱告、尋求，決定3/07再次下

出價單，出價仍為700萬。

03/15  市政府要求我們提供“全套的EIR報告”，過程

需至少一年。這不是合理的要求。

03/18  我方代理人通知：Bowers場地的所有人，已和另

一買方簽訂合約，若一切進行順利，預計30天內

雙方將完成交易。許多弟兄姐妹傷心落淚。

03/27  于弟兄主日信息“不可丟棄勇敢的心”，眾人因

此得堅固，再燃禱告的火。

04/20  第二輪24/100守望禱告(4/20-7/28)。于弟兄特別強

調“神的物當歸給 神”，“不要怕，只要信”。

05/12  代理人告知：目前這家買方已向賣方提出延長成

交日期的要求，所以他們的合約不能如期完成。

我們禱告賣方主動來找我們。

06/17  賣方托代理人告知：Bowers場地現在已完全沒有

任何合約的關係，所以，目前可以自由與任何

買方交易。代理人勸告我們不要在信中提 神的

名，免得賣方不自在。我們再一次遞交出價單：

買價700萬，成交期40天，于弟兄代表教會的信

上仍然告訴賣主，“若不是因為信我們的　神所

應許的必要成就，我們早就不買這塊地了”（意

譯）。賣方回應要求提高買價，縮短交屋期。

07/06  雙方敲定買價仍為700萬，但我方願意依照去年

的約定，酌量彌補賣方因耽延的損失，所以同

意對方提出另付18萬的請求。預定交屋日是8/20 
（後延長至9/6）。

07/17  全民奉獻主日 - 神在我們當中動了善工，使每個家

都願意為主獻上最好的！當主日奉獻超過$60萬。

07/24 建堂基金突破500萬！

07/28- 31 感謝 神在退修會中向眾人顯現，強烈的話語

及聖靈工作使許多弟兄姊妹在台前奉獻，多次同

聲讚美震動房頂，並有約三十人願意將來全時間

服事主。

08/05  感謝　神！垂聽了眾人的禱告，大大地祝福了今

天上午與Applied Materials和Intel的會談。這兩

家鄰居一改去年九月的強烈反對態度，願意在

「並立共處」(compatible co-existence)的原則下

達成協議。這是經過一年禱告之後一個極大的

扭轉。Intel希奇為什麼他們沒想到把這塊地買下

來，我們知道這是因為這裡是  神的地啊！

08/24  建堂基金突破600萬！

08/29- 09/03為著尚缺少的一百多萬，一週內，感動全

教會各小組，輪流在每一天禁食禱告，一起為

神家儆醒、守望，使教會和個人都蒙受很大的

祝福。9/02，小組弟兄姐妹自動發起整夜守望禱

告。9/3-9/5是長周末，銀行不開門，牧長執開會

禱告直到半夜，一致認為憑信心呼求 神，不要害

怕。9/03週六自早晨7:30至下午1:00(銀行關門的

時間) ，眾人又聚在一起禱告。

09/05  同工緊急呼召一個“全教會禁食禱告會”，在

Orange Ave.舊會所舉行。半場時眾人分享，滿是

讚美感恩，笑聲不斷，雖也擔心第二天是否成交

成功，但又有說不出的喜樂。禱告中陸續有人送

現金奉獻來教會。

09/06  感謝主！歷經波折，718萬到位，下午5:00關門前

手續完成，3131 Bowers主權正式轉移，由世界的

王手中轉至永生 神的手中。哈利路亞！神將外

邦的地，賜給祂的百姓為業。晚上，我們商借了

Orange舊會所樓上聚會廳，滿滿一屋子大人、孩

子、青少年，以感恩、讚美將榮耀歸給 神！于

弟兄帶著各個建堂小組的主席述說  神所行的大

事，笑聲、驚嘆、淚光、掌聲、歌聲，織成了一

群感恩兒女向他們所倚靠的  神謝恩的圖畫！我

們何德何能，得 神如此厚愛，我們不過是信而

順從，步步跟隨這位信實的  神，祂就照祂所應

許的帶領我們直到如今！唯願將一切榮耀，因祂

的慈愛和信實歸在祂的名下(詩115:1)！會後大

家一同享受于弟兄上午就憑著信心所訂的一個大

蛋糕，上面寫著「以馬內利」和「以便以謝」，

哈利路亞，這位與我們同在的 神，直到如今都

幫助我們！

09/19 教會辦公室搬到Bowers Ave.新會所開始服事。

11/01  同工與市府籌劃部門的主管終於見了面，並就著

我們申請「變更使用許可」一事進一步協商。 

市府的態度不變 ── 不贊成我們變更用途成為

教會，也要求我們做全面的「環境評估報告」。

[2006]

01/10  Intel於12/01將他們已確定的協議書送給我們，當

天于弟兄就簽字，12/9 Applied Materials簽字，協

議書順利完成。Intel今天通知市政府，我們三方

的“並立共處”協議書已簽定生效。這份文件的

重要性遠超過我們所能描述，而這兩個超級鄰居

能轉變態度支持我們在此建堂，全是神蹟，是 神

恩典的明證，使我們信心得堅固，歡樂的往前！

06/04  第三輪「24/100守望禱告」（6/4-9/11）。以主

禱文中的三條線為我們禱告的張本：「願人都尊

袮的名為聖」，「願袮的國降臨」，「願袮的旨

意行在地上」。這一年，市政府多方刁難，超過

十次打回我們的申請案件，除了第三輪「24/100
守望禱告」，教會發動數次禁食禱告，並在教會

每周有六天守望禱告會。爭戰的急迫性越來越使

我們無法偏安一隅，租用的DeAnza大學把我們

遷到他們的Food Store，使得聚會的環境越來越

差，兒童們都在走道上聽課，成人主日學暫停，

聚會人數少很多。

10/06/ 06-03/02/07小組查尼希米記，于弟兄每周利用網

路提供預查，眾人常從這卷書得到提醒、鼓勵、

◎ 建堂委員會文宣小組

建 堂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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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 s 屬靈的家

屬靈的家 屬靈的家

在Orange Ave
小教堂的日子

及啟發 — 神正在預備教會爭戰的能力。

10/22/ 06 于弟兄主日開始一系列傳講「弟兄們勝過牠」

屬靈爭戰信息，神真知道祂教會的需要，按著祂

的時間表和祂純全的旨意牧養、帶領我們。

[2007]

01/15  面對第一次「公聽會」以及恭迎 神完全的得勝，

教會宣告「四十天禁食禱告」 (1/15-2/23) ，按

著班次為神家接力守望。許多外地的肢體參加禱

告，我們深知在公聽會這一天，是耶和華　神要

為祂自己的名和祂的居所行作奇事，但唯恐年幼

愚拙如我們，不足以充當重任，只能在眾多如雲

的禱告中仰望祂的恩典！

1月底  至2月初，約八十位公關大使在一起禱告之後，走

出去向不同族裔的教會及鄰舍尋求簽名支持，收

到近三千封支持信，主的名也因此廣傳。

02/10  18:00-22:00 全教會禁食嚴肅會，「以馬內利」，

「以利沙代」，「以便以謝」是我們的主題，會

中神的同在可以觸摸，禱告熱切，對公聽會滿了

信心。

02/14  第一次「公聽會」。整個「公聽會」儼如一場見

證聚會，神的同在令人敬畏，明顯摸著與黑暗權

勢的正面交鋒，在最後關頭，市府律師突然以非

常不合理的藉口拖延到下一次！

02/16  公聽會沒有通過，但週五的「感恩見證聚會」，

許多的弟兄姊妹上台作見證，感謝 神！藉著這次

的公聽會，使我們在親身經歷了 神奇妙的作為與

同在。

03/14  第二次的公聽會，一名公聽委員缺席，結果以三

比三平手，雖未被否決，卻仍未拿到許可證。會

中，主席拒絕給我們時間針對許可證議題發表任

何意見，我們製作的短片及預備的答辯和支持者

的意見完全沒有機會被聽見，也使得公聽委員無

法掌握客觀的實情。但感謝　神，祂在會中有奇

妙的作為，公聽委員中有兩位的發言字字針砭，

滿有　神的同在。此案將在下一次市議會的公聽

會中由市長及市議員來裁定。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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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1,  4/1, 4/2 連續三天擘餅聚會， 神的同在，令人敬

畏無比。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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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2小

時12分的公聽會，可能是在Santa Clara市議會中

少有的情形。會中高潮迭起，也險象環生，但是

主的同在明顯可以觸摸！全教會歡呼、眼淚、擁

抱，讚美不斷。各地聖徒也一同歡喜快樂。

04/17  市議會內部再一次討論我們的申請，以七比零全

數通過並作成永久記錄。至此我們在市政府官員

面前的見證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06/18  離開租用了七年多的De Anza大學，我們合法的進

入Bowers主日聚會，但只能使用餐廳，所以開始

改建工程，於7/18開工。現在，最大的挑戰是建

堂的經費。

09/18  于弟兄主日信息「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

乃針對這一階段的學習。

10/28  連續四個週末，弟兄姊妹動員老少一起投入教會A
棟的拆除和搬遷，以節省材料和人工。

12/15  預備工程結束，工程費125萬截至目前為止的帳單

都能付清，真是 神的恩典。接下來，建造五百人

的聚會廳是我們第一期工程的目標，預算307萬。

[2008]

01/06 「香柏木培訓中心」開學典禮

02/04  今天開始四十天「歸耶和華為聖」接力禁食禱告。

02/16  募款組籌備了一個「愛是永不止息」餐會，將近

170人參加，青少年負責服事飯食。會中介紹這幾

年 神在教會的建造及託付，許多人感動流淚，不

知道原來 神可以使用這一小群人服事到祂廣大的

國度。感謝主，所募款項八萬餘美元。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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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6  1993年4月4日是「Cupertino基督徒聚會」第一個

主日聚會，今天在 神所賜的應許之地獻上對15
年來不盡的感恩，耶穌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

遠不改變。牧長執輪留述說 神的帶領和自己的見

證，願意更多奉獻，跟隨主的帶領。

04/13  全民奉獻主日 - 獻堂之前，再一次我們一個家一

個家老少聚在主的桌子前面，盡心奉獻，願主的

心得滿足。現場奉獻69筆，共十四萬五千元，尚

缺約兩百七十萬。

05/06  「歸耶和華為聖」焚燒聚會，預備全會眾老老少

少以聖潔為裝飾進入新堂。

05/10  為期兩天的「獻堂特別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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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Orange小教堂的正門口  k位於地下室的圖書館  l地下室的聚會廳兼禱告室 m暑期兒童聖經班(VBS) n位於地下室的嬰幼

兒室 o于弟兄及于師母的辦公室  p昔日聚會情景   q與世界兒童合唱團留影 r這些孩子，現在都已是大學生了！ s搬家當

天在後院的愛宴    為爭戰所得的「土地權狀」按手禱告    教會辦公室兼影音產品制作中心     斗室內的「牧長執會議」      

   昔日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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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的  歲  月

◎ 林怡沁

前言

在Orange會所這十二年，是我一生中最感恩，也是

最難忘的一段歲月。因為在那裡，我經歷許許多多人生

中的第一次：初為人母，初任「兒童主日學」校長，教

會初次買會所(Orange小教堂)，第一次舉辦「VBS兒童

暑期聖經班」和「哈利路亞之夜」，初次開始參與「

兒童送鞋盒禮物給貧窮國家的活動」，初次成立「青少

年團契」，第一次舉行墨西哥、台灣、中國短宣及其他

相關訓練，青少年第一次操練「饑餓30小時禁食禱告」

，……有太多太多寶貴的第一次。

購買Orange會所

記得我與丈夫(培明)新婚不久，就成為「基督徒

聚會」的一員。教會成立之初，只有二、三十人，「

週五小組聚會」極其溫馨，大家相處就像一家人。當時

主日聚會是租用一所白人教會的場地聚會，後來人數越

來越多，大人、孩子已增至五、六十人，場地漸漸不敷

使用，我們眾人都開始盼望有一個自己的家，不久就看

到Orange會所正在出售，我們透過迫切的禱告、尋求與  

神所行的神蹟，終於在競爭激烈的5個出價單(Offer)中
取得購買權。當時我們並沒有這筆「建堂基金」，但憑

著信心先買下來，在眾人突破奉獻關後，我們終於正式

擁有Orange會所─我們屬靈的家。我們開始進入並經歷

　神豐富的恩典。

愛宴的服事 - 在去De Anza大學之前，主日的愛宴是姊

妹們輪流備餐。菜的分量由一盆增至三盆，我們煮得開

心，吃得更開心。由於De Anza大學的廚房不能借給我

們使用，我們只好改由向外訂購，相信我們愛宴小組的

同工，到現在都會津津樂道那段日子。

擔任「兒童主日學」校長 - 那時孩子們都很好帶，很

單純，所以教導時雖然要付上心力，卻也常得安慰。現

在這些孩子都長大了，已上高中或大學了。感謝主，藉

著這項服事，使我有機會與孩子一起成長。

「青少年團契」的成立 - 成立之初只有三、四位青少

年，後來增至十幾位。特別是新移民的青少年們在成長

中遇到了生活文化適應及親子關係等各種挑戰。陪他們

一起禱告，一起走過他們那段成長必經的青澀歲月，現

在他們都已成家或立業了。相信主會繼續帶領他們，走

過人生的每個小站。

「VBS兒童暑期聖經班」- 第一屆只有二、三位老師，

四、五位學生，去年已有三十幾位老師，六十幾位學

生。看見許多以前VBS的學生，都升格做老師，孩子們

藉著背經句、聽聖經故事、唱詩歌、做遊戲及美勞，使

為期五天的VBS充滿活力和歡笑聲。

「青少年短宣」 - 這幾年青少年在暑期分別去墨西

哥、台灣、中國短宣。他們出發前在教會需經嚴格的短

宣訓練，才能被差派出去。在墨西哥幫忙窮人蓋房子，

在台灣教英文課，在中國幾個城市以音樂傳福音。看見

這一批一批短宣回來的青少年，突然間長大成熟了許

多。

人數增長 - 一開始進入Orange會所聚會時，有很多空

位子，但經過五、六年後，人數不斷地成長，直到增至

250人，聚會廳早已容納不下了，所以需要換一間較大

的會所。一方面我們成立「新會所委員會」，另一方面

在2001年開始租用De Anza大學，舉行「主日聚會」。

後記

對Orange會所我有很深的感情，在那裡經過教會及

個人成長的每個階段；在那裡主把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

給教會；在那裡同工們接受話語及各項服事的裝備；在

那裡一支支的短宣隊伍被差派出去，……，這些都是主

的恩典。買到Bowers會所後，雖然我們萬般不捨地搬離

Orange會所，但我為著這段極其珍貴的歲月，向　神獻

上最深的感恩與讚美！深信主必有更大的祝福和恩典在

前面等著我們。      �

在 De Anza 
大學的日子

“看到Orange會所正在出售，我們透過迫切的禱告、尋求與 神所行的神蹟，終

於正式擁有Orange會所─我們屬靈的家，我們開始進入並經歷　神豐富的恩典。＂

j主日，同工從卡車卸下聚會用品  k有人以為我們的教會叫Food Store  l聚會大廳 m兒童主日學 n眾人在冰箱的馬達聲中禱告 

o教會詩班在福音聚會中獻詩  p曾經在寬敞的禮堂裏聚會  q線接好了，可以做會前練習了 r年長團契  s為生病肢體禱告     福

音真理班    這些設備都是卡車上搬下來的    曾經使用過的餐廳    擘餅聚會

j k l

m n

o p q

r 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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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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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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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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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學教室安排在這地下室。于弟兄在樓梯下那間大約

在Orange小教堂的日子

◎ 于楊念慈

數  不  盡  的  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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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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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載於2005年12月「香柏木季刊」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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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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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恩典路

2002年，我們舉家從加拿大搬遷至美國聖荷西，「

基督徒聚會」是我們家拜訪的第一所教會。一看到

「Orange小教堂」，我心裡就有感動─知道她就是我

屬靈的家。雖然那時自己才信主一年多，屬靈生命還

非常稚嫩，但內心卻燃起對這個家的愛與負擔。

在服事中被裝備

來教會不久，我就加入圖書館的服事。有一次，

當我在貼錄音帶的標籤時，于弟兄剛好從旁邊經過，

就告訴我說：“即使是在做貼標籤的這種小事，若我

們是用感恩的心去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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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就非常不一樣了。”這句話對剛開始學習服事的我，

產生極大的影響，也成為我以後服事主的態度和原

則。

教會圖書館位於地下室，雖然不大，卻顯得格外

溫馨。每週我會約一、兩位姊妹一起去整理圖書，將

各種目錄電腦化，並訂定各項管理規則，期盼這間屬

靈的糧倉能發揮最大的功用。同時，我們也在那間小

小的卻功能齊全的辦公室錄製影音產品。有位從國外

來拜訪我們教會的弟兄，一看到我們的辦公室，就驚

嘆不已地說：真不敢相信這麼小的辦公室，竟能服事

到世界各地這麼多的聖徒。我們只有低頭敬拜 神。

在禱告中成長

在禱告會中，藉著唱詩歌，牧者的交通以及弟兄

姊妹的禱告，我常被主的愛摸著而眼睛滿了淚水；也

常被  神的靈澆灌而心靈得著更新。有些姊妹好奇地

問我：妳在教會和家庭中的服事都不少，為什麼不太

有高低起伏呢？我想這個秘訣就是定期參加禱告會，

常常來到主的腳前與祂傾心吐意，並得著上頭來的能

力。的確，正如聖經的教導：「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路10:42) 特別懷念買Bowers會所前，那段在地下室的

小房間裡迫切禱告的日子，尤其是一遇到爭戰時，房

間就擠滿了一屋子的人。從這些同心禱告的操練中，

我們親眼看見 神大能的作為，使得眾人的信心因而

不住地增長。

歡歡喜喜而出來

由於我在辦公室服事，每天常有機會，需要前

棟、後棟來回走幾趟，也需要樓上、樓下爬幾回，常

常是邊走邊禱告，自己就像一個管家一般，會惦記

著主人家的需要，會牽掛弟兄姊妹的事，也會求 神

親自祝福、保守這個家。所以，當要出售Orange會所

時，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該如何禱告，但當  

神讓我明白「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祂的意念高

過我們的意念。」時，我就又可以憑信心在主面前禱

告，後來 神成就了我們的禱告，把Orange會所交給

一個愛主的團體─全恩堂，相信  神必會讓全恩堂繼

續在那塊地上，為主興起、發光。

神應許：「我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

引導。」深信 神在我們前面已為我們預備了更大的

託付，等著我們來領受並完成；更大的祝福，等著我

們來領取並給出去。特別是願 神使用「香柏木培訓

中心」，裝備各地的聖徒，成為有國度胸襟和使命的

器皿，並成為建造天上耶路撒冷聖殿的好材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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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De Anza大學的日子

歡歡喜喜而出來，

平平安安蒙引導

◎ 殷春秋

在Orange小教堂的日子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辦公室同工在製作影音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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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神！垂聽我們的禱告，在歷經風風雨雨

的試煉後，我們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聚會場

所。讓我深深體會到“在 神沒有難成的事”。雖然

有了新家，再也不需要搬運，再也不需要每次安裝音

響設備，但我還會時常想起在De Anza College服事的

情景。在這獻堂之時，更加感謝我們的 神！

過去七年，無論是在風雨交加或是陽光明媚的主

日早晨。教會卡車聲總是第一個打破De Anza College
校園的寧靜，緊接著校園裡傳出搬運同工們的禱告

聲。同工們就這樣開始了一天的服事。大家緊張、

迅速、有序地從卡車上把音響、電腦、樂器、聖經、

詩歌本、講台、兒童教室的各種設備、餐具、瓶裝

水……搬送到各個教室和聚會廳，然後認真安裝設

備，調試音響，使每一次聚會都能準時開始。聚會完

後，帶著主日信息的力量、詩歌崇拜的喜樂，更多的

弟兄來幫助搬運，拆掉各種器材、設備，把它們收集

起來，裝箱抬到卡車上。搬運服事就這樣簡單、重

複。但我們搬運組的同工們都心懷喜樂地去服事。 

就因心懷喜樂，使搬運工作不再乏味，許多同工們一

幹就是7年。

我們的 神是萬有之 神，不受任何時間、空間的

限制。當世界各地的聖徒們藉著我們的主日信息、詩

歌崇拜，與我們一同禱告，一同建造基督的身體時。

作為第一手、第一時間製作錄音同工的我，心是何等

的喜樂。這是一個何等榮耀的服事！當小餐廳作為

聚會場地時，Soup招牌不再刺眼；冰箱、爐台不再礙

事。每次把原始錄音文件交給後期編輯同工後，就等

待編輯同工把錄音放在教會網站，然後我就上網去聽

一下錄音效果，同時再一次重溫主日的信息，多一次

敬拜。不要小看這份“簡單”的服事。雖然你看不見

什麼，可是 神就藉著它正在工作。當聽到教會網站

平均每天有上萬小時下載量時，錄音的服事也包括在

其中，我的心被大大的震動了。福音就通過這小小的

管道傳遍全地，萬國要因祂得福。

在服事的幾年中，我深深感到 神所委派的工作，

只有 神自己能做，我僅能安安靜靜地信託 神去做，

讓我作一粒在地裡頭的麥子，背十字架、順服、奉獻

地殷勤做主工。             �

為了準備新一期的香柏木特刊，我和弟兄在緊鑼

密鼓地收集過去的一些照片，突然間“以馬內

利，以便以謝”的感恩蛋糕和在De Anza College聚會

時于弟兄與“Soup”招牌的合影映入了我的眼簾，我

不禁感慨萬端，七年的搬運生涯終於劃上了句號。

追溯這些年的日子，不禁讓我想到另外一個畫

面：兒時學步的樣子。因矮小視野有限，蹣跚走不了

多遠﹔兩腳所到之處便是疆界了！不論是摔倒在地還

是巴望遠處，都出不了巴掌大的地界......想想看

這便是剛剛信主時的我了！信主後沒有多久，我就

參加了一些服事，覺得喜樂的同時，也有點勞心、

勞力的疲憊之感！過了一陣子，剛剛覺得有點正式

進入角色，我們就要搬到臨時的聚會地點：De Anza 
College。

從宣佈我們要開始成為Mobile Church（搬運教

會）的那天起，我的心裡就有一連串的問號：這對

我們的服事意味著什麼？很多很多看不見想不到的工

作？這樣的日子要持續多久？ 神所應許的是什麼？

作為剛參加音響組事工的同工，我心裡的疑惑和擔心

還更多。果然，因為每次的搬運和音控，還有設定的

位置的不同，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戰！本來現場錄制

時聽的效果還可以，等拿到編輯的時候才發現聲音質

量不好。每次輪到我值日，都會覺得很緊張，唯恐搞

錯什麼，或擔心效果不佳。感謝主，弟兄一再鼓勵

我，為我禱告。我也在其中學著為我手上的這一點點

服事禱告。在開始服事之前，我們都有會前禱告，主

要是為了當天的講臺和各樣的服事禱告，幾次出錯的

經驗讓我完全服在祂以下，有時在錄音的過程中，我

都會為著這些在我眼裡並不是很複雜的機器禱告！

記得有一次早上測試過一切正常，音響、音量、

幾種錄製都正常進行，成人主日學、後面的詩歌敬拜

的錄製都有條不紊，誰知到了主日信息的時候突然聲

音錄不到了。會眾可以照常聽到，但錄製卻莫名中

斷！我心裡只有大呼主名！這種緊急狀況實在沒遇到

過，怎麼辦？！站起、坐下、真不知從何查起......

正在這時眼睛看到肇嘉，他在我看來是個除難高手。

我趕緊示意求救！我愣在那裡好像什麼忙也幫不上﹔

反正一分鐘的時間內，問題解決了。原來大概是因為

哪位後來的弟兄或姊妹不小心踩到了一根接線......

真的是感謝主，不知道肇嘉是怎麼在一分鐘之內從那

如麻的接線中找到那根接觸不好的，這樣的緊張服事

讓我也真正體會到肢體的相互扶持與幫助是多麼的美

好！我從中對自己服事的疆界有了點滴的認識，我們

是在一個身體裡服事，正像聖經中講到『照著各體的

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過去二、三年時間裡，我和弟兄有機會回國幾

次，在那裡結識了幾位非常愛主的弟兄姊妹，我們從

完全不認識到在主裡真實地交通，我突然對我手上的

這一點點服事有了更深的體會。我今天戰戰兢兢的服

事還不僅僅是為我們這裡二、三百人的聚會。因為國

內的這幾位弟兄姊妹告訴我們，國內有太多太多的人

上我們的網站下載我們教會的信息，不僅如此，而且

從這幾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他們從信息中

所得到的餵養和幫助，他們是那樣地追求與渴慕！我

們就是在為 神的國服事啊！這些學習足以讓我越過

了眼前搬運的疲倦、服事的辛苦、地點的局限。 神

在預備我們，期待我們成長，邁出原本腳所不及、視

線不及、力量不及的疆界。 神與我們同在！

神所量給我們的座落在佳美之處！七年之後，我

們的Mobile Church終於找到了家！懷著無比感恩的

心，我們邁進了新會所，我真的要說：感謝主！祂與

我們同在，直到如今， 神都幫助我們！     �  

萬國要因你得福

◎ 王樹軍

“過去七年，無論是在風雨交加或是陽光明媚的主日早晨。教會卡車聲總是第一個打破

De Anza College校園的寧靜，緊接著聚會廳裡傳出搬運同工們的禱告聲。＂

Ç  影音同工正在做聚會前的調試。

疆  界  ．．．

◎ 段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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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神，教會自從九三年四月成立以來，就一

直蒙 神祝福，將得救及愛主的弟兄姊妹不斷

的加給我們，使我們一起在愛中成長，為主作見證。

三年前，當我們原有的場地不敷使用，幾位負責的弟

兄姊妹就常一起禱告尋求 神的旨意。雖然我們年幼

且力量薄弱，但正如一位 神的僕人所說的，不該由

鞋子來決定腳的大小，更不該扣留主在我們身上的恩

典與祝福。所以，經過認真禱告之後，我們就決定開

始尋找更大的場地。

2000年初，在教會附近找到了目前租用的De 
Anza College，場地大小、設備及地點都非常適合我

們。所以就從當年四月開始將主日聚會轉移至該校舉

行。感謝 神，兩年多來，我們聚會的人數幾乎增加

了一倍。雖然每個主日，許多弟兄姊妹都風雨無阻、

早到晚歸的殷勤投入搬運及場地佈置，甚至有人還因

此扭筋閃腰的，可是看見 神的祝福與同在，眾人就

滿了喜樂與感恩。目前，我們再度面臨場地的限制。

弟兄姊妹關心地提出代禱的要求，長執同工們也多

次多方的為此事禱告及尋求 神旨。「會所規劃委員

會」於七月正式成立，負責教會場地的尋找、購置與

規劃工作。以下是幾個弟兄姊妹可能最關心的問題：

(一)購置新會所的原因/目的？

(1) 神的呼召與應許 ─ 參見(二) 

(2) 正常成長的自然結果 ─ 場地不敷使用

(3) 祝福的滿溢與擴大 ─ 不願也不該扣留主恩

九年半來，我們多是以建立教會內的弟兄姊妹為

主。但是最近幾年，主開了許多服事 神國度的門，

包括對中國大陸的培訓、宣教、網路信息、影音產

品的推廣，等等。主越是開門，就越是顯出我們的不

夠。會所買定之後，我們將裝置所需的各種影、音、

網路器材，使 神給本教會的恩典可以不受地域限制

而更有效的服事 神國裡的需要。同時，我們更要擴

大教會的度量，不僅加強在本地的福音，也要鼓勵宣

教的心志。主若許可，願祂使用這個教會多做一些

工，多收一些莊稼，多培養一些愛主的器皿！

(二)如何清楚是 神的旨意呢？

在等候仰望主帶領的過程中，主信實地將祂的心

意向我們顯明，先後將約書亞記中的三句話賜給我

們，是呼召也是應許；是鼓勵也是挑戰；是安慰卻也

是光照與提醒。首先， 神以約書亞記13:1 “你….還

有許多未得之地”來提醒我們還有許多許多未得之

地，尤其是在：

(1) 讓主居首位，以主為生活中心 ─ 學習過脫離以己

為中心的生活，而當以父的事為念。

(2) 奉獻的學習上 ─ 學習勝過瑪門的權勢，在愛中甘

心、盡心奉獻財物。

(3) 身體和諧配搭上 ─ 學習放下自己，順服 神旨及

教會帶領。

另外的兩節經文都是配合此提醒。一是「凡你們

腳掌所踏之地，我都……賜給你們了”(書1:3)及“ 

神所賜給你們的地，你們耽延不去得，要到幾時呢？

」(書18:3)。它們不僅激勵我們要積極，勇敢地憑信

心往前，在基督裡認真的學習尚未學好的功課，承受

尚未承受的寶貴屬靈產業；也提醒我們不要耽延，浪

費時間與 神所賜的機會。在 神永無難成之事，只要

我們信而順服，凡我們腳掌所踏之地， 神都要賜給

我們為業。

(三)如何實際投入，有份於這重大事工？

買會所是件大事，一生不會經歷太多次，要抓住

機會來經歷主恩，讓主擴大我們，使我們長大成熟。

我們企盼弟兄姊妹們從三方面投入配搭，一同有

份於這建造之工：

(1)  禱告的投入─每天為此事工/見證代求，中心的禱

告是「願 神旨得成」(Thy Will Be Done)。
(2)  奉獻的投入─認真求問 神，然後順從聖靈感動，

「甘心」且「盡心」的獻上自己當獻的一份。

(3)  事工的投入─「會所規劃委員會」及長執們所提

出的各項需要及整修計劃，盡量配合參與。」 �

你…還有許多未 得 之 地

原載於2002年11月「香柏木月刊」第1期

◎ 編輯室

「進入未得之地」

見證集錦

當2004年開始這趟建堂之旅時，我們才真正開始發現我們有太多太多的

未得之地。這是 神的憐憫，帶領我們腳踏實地的跟隨衪。 

ef  當一開始公佈要購買新會所時，我裡面有很大的

障礙，我沒辦法禱告。我不能只禱告 神擴大別

人的度量，而不准 神擴大我的度量。這個不能

禱告的狀態，逼著我到 神面前去面對我要跨過

的關口─超過十一以外的奉獻。現在，我得了釋

放，又可以自由的禱告了。

ef 雖然我的弟兄現在沒有工作，我們能在金錢上的

擺上很少，但我盼望我們在找到工作之前能把力

量擺在 神家，給 神用。

ef 我多少次把自己奉獻給主：哭著走到台前，舉

手，禱告；每一次都發自內心。但願我發現真正

的過關，都還是在經過事情的時候。一經過，才

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奉獻了。主所要的，若超過我

原先能接受的，才叫過奉獻關。

ef 我的弟兄以前跟我交往時，常常還要我掏腰包請

他。這次，他要奉獻的數目卻是我的兩倍，主實

在改變了他。

ef 我們家最近才來這個教會，我們都很高興主把我

們留下來，與弟兄姊妹一起經歷並學習買會所這

寶貴的功課。會所還沒有買，我們家就在同心禱

告上先蒙福了。

ef 有些人早就學了這個錢財奉獻的功課，但對我們

家來說，卻是第一次。以往都疏忽了，或是不肯

認真面對。我求主使我們抓住機會來得這未得之

地，並且是全家一起得，沒有一個落後的。

ef 以前我所去過的教會，都沒有聽見這樣掏心掏肺

的交通和學習，因為大家只看著少數人，而不是

全體普遍的學習。我聽見這些日子眾肢體的交

通，覺得這個教會的弟兄姊妹真蒙福！

ef 最初聽到一位弟兄說我們教會可能要買Bowers這
個場地做為新會所，我心就有很大的負擔，立即

下定決心為這個會所“禁食的禱告”三天。之

後，于弟兄和念慈姊來訪，我就交通聖靈在我心

中的感動，早在買會所前我就一直有感動　神要

使用我們教會培訓各地聖徒，接著聽到　神給于

弟兄的話，我就確定　神要把培訓神國工人的使

命託付在我們教會，我也確信　神要把這塊地賜

給我們做為服事　神兒女，擴大神國度的工場。

ef 為了順利進行購買新會所，教會成立了五個建堂

小組，我是參與“籌劃小組”，負責與市政府的

各相關部門連絡及遞送“申請使用許可”的各項

文件。為著其中的困難，常迫使我以禱告來尋求

　神的幫助。每一次與市政府會議之前，一定是

先禱告求　神與我同去，才出發前往。感謝主，

真是我們隨時的幫助！有了這次的親身經歷，我

不再只是風聞　神是聽禱告的　神，而是親眼看

見祂是那位成全我們禱告的　神！

ef 我參加“禱告小組”，願意藉著禱告，獻上自己

微薄的一份心力。我看到 神陸陸續續成就了我們

的禱告，感受到　神堅固了我們的信心，也經歷

了　神藉著聖靈安慰了我們的心，提升了我們的

靈。在一次“星期四午間禱告聚會”時，念慈姊

妹交通“我們所面對的不是一塊地，而是一場屬

靈的爭戰。世界的主絕對不肯經易釋放出一塊地

給　神的兒女來高舉　神和敬拜　神。”阿們！

爭戰是猛烈的，我們一定要藉著禱告呼求耶和華

軍隊的元帥，在我們前面先過去，為我們除滅一

切的仇敵。求　神提醒我們都起來儆醒禱告，不

論在家裡，或在工作中，如果我們每一個各人、

家庭、小組都起來為　神家禱告，我們的禱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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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國必成為強盛。我─耶和華要按定期速成這事。」 

─(賽60:22)

神應許:

「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

何等的不一樣啊！

ef 我在建堂的過程中，漸漸看見我有個未得之地，

就是不靠自己的方法，不靠自己的聰明智慧，而是

靠全能的　神！　神的膀臂是不縮短的，我們常

常在遇見難處的時候，自以為聰明想很多人的方

法，用人的頭腦去分析，去盤算。在購買會所這

件事中，常常人分析的結果就是不可能，但是

當我們用我們的膝蓋來服事　神，回到　神的面

前，讓　神來做事的時候，就看見　神的膀臂真

是不縮短，時間到的時候，就會照著祂純全、善

良、可喜悅的旨意，來成就大事。

ef 我結婚前，是一個很小氣的人，但是我自己從來

不覺得，我認為我是節儉，這是美德。錢對我來

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妻子比我先受洗，所以她受洗之後開始奉獻，

但我不奉獻。我薪水的十分之一再除以二就是她

奉獻的數目。我受洗之後，奉獻對我來說很困

難。在剛信主時，我們家是一個月奉獻一次。換

工作之後薪水慢慢上升，奉獻也慢慢增加起來，

一個月的分量對我來說更是不容易。但是感謝

主，給我找到一個好方法 — 每週奉獻，數目一

下子就小了，每一次支票出去，感覺容易多了。

以後可能會有更好的方法，比如我們直接就從銀

行帳戶轉過去。

    在我們學習奉獻了一段時間之後，教會需要七百萬

買會所，我的家有一點點小的積蓄，我們也高高

興興的全部奉獻出去，覺得已經滿足了　神對我

們的要求。但是沒想到七百萬以後，還有建堂工

程，這時就困難了。我們還有什麼可以獻的呢？

於是我就禱告問　神。 神問我說：你奉獻的都甘

心嗎？我想：大部分時間是甘心的，而且越來越

甘心了。神又問：那你盡心了嗎？我問　神：“

什麼是盡心？我不能賣房子啊，賣了要我住到哪

裡？”神說，“你自己想，盡心了嗎？”我想了

很久，在　神的面前，我真的覺得自己盡心了。

　神又問：“那你有信心嗎？為什麼不來向我

求？你甘心了，也盡心了，那就要憑著信心來向

我求，看我怎樣在你們的中間成就大事。”感謝

　神，祂沒有讓我停在這裡，一步一步帶領我。

ef 我的夢想 每個主日，看見一群弟兄從貨車上卸

下器材，並為各項聚會將器材擺妥，我就夢想如

果能擁有自己的會所該多好！這樣就不必將這些

器材搬來搬去了，而且也可以避免搬運的弟兄受

傷，或因為每週往返搬運而造成器材受損。這些

弟兄就可以直接來參加會前禱告和預備敬拜。

    每當有人抱怨坐在後方位置時視聽效果不好，我就

夢想著有自己的聚會場地，在那兒擴音器和麥克

風等音控和音效都已專業性地架設妥當。信息可

以很清楚地傳遞出去，而且詩班美妙的聲音也可

以散佈到每個角落。

    我也夢想讓我們所珍愛的兒女，能按著不同的年齡

層進入屬於他們的固定教室，在那兒牆上佈置著

適合他們年齡喜好的主題。我想像著電腦組同工

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電腦中心，教會的網頁隨時

都在運作，並能及時更新消息，有越來越多的人

因我們這項事工的擴大而蒙福。

    我夢想，再夢想我們教會的傳道牧師可以擁有私

密的辦公室，安靜預備講章也輔導來求教的人；

大能的禱告勇士在禱告室中大聲向 神呼求；來訪

的人可以有合適的地方接待他們，使他們有賓至

如歸之感；數以百計千計的人在溫水的浸池中受

浸歸主。

    但有時我也做噩夢：像雖有大的聖堂，卻很少人在

其中禱告；雖設備優雅，卻沒人維護；雖有很多

人帶著極大的需要來到我們當中，可以服事他們

的人卻很少。這些夢想使我興奮，也使我難過，

但是這些夢想使我屈膝在 神面前。「……我們所

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

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

流奶與蜜之地。」(民14:7-8)，我禱告我們能蒙祂

喜悅，並且都預備好起來得這塊 神為我們所留的

未得之地。有一件事是很確定的，如果我們多以

基督為我們的中心，如果我們都願意獻上自己，

全心全力，同心合意，我們的夢想必會成真。 �

(原載於2002年12月「香柏木月刊」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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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應許:「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滿」

看了這麼多個可能成為我們下一個會所的場

地，主終於清清楚楚的說話了！

幾年前，當我們開始尋求買新會所時，我們就得

了應許，「你還有許多未得之地」，「凡你們腳掌

所踏之地，我都賜給你們了」，「 神所賜給你們的

地，你耽延不去得要到幾時呢」。(詳情請見2002年
11月「香柏木月刊」創刊號)

一晃眼，積極尋找會所的一年多過去了。每看一

個場地，就有同工問于弟兄主有沒有說是這一棟，他

都笑著說，「我不能假傳聖旨啊！但我有平安繼續

「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們足能得勝。」

◎ 建堂委員會文宣小組

往前。」於是我們再一個又一個的場地尋求 神的旨

意，也一次又一次學習新的功課，一次又一次同心勝

過信心的考驗。5月15日長執們第一次隨著建堂委員

們進入位於Santa Clara市Bowers街上的兩棟連座樓，

回來後，開了兩次長執會，多方求證彼此的感受並一

起禱告。但總不能突破那七百萬的龐大數字所帶來的

壓力和害怕，因為賣主不願意只賣我們所中意的其中

一棟。5月23日，同工退修會之後，我們大人孩子三

十餘人又再度一起前往，並跪在草地上揚聲迫切禱

告，稀奇的是大家的讚美宣告遠遠多於祈求，幾度同

聲大讚美，彷彿已是在  神的殿中！

然後主就接二連三的說話了！

底下是于弟兄見證的摘要：

 「當5月15日與長執們第一次進入Bowers上的連

座樓，我裡面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觸動和敬畏。5
月23日再度前往，眾人禱告完，我們繞場一週。

我心裡問主，『主啊，我們配服事這麼大的場地

和需要嗎？』我和妻子一直只盼望建立一個『不

大』的教會，可以見證主，彰顯基督身體的見

證，可以成全聖徒打發出去，就覺得到了自己能

力的限度。但是，現在面對的是八畝地，十萬平

方呎，價錢好得難以相信，卻仍要七百萬的場

地！主一點不遲延的用民數記十四章二十一節回

答了我這個問題，──『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

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我的心裡充滿感恩和

敬拜，我知道個人的微小和教會的不成熟，不會

攔阻祂的工作，祂的榮耀要充滿在祂的教會和這

塊地上！這裡將是祂立名的居所，祂的榮耀要充

滿！

	當天晚上，我計畫一天禁食，要知道主更明確的

意思。24日起來，于師母出外探訪，我一人在小

廳中跪著禱告。主的同在實實在在，我告訴祂，

『主，我不要刻意去找祢的話，我也不要只是尋

常的感動而已；但祢若說話，我在這裡聽。』禱

告一會兒之後，當我的手去搆我的聖經，裡頭起

了無比的敬畏。我想起昨天的民數記十四章二十

一節，就翻開聖經。但出現在眼前的，卻是十三

章三十節，『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

得勝。』我的眼淚下來了，也立刻面伏於地敬拜

祂，因為祂說得如此清楚，沒有一點讓我打折扣

的餘地。

	接下來，我就問主，『那要買全部呢？還是買一

半？』主又連說了兩句話，『耶和華的膀臂豈是

縮短了嗎？現在要看我的話向你應驗不應驗』，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

業實在美好』這時，我敬畏得說不出什麼來，只

覺得	神的真實和自己的不配。

	當晚，就召開臨時長執會，得到眾人的印證，十

二個人的禱告和讚美真像耶和華的軍隊！

	現在，我們的責任就是『信而順服』，雲柱火柱

在前引領，祭司扛著約櫃往前，眾人只管“跟著

約櫃去”，跨過約但河，一起『立刻上去得那地

吧！我們足能得勝。』

5月25日教會禱告會臨時改在新場地舉行，到了

八十餘大人，三十餘孩子。分享及禱告之後，我們

高唱「我們是一群大能子民」及「只要相信」，在敬

拜同工及長執同工們前導下，繞著空無一物的大廳行

進，是一幅極動人的圖畫。 神的百姓，成了一支大

能的軍隊，要上去得  神的應許之地！

我們目前的會眾，大人孩子二百五十至三百人之

間，有固定收入的不到一百人，多是移民來美白手起

家的薪水階級，沒有什麼特別有錢的人。這棟連座

樓，總共十萬平方呎(約9736平方公尺)，賣價七百

萬，要在三個月內付清。對我們來說真是不可能！但

我們就是簡單相信照著祂的話往前。

神既然應許祂的榮耀要充滿這地，我們就深信有

許多靈魂要在這裡得救；許多疲倦的，要在這裡重新

得力；許多人生命要在這裡被安慰，被醫治，被改

變，被建立；許多人也要從這裡被差派！哈利路亞，  

神的榮耀要充滿這地！     �

5-30-2004

Bowers會所的側影 五位在過戶公司現場的弟兄欣然合影 眾人在空的地上跪下揚聲禱告

每週五在後花園舉行的守望禱告 于弟兄正與我們分享 神給的應許及負擔 同工向會眾匯報CUP申請進展情況

新會所的B棟剪影  2005/9/6“以馬內利、以便以謝”的感恩蛋糕   眾人聆聽牧長執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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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應許:「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滿」

◎ 建堂委員會    

建堂團隊的成立

王沁松

「會所籌備委員會」在尋求新會所時，最大的痛

苦是因為不知道主要買那一棟！現在，主已給話了，

而且十二個探子都報了好信息。這幾天深感主的話一

出，後續動作就非常快速。願我們的信心能因信靠  

神而搆得上祂的步伐。

5月 23日長執及其他同工們攜家帶眷來到

Bowers，再度摸摸 神在我們心裡的工作，看見姊妹

們興高釆烈地開始分配這裡是“姊妹聚會廳”，那裡

是“育嬰室”，連在廚房、廁所都流連不去，好像我

們已經進入了這塊“未得之地”，帶來很多喜樂與激

勵！但我心裡暗暗地祈求 神，讓這整件事都是出於 

神，不然我們無法用天然人的力量來完成 神的工！

因應實際需要，「會所籌備委員會」將成立“禱

告”、“文宣”、“籌款”、“規劃”和“公關”等

五個工作小組。深深盼望，主自己用祂大能大力連絡

我們，使我們各盡其職，一同建立基督身體的見證！

陳培明

我從靈裡響應于弟兄的分享。感謝主用祂自己的

話，來帶領我們。既然“主已經說話了”，我們就

要“信而順服”，立刻起來投入戰場，爭戰進入迦

南。另外我們都要付上“禱告”的代價，一同為教會

堵住所有破口，為弟兄姊妹守望。我相信主要帶領我

們走，直到爭戰結束，我們必然全得勝，大得勝。

藉著尋求新會所，主的工作必成就在我們身上：

1.  祂藉著外面看得見的會所（場地），來做我們裡

面看不見的“靈宮”。聖哉！那看不見的要存到

永遠。 

2.  建立“家的見證”。從亞當、夏娃第一個家庭的

出現， 神是要得到一個“家的見證”。神是我

們的天父，基督是我們的長兄，我們都是 神家

裡的人，同為肢體，連於元首基督。我很歡喜快

樂，看到越來越多弟兄姊妹甘心樂意地擺上自

己，因為“愛 神”的緣故，而來“愛 神的家”

，投入身體事奉的大軍中。 

3.  主是我們生命的源頭，祂負我們一生的責任。我

們只要一心擁立基督在凡事上作王（居首位），

並相信　祂要做的就必定做成，沒有任何人、

事、物能夠攔阻 神的旨意。 

讚美主！祂是獨行奇事的 神，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曹國豪

“神說話了！神說話了！”這使我的心雀躍不

已！在“委員會”的這兩年，我一直在祈求 神──

賜給于弟兄更確切的話！ 神果真垂聽了我們的禱

告。讚美主！

5月23日與淑美晨更，我們再次細心查考“約書

亞記”第三章，看見：

1. 是祭司們扛約櫃，先下水，百姓跟在後面。 

2.  是由領袖約書亞下這命令，而這個命令是從耶和

華我們的　神而來。 

既然我們已經有 神的話，于弟兄也有這樣的帶

領，現在就是扛起約櫃，腳踏入約但河的時刻，讓我

們憑信向前，進入 神的應許地。我們一點也不需擔

心“會所基金”不夠的問題，因為 神在凡事上都有

預備。現在，我們要做的是，付上禱告的代價和完全

信靠 神，至於 神將要怎麼做，是祂的事。但是我知

道也深信“祂不誤事，因祂是活 神！”

楊駿

第一次去Bowers,我就很喜歡，它是我們所看過的

場地中，最好的一個。心想，若是主以為美，賞賜給

我們是何等可喜的事！今天于弟兄向我們交通 神所給

的話與他自己的領受，我們一致決定要購買Bowers，
我真是太興奮了！整體看，一是交通方便，地點適

中，可以擴大我們服事的工場。二是場地夠大，可 

有足夠的教室供應日漸增多的“成人主日學”教學使

用。但是更樂於看見各地同工（特別是中國大陸的骨

肉至親）來到我們當中，接受培訓與裝備，日後可以

差派出去，投入廣大的禾場，服事 神的教會並擴展 

神的國度。我盼望這個場地的周圍都要因為 神的工

作蒙福！

殷春秋

今天中午知道“ 神向于弟兄說話了！”心裡真是

歡喜快樂，忍不住要讚美 神的信實與恩典，祂的確

與我們同在，又樂於向我們啟示祂自己。看過Bowers
後的這幾天，每次為新會所禱告時，心中就唱起一首

多年未唱的兒童詩歌：“前進！前進！前進迦南！前

進！前進！前進迦南！”

今天上午，這首詩歌更加響亮地唱在心裡，我知

道。此時， 神的雲柱、火柱已開始引導我們起行，

祭司們啊！現在就扛起 神的約櫃向前行吧！是的，

神正發聲呼召我們“前進迦南！”，進入那流奶與蜜

的美地！

于楊念慈

5月16日長執們去看位於Bowers上的建築時，我因

故沒有去。但是過幾天晨更， 神使我想起去年我婉

拒了沁松所提的要求（負責禱告小組），並且 神要

我開始為Bowers這棟我尚未見過的樓禱告。5月20日開

會時，聽見同工們的交通，我心裡起了敬畏的心，對

於這次的尋求，有了很不一樣的感覺。

5月23同工退修會時，孫弟兄提到“你們要走

一條你們不知道的道路！但是不要怕，儘管跟著約

櫃走。”聽了心裡很喜樂，就查閱經文出處，寫著

「……離開所住的地方跟著約櫃去。……使你們知道

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書

3:3-4）就在那一刻，我彷彿看見一幅極榮耀的畫面， 

神的約櫃在前率領百姓過約但河，上去得那美地…。

當天下午，才與弟兄姊妹終於見了這棟樓的真面目。

當一起跪在樓外草地上禱告時，主再一次把早上的經

文提出來，我立時知道主的心意。但我暗暗放在心

裡，只把它寫在屬靈札記上。

5月24日于弟兄交通他從 神那裡所聽見的話語，

我才告訴他主昨天已經把確據擺在我心裡。自此，我

進入了一個很深的安息！

願這個會所，不單是為我們教會，乃是為著 神

的國度被宣揚， 神的聖名被高舉。並且不是只有在

主日，乃是天天都充滿讚美與禱告，但願頌讚、榮耀 

歸給祂，直到永遠！     �

「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

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

的。……。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他是神，是

信實的神，向愛他、守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

千代；」（申7:7,9）

Ç  「建堂團隊」同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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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信心篇

這塊地 不是只為我們的…

◎ 眾肢體  

ef	于弟兄2002年6月“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的

信息中，那創造天地的　神，如何地對于弟兄說話，

竟是那麼強烈地觸動我。當天見到妻子，和她分享

時，心中的激動仍讓我流淚。那是多麼大的一個囑

託，但有了　神的話，這就足夠了！就像念慈姐所分

享的“這個會所，不單是為著我們教會，乃是為著　

神的國度被宣揚，　神的聖名被高舉”。實際上，　

神的名已經被高舉了，在外地，不知有多少像我這樣

的弟兄姊妹為此受到激勵。我們也願意與Cupertino
基督徒聚會的弟兄姊妹們一起過約旦河，一起繞城

呼喊。這麼大的恩典，不知讓多少弟兄姊妹得到祝

福。…..我真羨慕你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美國	佛羅里達)

ef	我們是目前國內較有影響的教會之一，我們的網

頁每天有上千人次以上的瀏覽，我已將你們教會于宏

潔牧師系列講道的網頁，鏈在我們網上的“靈命成

長”上，作為聖經學習的空中課堂，一起在網上培訓

國內大批靈裡需要的信徒，因為國內培訓講員的能力

有限，遠遠不能滿足信徒需要。盼望主的大能在中華

大地這片土地上更開放，福音事工更興旺，也願于牧

師為主培訓出更多合主心意的好牧人。感謝主！感謝

于牧師！也感謝你們教會！ (中國)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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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紐約)

ef	這兩年多來非常感謝您們在網絡上播出的信息，

令身在香港的我們得益良多，願　父神賜福於您們的

服事！現在更得知您們正擴堂，想必您們一定忙得不

亦樂乎吧！(其實我與一班弟兄姊妹一直留意此事，

看耶和華為您們如何成就大事！)在　神的手中沒有

難成的事，這是真的。想起2001年我們教會也遇到同

樣的情況，自己成為擴堂小成員之一的戰兢而快樂

的心情，真是不亞於您們的現況，但 父神既已說話

了，祂就必要成全此事！只管憑信而向前吧！我相信

　神要使用您們成為多人的祝福！  (香港)

ef	今天早上打網頁知道你們要搬新會所了。看到新

會所的照片，從心裡為大家高興，讓我又是這麼感動

不已。我多麼希望我也在那裡跟大家一起禱告，一起

事奉，為新會所盡我的一點微力。於是，我來到　神

的面前流淚禱告，為新會所感謝　神，求　神繼續帶

領前面的路。可以說于弟兄的話語自受浸後，一直伴

隨著我屬靈成長的道路。直到後來找到你們現在的網

站，更從那裡得到牧養。願　神親自做工，興起更多

的弟兄姐妹一起與祂同工。 	(中國	山東)

　

ef	感謝　神使用你，讓你成為神家生命的餵養

者，聽了你們建教堂的信息，我現在就相信已經成就

了。我們一大群神的子民在唱凱歌向應許之地走，我

們用喜樂的心獻上禱告。在　神的旨意中執掌權柄禱

告,不讓仇敵來破壞。也願我能與你們的事奉有一點

份。本人信主好幾年了，感謝　神能讓我在工作中有

機會在網上聽您的信息，通過聽您的信息，本人生命

已成長﹐從前就像在曠野裡走，聽了您的信息，現在

已來到約旦河邊了，預備要過約旦河了。我處有兩個

教堂，有4000多人信主，但人數的增長更要生命的成

長，感謝　神，您為神家要舉辦香柏木培訓中心。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祝你身體健康，被　神大大使用，在

聖靈中大喜樂！在新的會所裡把　神自己傳給每一個

聽的人，牧養世界各地的人。 (中國	吉林)

　

ef	我在大陸的時候就常常聽于弟兄的講道信息，覺

得　神真是愛他，給他那麼多的恩賜，服事我們這一

代的眾弟兄姊妹。現在知道你們教會正面臨著購堂的

事情，也面臨著一些阻礙。當我在網上聽完你們全民

禁食禱告會的錄音帶後，我也為你們禱告，我也願與

你們一同來經歷　神在這件事情上的帶領和恩典。我

們相信，主耶穌必會成就這件事情，也藉著這幾十年

不遇的購堂機會來造就眾弟兄姊妹，給大家機會來奉

獻，給大家機會來參與服事，給大家機會來經歷　神

的大能。這件事真的給我很大的鼓勵和安慰，我也希

望與這件榮耀的事情有份，有一點點個人的奉獻給教

會。願主與眾弟兄姊妹同在！ (美國)

ef	謝謝于弟兄和念慈姊再次來到我們中間給我們帶

來了屬靈的食物以及許多的勸勉。您們雖然已離開我

們中間，但您們的鼓勵、勸勉，和所傳的道卻還在我

們心中螢繞。我也想藉著這個機會，對Cupertino基督

徒聚會的弟兄姊妹說聲謝謝。謝謝您們這個團體為　

神國度的建立所做的一切，謝謝您們和帶領的弟兄姊

妹們的同心擺上，謝謝你們一同撐起的見證，你們的

付出已成為我們的激勵。我們雖然不能和你們一起聚

會，但我們的心常常與你們在一起。在你們買會所面

臨這麼多、這麼大的挑戰與艱難之際，不要覺得你們

只有二、三百人，我們這些看不見的肢體，也都和你

們在一起共同面對爭戰。我們真的是羨慕你們有　神

的託付和異象，有這麼好的屬靈領袖，有這樣的機遇

來親自經歷　神。于弟兄在《請為我們揚聲禱告》中

說，九月份是你們全教會的奉獻月，我們願意和你們

一起過奉獻關，來察驗我們是不是真要主，這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但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日子還有多少，不

知道我們是不是還有補考的機會。話雖如此，但在最

前線的不是我們，我們願在禱告中記念你們。也願　

神因著你們的忠心大大地祝福你們。 (美國)

ef	知道了 神在您們中間行了大事，除了讚美 神的

奇妙作為外，我想 神最最寶貝不僅僅是它的結果，

而更是那一點一滴的跟隨和那沒有辦法放棄的堅持。

感謝  神記念我們小小的心，卻使祂自己的榮耀得到

滿足。謝謝于弟兄及貴教會長年在主內的擺上和弟兄

姊妹在福音上的播種，使 神的話更清楚有力的震動

這個世代。感謝 神的愛是如此寬廣，帶領自己的百

姓走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們在其中能更多的認

識祂，使基督的救恩進入完全，加油！我們的 神是

非常信實的，而且一定負責倒底，祂必要親自帶領你

們得勝再得勝。感謝 神應許我在靈裡與您們同行。

榮光顯現！ (加拿大)	

ef	哈利路亞！感謝 神！為我們成就了大事。我來

自中國，現在日本農工大學讀博士三年，經常去一個

日本教會參加禮拜。同時，我也是貴教會的一個編外

成員（自己這樣認為），因為我每週都要通過網路聽

于老師的講道和楊老師的領詩，百聽不厭。很希望我

能有機會，到你們教會去參加一次主日聚會。感謝讚

美我們的主！ (日本)

ef	謝謝你們所發出的代禱信，我們也因此倍受激

勵。當讀到于弟兄的分享：“按著我們教會本身的狀

況，我們並不需要這麼大的一塊地。然而　神卻把這

塊地應許給我們，為的是要把特別的使命託付給我

們。”我的心中真是不住的說“阿們！”。同時我

也想說，按著貴教會本身的狀況，你們配得承受這麼

大的一塊地，你們也配得承受　神所加給你們的這樣

的試煉！哈利路亞！讚美耶和華！貴教會在　神面前

的信心和忠心早已經服事了普天下眾多的弟兄姊妹，

也讓我們每一個在這件事情上有份的弟兄姊妹大受激

勵！願 神加添每一個人信心和勇氣！     (澳洲) �  

在這四年的建堂之旅中，有一件最令我們得激勵的事，就是不僅 神與我們同在，而且

衪把我們圈在基督廣大身體的保護和祝福中。有時風狂雨大﹔有時夜又長又黑﹔有時爭戰

猛烈﹔但來自遠方的扶持卻從來沒有間斷過。這些適時的來信、電話、卡片……，多不勝

數。真的，這一塊地不是只為我們「矽谷基督徒聚會」的，是 神要為著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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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教會啊，

  為主興起！發光！

◎ 殷春秋

感謝　神，在2004年五月，我們積極尋求“購

買會所”時，主接二連三賜下寶貴的話語給

祂的僕人和教會。這是　神對教會的呼召和應許－

「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民

13:30）　神命令我們要“立刻”上去得這塊“應許

之地”，並且祂自己要成為我們得勝的確據和把握。

哈利路亞，　神實在是藉著“購買新會所”的行

動，已復興祂的作為在我們當中！首先，祂興起許多

弟兄姊妹進入祂的心意「為耶路撒冷、為錫安，心裡

極其火熱。」（亞1:14），“為　神的殿心裡焦急，

如同火燒”地大聲向　神迫切禱告，求 神復興祂的

教會並祂的兒女！許多弟兄姊妹願意擺上膝蓋、獻上

時間，為教會禱告，甚至晝夜不靜默、不止息地向 

神祈求。現在我們全教會的禱告會，一週舉行六天，

有晨禱、午間禱告、晚禱和禁食禱告。此外，還有各

小組的禱告。也有弟兄姊妹因愛受感，已與　神立

下“禱告之約”，願意終生成為　神國的代禱勇士！

在眾人同心合意的禱告中，我們彼此先被　神

堅固，藉著禱告，使我們“裡面的人剛強起來”，

也使我們的信心不住地增長，可以在這條進迦南的道

路上，剛強壯膽、憑信往前。藉著禱告，　神啟示我

們，祂要藉著購買外面看得見的會所，先來建造我們

裡面看不見的靈宮。所以，聖靈有時在禱告中發出聖

潔的火焰，燒掉我們的驕傲敗壞、軟弱失敗、懷疑不

信…….和一切當滅之物，使我們成為聖潔得以見　

神並與　神同行；有時聖靈光照出我們的虧欠，在代

禱、傳福音、愛人、愛　神、……或是奉獻的事上；

有時聖靈來轉變我們以“自己”為中心的生活，成為

以“基督”為中心，以“基督的心為心”，以　神家

的事為念；有時聖靈來潔淨我們的心思、言行……甚

至是事奉的動機，使我們能單純愛主、事主而無摻

雜。

除了禱告的火被逐漸燒旺，許多平日安安靜靜的

弟兄姊妹都熱心投入事奉，並化成行動把時間、心力

擺進來。睡覺時間減少了，本來要渡的假也取消了，

發著燒還趕工把資料如期完成，要開會是隨叫隨到，

一掃以往不積極的態度。

不僅如此，我們對　神國度的關心也越來越具

體。在我們中間的弟兄姊妹以在北美得救信主的居

多，見聞都比較侷限，但聖靈正在開我們的眼睛，使

我們的視野、胸襟都被擴大。　神給我們這麼廣大的

會所，絕不是只為我們教會的二、三百人，乃是為著

神國度的眾兒女們。願我們在建殿的過程中，接受裝

備和訓練，能成為　神祝福的管道。另外，　神藉著

所賜下的話，「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

榮耀充滿」（民14:21）成為給我們教會的負擔與託

付，相信祂就必定要成就這事。

矽谷是個繁華的工商區，人的心常沈醉在各樣屬

世的成就和競爭中。但是　神卻在這個大公司林立的

地區，分別出Bowers這塊地，讓　神的百姓在其上敬

拜、事奉、追求祂！讚美主，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

親自興起祂的教會，在地上成為金燈台，能像明光照

耀，來見證並彰顯　神的榮耀。 神啊！使用祢的教

會成為傳福音的教會，讓地上萬民都歸向祢，讓教會

在地上成為榮耀的教會，為主興起，發光！    �  

(摘自2004年7月「香柏木月刊」21期)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祂歇息。直等祂建立耶路

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賽62:6-7）

信心之路起行

信 心 篇

「亞伯拉罕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他的
信心還是不軟弱。 並且仰望　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得堅
固，將榮耀歸給　神。 且滿心相信，　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羅馬書4: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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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10: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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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信心篇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不

只說出了人生世事多變，無法掌控，也道出

了人心中的無奈與無能。多少人眼睜睜的看著所愛的

人受苦，多少人辛苦的忍受著病痛的折磨，多少人處

在飛來橫禍的驚愕中，……。人都不喜歡遇見風暴、

遭受苦難，而身處風暴中的人不僅僅充滿了痛苦與不

安，更是常常會有一個共有的困惑，就是「為什麼會

發生？」(Why?)，或是更進一步的問：「為什麼會發

生在我身上？」(Why me?)

的確，在人生的路上苦難是絕對無可避免的，連

愛我們的主也都告訴我們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約16:33)因為從人類犯罪墮落，甘心順服撒但之

後，撒但在這地上就暫時得著了牠的地位。老約翰

也因此提醒我們，整個世界現在是「都臥在那惡者手

下」(約壹5:19)，而牠來的目的就是要「偷竊、殺害

和毀壞」。因此，我們必須認清楚，苦難的源頭只有

一個，就是撒但。聖經明說　神沒有降災禍的意念(
耶29:11)，祂不願意叫人憂愁，更不甘心看人受苦(哀
3:33)。先知以賽亞告訴我們，當　神的百姓落在一

切苦難中時，我們的　神不只陪著我們同受苦難（賽

63:9），祂甚至更是親自來「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

我們的痛苦」(賽53:4)，祂要我們將一切的重擔都卸

給祂，因為祂愛我們，顧念我們。(彼前5:7)

雖然撒但像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傷害人，但　

神的兒女卻不像世人一樣，對苦難的降臨完全沒有招

架的餘地與能力。我們的　神是永遠坐寶座，萬有都

服在　神的權柄之下，撒但雖然猖狂，但若沒有　神

的許可，沒有一個苦難可以臨到　神的兒女，就連　

神兒女因為犯罪軟弱而被　神管教，也是如此。換言

之，　神兒女所遭遇的苦難，雖然其源頭仍是撒但，

但卻是經過　神的許可，是經過　神的主權與美意「

過濾」過的。正如約伯原本是被那道「看不見的籬

笆」(Invisible Fence)所保護著，直到　神許可，仇敵

才能在　神所許可的範圍內用各樣災害來攻擊他。然

而，在　神允許仇敵如此行之前，　神不只對約伯有

個更高更美的旨意， 神更是早已預備好了夠用的恩

典與雙倍的祝福，才帶領他進入這一切的風暴中，

至終將他引到「主的結局」(雅5:11)，應驗了　神藉

著以利戶在約伯痛苦達到最高峰時給他的安慰與應許

──「神藉著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們受欺壓開通他

們的耳朵，　神也必引你出離患難，進入寬闊不狹窄

之地，擺在你席上的必滿有肥甘。」(伯36:15-16)

我們若從新約聖經幾次風暴出現的記載裡，我們

不難發現出一些寶貴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

解到底風浪臨到我們的屬靈原因是什麼以及我們在風

浪中該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它：

（一） 風浪顯明我們信心與生命的實情

當保羅被押送去羅馬時，路上曾遭遇了一次極其

可怕的風暴，全船近三百人在恐懼中掙扎奮鬥，14天
懸望忍餓不吃什麼。但保羅卻充滿了平安，起來勸他

們吃東西，並且保證他們各人“連一根頭髮也不至損

壞”，因為保羅深知道他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怎

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徒27:25）

這正是每次風浪來臨時必然會有的結果，它顯明

了我們信心的程度和生命裡的實情。正如杯子在受到

撞擊之後，它原本所盛裝的是什麼，濺出來的就是什

麼。我們生命裡若所充滿的是不信、自私、貪心、驕

傲、埋怨、……，在碰到艱難與考驗時，我們也就會

是充滿了這些表現。反之，我們所表現的就是充滿了

對　神的信任與安息，是耶穌美麗的生命性情被彰顯

出來。風浪本身雖然不會改變我們信心與內在生命的

實質，但它會顯明出我們對　神的信心及屬靈生命的

真實情形。

（二）風浪使人轉向救主

風 雨 生 信 心

◎ 于宏潔

有一天晚上，當主吩咐門徒開船之後，主就因著

服事的勞累到船尾去休息。這時，忽然起了暴風，波

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就在這外有不止息的

風暴，內有沈船危機之時，門徒想起了主在船上，立

刻叫醒了祂，他們帶著埋怨又焦急的口氣對主說：「

夫子，我們喪命，祢不顧嗎？」（可4:38）

簡短的記載裡，卻生動且真實的描繪出我們在風

浪中常有的反應，我們總是先憑著自己的聰明、能力

與經驗試著去解決它，當解決不了時，我們才來轉向

主，甚至已帶著委屈與埋怨來求靠祂，常常也都是事

情已經嚴重到我們無法收拾，無力面對時。似乎不走

到人的盡頭，我們總是很難承認我們需要「救主」，

我們總是習慣性的、本能的「忘了」主還在我們船上

呢！無論如何，風浪帶給我們的第二個祝福就是它幫

助我們轉向救主。身處難處中的弟兄姊妹們，讓我們

都學習儘早在風浪中轉向救主，不再孤單的憑著自己

有限的能力去應付，主永遠愛我們且與我們同在，現

在就轉向祂吧！

（三） 風浪幫助我們真認識　神

主被叫醒之後（真是一位「敵雖四佈，享恩如

恆」的人子！），就起來斥責風浪，風浪也就大大的

平靜了。此時，門徒們卻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

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祂了！」（可4:41）

在這之前，主早已在他們面前行過神蹟，但他們

對主的認識仍然有限，仍舊是建立在主的作為上而非

建立在祂的所是上。藉著一次可怕的風暴──一個遠

超過他們這些職業漁夫們所曾經歷過、所能勝過的風

暴，不只使他們謙卑的轉向救主，更使他們因而認識

了所信的是誰。原來這位與他們朝夕相處，和靄可

親，會餓會渴，會累會睡的人子竟然是創造天地萬物

的真　神，這個認識不能不叫他們產生敬畏，不能不

叫他們發出驚嘆說──「祂到底是誰？」

雖然風浪本身不能改變我們的信心，但在風浪中

對　神大能與信實的經歷卻能增進我們的信心，能改

變我們的生命。歷世歷代以來，多少　神的兒女們都

是在各樣不可能的艱難與苦難中對　神產生了真實的

經歷與信心，認識了在祂永遠沒有難成的事，也因著

這樣的信心，得以勝過許多挑戰，成就許多大事，因

為「惟獨認識　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但11:32)

（四） 真信心使人凌駕風浪

在經過主耶穌平靜風浪的神蹟之後，門徒們的信

心都大大提升。神蹟奇事的確有增進我們信心的果

效。但主並不希望我們的信心只是建立在祂的作為和

恩惠上，祂更希望我們的信心是深深的紮根於祂的應

許和所是上，祂希望我們因著信也能作祂所作之事，

甚至能作比這更大的事。)因著信，我們不僅不再害怕

風浪，甚至能凌駕在風浪之上，使我們不只因著神蹟

而堅固信心，更因著信心而不斷帶下神蹟。

因此，當門徒再次遇見風浪時，主不再只是安慰

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主進一步鼓

勵彼得下船履海，勇敢的走在風浪之上（太14:22-33
）。一開始的時候，因為彼得定睛在主的身上，他的

確像主一樣走在風浪之上，後來“只因見風甚大就害

怕”將要沈下去，主不僅及時救了他，也再次平靜

風浪，以致在船上的人都拜祂說：「祢真是　神的兒

子」。

彼得雖然被主責備是「小信的人」，但他的率直

與勇敢常是我們所趕不上的。今日我們若想要有像彼

得那樣履海的得勝經歷，我們就得先有他那膽敢在驚

濤駭浪之中，離開船走下海的勇氣和信心。當主對我

們說「不要怕，只要信！」的時候，我們是否能因此

得著安慰與力量，靠著主勇敢的跨出信心的步伐，離

開我們的安樂窩（Comfort Zone），「不看風浪，只

看耶穌」，「不怕風浪，邁向耶穌」！

正值教會買新會所之時，無論從事實的艱難、人

心的軟弱或力量的有限上來看，都是難關重重，步步

維艱，多少的風浪等在前面，多少高大的歌利亞和強

悍的迦南七族守著　神的應許美地不肯交出來給　神

用。但是，真信心是不憑眼見也不靠感覺，真信心不

是一廂情願與盲目的執著，真實的信心永遠是建立在

　神的所是和祂寶貴的應許之上。我們需要對環境的

艱難與仇敵的作為有第一手的了解和認識，風浪是真

的，但我們卻是用出於信心的禱告來往前，不只求主

平靜風浪，更能靠主凌駕在風浪之上，使仇敵的作為

被捆綁，使　神的兒女在這一切過程之中都能蒙恩蒙

福並討　神喜悅。使　神的旨意能通行在地如同在

天，使這地成為　神立名的居所，成為祂榮耀所充滿

之地，成為救恩滿溢的喜樂之地，阿們！     �

(原載於2004年8月「香柏木月刊」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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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信心篇

不可丟棄勇敢的心

◎ 楊駿

最近常有弟兄姊妹問起：「你真的相信我們能

買到Bowers的那兩棟大樓嗎？」每次我都回答

說：「毫無疑問！」因為心裡從來沒有懷疑過，擺在

我們前面的幾個不可能也沒有讓我憂慮過。人接著再

問：「為甚麼？」我說：因為　神已經應許，「我相

信祂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徒27:25)」
但轉念再想，我為甚麼在買會所的事上有信心？感謝

主！祂讓我學習信心的功課。

我從自己對買會所的難處與工作上難處的不同反

應認識到：

1.信心是　神賜的，不是我自己有的。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

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

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2:8-9)　我想這裡的得

救也包括基督徒今生所經歷的魂的得救。既然是　神

所賜的，人就沒有可誇的，有信心的也就沒有可驕傲

的，都是　神的恩典。

2.信心是會長的，我要向　神求。

馬可福音上記載主醫治一個被鬼附的孩子時，「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親立時喊著說：『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

幫助。』」(可9:24)　在公司裡面為前途擔心時，我

們就向主呼籲，懇求祂來幫助我們。我們所信的　神

實在是一位又真又活的　神，祂常用我們當天所讀的

經文來堅固我們。例如「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

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

盼望。」(羅15:4)，　神給我們忍耐與安慰，讓我們

因之得著盼望。再例如「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

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

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15:13)，　神在我們情緒

低落的時候藉著祂的話用喜樂平安充滿我們，使我們

大有盼望。又例如「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

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　神離棄了。總

要趁著還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

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

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來3:12-14)，　神

在我們愁眉不展的時候告誡我們要棄絕不信的惡心，

天天彼此相勸，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

經過這樣一天一天的學習，我發現我的信心增長

了，比以前容易進入安息了。今天剛經過的一次重大

打擊也能夠坦然處之了。弟兄姊妹，你對買會所信心

不足嗎？讓我們一起來尋求祂、向祂呼求，祂必要幫

助我們！

3.信心是要經過考驗的，我要在考驗上得勝。

有時我覺得自己真有信心了，考驗來到的時候才

發現自己其實沒有。但是　神給我們安排困難的環境

不是要我們喪膽，而是要我們的信心更加堅固。彼得

前書告訴我們：「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

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

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前

1:6-7)這幾天在讀「脫毛的老鷹」，蔡耀明夫婦的見

證讓我備受鼓舞，　神藉著一次又一次的考驗，讓他

們的信心越來越堅固。我在工作上也正面臨一場信心

的考驗，但我知道主要藉著環境讓我真認識祂的信實

與大能，讚美祂的名！

弟兄姊妹，我們買會所碰到的困難讓你灰心了

嗎？你奇怪主既然應許了，為甚麼還有這麼多的巨人

擋在前面呢？感謝主這樣地愛我們！祂要把大的信心

做在我們身上，讓我們的信心經過試驗之後比金子更

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

尊貴！讓我們一起來尋求祂、順服祂，一起來學習這

信心的功課，讓祂把美事做在我們教會裡！    �

(原載於2004年8月「香柏木月刊」22期)  

信 心 的 功 課

憑信站在 神的應許上

上個週末，我和于師母到紐約服事在哥倫比亞大

學的退修會。週六晚聚會結束時在手機裡聽見沁松弟

兄的留言﹕賣方和別人簽了約，三十天內這塊地就要

成交。當聽到時，我和很多弟兄姊妹的反應是一樣

的，非常的驚訝！可是當我們在主的面前禱告時，裡

面仍然是那樣的篤定，知道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在

　神給我們新的命令之前，我們仍憑信心站在　神的

應許上。

不可丟棄勇敢的心

主正好在這事發生之前就用希伯來書10:35-38告
訴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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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

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這塊地現在雖然簽了

約，但是還有二十多天他們才會正式成交，所以這是

教會好好操練信心禱告，憑著應許來管理環境的一個

機會，希望大家不要放棄禱告，反而應該更迫切的禱

告。我想在我們這一生沒有很多機會被　神帶到一個

絕路 ─ 前面是紅海，後面是追兵 ─ 不久前主恩堂

說他們希望把教會辦公室收回去。這回我們可真是要

成了無家可去了，所有週間的服事都得停頓，包括網

路及多媒體事工。但是感謝　神，這是　神要顯神蹟

的時候。

這塊地既然是　神選中為祂立名的居所,是　神

要用祂的榮燿來充滿的，這塊地就是　神的， 神的

物就應該歸給　神。我們禱告，希望因著教會在這裡

從事的這場爭戰，以及在信心中的舉動，所有跟這件

事有關的人都因此得到祝福。不論是神的兒女們還是

外邦人，他們都要在這件事中敬畏　神，順服　神。

我們繼續呼求 神大能的手介入，讓他們雖然簽約，

但卻不能成交。

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亞伯拉罕將心愛的兒子獻

給　神，反而從死中得回了他的兒子。今天是復活節，

我們不僅傳主的復活，我們更讚美並見證祂的復活，這

塊地既然要被　神的榮耀所充滿，它本身也需要經過死

而復活，也要有死而復活的經歷。雖然它現在不在我們

的手上，但是在禱告中，我們仍然擁有它。但以理和他

的三個朋友有兩層的信心，第一個叫「即便如此」的信

心；第二個叫「即或不然」的信心。

即便如此的信心

當尼布甲尼撒王威脅但以理的三個朋友：再一次

給你們機會，如果不向這個像下拜的話，我要把你們

立刻丟到火窯裡去。三個朋友眼睛看見的真是一個被

威脅和非常困難的局面：熊熊的烈火就在他們眼前，

王的威脅和眾人的妥協都成了極大的壓力。但是因著

他們知道他們所信的　神是一個全能的　神，他們能

夠說：即便如此，我相信我的　神能夠救我，把我從

烈火中救出來。這叫作第一層的信心：我們相信　神

是全能的　神，在　神沒有難成的事。這個即便如此

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全能」上。

即或不然的信心

之後他們接著說“即或不然”，我也絕對不拜你

的　神。這個“即或不然”是建立在　神的「全智」

和　神的「全愛」上。什麼叫　神的全智呢？就是我

們在信心裡相信衪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相信　神

永遠不會錯。如果今天我們所求的，所堅持的，　神

沒有成就的話，我們要相信　神的智慧。我們不是為

　神解釋找理由，這是每一個要在主面前信心成長的

人都必須經過的。你必須相信　神的道路和意念永遠

高過我們的。另外，這個即或不然的信心也是建立在

　神的全愛上。祂既然容許這個環境發生，祂一定給

編輯室摘錄於于宏潔弟兄2005年3月27日網上的「與您面對面」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在5/25/04大約有100位大人、孩子一同前往Bowers新會所，繞行會場，唱詩、讚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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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我們教會本身的狀況，我們並不需要這麼

大的一塊地。然而　神卻把這塊地應許賜給

我們，為的是要把特別的使命託付給我們。既然如

此，我們就不能在這最後的關頭上向仇敵屈服。我們

必須更積極更主動地起來禱告，因為這一塊位於矽谷

心臟地帶的地也正是仇敵必爭之地。當考驗的時間拖

長、困難加增，我們的信心與禱告也會跟著下滑。但

是我們絕不能任憑這種情形繼續下去，也不能只被動

地等待結果。如果我們不主動積極地起來禱告，當事

情結束時，我們就沒有學到什麼，而且裡面會對　神

在整件事上的帶領，甚至對　神本身產生困惑。今天

中午與另兩位長老交通，檢討這一年來在買會所的事

上是否有疏漏之處。我們覺得我們的確是不夠成熟，

但基本上一直非常認真在學習。結論有三：

(一)  教會的核心同工很同心，特別是長執及在建堂

委員會中。主也在這一段時間，顯明了一些可

貴的器皿，全力扶持此聖工的進行。

(二)  我們大都能全力配合，活出身體的見證和合

一。雖然有些弟兄姊妹對買會所的事有些跟不

上，或因時間拖長而感到疲倦，但總體來說並

沒有消極或負面的話語。

(三)  在信心、禱告、奉獻及同心配搭的學習上都有

進步，但是也在這些點上我們需要更進步、更

有突破。因為信心、禱告、奉獻和同心是教會

建造的基石。這一年來，　神在教會裡興起不

少同工，　神也藉著買會所的事來培育眾同

工，為著將來長遠的建造和使命。

現在買Bowers會所的事已到了一個關鍵的階段，

我們要用信心、以積極的態度投入禱告的行列，一起

來看　神大能的作為。要問自己，若　神果真在這兩

週內行大事，買成之後面對Intel的挑戰，我們預備好

了嗎？求　神再來挑旺我們活潑的信心和禱告的火。

若　神把地奪回交給我們，我們的信心、禱告、奉

獻能跟得上嗎？最近我常問　神有沒有新的話要給我

們，　神總是說以往給的已經夠了。在此，我與弟兄

姊妹一同來回顧一下這一年來，　神所賜給我們的幾

次應許：

05/24/2004──你們都知道，我是不隨便對人說：「

主對我說……」的。在我以往的經歷裡，　神總是在

我生命的關鍵點上給話，而且每一次祂的話都成就。

但是這卻是第一次　神同時給我四句話，使我每一次

想退後或要妥協時，都無法推諉，而且在風暴中還非

常安息：

(1)  民14:21「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

耀充滿。」

(2)  民13:30「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

勝。」

(3)  民1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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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詩16:6「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

的產業實在美好。」

當　神給第一句話（民14:21）時，我裡面產生

了極大的震撼。我覺得教會不夠，自己更不配。但是

這句話是　神在以色列百姓於加底斯巴尼亞失敗之後

說的。人的眼睛看到的是他們明顯的失敗，而　神所

看到的卻是祂在人身上所要做的及祂旨意的成就。當

　神給我第二句話（民13:30）時，我全人跪在地上

很久，不住的流淚。我知道這一句是給教會的，心裡

很惶恐，因為我看到教會的難處與不足，覺得不可能

夠得上　神的託付。所以　神又給了我第三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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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

　神這麼接二連三的保證，我只能伏在祂面前，低頭

敬拜。接下來我就為該只買一棟樓或兩棟一起買而禱

告時，　神立時給了第四句話「用繩量給我的地界、

我們預備了足夠的恩典和力量，祂會讓我們在一切的

艱難中，在不可能的環境裡，靠祂得勝有餘。我們就

是這樣簡單的相信　神怎麼說，事情要怎麼成就。

在　神沒有難成的事

弟兄姊妹，沒有一個得勝比勝過死亡更了不起

的，沒有一個局面比死亡更叫人絕望。我們相信在　

神永遠沒有難成的事。雖然他們簽約了，但是　神沒

有說話以前，我們一直繼續禱告到　神說話，並清楚

的顯明衪的下一步是什麼，希望我們的信心單純，我

們的信心真實，我們的信心勇敢。我知道我們一定有

軟弱、困惑、懷疑和很多的失望，這是人之常情，連

我都暸解，更不要說那位大祭司了。衪凡事都能體恤

我們的軟弱，主全都暸解。這真的是千載難逢，是我

們一生中難得一次被主帶到絕路，而且是一起被帶

入，讓我們全教會一起來學，一起來相信　神，在　

神沒有難成的事。

【禱告】

主，我們讚美祢，求祢將　神兒子的信心放在祢的教會

中，讓我們不是勉強的相信。更不要叫我們帶著一個不

信的惡心來觀看祢的作為。主啊，在祢有新的帶領、新

的命令以前，祢怎麼說，我們就是站在祢給我們的應許

上，繼續的宣告，繼續的持守。讓我們不僅不因不信心

裡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裡得堅固，且滿心相信　神所應

許的必要做成。亞伯拉罕所信的　神也是我們的　神，

他怎樣從死中得回了他的兒子，今天我們也將這塊地再

一次的交在祢的手中。這塊地是祢立名的居所，是祢要

用祢的榮耀所充滿的。我們為著賣方向祢求祝福，求祢

恩待他們，讓他們知道敬畏祢，將這塊地交還到祢的手

中。這些日子繼續教導我們怎樣爭戰，怎樣拉銅弓，怎

樣追趕我們的仇敵，直到祢的應許成就在我們中間。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

“ 不  要  歇  息  … ”
4/26/05 教會禱告會于宏潔弟兄交通紀錄，黃麗整理

(下接34頁)

(上接35頁)

ab

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詩16:6）
，我知道是兩棟都要買。當晚召開長執會，全體一致

認為這是主的旨意，禱告中都滿有信心且被喜樂充

滿。

12/18/2004──經過了半年，賣方決定不賣給我們

了。這一天，長執們禁食禱告一整天，尋求　神的

帶領。那天　神把撒迦利亞4:6-10給我。藉著這段經

文，　神告訴我們要把信心建立在祂自己的身上，並

預言整個工程必定完成，教會要積極從事建造。禱告

後，長執們決定繼續進行買會所的事。「萬軍之耶和

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

靈、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

前你必成為平地．……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

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撒迦利亞 4:6-10)

3/02/2005──三月二日清晨我為著晚上的長執會我跪

在地上禱告時，　神給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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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歡他。」

（希伯來書10:35-38）當晚，有其他同工也得了主的

話。從前我們的前提是必須拿到市政府的許可證才

買，可是現在 神是要我們學信心功課，並不是要賣

方學信心功課，大家一致決定我們不以必須先得到市

政府的使用許可證為我們向賣主提出購買的條件。至

此，我們的信心又往前跨了一大步。

 

最後我要再說，　神的旨意必須成就在我們的身

上。現在雖然看起來地被人買走了，但「神的物當歸

給 神」，祂的躭延，顯明我們的未得之地仍然很多。

所以不要鬆懈，不要丟棄勇敢的心及起初的信心，「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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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當我們和賣方聯絡時，經紀人曾提

醒我們不要再提 神的名字，免得讓賣主覺得

有壓力，心裡不自在。但是我們仍然在信中告訴他

們，如果不是 神的話，我們不可能到今天還會繼續

走下去，我們早就轉去買一個比較容易的場地。全都

是因為 神，也因為各地的弟兄姊妹在愛中的扶持，

讓我們一直走到今天。

買這個會所從一開始，對我們教會來說，就是

遠遠超過我們能力所能及的一個挑戰，不管在信心

上、禱告上、財力上、人力上、時間上、經驗上，…

無論哪一方面，我們都覺得夠不上去。但是因著 神

那麼清楚的把應許給我們，我們才敢靠著主跨出這些

步伐。

第一個大難處是要怎樣得到市政府的許可，把

這塊工業用地改為教會使用。這件事情是所有教會在

工業區購買新堂時都要經過的程序，但是因為我們的

隔壁就是兩家大公司，他們曾經強烈表明反對的立

場，因此市政府也已經告訴我們，因著他們反對，我

們不可能拿到許可證。

另一個難處是不斷有新的、強而有力的買主出

現。因為大公司和市政府反對，加上對我們的財務狀

況不信任，所以賣主打退堂鼓，不肯再把這塊地賣給

我們，並把這塊地重新放回到市場上。

2005年三月初，賣方已經找到了幾個買主，而

且其中有兩個出價比我們多了好幾十萬，可以馬上付

款，又不需經過市政府的許可。 神又應時的賜給我

們話語，於是我們決定在信心裡跨出了很大的一步：

不以市政府通過許可證為前提，跟賣方提出一個新的

契約。但是，在三月下旬，我們被告之那塊地已被賣

給一個更強有力的買方。

這事剛發生時，在我裡面也產生了一個困惑，

問主為什麼？但是接著 神的應許又再次成為我的依

靠，雖然外面這塊地好像已經賣出去了，可是心裡知

道，這是屬於 神的，我們要藉著禱告把它要回來。

因此在我回到San Jose時，就跟弟兄姊妹交通：「 神

的物當歸給 神，該撒的物就歸給該撒。這塊地既然

是 神自己指定的，我們就相信 神要為我們持守。雖

然現在它好像暫時失去了，但是 神要我們藉著禱告

把它給要回來。讓我們學習怎樣在信心中，站在 神

的應許上，替 神來管理環境，讓一切的事情照著 神

的旨意往前。這塊地是屬 神的，我們要為主耶穌的

復活生命做見證，因此這塊地本身也需要有死而復活

的經歷，它要重新回到我們的手中，因為 神的物就

該歸給 神。」我非常感謝主，弟兄姊妹們都一起憑

信心為這件事禱告，大夥不再是被動的接受環境，更

不是消極的等候環境的發展，乃是憑著信心，用禱告

來管理環境，吩咐世界的王交還這地。在我們禱告完

不久，果然賣方和買方之間的契約至終沒有成交，這

塊地又重新回到市場上來。

還有一個更大的難處，就是週圍公司將近有二

十家立了一個契約，如果想要改變它原有的工業用

途，至少要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同意才能更改。

而上述反對我們的其中一家大公司就擁有超過三分之

一以上的投票權，當我們發現到這個難處的時候，每

一個同工都覺得這是一個憑著人力不可能解決的挑

戰。感謝主，藉著我們中間一位姊妹，順著感動到市

政府把當初那個契約所有公司的地圖整個調出來，然

後仔細研究，發現原來我們最擔心的鄰居—那家擁有

三分之一以上否決權的大公司，其實並不在那個契約

裡。 神在想不到的時候，用一個特殊的方法，為我

們解決了一個從前我們認為絕對不可能解決的困難。

有弟兄說，這真像大衛手中的一塊小石頭，讓歌利亞

神的物當歸給 神

編輯室摘錄於于宏潔弟兄2005年7月19日網上的「與您面對面」

應聲倒地。其實， 神也早就應許我們，大山算不了

什麼，在所羅巴伯的面前必要成為平地。

經過這些難處時，我們多次的禁食禱告。 神為我

們預備了很多愛我們的肢體，寫信來鼓勵我們，也在

禱告中扶持我們。當我們發起每天二十四小時連續一

百天的禱告，收到了許多回應和扶持，這個成為我們

往前走很大的力量。另外我非常感謝主的是我們的同

工，真的是眾人如同一人，沒有一個有其他的心志。

雖然會有軟弱、擔心、壓力，可是每次禱告後，我們

仍然相信 神怎樣對我們說，事情就要怎樣成就。 神

也應時賜下安慰的話，讓我們一直走到現在。

現在賣方已經決定再賣給我們，因此我們7月11
日已簽了新的合約。我們要先得著七百一十八萬，並

更積極的申請變成教會用地的許可證。

我們要禱告主，讓市政府變得合理，因為仇敵總

是要藉著不合理的要求來消耗 神兒女們屬靈的力量，

打擊我們的信心，這是不許可的。神在很多方面已顯

明衪的信實，衪的話怎樣說事情就要怎樣成就。謝謝

弟兄姊妹這麼長的日子在各方面扶持我們，下面的路

沒有你們的扶持，我們還是不容易走下去。所以請繼

續為我們接下來的爭戰來禱告，讓我們在主的面前信

心一點也不衰退，能忠心的走在 神的旨意當中。  �

被 召 的 多，選 上 的 少

我很感謝主，讓我能成為這個家的一份子。因為

我回首來這邊六、七年，每一年都越覺得這個

教會是 神精挑細選的教會，是 神同在的教會。我第

一次來這裡，就覺得這個教會很有 神的同在。除了我

們有很強的話語，還常常有 神同在的敬拜。啓示錄裡

面七個教會只有兩個教會是 神沒有責備的。實在是

被召的是多的，而選上的是少的。

我們這一路走來， 神一直在帶領我們走一條與

世人不同的路。建堂一開始說有三個巨人，我還記得

那個時候每次禱告都說：主啊！這是又大又難的事。

面對這三個巨人，我們真的覺得自己就像蚱蜢一樣！

可是，感謝主，我們有迦勒和約書亞的心志，所以就

一路跟着過來了。當初需要七百萬的時候，大家一起

跪在小教堂的地下室，趴了一地的人。三次公聽，幾

乎全教會可以去的都去了，把市政廳擠的滿滿的。我

們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禁食、一起禱告，真是衆人

如同一人。這樣的情景是我很少在別的教會聽到、看

到的。

因為這一路一直跟隨著教會，我個人也有所突

破。我剛來這個教會的時候，聽到這裡的司琴一個月

只要彈一次就好了。心裡很高興，在以前的教會一個

月只能休息一次，我覺得很辛苦，現在，真是可以安

安逸逸的聚會了。可是現在我比以前的服事三倍都還

不止，而我的心境和以前卻完全不一樣了。以前不夠

認識主，不夠愛主，不願意與主同負一軛；現在我雖

然常常也很疲累，可是若讓我重新再選擇一次，我還

是要來這個教會，我還是覺得太好了。因為我開始能

摸主的心意，願意與主同負一軛，服事 神再不是一

件苦差事，而是既榮耀又喜樂。一生的年日頂多八、

九十年，我們可以選擇安安逸逸的過下去，可是我願

意選擇在我餘生的幾十年，跟主一起走，在祂的同在

中盡心的服事祂。

我們中間有很多人在主裡很勞苦，因為服事的託

付大。我願意藉著兩節經文與大家共勉，更是勸勉我

自己：「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 神的後嗣，和

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

同得榮耀。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

的榮燿就不足介意了。」（羅馬書8:17-18）現在我們

還有最後一段時間有機會與主同負一軛，盼望我們是

那餘數的餘數，都是被 神所選上的。      �

◎ 董智惠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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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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祢看我們也不行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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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心道上同路人

◎ 眾肢體

見證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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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愚

若再來一次……

四月三日第三次公聽會的前兩天楊駿作見證說，

主若再讓他作建堂公關小組的主席他還要不要作，他

的回答是還要再作，雖然很辛苦，但是在前線的守望

者是最先聽見主的腳步，最先看見主的作為。我很感

動他這樣的回答，回家以後自己也問自己如果重新再

來一次，我還要不要接禱告小組的負責人。

我想到目前為止應該所有參與的弟兄姊妹都認同

一件事情，一切的屬靈爭戰，不論是在環境上看不看

得見的，不論是教會還是個人的，都一定會在禱告裡

面經歷。而禱告必須在信心裡，也必須在聖靈裡，才

能持久。

劬勞的禱告

禱告是很費力氣的，不是像繡花不費什麼力氣。

有時候我們有一個錯覺就是代禱是可以隨意承諾的，

因爲對 神說說就好，沒說也無關緊要，沒人在意。

其實，真正的代禱者是裡面、外面都費力的──裡面

愛主所愛、要主所要，外面攻克己身、將身體獻上，

内外都經歷屬靈的角力。四月三日公聽會那一天我和

幾位弟兄姊妹在厠所前面很短的走道上守望禱告。公

聽會有多長我們就禱告多長，偶爾出來聽一下然後我

們再回去繼續禱告，走著禱告，舉著手禱告。第二天

早晨，我發現我的腳都腫了，走了兩個多小時！為什

麼要走，為什麼要舉手，為什麼要出聲禱告？因為用

力啊！裡面外面都用力啊！在公聽會後星期五晚上的

見證會中，有幾個弟兄姊妹提到他們在這段的時間裡

面最大的學習就是禱告，弟兄姊妹寫的見證或是前幾

次的見證，都聽到類似這樣的分享。這個禱告的學

習，不論就著廣度、深度、和長度來說，都可算是我

們從前的「未得之地」！

守望者的獎賞

最起初的三個公關的同工，一開始不知所措、也

沒有事情可以做的時候，每個禮拜三晚上聚在一起就

是禱告；當全教會幾乎以為沒有指望的時候，也是在

禱告中得了「神的物歸給神」的應許和堅定的信心；

所有關鍵時刻都是禱告走在前面，也是禱告使我們一

次又一次從軟弱中重新得力。從我們第一次得而又失

的買賣合約，到信心再一次跨步，決定不等使用許可

證先買到這塊　神所應許的地；從Bowers的場地兩度

被簽約賣出，到它再回到市場，又回到我們手中；從

兩個大公司Intel和Applied堅持反對，到後來一年後主

動來找我們立約；從主為我們找到一個有愛心的中國

教會，買我們心裡面一直捨不得的那個小會所，到他

們讓我們的青少年每週五免費使用了兩年；從原先幾

年才累積了數十萬的會所基金，到一年三個月之後於

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七百萬買賣成功；從向市政府遞

交十二次申請書，到兩年多後這三次一次比一次更艱

險的公聽會；......三年中的一切一切，我們真是要

使人生發「愛」的「信心」

這一段購堂的過程，　神一直藉著禱告擴大我們信心的度量，
這信心要能激發我們向　神的愛才算達到了它的果效。......

承認在整個過程裡處處看見　神所作的神蹟奇事，數

都數不完，也沒辦法一一的訴說。但是，我們都要作

見證：守望者是的的確確首先聽見主的腳步，首先看

見 神的作為。

但是作為守望者有沒有挫折呢？當然有，有沒有

信心的低谷呢？有沒有像約拿一樣想要逃跑的念頭

呢？有沒有害怕、軟弱呢？通通都有，但是這一切都

比不上成為一個守望者與　神親密同行、可以窺看屬

天的秘密、可以摸著　神心意的那種喜樂，加上生命

被改變、信心被擴大、裡面愈來愈寬廣的那種自由和

釋放，太值得了！

所以四月三日公聽會完了以後，我因在外禱告而

站在市政廳門口，很多弟兄姊妹走過來，我們帶著眼

淚彼此擁抱或是握著手，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

「It’s worth it!」中文就是「太值得了」。用看得見的

換得那看不見的，用有限的換得那無限的，用屬地的

換得那屬天的，怎麼能不值得呢？太值得了！

那天回到教會門口，一個弟兄與我併肩走進來百

感交集的說：「啊，我們終於有一個家了！」是啊！

這個家是我們屬靈的家，是許多失喪靈魂要尋找的

家，是許多疲倦客旅安歇的家，更必須要是 神的家。

家的內容首先在愛，尤其是　神的家，因為　神

就是愛，　神的家就是愛的家。這愛不是僅止於一般

人與人之間的愛，乃是　神那超凡神聖的愛以及　神

的兒女向　神獻上回流的愛。這個愛要從信心發出，

也要由信心來持守。若不信　神，焉能愛　神呢？若

不信　神的兒子為我捨命，我焉能獻上自己愛耶穌

呢？我們愛的度量與我們信心的度量息息相關。路加

福音第七章裡的法利賽人西門和那個有罪的女人就是

明顯的比較─西門無法像那女人一樣愛耶穌，因為他

不信；但那女人信耶穌是救主，是　神，可以赦免她

的罪，所以她擺上最好的來愛耶穌。「原來在基督耶

穌裡，…. 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

才有功效。」(加5:6)這一段購堂的過程，　神一直藉

著禱告擴大我們信心的度量，這信心要能激發我們向

　神的愛才算達到了它的果效。

七月二十九日，于弟兄主日信息講到「伯大尼之

家」。我屢次想到，眼眶就有淚。那個離耶路撒冷三

公里地的小鎮，有姊弟三人，因著信耶穌是 神的兒

子，全心全意地愛祂。也因這愛，使得這個伯大尼之

家成�耶穌屢次駐腳之地－在耶路撒冷輝煌耀眼的聖

殿及喧嘩的人群中，耶穌無法駐足，但祂卻喜愛來到

這個有愛祂之人的家。在這裡有人把祂擺在首位，有

人渴慕聽祂講道，有人願意接受祂校正，有人捨己殷

勤的服事，有人為祂做復活的見證，……。伯大尼之

家是神兒子在地上的家。

因「信」所生的「愛」

我想我們第一個能夠坐五百人的堂，一年之內就

可以完成，但是　神對教會的建造，卻是一直要到永

世的，不論有多艱難，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從心

裡面說「It’s worth it」；而且這個家要充滿愛耶穌、

愛　神的人，因為教會是　神的家。我們要存這個很

喜樂、很感恩的的心繼續被　神來建造，繼續被　神

來改變，因為我們這位信實慈愛的　神，正在為祂的

兒子裝飾祂的新婦，叫我們這些本來不成樣子的，能

夠有一天跟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相匹配。到那時候， 

神要在祂的聖城中，與人同住，直到永永遠遠！  �

(原載於2007年9月「香柏木季刊」41期) 	

▲ 公聽會前在會場門口的禱告

▲  四月三號公聽會得勝歸來,眾人

回Bowers會所禱告、讚美 神!
▲ 年長弟兄姊妹參加午間守望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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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之路一路走來至今已四年多，與教會弟兄

姊妹一同經過許多挑戰，也目睹了許多神

蹟。我個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其中信心的試驗。當時間

緩緩拖長，因難的環境不見好轉，應許實現的可能性

又甚渺茫時，信心受試驗的壓力常常是那麼的真實。

要走這麼長的路，我們往前的信心不能建立在于

弟兄身上，也沒有任何人來的保證，必須完全紮根在

　神的話語上。那麼如果　神說話不算話怎麼辦呢？

記得經過第三段接二連三的打擊時，我發現我的信心

不足以接受這個挑戰了。儘管我引用聖經經文大聲禱

告，還是壓不下心中那些質疑的聲音，看似信心的宣

告有時連自己都說服不了。我知道我不能再這樣子下

去，我必須勇敢地面對自己真實的光景，我需要遇見

　神。

就這樣有一天我來到　神面前，擺下一切我所熟

悉的禱告詞，我向主坦承自己心中的害怕。我不單單

只是害怕建堂不成功，我更害怕對　神的認識和依靠

成為枉然。那天我體會到信心不是從人來的，乃是　

神所賜的。當信心不夠時，就是使不上力，一切人的

努力和心願都幫不上忙。我只能仰望祂的憐憫，等候

祂對我說話。

感謝主，祂真是信實，尋找就尋見，藉著以賽亞

書五十五章十至十一節回答我：「雨雪從天而降、並

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

種、使要吃的有糧。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

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

事上必然亨通。」

神當時用一幅美麗的景觀向我說明　神的信實就

像自然界中雨雪從天而降的現象一樣的真實和不能更

改，祂的應許不但不收回來，而且已經發出去，帶著

能力正在成就那必成的事。

我再一次得著力量，信心復甦，我又可以禱告

了。我也經歷到從前沒有的安息和輕省。我了解　神

其實不要求我們用自己的力量來護祂的信實。祂是那

位自有永有，“我是”的 神。祂的信實不因環境或

人的反應而改變。祂可以獨行奇事，用祂的方式，在

祂的時候，作成 祂要作的事。但是我們的信心給我

們自己一個機會來經歷 神的信實和大能。並且祂喜

歡我們在祂面前真實，因為祂樂意將 神兒子活潑的

信心賜給我們。

我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試驗為什麼要這麼

久？最近　神藉著「香柏木」的“舊約概論“ 這堂

課向我開啟，太容易得著所應許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掃羅王未經破碎和潔淨的洗禮就登基，至終證明生命

度量不夠承擔一個敬虔君王所受的託付和所面臨的挑

戰。我相信今天　神也是藉著這一切的過程在製作、

改變我們，使我們可以承受　神所應許的祝福。　神

對祂兒女的帶領真是用心良苦。還有，如果亞伯拉罕

的信心之旅不是那麼漫長，他不可能成為　神的朋

友。同樣的，在今天這個處境裡，我們因著緊緊抓住

　神的話而得以常常遇見主自己，蒙主親自安慰；又

因著長期的禱告而慢慢揣摩到隱藏在艱難背後　神對

我們的美意和帶領。這份日漸增加的默契與了解豈不

證明　神今天也同樣在培養我們和祂之間一份充滿信

任的友誼嗎？　神要我們像亞伯拉罕一樣成為祂的朋

友！這個環境就是我們與祂同行的舞台。獻堂的日子

在即，　神的應許將成為眼見，熬人的等待也將成為

過去，盼望在這次建堂之路中，我們所得著對主的信

靠和認識以及　神在我們身上工作的印記能存到永

遠。      �	

試  驗  有  時 

◎ 于修華

如果亞伯拉罕的信心之旅不是那麼漫長，他不可能成為　神的朋友

信心之路起行

禱告篇

綜合這一段建堂禱告之旅，我們一起的學習主要有三點：

1.  願  神的旨意成就 (Thy will be done)                                                                 (太26:39b)

2.   我們若常在主裡面，主的話也常在我們裡面，凡我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我們成就。 
                                                                                                                  （約15:7）

3.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
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                         (約壹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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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禱告篇 

建堂之路，禱告之路

◎ 建堂委員會禱告小組 

這一條建堂之路，可以說我們是憑著信心走過

的，也可以說我們是靠著禱告走過的：當我

們在外面什麼也不能做的時候，我們就禱告求 神為

我們開路；當我們在外面有許多事要做的時候，我們

禱告求 神給我們力量。從買賣契約的得而復失到失

而復得，從周圍大公司的堅決反對到最後歡迎我們進

來，從75萬的建堂基金到718萬的買價到最後工程每

一個月的帳單，••這一切都是靠著禱告。是在禱告

中，神賜下祂的話語來啟示祂的旨意；是在禱告中，

神賜下祂的話語來指引我們的道路；是在禱告中，神

賜下祂的話語來激勵我們往前。這一路走來，教會的

弟兄姊妹最大的改變就是在禱告上的經歷。也可以

說，這條建堂之路就是我們在信心中的禱告之路。

感恩月與讚美月

神在2004年5月向教會說話，啟示祂的旨意。我

們在八月份就取得了買賣契約。然而賣方因諸多原因

終止契約。買賣的契約都沒有了，我們還怎麼繼續建

堂呢？可是處在這樣的艱難中， 神的應許與呼召又

那麼清楚，我們不能退後，也不知如何走出困境。這

時候，神　要我們憑信往前，以信心讚美　神。於是

我們定了十月為「信心月」，十一月為「感恩月」，

十二月為「讚美月」。

我們在十一月操練凡事謝恩，感謝主揀選我們來

承受美地為業。十二月我們一起操練讚美。全本聖經

中向 神發出讚美的經文不計其數，但是，絕大多數

的基督徒承認「讚美」是他們非常不熟悉的一件事，

而且我們讚美的內容和言語很稀少。然而讚美帶我們

進入 神的同在，讚美使我們在屬靈爭戰中得勝，讚

美是我們在外邦人中的見證，讚美更是我們該向 神

獻上的祭。神的子民，該是一群讚美的子民。為了幫

助弟兄姊妹操練讚美，教會在12月預備卅一處的經

文，大家每天用一段經文向 神獻上讚美，「用讚美

的言語將祂的榮耀發明」，也經歷讚美所帶來的祝

福。這「卅一天讚美的操練」實行了四年，許多弟兄

姊妹都因此從「抱怨街」搬到「讚美大道」來居住。

24/100守望禱告

2004年在我們的感恩和讚美中過去了。這塊地還

在市場上，隨時可能賣給別人，市政府以拖延和不合

作的態度在審核我們所提出使用Bowers場地的申請。

在這關鍵時刻，負責帶領我們禱告團隊的念慈姐及其

他同工們認為我們必須要以禱告來捆綁仇敵，並且繼

續用讚美向敵人誇勝。全教會開始第一輪24小時/100
天為Bowers場地守望禱告，呼召弟兄姊妹立即進入緊

鑼密鼓的禱告爭戰中，也邀請主內肢體與我們一同

爭戰。以「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

臨」，「願祢的旨意成就」為三條禱告的主流。我們

禱告(1) 神的旨意不被我們攔阻，全教會對祂有真認

識、真信心；(2) 神的約櫃往前，仇敵四散；(3)市政

府通過我們的許可證；(4)Intel及Applied Materials改變

態度；(5)在這段等候的期間，賣方不將產業賣給別

人；(6)奉獻額儘快達到七百萬。

感謝 神，在這呼召發出後，教會內外有超過400
人次參與這個神聖而嚴肅的舉動。然而仇敵也是不甘

心失敗。在我們24/100守望禱告快結束的時候，我們

得知賣方已與別人簽了合約，要把地賣給別人。所以

我們展開第二輪24/100的守望禱告，使禱告晝夜不止

息，求主繼續看守這塊地，並攔阻其他  神旨意以外

的買賣成交。各地的聖徒仍熱烈不斷地加入我們守望

的行列，禱告的火越燒越旺。

感謝神，祂是聽禱告的 神。結果賣方與別人的

買賣並沒有成功。這塊美地又回到市場，在我們第二

輪守望禱告快結束的時候，賣方主動與我們聯繫，而

且Intel及Applied Materials 兩家大工司180度大轉變願

意與我們訂立合約，並於2005年9月6日產權順利轉

交。哈利路亞！

- 教會禱告的推動

接下來我們要盡快的把使用許可證申請下來。在

這第三場爭戰中，仇敵不僅在外面千方百計的攔阻，

在我們裡面也一直篩我們像篩麥子一樣，要把我們從 

神的旨意中篩出去。在禱告會中，聖靈藉著眾肢體的

發言，提醒我們 神過去諸般的恩典和大能的作為，

無一不經過全教會迫切的禱告。因此，我們從2006年
五月一日起，再發動全教會每人每日20分鐘守望禱

告，請弟兄姊妹再一次舉起手、仰起頭，每天揚聲為

這場屬靈爭戰禱告。並且，我們在六月初呼召教會的

弟兄姊妹和主內眾肢體一起來參加第三輪的「24/100
守望禱告」，一起來面對「公聽會」的挑戰。這次的

爭戰是更嚴肅的爭戰。所以也需要更多的禱告。

焚燒聚會

「我若心裡注重罪孽，主必不聽。」（詩66:18
）對個人是這樣，對教會也是這樣。合 神心意的教

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在這場建堂之旅中，全教會的

弟兄姊妹一同在神面前學習“潔凈”，要除掉“當滅

之物”，以便使我們的禱告能蒙 神垂聽，在爭戰中

可以得勝。2006年3月7日，第一次「焚燒聚會」，老

老少少把家中所有不合 神心意的物品、書、光碟片

等帶到教會，放在火中燒掉。于弟兄要求眾人在神面

前禱告，省察自己的心，看是否有什麼不討 神喜悅

的--任何罪、不好的思想、壞的習慣等，寫在紙上，

然後也丟在火裡燒掉，以此表示我們願意讓 神聖別

的火來潔凈我們的生命。那次參加焚燒聚會的有100
人左右，許多弟兄姊妹得著釋放與自由。

第二次將是在五月六日進新堂之前，預備我們以

聖潔的裝飾敬拜耶和華，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

歸給祂。

禁食禱告

在買會所的整個過程中，我們經歷了多次的全民

禁食禱告，在得到買賣契約上，在與Intel的商談上，

在會所買賣契約的成交上，全教會多次在神面前禁食

禱告。弟兄姊妹在禁食禱告上學習最多、操練最多、

長進也最多的確實是在“公聽會”這場爭戰中。

這場爭戰是最嚴峻的一場，曠日持久，光申請的

文件就修改了十二次。最後市政府終於告訴我們，申

請CUP的案件已放在二月十四日市府公聽議程中！

為了迎接這個榮耀的日子，我們自一月十五日起

至二月廿三日止有為期四十天的全教會禁食禱告，後

來延為八十天。教會希望全體弟兄姊妹都參加，為體

諒許多人第一次如此操練，以每週一整天的禁食為原

則，老練的弟兄姊妹可以斟酌信心及身體的度量增加

禁食的天數。為幫助弟兄姊妹從禁食禱告中得著靈命

的造就並成為以後固定的屬靈操練，教會提供許多關

於禁食禱告的教導，如「神所悅納的禁食」、「禁食

禱告的步驟」、「禁食禱告注意事項」、以及「禁食

禱告的操練」等。全教會有100多人參加，教會外的

肢體參加的不計其數。在這場爭戰中許多弟兄姊妹因

著禁食禱告的操練靈命得到提升。

另外，2007年從1月15日至4月8日，週一到週六

每天在會所有一小時守望禱告，白板上登記的人次累

積到841人次，最年長的守望者八十七歲。

第二次40天禁食禱告是從2008年二月四日開始，

目地是為工程款及預備眾人將新堂獻給 神。

照著 神的旨意求

如今500人的聚會廳即將完成，我們迫不及待的

想在那兒感恩讚美、傳福音、培訓，開始 神下一階段

的事工。但是 神在我們教會的建造還沒有到一段落，

藉著外面會所的改建，祂繼續在完成裡面的建造，而

且我們相信這個建造是要持續直到永世，我們的禱告

也不會停止，要直到「耶路撒冷成為可讚美的」！

綜合這一段建堂禱告之旅，從起頭到現在，我們

一起的學習主要有三點：

1)  願 神的旨意成就 (Thy will be done)  （太26:39b）

2)  我們若常在主裡面，主的話也常在我們裡面，凡

我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我們成就。 （約15:7）

3)  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祂就聽我們。這是我

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祂聽我們一

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

（約壹5:14-15）

這三點是念慈姐在禱告會中諄諄教導又不斷提醒

的，我們可能要一直學下去。    �

【註】 「卅天感恩的操練」、「卅一天讚美的操練」

可在教會網站「文字刊物」內下載。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週間中午在Bowers的守望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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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與一對牧師夫婦交談時，他們提到有一

次在亞洲一個大城市聚會，聚會照常規禮儀

結束，牧師就退席了。數千會眾卻有許許多多的人仍

不滿足，擁到台前，自己在那兒禱告。我邊聽，腦海

中彷彿出現了這一幅圖畫，眼淚剎時充塞在眼內。耶

穌在地上時，看見百姓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

般，就憐憫他們（太9:36）。今天，大牧人仍在牧養

祂的百姓，祂也看見了這許多擁向台前禱告的人，祂

的心腸豈不是一樣嗎﹖人裡面的需要，只有造祂的主

可以滿足。人若沒有遇見主，總無法踏踏實實的說，

「我踏實了，我滿足了」。

禱告最重要的是「來到 神面前」。 神是喜歡我

們來禱告的，多次多方的邀請我們，「你們祈求，就

給你們」，「求，就必得著」，「……你們在天上的

父，豈不更把好東西（聖靈）給求祂的人嗎﹖」 神

賜下聖靈，祂工作多少，似乎要看我們「求」多少！ 

神豈是真在乎我們「求」祂嗎﹖噢，天父是要我們藉

著祈求來到祂面前，與祂相親，知道祂的心意，進入

祂因愛為我們預備的一切！

使徒行傳中記載初期教會所發生的一切美好的事

情都與他們在一起禱告有關。

o  第一章提到許多人在一間樓房裡，「同心合意的

恆切禱告」。十天不到，所應許的聖靈在五旬節賜

下，開始了新約教會驚天動地的第一章！

o  過不久，彼得約翰被官府捉拿、警告，又釋放，信

徒們聽了這事，「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 神說」，

主啊，……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你鑒察，一面叫

你僕人大放膽量；一面伸出你的手來，……」禱告

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

膽講論 神的道。可見要在逼迫和爭戰中放膽講論 

神的道,是需要眾人禱告的。

o  哥尼流，一個外邦的百夫長，卻全家敬畏 神，多

多禱告 神， 神紀念他的禱告，就向他顯現。在相

隔一天路程的海邊， 神同時向另一位常禱告的人

顯現──彼得。這二人的敬虔和順服，使聖靈的恩

賜第一次澆灌在未受割禮的外邦人身上！福音及聖

靈的大能傳到外邦是因為兩個常常禱告的人。不是

因為他們常在禱告中常見神的面，神的心意無法越

過傳統的束縛和律法的限制，而達到外邦人中間。

o  彼得再度被囚在監裡．教會又為他切切的禱告　

神。天使為他脫了鎖鏈，開了監門，引導他往那稱

呼馬可的約翰他母親馬利亞家去．在那裡有好些人

正聚集禱告，豈都是是巧合嗎？

o  保羅和巴拿巴第一次出外傳道，多次多方經歷 神

蹟奇事，並為主耶穌基督的名，不顧性命，在外邦

地行了美好的見證，就是從教會為他們按手禱告起

始。也從此展開福音傳到地極新的一頁。

o  馬其頓的異象之所以可以成就是因為保羅順服神的

啟示，更重要的，在腓立比的河邊早早就有了一群

常與 神面對面

◎ 于楊念慈

禱告的婦女，馬其頓第一個教會就從那個「禱告的

地方」成立了。

o  最美的圖畫發生在十六章，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

詩讚美　神，眾囚犯側耳而聽，忽然地大震動，甚

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

鎖鍊也都鬆開了。禁卒和屬乎他的人，聽了主的道

都接受並立時受了洗。

一個常常在禱告中面對 神的人，是一個我們需

要尊敬的人，因為他知道 神的旨意，他也因此有從 

神來的權柄。使徒行傳中在在顯出這樣的實例。弟兄

姐妹們若尊敬我們這些傳道人，不要是因為我們聰明

能幹，乃是要因為我們常在禱告中見主的面。我也

非常尊敬在我們中間那些常藉著禱告進到 神面前的

人，留心聽他們說話。所以做父母的要常禱告，在教

會中做領袖的要常禱告，蒙召全時間事奉主的人要常

禱告，弟兄姐妹更要常為領袖、牧者們代禱。這樣，

我們才明白 神的心意， 神才把屬靈的權柄交給我

們，我們也才能壯膽傳 神的道。

有人說﹕「一個最軟弱的聖徒﹐當他跪下禱告的

時候﹐撒旦都要懼怕顫慄。」不管我多軟弱﹐多不會

禱告﹐沒有關係﹐當我的膝蓋一跪下來﹐連撒旦都會

害怕和顫慄。而且當我們跪下的時候﹐我們反而是在

靈界裡升高了，因為我們在　神寶座前執掌　神的權

柄 ─ 為我們個人求﹐為我們的家求﹐為我們的教會

求﹐為神的國度求﹐……而　神聽我們的禱告。我特

別喜歡跪著禱告，尤其是沒有話禱告的時候，跪下來

就是我禱告的話。

在這一段建堂之旅之前，我們的教會在禱告上是

非常膚淺而虧欠的。不僅是禱告的生活和習慣不好，

對禱告的認識也是知識遠超過經歷，何況知識也不全

備。 神知道我們的實情，施恩拯救我們，所以帶我

們走沒有走過的路，路上的艱辛和曲折出乎所料，卻

又處處看見恩典，在極難之際還莫名其妙有平安，但

若不禱告就動彈不得，沒法往前！ 神要我們藉著禱

告來見他的面啊！然後祂就「照我們所求」的給我們

成就了！ 神的旨意真是何等的美好！

除了要花時間來到 神面前禱告，這禱告學習的面也

非常大：

從不情願到感恩，

從害怕到讚美，

從將信將疑的求到情詞迫切的求，

從寥寥數語到喋喋不休，

從一廂情願到交通如友，

從各說各話到同心合意，

從軟弱無能到斥退仇敵。

我們在禱告上的未得之地遠遠超過我們原先所以

為的。而這些禱告的學習和認識不會只對這次建堂有

用，乃是要成為我們教會永遠的屬靈產業，在所有的

事奉上都讓禱告走在前面，先見 神的面。

現在，我們分別一點時間特別為兩件事，學習使

徒行傳中的門徒們，「同心合意高聲向 神說」：

(1) 為所有弟兄姐妹能常常藉著禱告，與 神面對面；

(2)  為教會多有因著禱告與 神面對面，而敬畏 神、正

直、勇敢的領袖。

願 神祝福我們。        �

(修改自于師母禱告聚會中的交通)

▲  張貼在聚會廳門口的「四十天禁食接力
禱告」參加者的名單。

▲ 2007/2/10歷時近四小時的禁食嚴肅會

▲ 青少年禱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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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禱告的日子

回想建堂的日子，一路走來，　神藉著各種挑

戰各樣機會訓練建立我們，特別是我們在信

心和禱告方面的學習，極其寶貴。對我個人來講，每

週五的在會所後園的禱告很值得記念，是 神特別的

恩典。一方面因為我們是在會所還沒有買到，甚至買

賣契約都還沒簽好就憑信提前進入應許之地，在那裡

禱告，預嚐天恩；另一方面在那裡的禱告感覺離爭戰

的前線特別近，對仇敵的攔阻和　神工作的進展彷彿

都看得更真切。

週五是一週最後一個工作日，所以來聚會的弟兄

姊妹常有最新消息的交通；週五又是週末的開始，所

以常有為週末聚會爭戰的預備。雖然能夠來參加這個

午間禱告會的同伴不多，爭戰的真實和　神的同在卻

一點都不少。每一次聚會除了將所求的事告訴　神，

弟兄姊妹都不由自主的向　神表達信心中的喜樂和對

祂的讚美，每一次我們的信心都被提昇，倚靠　神的

心得堅固。教會所經歷的每一個關卡，我們在這個禱

告聚會也一一經過。記得當我們聽到賣主與別的買家

簽約的消息那天，下著雨，大家跪在後園一個遮陽篷

的底下，信心受到極大的挑戰，不明白　神為甚麼允

許事情那樣發展，不知接下來該如何禱告。有弟兄起

來再度分享　神賜給我們應許的話語，大家的信心被

提昇，就開始為這應許讚美　神；雖然不明白眼前的

景況，但是求　神來帶領，為我們管理環境。禱告會

結束，大家的信心再一次被堅固。

那時我負責提醒弟兄姐妹來參與這個禱告會，所

以每週四晚或週五早上我都發電子郵件鼓勵大家。其

實是　神鼓勵了我，我才有力量和勇氣來鼓勵大家。

現在回頭讀那時候送出去的郵件，好像看到　神領我

們走過一個一個的腳印，心裡既感動又感恩。願在此

分享一例：

2005年9月1日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明天是會所買賣成交前的最後一個週五了！我

們還缺104萬美元。怎麼辦？禱告！顯出我們的信心

來，倚靠	神，繼續禱告！

「因為還有一點點時候，那要來的就來，並不遲

延。只是義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後，我心裡就不喜

歡他。」（來10:37-38）
讓我們在Bowers後園見。如果你在禁食禱告，請

你來；如果你從來沒在那裡禱告過，也請你來；如果

你為所缺的錢擔憂，更請你來……神的兒女們，讓我

們一起來向	 父神呼求！如果你實在不能來，那麼請

你在所在的地方禱告。讓我們的禱告一同昇到施恩寶

座前，願　神的旨意通行在我們中間！

在後園裡的這個禱告聚會風雨無阻，持續了十

五個月，直到會所成交。這期間禱告會人數最少的時

候只有兩個人，但我們從不願也不捨得停下來。現在

週五的禱告會移營到房子裡進行，只有　神的同在，

不再有風雨之礙。而我每當走過後園，心裡都會記念

那一串在園中跪在地上禱告的日子。感謝　神在這些

日子和許多其他的日子裡教導我們藉禱告與祂同行同

工。     �	

◎ 陳桂湘

我的殿必稱為 
萬民禱告的殿

從2004年5月開始﹐神命令我們「立刻上去得那

地﹐我們足能得勝。」並應許「我指著我的

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榮耀充滿。」於是我們回應

了　神的呼召──信而順從地跟隨 神﹐踏上這條充

滿挑戰的“建堂之路”。我們深知這是一條“我們向

來沒有走過的路﹔一場我們未曾打過的仗”。所以﹐

我們謹慎戰兢地跟著約櫃按站前行。一開始﹐我們就

用同心禱告來邁出爭戰的步伐﹐奔向應許之地。

2005年9月6日新會所順利成交！哈利路亞！「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將外邦的地﹐賜

給祂的百姓為業。」同年9月17日教會辦公室搬進這

塊應許之地。我們心中真是充滿了感恩與讚美! 忍

不住要數算主恩：一、使買賣契約失而復得。二、供

應建堂基金七百萬。三、使我們取得使用許可證。回

想﹐我們遇上屬靈爭戰時﹐除了教會週二的禱告會﹐

同工陸續發動週二/四/六/主日晨禱、週一/三/五午

禱、全民禁食禱告以及晝夜守望禱告(第一輪、第二

輪和第三輪的24/100守望禱告)。藉著一次又一次的

爭戰禱告﹐神終於把Bowers這塊應許地賜給我們。感

謝主！現在我們不僅在這塊地上聚會、敬拜神、傳福

音、操練敬虔﹐而且2008年1月「香柏木培訓中心」

也正式開始了第一季度的課程。

目前進入「500聚會廳」建造的最後階段﹐為了

迎接「十五週年暨獻堂特別聚會」這個深具意義的大

日子，教會自2008年2月4日發起四十天「歸耶和華為

聖」接力禁食禱告。求　神藉著我們與各地聖徒日夜

同心的呼求，繼續堅固眾人的信心，使我們憑信跟隨

主往前並將自己全然獻給 神，「歸耶和華為聖」。

感謝　神！在祂的兒女中間﹐再燃起禱告的火。

本教會的弟兄姊妹﹐很多是夫妻或是全家一起參加。

各地聖徒﹐有的發動全教會﹐有的發動全家一起加入

代禱的行列﹐更有許多見證說：他們以前缺乏禱告的

操練﹐經過參加我們的禱告﹐他們的禱告生活已被建

立﹐與主的關係也更加親密了。這實在是　神要藉著

建立外面的會所﹐先來建造我們裡面的人。禱告同工

傳遞每週的感恩與代禱事項 ﹐我們操練先求 神的國

和　神的義，再為教會復興、建堂，神家的牧者、領

袖，以及個人代禱……。希望藉著我們每天忠心的禱

告，使我們更愛 神、也更愛 神的國度。

于弟兄在2008年新年特會「同蒙天召的聖潔弟

兄們」中，重申我們是一班「自天而來，為天而活， 

向天而去」的屬天子民，有份於 神永遠的旨意，並

承受 神的產業與應許。想想，　神賜給我們這麼尊

貴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是否已將自己完全交在　神的

手中，並與屬天同伴彼此勉勵，攜手同奔這條蒙福的

天路？願我們都來珍惜這次建堂的機會，讓 神來建

造我們，得著我們，使　神的旨意能毫無攔阻的成就

在祂的教會中。

我在禱告中仰望  神在三方面成全我們的教會:

－  在個人方面：求　神擴大我們禱告的度量，使我

們在神家成為一個劬勞的祭司和忠心的守望者。

－  在家庭方面：藉著全家禱告，求主來復興每個家

的家庭祭壇，建立以基督為中心的家庭，都向　

神表明：「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

華」。

－  在教會方面：這個世代的教會要面對許多屬靈的

爭戰，求 神除去仇敵一切的作為，並為祂的軍隊

揚起得勝的旌旗。 神啊！使祢的殿成為萬民禱告

的殿。    �

◎ 守望者

▲ 作者在禱告的園中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弟兄姊妹們在公聽會結束後在教會手牽手禱告。



50 矽谷基督徒聚會 『香柏木』季刊

獻堂感恩暨十五週年(1993-2008)特刊

第43期/2008年5月 51

信心之路起行
奉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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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道路是要完全倚靠信心的。我們只要讓信心不

住的增長，在 神沒有難成的事。第二點就是我認識到

禱告非常重要，而且禱告真的很有能力。我們藉著禱

告，使這個合約失而復得。

雖然我們還有許多的困難要去面對，還有巨人等著

我們去征服，但是只要我們信而順服我們的　神，祂必

定帶領我們爭戰得勝，必定與我們同在。前面的道路不

管如何，只要有信心，讓我們禱告的聲音不歇息，讚美

的聲音不停止，直到看見 神的工作完全成就在我們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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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祢

關了這扇門，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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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作起來與其他

弟兄姊妹同心求　神攔阻所有有意購買的公司。後來的

確賣主照著我們禱告的，轉來找我們！ 神用祂如此奇

妙的方法，要我選擇單純相信祂，完全依靠祂，並在主

裡喜樂不再憂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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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也曾為某一些特定的事情在一起禱告過，然而要花一

百天，每天同時同地一起禱告，那將是一件多累且又難

過的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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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開頭經過

數日的禱告仍未見環境有何改變，但衪已漸漸的改變我

們家了，真是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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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何等寶貴的提醒，隔天我就選了詩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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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四年多了沒有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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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教會開始經歷購買新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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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這個榮耀異象的

成就，盡自己的一份心力。2004年6月的一個主日聚會

後，在招待桌上看見有于弟兄的一篇“神所悅納的禁食

禱告”的信息，讀後心裡就想：既然 神喜悅我們為祂的

緣故進行禁食禱告，我就願意為教會購買會所的需要而

操練四個月左右的禁食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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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上班時

也會常常默想和背誦 神的話語。從前對 神的救恩沒有

很清楚的認識，總覺得自己是這樣的不值、不配。在禁

食進行到兩周左右，有一天心中突然有一種非常有把握

的坦然，真實的知道自己就是 神所揀選的，就是祂的兒

女，而且聖經上一些關於對 神兒女的應許也都在我心裡

成為真實，我對此不再有疑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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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喜悅的事情的時候，我會感

到內心的強烈不安和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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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我讀到詩篇119篇中「我因祢公義的典章，一天七次讚美

祢」時，就開始操練每天至少讚美 神七次。於是開始每

天為一個主題來讚美 神。比如像：教會、團契、工作及

同事、生命的改變、家人等等。這樣實行之後，每天都

因為能為非常具體的理由讚美 神而歡喜快樂，再想想 

神也會因我的讚美而喜悅，心中就更加歡喜。

總之，禁食以來深感蒙 神的光照和祝福。當我們

願意謙卑順服的到祂面前來尋求祂的旨意和遵行祂的教

導時，祂就大大的傾福下來，超過我們所求所想，因祂

原本就是樂於向祂的兒女施恩典賜祝福和啟示祂自己的 

神。讚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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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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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4/100守望禱告中，

我們簽的是晚間八點到十點的禱告時段。我和姊妹按著

時段每天為會所禱告。我們在禱告前，一定會先交通禱

告事項，所以每次禱告，我們都可以禱告到透。後來，

我們發覺，若是我們一天的生活中少了這段禱告，我們

會覺得難過！哈利路亞！神就藉著像我們這樣的一點點

的犧牲和願意，成就祂美好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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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大能和經歷到與　神同工的

喜樂！很多事情好像是人在做，但如果不是行在　神的

旨意中就無法做到；相反的，一些事好像看似不可能，

但只要行在祂的旨意中和應許上，就必亨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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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弟兄姊妹們還有負擔，要繼續為會所守望禱告

下去。因為這次的得勝僅僅是一個序幕，前面還會有許

多艱難險阻。靠著主，我們必能得勝有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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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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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

“從創世記11章，亞伯蘭的出現，表明在一個世代

中， 神不僅要得著少數幾個人，而是一群人，於是 神

的國度開始產生……”我弟兄和我禱告求 神興起于弟

兄教會的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起來，在Bowers建立 神榮耀

的見證,讓 神的心在這個地方得到安息與滿足！NEVER 

GIVE UP!不看到 神的榮耀完全彰顯，就不停止禱告！

求 神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以及保守我們的口舌，不埋

怨，不懷疑，存忍耐的心跟隨 神帶領！我們相信 神要

的是這樣的心， 神喜悅的是這樣的心，祂必賜福！哈利

路亞！榮耀歸我主！願 神的平安與你們同在!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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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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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我丈夫天天禱告祈求。雖然在你們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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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但讓你們學信心的功課，就

連我們在你們的事上也學習了信心的功課，對我們來說

真是得益不少。我們看到 神親自帶領你們買會所，使我

們對于弟兄夫婦這樣的信靠順服 神，完全地擺上，這樣

地堅固弟兄姊妹們的信心，我們非常地欽佩，也是我們

要學習的榜樣。願 神加倍地賜福你們教會與你們每一個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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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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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神堅固你們手中的工作，如同堅固尼希米手

中的工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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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慈姊在布魯克林會幕

教會中看見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聖徒在那裡敬拜，有

一天在你們的會所也會看見這樣的景象，你們的會所要

成為萬民禱告的殿！以馬內利！ （主內	愛主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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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同工，主內平安！

感謝你們在建堂與獻堂的聖事上給我們預備了代禱

的機會，我們也相信天地的主必會在祂自己的工作上伸

出拯救的膀臂，清除一切的障礙，擊敗一切的仇敵！我

們也期待獻堂之日早一天來到，那是將榮耀歸給  父神

的時刻。 （主內	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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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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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那一

段日子，就像是在漫長的黑暗中看見光。獻堂前我每天

一餐禁食禱告，相信 神要繼續帶領我們更深地認識祂，

你們的見證一直在鼓勵我。願  神賜福各位。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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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是目前在德國讀書的學生，你們每周的信息我基

本上都會聽。在你們建堂的事工上我奉獻的其實太小太

小了，但我願意為你們禱告。我參加每周日的全天禁食

禱告！願主祝福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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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多麼喜悅那些懷單純的心，仰望祂的兒女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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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也必完成祂的善工! 哈利路亞！ (加拿大	多倫多)  

信心之路起行

奉 獻 篇

「 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祢而來，我們把從祢而得的獻給祢！」      (代上 29:14)

總結這四年多在錢財奉獻的學習上，我們朝著甘心、盡心、信心三方面來討  神的喜悅。  
羅賓森師母說，「奉獻的第一步，是把一切所有的放在耶穌腳前；第二是順服祂的命
令。」願所有的祭物蒙神悅納，願一切作在耶穌身上的全是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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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奉獻篇

『… 你的民都在這裡，

                    樂意奉獻與你』

◎ 編輯室 

【這是我們在2005年7月11日重新得回買賣合約後的那個主日(7/17)的聚會摘要。因為距
離付款成交日只差35天(賣方後來又主動多延兩週至9/6)，奉獻款還差250萬美元，因此
特定該主日為「全民奉獻日」，聚會中充滿了主的同在與祝福，僅僅當天就收到了60萬
左右的奉獻…。】

7/17/2005年是個值得記念的日子，因為它是難得

一次全教會大大小小一起齊聚一堂的主日聚會，我們請

弟兄姊妹們都以「家」為小單位,「小組」和「區」為

大單位，四面圍繞著主的餅杯而坐，真像 神百姓當初

在曠野行天路時，他們不僅是「按站」往前行，且每到

一站，便立刻一家一家按著各支派的次序，對著會幕安

營，處處以  神為中心。

聚會以敬拜同工帶著大家頌讀詩篇100篇拉開序

幕，眾人「以稱謝進入祂的門,以讚美進入祂的院」來

向這位造我們的 神歡呼、歌唱，緊接著眾人又一起大

聲唱：「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

歡喜」。喜樂、感恩的歌聲滿溢整個會場，憂愁、嘆息

盡都逃避。眾人一家家手拉手，一起揚聲獻上讚美為

祭。接著于姊妹以她個人蒙召出來全時間事奉主的心路

歷程簡單地與眾人分享當初 神是如何以祂自己的愛和

恩召吸引她勝過內心的掙扎，呼召她要在神豐盛的恩典

和榮耀的呼召中不斷進深、往前。在此感人的見証之

後，眾人一同起立合唱「我主耶穌，唯祢是配」。是

的，唯有被殺的羔羊、愛我們的主，配得我們所有且最

美好的奉獻。唱完後，許多弟兄姊妹都大受感動，一個

個開口禱告。最後眾人又以「Give Thanks」來結束詩歌

的敬拜。

于弟兄接著起來有一些勉勵的話，底下簡單的摘錄

一些信息重點：

1)  首先，于弟兄強調今天這種攜家帶小的聚會其祝福與

意義是非常重大，我們希望給下一代留下一個深刻的

印象，讓他們知道：我父親的 神，我祖父的 神也是

我的神。父母、大人們今天向 神的奉獻與敬虔的態

度都會深深活畫在他們的心中。

2)  于弟兄簡單的回顧過去一年來發生的大事，其中不斷

的有極大的難處臨到，有太多的”what if…” (萬一…) 

來攪擾眾人的信心與安息。但感謝 神，每次在重要

的關口上 神都應時的賜下安慰與應許，堅固眾人的

信心，以致我們能勇敢的跟隨到如今。

3)  于弟兄接著分享什麼是合 神心意的奉獻：奉獻若

要能討 神喜悅，必須是全然且單單為著  神自己

(Wholly and Purely for God)，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動機

與目的，這是奉獻最大的動力與講究。其次， 神知

道教會人力、財力都有限，祂要為我們打開天窗，大

大賜福、幫助我們，但我們必須學會「甘心」與「盡

心」的奉獻。亞伯拉罕是甘心且絕對信而順服的獻出

了自己心愛的獨生子以撒之後才真認識 神是「耶和

華以勒」的  神。

4)  最後，于弟兄請全体會眾一家一家圍著禱告，為了

只剩35天卻尚缺的250萬禱告：到底我的家能為主甘

心、盡心獻上多少？如何能使我們在今天以後都能坦

然的向 神大大張口，憑信求  神補滿我們的不足？

信息後，會眾一起唱「十架下，我低頭靜默思想」

，然後于弟兄邀請所有的家長、各小組的組長、及區長

們到會場中間，一起為著底下即將開始的奉獻禱告，三

位長老也流淚為 神家能有甘心又榮耀 神的奉獻而禱

告。接著「都歸耶穌」(All For Jesus)的鋼琴輕聲彈起，

眼見一個家又一個家的走向主桌子旁的奉獻箱投入奉

獻，許多人是流著眼淚，將他們的心與愛隨著奉獻一起

放在祭壇上，何等美麗又感人的一幅圖畫！奉獻結束

後，所有的牧、長、執們一起出來圍繞主的桌上，為著

所收到的奉獻向主獻上感謝，並求主悅納。

接著，我們以一個充滿主同在與大愛的擘餅聚會為

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打上了一個完美的句點。天上至高

全能的 神啊！願祢記念並悅納這個日子，願祢的心得

著安慰！        �	

當年買房之後，銀行的大筆貸款對我來說一直

是個沉重的負擔，加上接連生了兩個孩子，

將來的教育基金亦是不容忽視。先生四十開外才存養

老金，還不知哪年哪月可以退休，漸漸這一切成了我

的捆綁，我最大的心願就是盡量存錢還債。

結婚前，家人常責備我大手大腳，開始有了這些

壓力之後，我變得越來越“節省”。幾年下來，眼見

利率、房貸在下降，銀行存款上升，心裡漸漸開始有

了些安全感。

不過再節約，向  神當納的不敢省。結婚之前我

就過了奉獻關，甚至除教會之外，其它的福音機構也

有經常性的支持。因此，我自以為做得也不錯了。至

於買會所，也不是我們一家的事，拿出部分存款也就

可以了。然而，弟兄說要“拼”，因為主說話了。

風隨著意思吹。 神要我放下內心深處的重擔，

放下金錢的捆綁。隨著事情的發展，服事的參與，看

到 神把一個個不可能變為可能，漸漸我對新會所越

來越有負擔。感謝 神，讓我從不情願成為滿有喜樂

的甘心奉獻。感謝 神，越來越顯明祂的作為。藉著

合同的拖延， 神給了我們更多的時間再來存錢。

雖然還是會想到家裡還有很多東西捨不得換新

的，客廳的沙發都是結婚前買的二手貨，後院仍是一

片荒蕪，但是 神更讓我想到，前些年經濟不景氣的

時候，我們有穩定的收入，別人失去工作時，我們卻

還有加薪，焉知“不是為現今的機會麼”？如果我們

扣留 神的祝福，怎麼對得起主的恩典？平常說的要

愛主，要奉獻，說的比唱的還好聽，難道都只是口號

嗎？ 神家有需要，我們若還不願意擺上的話，何言

順服，何談愛主？倘若現在還不奉獻的話，還要等到

何時？！

感謝主，藉著一次次奉獻的學習，釋放金錢對我

的捆綁！祂的應許那麼信實，真的將敞開天窗的祝福

不斷地賜給我們，使我們家從未缺乏過。

去年的夏天，我失去了工作。奇妙的是，在這期

間，當我甘心順服 神帶領的時候，祂就將出人意外

的平安賜給了我，讓我渡過了工作十幾年來最輕鬆，

但又忙得最愉快充實而又有意義，也是最經歷 神的

一段時間。信實的 神真的將患難化成了祝福。不久

之後，我就收到了新公司的錄用通知，在這件事上，

神讓我們家在錢財上不僅沒有任何的缺乏，所賜的新

工作更是遠超過我的所求所想。甚至還有簽約獎金。

不用說，這筆意外的獎金也是 神為著會所改建賜給

我們的！

神更藉著“中信”一篇奉獻的文章光照我，作更

深的工作：“聖經的原則是：「你要盡心、盡性、盡

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這意味著，對低收入的人

而言，10%的奉獻可能已經是非常“盡力”了，而對

收入多的人來說，可能要20%,30%,40%甚至超出50%
才算是盡力。”是的，我才發現自己實在沒有什麼可

以自誇的，奉獻將是我一生的學習。

願 神親自感動我們每人甘心、及時地奉上我們

的真哪噠香膏，也願 神悅納我們每個人的奉獻，不

論是金錢上、禱告上、還是所做的事情上。願 神的

祝福，不漏過我們每一個人。求 神祝福大家，甘心

盡心地奉獻， 神加倍的祝福——雖然不見得是錢財

上的，就一定會臨到我們。感謝讚美主！願一切的榮

耀歸給祂！         �	

奉 獻

  將是我一生的學習
◎ 鄒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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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奉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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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一想，到底在義賣中籌到多少錢就一點也不

重要了。反而，我有把握祂將會負責一切我們所交託

祂的。在整個過程中，我看見許多弟兄姊妹盡心盡力

的為這件事擺上﹐我非常受感動。我有時覺得虧欠，

因為我無法再更多獻上我的時間和精力。這也使我了

解到籌款的成功與否不是在於我們有多少能力，乃是

在於我們在基督的身體裡，都有著一樣的異象和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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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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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們結婚以後，基本上都能按十一奉獻，偶

爾也會有額外的奉獻。去年(2004年)6月份我偶然得

知矽谷教會建堂的消息及主給于弟兄的話，就一直關

注著這件事，並且全家有4次財務上的奉獻。前兩次

的奉獻基本是愛心多，信心少，沒有禱告的跟上，還

是個局外人。最後兩次才是信心的奉獻，我們也真實

的經歷了 神的同在，並在信心和禱告生活上都有操

練。

 

2005年，我和妻子丁鳳經歷了屬靈的低潮，“

老我”在我身上經常發做。感謝 神，藉著教會的退

修會復興我們。在退修會中我有感動要為買會所奉

獻，而且要比前兩次奉獻還多。我跟丁鳳說了我的想

法，丁鳳沒有說話，我知道她不願意憑一時的感動奉

獻，寧願去禱告。晚上，丁鳳就給我一個數字，我以

為聽錯了，又確認了一遍，因為我想的數字是前兩次

奉獻的總和，而她的數字是我的三倍半。我心裡先是

慚愧，後是感激，我知道這是 神的工作。第二天聚

會前，我拿著寫好的支票，做了在奉獻上最認真的禱

告，禱告時我流淚了。因為我知道，這是我不能做到

的，但 神恩待我們家，使我們在祂的國度裡有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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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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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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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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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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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的房租比較昂貴，這四個月我在尋找合適

的住處，一直沒有結果，直到昨天傍晚才拿到新住所

的合同，房租是目前的一半，路程是遠了一點，也不

是很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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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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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有份於新會所的建造，是  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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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天為國家、為講台的

工作、為教會禱告，真是一個捨己為人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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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幾十年來，這是我第一次經歷買會所，我

覺得很榮幸，也很戰戰兢兢地在其中。就著為買會所

的各樣需要禱告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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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雙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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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竟然是他的雙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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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神大大地祝

福這次在買會所上與我們同流淚，同喜樂，同屈膝，

也同奉獻的各地聖徒們！ (黃慕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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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教會“購買新會所”的行動，進入緊鑼密

鼓，人人嚮應的階段，我感受到這份愛，而深受激

勵。於是在心裡切切地尋問 神：“ 神阿！在這偉

大的行列中，我能為祢擺上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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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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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籌款的同工，對籌款很有負擔。有一天在家

和孩子（小學二年級）討論奉獻的事。我們談到有阿

姨在義賣蛋糕，有奶奶在義賣饅頭，也有哥哥在教游

泳課……，那我們能作什麼？女兒想：我又沒有錢，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青少年在2008/2/16舉行的“愛是永不止息”募款餐會中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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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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基督徒）談到這

件事，老師感動地表示；她願意整個暑假不收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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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在他們成長的日子裡，耶穌也

在他們的懷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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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份天真，那份單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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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喜樂，我們心中

真是感謝 神，甚願日後 神更多地使用他們、得

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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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 教會宣佈要購買新會所時，太太和我就在想，我

們能擺上什麼呢？金錢，我已待業近三年，手

中沒有任何積蓄。 神提醒我，“可以奉獻我的

時間”。於是我決定在建堂期間，要用更多時間

來投入建殿行列。我要像主進耶路撒冷時，所騎

的那隻小驢駒，“從來沒有人騎過”單單是預備

給“主用的”。很明顯 神要藉著建堂把國度使

命託付給我們教會，祂一面建造弟兄姊妹；一面

擴大教會的度量。由於本教會網路下載量急速加

增及影音多媒體需求量與日俱增，我就全心投入

video工作小組，以便和教會一同成長，使我們可

以服事更多神國兒女。

ef 我們存款不多，但我們將全部奉獻了！雖然壓力

不小卻是操練信心很好的機會，今年一家四口原

本打算要回台灣，但是沒有經費。我們在禱告中

來交託 神。感謝主，有一天同學忽然說要歸還多

年前欠我的一筆錢。算一算這筆錢剛好是我們所

需的經費。

ef 本來手中有一筆積攢很久的存款，要用來加蓋房

子。但是教會要買會所，弟兄和我決定不加蓋

了，奉獻作會所基金。既然神重用我們教會，我

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來奉獻和成長。不要小看自

己，要讓 神改變的大能提升並裝備我們，成為建

殿的材料。       �

9月6日―新會所成交日

◎ 范蓁

九月六日是勞工節長週末以後的第一天，銀行已

經有兩天半沒開門了。今天也是新會所預定成

交的日子，所缺的款項必須以現金或銀行電匯的方式

進入教會的帳戶，否則當天不能動用。作為教會的財

務秘書，我負責清點奉獻總金額並準備付款支票。

一大清早

一大清早就有一位姊妹打電話來問我說，還差將

近90萬美元，教會有甚麼特別安排？我說，到目前為

止，我還沒有接到任何特別指示，只有禱告仰望主

了。當我早上9:15踏進銀行的時候，雖然銀行的門只

開了15分鐘，但已經排了十幾個人的長隊了。我一進

門就看見這位姊妹和她的弟兄手裡拿著一疊現金和一

張支票排在隊伍的中間。他們在自己的銀行還沒開門

之前，就已經等在門口，為要儘早把這家銀行的帳戶

關掉，取出現金來存入教會的帳戶。

上班路上

大約10點，有一位弟兄手裡拿著一疊現金，滿頭

大汗地衝進銀行，一看見我就馬上把錢交在我手上，

急著問說，還差多少？我回答說，到昨天為止還缺將

近90萬美元，今天剛開始，還不清楚。他立刻說他會

繼續為這事禱告，接著就匆匆忙忙地趕去上班了。這

位弟兄已經為新會所擺上了好幾次的奉獻，昨天下午

他才從東部看望家人回來。聽說我們離成交需要的數

目還差好多時，立刻表示會從自己的銀行提取現金，

存入我們教會的銀行。其實，我們銀行有一個分行離

他家很近，但為了保險起見，他還是親自趕來。

沒過多久，又有一位姊妹匆匆地走進銀行，把一

疊現金交在我手上。這位姊妹以前在我們中間聚會，

昨天晚上，當我把新會所的負擔傳遞給她時，她立刻

說，她第二天會盡力而為，在上班之前，把現金取出

後，送到我們的分行。

除了這些專程趕來這家分行的弟兄姊妹，還有很

多肢體是一大早，就把現金送到教會辦公室。至於有

些離教會遠的，就直接電匯或把現金存入就近的分

行。在本週末銀行關門前的兩天裡，收到奉獻將近20
萬美元。特別是在9月6日，由於 神大大挑旺眾人奉

獻的心，當天前前後後就收到38筆大大小小寶貴的奉

獻，這使我們所需要的建堂基金全都備齊。也就是因

為如此多筆的小額存款，使得銀行當天要扣住三十

萬，憑添了許多緊張氣氛和曲折。

每個小時

每個小時，都不斷有奉獻進來，所以，每個小

時，我都會向銀行小姐詢問目前總金額。雖然，她並

不是個基督徒，但是當她看到這幾個月來，特別是在

這幾天，甚至這幾個小時之內有這麼多錢進來，又得

知我們中間並沒有甚麼有錢人時，大為震驚，並對 

神奇妙的作為讚嘆不已！並且表示，她有一天一定要

到我們的新會所來看看。

最後一刻

因為銀行刁難扣了三十萬，週轉的錢在快截止前

才送達，過戶公司又說我們從銀行取來的其中兩張本

票不能立即兌現，所以不可完成過戶手續。弟兄們立

刻奉主的名同心禱告，捆綁仇敵的詭計，感謝 神，

終於在最後一刻化險為夷！

感恩的一天

讚美主！在這最後一天， 神讓所有的奉獻正好

補滿我們的需要！我懷著戰兢又興奮的心情，度過了

這一天。深信這一天必成為我們永遠紀念與感恩的一

天。  (原載於2005年12月「香柏木季刊」3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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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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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款」讓人聽起來似乎就是為了某一个特殊公益

善事或選舉經費籌措基金。如果是如此，坊間有太多的

社會團體提供相當週全及完善的籌款方式與技巧。然而

神卻沒有要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去募款。我們從沒有轟轟

烈烈的舉辦任何一場大型對外募款活動、晚會或是大力

在各報章雜誌上大力宣傳﹔ 神要我們安靜禱告，並且藉

著祂的僕人于弟兄，不時的釋放衪的信息，要我們自己

甘心、盡心和有信心的先對付我們自己。這實在不是一

個單純的籌款而已，而是一場非常嚴肅的屬靈爭戰。尤

其在一個幾乎全是薪水階級，不到一百人有收入的小教

會裡，衪實在是要得著每一個家，都能順服衪的旨意，

脫離瑪門的捆綁，甘心樂意的奉獻。

在籌購堂的七百萬時，募款組想盡了各種方法去激

勵弟兄姊妹，舉辦各種義賣、推動禱告、及認獻聚會﹔

要不是 神的靈在當中運行，我們真是一籌莫展。結果

還是 神調動萬事，感動人心，成就了那不可能的購堂

款項。原本以為就此安然無憂的進入  神所應許的「迦

南美地」，然而 神的工作仍未止息。市政府要求我們

必須符合各種法規才能完全使用這個場地。在美國一提

到要符合法規，就得花錢和花時間。 神再一次操練我

們的信心，然而這一仗比以往更難打，因為弟兄姊妹似

乎已盡了力，把當奉獻的都奉獻了，我如何推動這次的

募款呢？就人而言，我實在不忍心再去「逼」弟兄姊妹

拿錢﹔然而 神的旨意高過人的旨意，衪要我們完全信

靠衪。憑著對衪無比的信心，與同工們的同心，我們又

開始了另一段籌款路程。

希奇地，2007年我們又籌足了預備工程款一百二十

五萬。在這段日子裡，我們是一張帳單下來，就向主祈

求滿足這張帳單。就這樣一次一次的向祂禱告，衪的信

實從没有落空。接下來五百人新堂的正式工程款，又是

另外一場極大的挑戰。有一段時間我不知道如何帶領募

款組往前，幸經同工們提醒，開始了每週四的募款小組

禱告會。于弟兄也要所有牧長執週六一起參加晨禱，在

禱告中摸主的心意，也彼此堅固。

我深信 神又將做那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我們只要

信而順從，衪會繼續帶領我們走那榮耀的建堂道路。 �

我原來是要效法慕勒的。

怎麼要辦募款餐會呢？我們不是應該走信心之路

嗎？為什麼不省下這些心力、時間多有禱告呢？為什

麼……我有一千個理由告訴自己我跟不上了。

非常被動地敷衍著同工們，天天在家邊禱告邊流

淚，幾乎放棄，不跟了。直到看見于弟兄鼓勵教會的電

子郵件，大受感動；於是開始詢問同工我可以怎麼參

與。後來才知道，原來有很多弟兄姊妹撇下自己原先的

想法與意見，把自己擺上，配合教會。原來，“同心合

意”不是大家意見相同，做同一件事；而是放下自己的

意見與堅持，為著神家的好處，投入基督的身體。眾人

只有一個心志，一個目的，要將 神這些年在我們教會

的帶領與恩典呈現在世人面前。

當晚的募款餐會， 神真是親臨會場，大大作工，

祂在對祂自己的教會說話。前面的短片介紹我們教會及

建堂之路，我已經淚流滿面；不小心看見我那個男兒

有淚不輕彈的弟兄也是淚流滿面，我的心大大被 神充

滿！我想，整個會場都被同一個聖靈所感了。于弟兄在

臺上的分享，對我更是意義重大，重新確定了我的目標

與方向：這個教會的使命就是我的使命，這個教會所服

事的對象就是我服事的對象，我們真是同命、同前途的

一班同路人！主重新讓我的心非常地踏實！真不知主在

未來七年要帶領我們走什麼樣的路？誠如于弟兄說的，

過去兩個七年， 神真是行作了奇妙的事在我們中間！

我們所服事的人是 神為我們選定的，我們所服事的地

方是 神為我們劃定的，連我們服事的年限也是 神為我

們量定的！照著祂的旨意行，真踏實，真幸福。

真慶幸自己願意順服下來，沒有任己意而行，否

則就錯失觀看 神作為，經歷 神恩典的機會。信心之

路是 神量的，源頭是 神，做法不拘。 神沒有要我們

拘泥於自己的傳統、經歷、或相信，只要我們單單倚靠

祂，以祂的心為心，以祂的事為念。“我”覺得怎麼樣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神是否心滿意足，是否得著了祂

所要得著的。

我原來是要效法慕勒的，不過， 神量的更好。 �

不一樣的募款
◎ 曹國豪

神 量 的 更 好

◎ 劉櫻鍈

原諒我用英文交通，因為我的中文你們聽不懂，我

自己也聽不懂。一直以來我都很感謝這個教會，我們有

共同的信仰，一起經歷了很多事，走過許多的試煉，比

如買新會所，申請許可證，和現在這第三個試煉，就是

當務之急的為建堂籌款。　神一直在保守我們。

2000年5月18號我搬到灣區。我帶著一顆受傷的

心，也帶著對擁有一個家的渴望來到這裡。當時我的

心對自己說，我不可能再成為華人教會的一員。但　

神為我安排的不一樣：我帶著看一看的心情到位於

Cupertino的基督徒聚會，然後我就開始愛上了這個教

會。特別每次擘餅時，我聽見于爺爺禱告，就好像是我

的祖父在禱告。所以我覺得這像是全家人在一起禱告，

一起敬拜　神。隨著我在教會的服事越來越多，當面臨

許多挑戰，有時還是會沮喪，但我知道，　神把我帶到

這個家中，我們要一起經歷這些困難，並一起成長。

第二件事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課。　神不斷教導

我的就是要信任祂的計劃，因　神的計劃總是高於我的

計劃。大學時我一直希望早點結婚，原因之一就是我想

當我的孩子青少年時，我還可以跟他摔角。大學畢業之

後，我不斷的禱告，但是一無所獲。而實際上，　神這

樣安排是為了讓我更認識祂。終於在九年之後，我三十

三歲時結婚了。回頭看這段路，每一步都是　神為我預

備好的，　神對我有最美好的計劃。

現在，在教會建堂的關鍵時刻，我有一個家一起

學奉獻。兩年前結婚， 神祝福我們，賜給我們一個房

子，是我岳父母的房子。但是這房子有點破舊，我想在

生孩子之前把房子整好。於是我們開始為整修房子存

錢。但是　神家有了這樣的需要， 神問我：「你的計

劃還是我的計劃？」這是一件讓我猶豫很久的事，非常

為難對我的妻子開口。我一直切切的為她禱告。一天，

我坐下，對她說：“我們暫時不要整修房子，把錢先給

神家用。”她欣然的同意了。

我們都愛這個教會，不久我們要憑信心得勝，一起

見證 神的計劃遠遠比人的計劃要好太多。   �	

我是診治帕金森症的醫生，因為工作的關係，經

常和年齡比較大的人在一起。看到很多年紀大的人對生

活的不同態度。其中有一個八十五歲的老人，事業非常

成功。但是他每次來都是愁眉苦臉。於是我問他，你為

什麼總是那麼愁眉苦臉？他說他有很多積蓄，還有一個

年輕太太，“但是”，他說，“我年齡這麼大了，接下

去要怎麼辦呢？我一點也不覺得幸福！”這個老人給我

一個很大的啟發，如果主讓我活到八十五歲，我會不會

也像這位老人一樣，抱著一堆錢在那裡愁眉苦臉呢？

我九一年受洗，那時還在讀博士，到教會去，摸

口袋裡有五塊或二十塊錢就奉獻。真正開始有奉獻的突

破是九三年。我妻子懷欽的一個表姊、表姊夫搬到同樣

的地方來，表姊找了一個清洗的工作，收入很低，表姊

夫是個博士，但是沒有工作。他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

來的第一件事就是逼他太太奉獻十分之一。他說：如果

妳現在工資這麼低都不奉獻十分之一的話，以後就不會

奉獻了。聽了這個故事，就有一點感動。當時我一個月

一千塊錢，我就奉獻一百五十塊錢。五月份的畢業典禮

上，很奇妙，學校給我四個獎，其中三個我都不知道是

誰幫我申請的，並且還有現金750塊錢。我就想，是不

是因為我奉獻150塊？ 神怎麼這麼厲害啊！所以第二個

月我就奉獻了300塊，然後我就等，結果沒有等到。這

是 神給我上的一課。等我們搬到紐約，就慢慢學習固

定奉獻，開始的時候是百分之五，然後百分之十，現在

比百分之十還要多。十一奉獻變成了一個生活方式。

買會所需要七百萬時，我剛工作，真的是沒有

錢。但是我們有一個人壽保險的存款，就把它取了出

來。然後又和懷欽討論還有退休計劃（403B），我就打

電話問，工作人員說不能取，取出來是要罰款的，而且

只能取一定的限額，而這個限額和我心裡想的正好差不

多。因為這樣的信心， 神對我們家的祝福也很大。金

錢的力量在我們身上不大，自由很多。我做醫生就選擇

不加班，不找外快，時間也多出來可以服事主。    �	

神的計劃總是 
高於我的計劃

◎ William Liao

十 一 奉 獻 
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 黃能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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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在無意中發現了你們的網站，

從那時開始就下載信息，和你們一

樣享受 神豐富的供應，也介紹給有心追求的弟兄姊

妹。 神在于老師身上四十多年的製作及楊老師的甘

心捨己，用他們的生命和生活的見證，傳出來的信息

不僅造就了自己的教會，而且成爲衆教會的祝福！我

非常地感謝 神，賜給我這樣的恩典！更感謝 神：祂

在這個世代爲著祂的教會、祂的百姓，把旌旗賜給敬

畏祂的人，可以爲真理揚起來！

我還記得：就在買會所之前，于老師正好分享

完“起來，承受那地爲業”的系列信息；又正好請了

孫國鐸弟兄來分享“正確事奉的路”，其中他說了一

句，大意是： 神要帶我們走的是我們向來沒有走過

的路。接下來的三、四年，你們全教會就開始走“向

來沒有走過”的路。 神何等祝福你們教會——在整

個過程中按時分糧，使你們得著及時的供應！

看見 神親自揀選這塊地，並立爲祂名的居所，

並把它交給一群祂所信任的蒙愛的兒女，�祂在這裡

執掌王權，而且爲著在祂的心意中建造萬民禱告的

殿，神興起各樣的環境，賜下各種機會，讓你們全

體在祂的手中受特別的訓練，被製作，成爲祂恩愛的

標本！成爲衆教會的祝福和榜樣！成爲這座城市的寶

石！ 神不僅在創立世界以前就揀選我們，祂也在不

斷地淘汰，爲要得著合乎主用的“基甸的三百勇士”

！要得著一群大能的子民！

現在你們的會所在改建的最後階段又再次面臨挑

戰！這是 神愛你們，可以再次經歷 神豐富的供應，

所以真是要先感恩！

當你們的信心一再地經過試驗後就比那被火試

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過去的三年多，每年

經過“信心月”、“感恩月”、“讚美月”，這次的

四十天，我們可以同時經過“信心”、“感恩”和“

讚美”！05年的718萬款項到位，經歷了 神奇妙的工

作，你們中間有將近兩千筆的奉獻，這是 神�！現在

的307萬， 神再次給我們機會來經歷祂！在摩西那個

時代，經歷了百姓的奉獻多到需要攔阻的地步，我們

現在也向 神禱告：求祂感動各地的弟兄姊妹，不僅

在四十天的（禁食）禱告上有負擔，凡心中受感、甘

心樂意奉獻的，也存感恩的心，在奉獻上有份！到時

我們也同樣經歷所奉獻的超過307萬！我們的 神是

一位豐富的 神，祂說：“金子是我的，銀子也是我

的”！祂能震動列國，將珍寶運來！

當我也在其中禱告、一同仰望 神、一同經歷 神

時，常常是流著淚感恩！

過去我只是知道奉獻要甘心樂意。但在2004年聽

到于老師在分享信息時說：奉獻不僅要“甘心”，還

要“盡心”！“盡心”這兩個字抓緊了我的心！感謝

主！讓我在認識奉獻的真理與實行上有進步！當我在

2005年將積存了二十多年的定期存款最終“清零”時

（雖然事後在別處發現有小額存單），心中何等地感

恩！

所以不僅你們本教會的弟兄姊妹在受 神的訓

練，我們也因你們成爲蒙福的人，也一同經歷！

“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衆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祂的百

姓，從今時直到永遠。＂（詩 125:1,2）    �

與你們同心同行

◎ 愛主

信心之路起行

爭 戰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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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爭戰篇

◎ 編輯部

神向祂的百姓施展奇妙的作為

一次、二次、三次 ……

二月十四日「公聽會」簡報

感謝 神在二月十四日的「公聽會」上，為我們

成就了奇妙的事！當天會場中站著、坐著的都是教會

的弟兄姊妹及外來的支持者，門外也站了許多的大人

和孩子們，加上擺在委員們桌上超過一千五百封的支

持信，先就凝聚了一股屬靈的力量，並且  神的同在

明顯的充滿整個會場；會中有精心預備的短片及11位
代表上台發言，使得這場「公聽會」儼如一場見證聚

會！

藉著這次的公聽會， 神讓我們再一次看見並經

歷屬靈爭戰的真實性和嚴肅性。將近兩小時的討論，

忽順境、忽逆境，起伏迭宕，就像約書亞與亞瑪力人

的爭戰一樣。最後，眼看即將過關，市政府的律師突

然語驚四座，用一個含糊不清的法律問題，迫使「決

策委員」們不得不對我們的案件做出「延期再議」的

決定，以至於我們需要在未來的60天內，為了這個小

問題，再面對下一次的公聽會。這個急轉直下的結果

令在場的人瞠目結舌！

雖然我們對市府規劃部門在最後15分鐘所使用的

不公手段驚異不已，也親眼目睹背後仇敵的狡猾與頑

強；但是感謝主，我們更看到 神在「公聽會」中奇

妙的作為，只能低頭敬拜祂，並相信這個結果是出於 

神！祂顯明多數的公聽會「決策委員」支持我們，

並且周圍鄰居沒有一個人出來反對我們。「決策委

員」們特別提到我們是他們看到過參加公聽會最大的

群體，卻是最安靜、最守秩序、最尊重他們的一個群

體。我們的顧問也說，這是他們25年工作生涯中，所

經歷最好的一次公聽會。

會後，雖然已經很晚了，弟兄姊妹還是一家接著

一家回到新會所，在那裡分享、感恩與禱告。相信 

神按著祂純全的美意，讓我們在戰場上多留一段時

候，是要在我們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使我們更有份於

祂的完全得勝。

緊接著這次公聽，大家立即全力預備下次公聽

會：

(1) 繼續全教會禁食禱告

(2)  向居住在Santa Clara的居民作見證，並得到他們的

支持信

(3) 針對市府及委員會要求，準備一切資料

三月十四日「公聽會」簡報

三月十四日的公聽會，一名公聽委員缺席，結果

以三比三平手，未能達成決議。會中，主席拒絕給我

們時間針對許可證議題發表任何意見，只容許市府官

員充份陳述他們一面之辭來反對我們。主席的立場強

烈，我們製作的短片及預備的答辯和支持者的意見完

全沒有機會被聽見，也使得公聽委員無法掌握客觀的

實情。

這次公聽會越發顯出這個世代艱難，教會要在此

地區找到落腳之處是越來越不容易，這明顯是 神的

仇敵現今一直在做的。鄰近幾個城市已陸續立法杯葛

教會在工業區建新堂。但感謝　神，祂在會中有奇

妙的作為，公聽委員中有兩位的發言字字針砭，滿有

　神的同在。一位公聽委員說，「教會無法在住宅區

建堂，因為居民會大力反對；教會也無法在商業區建

堂，因為影響稅收；如果教會也不許可在輕工業區建

堂，教會應該在那裡立足呢？」

此案雖未被否決，但卻需送交市府議會，近期將

在市議會的公聽會中由市長及市議員來裁定。許多弟

兄姊妹對此結果很難過也很失望，但是也有許多弟

兄姊妹認為　神既是許可這樣的環境，相信祂必有更

高的意思，特別對要在市議會中為主作見證的機會感

恩。

一位弟兄在公聽會後分享，今天的事使他想起保

羅，不僅在耶路撒冷的公會前，也在該撒利亞的兩任

巡撫前，又在亞基帕王前，最後上訴到羅馬該撒，一

路為主作見證，福音也隨著他的見證傳開。但願主也

這樣剛強我們的心，如祂向保羅顯現，說：「你要壯

起膽來，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照樣在

羅馬為我作見證。」

四月三日公聽會捷報

連續三天的擘餅聚會，把弟兄姊妹的信心提升到

高處。終於到了這一天！

四月三日，一個對我們教會歷史性的日子。歷時

2小時12分的公聽會，可能是在Santa Clara市議會中少

有的情形。會中高潮迭起，也險象環生，但是主的

同在明顯可以觸摸！這一天正好是猶太曆法上的逾越

節，對我們又有另一層更深的意義！

先由市府規劃部門主管發表他們反對的理由，才

輪到我們發言。我們除了五分半鐘的短片介紹我們的

教會，再加上17位的見證人（其中四位是　神在現場

為我們預備的伏兵）：有中國人、有美國人、有韓國

人；有自家的弟兄姊妹，也有附近教會的肢體，還有

支持我們的朋友們；有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也有82
歲高齡退休在家的白人老太太。七位市議員中有五位

承認他們來的時候，是要投反對票的。但是 神的靈

在會中大大地運行，最後結果5:2，通過我們在3131 
Bowers建立教堂，肅靜了幾個小時的會場立刻掌聲轟

動！

弟兄姊妹都哭了。是因為搬運了7年，不用再這

樣辛苦了嗎？不全是。是因為許可證申請了快3年，

現在終於拿到手了嗎？不全是。是因 為會中我們差

一點以微弱劣勢被否決、心都要跳出喉嚨口了嗎？也

不全是。弟兄姊妹一邊流著歡樂的眼淚、一邊彼此擁

抱祝賀，口裡只有一句話，就是「感謝主！太值得

了！」

獻上感恩

是的，這個時刻我們心裡百感交集，回首這幾年 

神的手在我們中間做了人手不能做的事，我們心裡除

了感恩還是感恩。原本如蟲的雅各，從不知道爭戰

到長期的爭戰，從不知道禱告到幾次百日的晝夜接力

禱告，從不知道禁食到80天的接力禁食，從一次的公

聽到三次的公聽，我們的鞋子沒有穿破，腳也沒有走

腫，反而越戰越勇，最後在市議會面前的見證讓投反

對票的議員都說歡迎我們！

主啊，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以祢居住，我們要造

何等的殿宇讓祢安息呢？主啊，我們知道我們很不完

全，但是我們愛慕祢的旨意。歸心似箭的 神啊，願祢

快來，願祢在我們中間尋得安息之所！    �

(原載於2007年9月「香柏木季刊」41期)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于宏潔弟兄在第三次公聽會上做最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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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爭戰篇

◎ 于宏潔 

要真實 要智慧 要剛強

首先，我要先向神獻上感謝，雖然沒有照

著所期望的一次就拿到會所使用許可證

(Conditional Use Permit),但是 神那麼清楚的同在與作

為，以及弟兄姊妹傑出的表現都不能不叫我低頭敬拜

祂。

我相信凡是參加這次公聽會的都可以作見證，

我們整體的表現是遠超過市府官員們所預期的，就連

那些評審的委員們(commissioners)都為我們說話，甚

至反過來質問市政府官員拒發許可證的原因何在。所

以，那一天如果就進行投票的話，我們應該就可以

獲得CUP，甚至很可能是一面倒的情況。然而就在最

後10-15分鐘，我們明顯的看見了仇敵的反擊，牠不

甘心這塊地 — 這麼寶貴的一塊地 — 被用來敬拜 

神。牠竟然促使市府律師提出了一個非常不合理，甚

至我們的律師說是跨過了法律界限的威脅性要求，使

得評審委員不得不擱置即將進行的表決，改為3/21號
再議。弟兄姊妹那種到了手中的福份又突然失去的愕

然和失望是可以想像的。

先吃逾越節的筵席

雖然過去這一年半經歷了長期的等候與受挫， 

神在我們中間卻做了許多奇妙的工作，尤其是我們每

一個人都或多或少的得著了屬靈的長進(r)——無論

是生命上或是與 神的關係上。因此，公聽會前眾人

都信心充足，如辦喜事，公聽會的前一天，我們上百

人還一起擘餅，如同當初約書亞和百姓在耶利哥平原

上先享受慶功宴，吃了逾越節的筵席後才去爭戰。而

且，這也是第一次幾乎全教會都一起被帶到戰場上，

大廳裡裡外外都是我們的弟兄姊妹，場內的人井然有

序，謙恭有禮，連評審委員都忍不住的誇讚我們。負

責介紹或答辯的弟兄姊妹個個表現傑出，短短的錄影

片更是扣人心絃，好評不斷。場外不能入座的弟兄姊

妹則是繞著會場，迫切禱告。 神兒女們可圈可點的

表現成了我們在極度錯愕和沮喪中最大的安慰，再加

上公聽會完了以後，許多弟兄姊妹立刻趕回會所，

彼此以信心的話相勸，一起用信心的禱告來繼續仰望 

神。到了禮拜五的“感恩見證會”（一個多月前在做

「季度聚會計劃」時就已先憑信心安排的），弟兄姊

妹們爭先恐後的起來感恩、作見證、在信心中彼此激

勵……著實令人感動、欣慰。

勝過失望、委屈與擔憂

我也要與各位分享一點我個人的心路歷程：

1) 首先，我與各位都一樣，對垂手即將拿到的許可

證在短短幾分鐘內又失去了，心中的確沮喪、失望，

但這種失望的感覺對我個人而言是容易克服的，因為

在我深處，我永遠相信 神不僅永不會失敗，而且祂

從不會隨便做事，祂總是會「在祂的時候，按祂的方

法」(In His Time, By His Way)來成就祂的美意。

2) “委屈”是我第二個感受，因為我覺得自己是“被

迫”要求去宣告得勝的應許。曾經私下再三和 神辦

交涉，深知這種宣告有違常情，若不成就的話，自己

丟臉沒面子事情還小，打擊弟兄姊妹們的信心纔是大

事。但 神的要求不僅清楚，甚至責備我的小信。所

以，我只有「單純的相信，絕對的順服」。因此，當

我們沒有一舉成功（雖也不能算失敗），我這種受委

屈的感覺油然而生，但禱告之後也就立刻過去了，因

為 神所要的，就是我們每一個的『現在』都能「不

Be True, Be Wise, and Be Strong !

2/18/07第一次公聽會沒通過的主日信息摘錄

計代價，不管得失，不講理由」的信而順服。

3) 我非常擔心弟兄姊妹們的信心是否承受得住這樣的

考驗，因為那天許多人都說這是他們第一次這麼清楚

的經歷到屬靈爭戰的真實性與嚴肅性，第一次感受到

仇敵竟然是這麼猖狂，似乎都有點被嚇著了。但是我

這種擔心也是在禱告中被主挪去，尤其主提醒我：不

只羊是主的羊，主必負責，而且爭戰也是屬於 神，

不屬於我們。如果主定意要我們在沙場上多留一會

兒，我們只需信而順服。

公聽會那晚回家後我失眠了。我照從前的習慣，

先求問 神是否我個人或教會有什麼可責之處，以致

事情沒有照著我們所禱告的來成就？主不只沒有任

何責備，反而安慰與稱許，讓我一下子感激的熱淚盈

眶。其實，整件事走過來，我最常也最認真尋求的就

是：有沒有任何地方做不對，祂不喜悅或是沒有照著

祂的心意行？在教會裡也三番五次的提醒大家千萬不

可驕傲自恃，務必謙卑地倚靠主。然而， 神明顯的

同在與大能的幫助都是我們無法否認的事實，這真叫

我的心大得安慰，在失望中仍充滿了喜樂。

網路上也有許多弟兄姊妹來信或來電給我們打

氣，老鄉有位姊妹來信說：「我們早已大得勝，如今

不過是在“清掃戰場”而已！」德雄弟兄在禮拜五的

見證會中也分享了他的體會，他認為屬靈爭戰已是我

們的生活(life style)，而不只是一件偶然的事而已。是

的，不論是屬靈爭戰、信心生活、禱告生活、神的拆

毀與建造、敬拜、讚美、奉獻，…都已成了我們的life 
style了。

上到「守望樓」

在這次經歷中， 神特別讓我藉著哈巴谷書再重

新得力。先知哈巴谷在第一章裡充滿了對神的困惑、

不明與質問，有兩個特別困擾他的問題就是：

1. 神，祢為什麼不垂聽我們的禱告？

2.  神，祢為什麼不照著我們所求的方式來答應我們的

禱告？

但是到了第二章，先知卻不肯繼續停留在困惑、

沮喪和對神的質問裡，他做了一個智慧的決定，就是

他選擇離開信心的低谷，上到“守望樓”，直接去面

對神，向 神要答案—「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

上…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哈2:1）。當 神回

答了他，並且指示他「義人必因信得生」之後，先知

立刻開始讚美與歌頌（3:17-19）。簡單來說，哈巴谷

是因著信從恐懼到信靠、從埋怨到讚美、從低谷到高

峰…。他的三個主要步驟是：1) 要真實(Be True)，2) 
要智慧(Be Wise)，3) 要剛強 (Be Strong)。

反觀自己這幾天的經歷， 神也正是如此的帶領

我脫離了沮喪的低谷。我毫不隱瞞的把我一切最深的

感受—沮喪、委屈、擔心—全都真實的告訴主。接著

也做了一項抉擇，就是選擇離開一切的問題與感覺，

直接來到 神的面前。我不要任何問題梗在我和 神

之間，我直接來向 神求助，尋求答案，而不是讓那

些失意的感覺與各種消極思想來困擾我。我也選擇停

止一切的困惑與質問，我深信祂知道為什麼，我不需

要急著去替祂找答案或替祂解釋什麼，我就是學習：

『在黑夜和風暴中，選擇來相信 神；在痛苦和失望

時，選擇來倚靠 神；在試探和誘惑前，選擇來轉向 

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選擇來認定祂』，我相信這

樣的抉擇與態度是智慧的，是必須的，也是有益的。

當我選擇如此不看環境、不憑感覺的來轉眼仰望

主 (Look off ~ unto Jesus)且學習定睛在主身上(Fix my 
eyes upon Jesus)之後，我心裡得著了極大的安息與把

握。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怎樣對我說，

事情也必怎樣成就」，我所要做的就是在每一個的

現在—「不計代價，不管得失，不講理由」的對主『

單純的相信』與『絕對的順服』—這是我唯一該做的

事，也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求 神叫我們都能像尼希

米一樣如何成熟地來面對危機，回應仇敵的作為。每

次當仇敵來攻擊時，尼希米和百姓們總是以『更多的

禱告、更儆醒的態度、更積極的行動』來回應。但願

因著這次暫時的耽延，使我們在各方面都能再更進

一步，一起來得著 神所命定要賜予的『額外祝福』

(Bonus r)，感謝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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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爭戰篇

◎ 楊駿

神的應許

2004年5月15日，牧者、長執同工參觀了位於

Bowers的一棟10萬呎的建築。第二天，　神藉聖經上

的四句話把應許通過于弟兄賜給教會。再過一天是教

會的禱告會，大人孩子百餘人繞場讚美、跪下禱告。

會後成立了5個建堂委員會，我被推到公關的前線。

眼見的不可能

屬靈產業的爭奪都要經過爭戰，真實的信心都要

經過考驗。公關組成立以後不久就發現，「公關組」

竟是「攻關組」，因為緊鄰的英特爾和應用材料兩個

大公司反對我們成為他們的鄰居，市政府也會藉故拖

延我們。

2004年9月11日星期六，教會特別為要去與此二

公司接洽的事禁食禱告。13日，我們一行三人來到了

應用材料公司的會議室，兩個公司的代表共4人都到

齊了，桌上放著一大疊材料。他們一言不發地聽完了

我們的講述後，英特爾的代表便委婉地告訴我們，

我們隔壁的一號樓，是他們公司的掌上明珠，專做最

尖端科技的研發，我們的進入會對他們造成諸多的

不便。接著，應用材料公司的代表也表達了同樣的意

思，我們的對面也是他們的一號樓，也是研發中心。

他們言語客氣但態度堅決，空氣好像凝固了。我一邊

記筆記，一邊心思像奔騰的野馬：主啊，你怎麼給我

們開了個國際玩笑？要找難的地方，這就是最難的地

方，夾在他們兩個一號樓中間！他們兩個公司過半個

世紀都不會搬，難道　神的話說錯了？還是我們聽錯

了？

雪上加霜

無獨有偶， Bowers所在的場地有一個盟約

(CC&R)，規定這整片地是做工業用地，如果要改變

用途(成為教會)，需要有67%的主人(按面積計)同

意，意即如果有33%人反對，改換用途就不能通過。

我們的代理人和戶頭公司(title company)給我們發來的

地圖上，英特爾竟在其中！我們趕快算了他們佔地面

積的比例，竟然剛好超過33%！

信心裡的禱告與讚美

在這之後的半年裡，公關都沒有什麼進展，不可

能的事沒有絲毫的改變。信心有軟弱的時候嗎？有！

什麼時候剛強？就是和眾同伴一起禱告的時候，就是

在靈裡面摸著　神的需要和祂永遠旨意的時候。「耶

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

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賽

66:1）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滿心想的都是怎樣討他

(她)的喜悅。我們愛主，怎能不全心投入在歷世歷代

主心裡最想要做成的事上呢？當我們心裡真知道這是

　神要做的，並且祂已經應許我們必能做成的時候，

小石頭的故事

我們就能起來為  神的殿揚聲禱告。

曠野裡的道路

2005年3月， 神又藉著希伯來書激勵我們「不

可丟棄勇敢的心」。于弟兄說，應該是我們上去正

面迎敵的時候了，大衛與歌利亞爭戰時是迎著他跑上

去的，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和英特爾再談一次呢？禱

告會上，公關組的同工又交通起大衛迎敵的事。桂湘

說，大概就缺大衛的小石頭了。這話一下子抓住了我

們，以後就一直為小石頭禱告。　神在禱告裡面提醒

我們，盟約任何一個細節都不應該放過。於是公關同

工每人都拿了一份盟約回家逐字逐句地讀，找到的一

個出入是戶頭公司印給我們12個鄰居的地圖並不是盟

約上所說的那一張。

2005年6月7日禱告會，公關組的同工們又在一起

禱告，特別為小石頭禱告，滿有神的同在。6月9日中

午，桂湘趁午休的時間去聖塔克拉拉縣政府調出了那

張老地圖，回來後就立即報告結果：英特爾根本就不

在盟約所包括的範圍之內！哈利路亞！我們實在是欣

喜若狂了！買地圖花的7塊錢，是會所總價的百萬分

之一，不正是我們禱告已久的小石頭嗎？

沙漠裡的江河

但是，還有一個大問題。英特爾雖然不能用那

個盟約直接來攔阻我們，他們還是可以向聖塔克拉拉

市政府提出反對。2005年8月5日，鄰居二巨頭主動邀

請我們去和他們會談。之前教會的禱告更是迫切。這

次的情形和第一次是天壤之別，順利得讓我們瞠目結

舌。我們出來後興奮地向在場地上禱告的同伴們報告

好消息，也細細地數算　神如何一一地成就我們的禱

告。

d  我們求　神只將最合適的人帶來這次會談。結果

應用材料公司的兩位代表和上次一樣，因為他們

只是附和的角色，無須改變。英特爾的兩位都換

了，原先那位態度強硬的環保專家沒有參加，另

一位態度強硬的女士則還在產假中，不能前來。

取而代之的是她的老闆和同事，比她更有權威，

而且親切友善。

d  我們求　神差派天使保護這地。英特爾告訴我

們，他們馬上會有一個後備的出價單給賣主，只

要我們無法成交，他們就立刻進去把這塊地買下

來。他們說，“我們為什麼不早點去買而要到現

在排在你們後面呢？”因為用0.35%的代價(七百

萬)去保護20億的投資是三歲小孩都會的。他們不

知道答案但我們知道！英特爾以為在第一次會談

後我們會被立即嚇跑，沒想到我們順服了　神的

旨意，十個月之後在沒有錢也沒有許可證的情況

下就和賣主簽約買地，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這並非我們的聰明，實屬「神」機妙算，我們只

需負責相信順服即可。

d  我們求　神給我們一個機會提到祂的名字，為祂

做見證。結果談得差不多了，他們中間的一位就

非常不解地問起我們為什麼非要買這塊地，我們

就抓住機會向他們見證了　神給教會的話，並祂

如何帶領我們一直走到今日。

後話

2005年9月6日，因著　神奇妙的作為我們買下了

Bowers的美地，現在和英特爾並應用材料公司的盟約

已經簽訂，他們正式改變了反對的態度。小石頭為什

麼能勝過大巨人？因為這事是出於主的。既然出於主

的，我們就憑著主給我們的信心禱告，把　神的旨意

從天上帶到地上。一切榮耀、讚美都歸給祂！

前面還有新的風雨，弟兄姊妹，你還會怕嗎？你

信心的眼睛看到是什麼呢？你的小石頭在哪裡？   �

(摘自2007年9月「香柏木季刊」41期)

▲ 公關組同工合影

▲ 作者在公聽會中做三分鐘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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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逾越節

◎ 雪莉

按猶太月曆，零七年四月三日是逾越節，以色

列人在家人相聚、團圓中進膳，是一年當中

最為重要的節期，紀念 神將以色列民族從埃及為奴

之地拯救出來，前往 神應許地。感謝主！這一天也

是我們教會通過了公聽會，凱旋得勝的日子！

四月二日，教會搬到DeAnza大學聚會，正好

滿了七年。七在聖經中是預表完全的數字。更巧的

是，2000年四月二日第一次在大學聚會的時候，唱了

一首詩歌“跟隨，跟隨”，2007年四月一日的主日，

于師母領詩也選了這首詩歌。這樣的巧合，更讓我們

低頭敬拜 神，唯有祂配得我們一生的跟隨。

四月三日中午在Santa Clara市政府為晚上的公聽

會參加繞場禱告，我告訴同伴，“今晚在公聽會上歌

老太會順從聖靈感動才說話。歌老太說，每星期一晚

上在她家都有禱告會，他們昨晚為我們禱告了。所以

也請我們為她禱告。”

Glorian（歌）和Melodie（曲）是兩位白人老太

太。歌老太82歲了，三十多年前眼睛得了個怪病，從

此就成了盲人，曲老太亦是滿頭銀髮。公聽會前三天

的那個星期六，教會請來紐約Jews for Jesus傳播協會

信主的猶太宣教士Sara示範、講解猶太人逾越節的傳

統和習俗。她們從傳播協會那裡得到消息，千方百計

找了來。

那天聚會完畢，歌老太太說，“我和我朋友曲在

這城市居住多年。我先生當年在政壇相當活躍，我也

認識一些議員。你們真是一幫可愛的人，來這裡也是

為要榮耀 神，幫助社區。許可證的事，我願意幫忙

打一些電話。”我們邀請她們出席星期二的公聽會，

但我心想，老太太的老伴不在五年了，不論他們在政

壇到底有多活躍，也是當年的事，誰還會買帳呢？

公聽會的晚上，歌曲老太早早就到了市議會樓。

公眾發言的時間，曲老太扶著盲眼歌老太顫巍巍走

到台前，歌老太字字鏗鏘有力：“這個地方我來過

太多次，頭一回沒有我老伴的陪同，但我今天必須要

來。”她提醒議員們，“不要忘記聽證會開始時的宣

誓和禱告，不要丟棄了這個城市的宣教傳統（Santa 
Clara市的別稱是Mission City）。要記得是 神在掌管

一切，要好好運用 神給你們的權柄，為人民服務。

願 神賜給你們智慧，也盼望你們三思而後行！”老

太太看不見倒數計時的鐘，卻一秒不差地在規定的兩

分鍾內講完了她的話，全場不約而同掌聲雷動。曲老

太也以當地居民的身份表達了對我們的支持。

當三票反對，兩票支持的關鍵時刻，議員P說：“

我今天來是要反對的。”，我的心臟幾乎要停止了跳

動，但他立刻又接着說，“對我來說，這是個很不容易

的改變，很困難的抉擇，不過我現在決定了要支持這

個許可證!”另一位議員隨大勢所趨最後也由開始的反

對改成投贊成票。感謝主！公聽會最後以5比2通過。太

驚心動魄了，會後弟兄姊妹又哭又笑彼此擁抱。 神為

了這關鍵的一票，讓這位議員的世交Glorian（我們事後

才得知）不僅到場且作了關鍵性的支持發言。多麼奇

妙的安排，這實在是 神祂自己投的一票。哈利路亞，

讚美主！在我們看得見、看不見的領域裡，祂讓“萬

事互相效力，讓愛 神的人得益處。”Glorian的名字取

得真好，“榮耀（神）的人”， 神感動她的事，她就

去作了。願 神繼續祝福、使用這位老人家！      �

(摘自2007年9月「香柏木季刊」41期	

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 廖德雄

爭 戰

如果三年前購買會所後，市政府沒有極力地反

對，而我們就悄悄進來聚會，也許在三年後

的今天，還沒有人知道我們在這裡。經過了三次公聽

會，這件事己經搞大了，不管是贊成的、反對的、該

知道的、不該知道的，現在通通都知道我們要在這裡

聚會了。

我們不是第一個遷入工業區的教會，肯定也不會

是最後一個。當下一個教會準備要進入時，他們可能

會來問我們，當如何行才能完成主的託付。他們會問

我們的募款組是如何籌到七百萬的購堂基金；問禱告

組是如何帶領弟兄姊妹進行八十天的禁食禱告，專心

尋求主的旨意；問文宣組是如何將每週的進度和代禱

事項，透過網路與電郵，將各地聖徒連結在一起；問

計劃組是如何規劃聚會場地與培訓中心，讓主的託付

在這塊應許之地得以成就；最後還要問公關組，是如

何收集到數千封社區支持信，並如何在市政府與市議

會前為主作見證。

當別的教會來問我們的時候，我們是否準備好

答案了呢？我們是否已在這個建堂的過程中，學到了

主要我們學的功課了呢？這些教會是否會請我們在他

們的公聽會上作見證呢？會不會有市議員說“如果當

時「基督徒聚會」沒有搬到那裡，我真不知道那個地

方現在會是什麼樣子”呢？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在

這裡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如果我們只在這裡白佔地

土，對社區沒有貢獻，對福音事工沒有擴展，反而會

成為市政府阻攔下一個教會進入這地的理由。

感謝主，帶我們走這條我們從未走過的道路，祂

是以利沙代的 神，祂也是以便以謝的 神，到如今，

祂都還在幫助我們。我們面對了許多從前我們未曾知

曉的戰事，如保住購堂合約、募集這麼多的奉獻、申

請使用許可等等。還有許多從前我們做不到的事，如

長時間的禁食禱告、到別的教會傳遞負擔、或是挨家

挨戶收集簽名。我想，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知道會有這

麼多的困難橫在前頭，按著眾人起初的信心，恐怕走

不到今天這一步了。感謝主，祂一步一步按站帶領我

們，藉著祂所行的，堅固眾人的信心，也藉著所興起

的環境，讓我們更多學習來倚靠祂。如今，當環境又

臨到時，眾人的禱告多了，驚慌忙亂少了，爭戰不再

是陌生的戰事，爭戰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是一種

生活方式了。

我們是一個小教會，因著這事，主將我們擺在眾

人眼前。我們雖軟弱，但主的意思是好的，祂要我們

在這事上忠心，為祂剛強站立。在第三次公聽會上，

最後的表決時刻，當比數是三比三的時候，市長的總

結發人深省。這是一個轉變的世代，而我們正站在這

轉變的浪頭上，許多產業因著經濟因素遷出這地，但

更多不同類型的產業進入並彌補空處，教會要在這轉

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公聽會上，每一個反對者的顧慮，都是我們在

進入新會所後，要盡全力去消除的。而我們能否達成

每一個贊成者對我們的期許，更是攸關教會能否繼續

進入此地的關鍵。歷經三年的禱告與等待，在最終獲

得使用許可時，心中充滿了歡喜與感恩。求主繼續憐

憫恩待祂的教會，使教會成為這地的祝福。感謝主! 	

(原載於2007年9月「香柏木季刊」41期)     �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Glorian(左二)和Melodie(左一)兩位白人老姊妹。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在De Anza College主日聚會時的搬運同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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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爭戰篇

這 場 嚴 肅 爭 戰
親 身 經 歷

	葉忠明

從前風聞有爭戰，現在我們親歷爭戰後，就忍不

住要歡呼說：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哈利路亞！

藉著我們教會建堂， 神興起各樣的環境來建造祂的

教會，也改變我們每一位兒女的生命，為要讓教會成

為合 神心意的教會；也讓我們都成為合祂使用的器

皿。

我們全家還在加拿大的時候，就已聽說我們教會

建堂遇到了許多的挑戰。那時，對於屬靈的爭戰，並

沒有太多的了解。去年當教會在申請市政府許可證的

期間，正好因工作的關係我們舉家搬到聖荷西定居，

並且在這裡找到了我們屬靈的家。

我們牧者于弟兄的證道，聖靈的提醒，肢體的

見證，無一不在向我們提醒屬靈爭戰的真實性和嚴肅

性。通過教會前兩次經歷公聽會的爭戰， 神親自向

每一位弟兄姊妹展示祂的大能大力，祂是以利沙代的  

神。特別是經過第三次公聽會的爭戰，更讓我們看見

祂是好牧人，一定會找回每一個丟失的心;祂是我們

信心的創始成終者，一路讓我們學會了單純的信靠和

忠心的跟隨;祂是萬軍之耶和華軍隊的元帥，讓我們

都成為祂勇敢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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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爭戰更是跌宕起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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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和市議員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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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求 神使用每一個受造之物來榮耀這位創

造他們的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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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能全歸給這位獨一的真 神。在這場爭

戰中，我們看見了 神的作為，祂不但要建立地上的

教會，更是要建立我們成為基督的身體，讓我們成為

祂的居所;祂提醒我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至終

帶領我們進入祂的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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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見證集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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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盼望與我們教會有交通，

也很願意與我們分享　神在伊朗的作為。

他們又介紹我認識一位宣教士。當這位姊妹在電

話中得知我們的處境時，立即揚聲祈求天父為我們開

路，為我們挪去一切攔阻，我的心好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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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更深的進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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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參與，得以

經歷到：祂實在是那位以便以謝的　神，祂至今都在

幫助我們成就大事。

因著「愛我們的教會」，儘管我個性害羞，我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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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喜歡麻煩人，但為了 神家的需要，我

還是鼓足勇氣去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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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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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回去複印了好幾份請同事簽。

過了一個周末，當我禮拜一送 Joyce去的時

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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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度做合一的工作。Mrs.Grace知道我們的建堂之路走

了很久了，還鼓勵我說有時候　神的耽延是讓我們有

機會把自己準備好......。Mrs. Grace那樣熱心地在　

神的國度裡服事對我是個激勵。

那天中午我去參加教會的禱告會，我只有低頭

敬拜　神，因為祂是親自走在我們的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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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參與

而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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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弟兄姊妹在公聽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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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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好幾次約好時間，大老遠跑去卻撲了空，

或是非但不支持還隨便毀謗，至於空頭支票的失望更

不在少數。......然而這些都遠遠比不上，看見　神

在這裡調度萬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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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同心，而且十分合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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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神！藉著這項服事，讓我更體會天父的愛

與能力。祂精心設計各樣環境來訓練、裝備祂的兒女

們。我在想，若是把支持信換成福音單張，如同找支

持者一般積極的傳福音並不斷擴大範圍，我豈不是在

承接神聖的大使命嗎？並且從建堂以來，豈不是多次

看見　神大能的手把危機變為轉機，並讓我們經歷失

而復得，起死回生的神蹟嗎？而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

願意跟上去。雖然我們不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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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沒想到，自己在這一生當中能有這個福氣，

來親身經歷　神這麼真實的同在。雖然在教會購買會

所的事上，整個過程真的是起起伏伏的，中間經過了

合同從我們手上失去，但是　神又把它交到我們手

裡，而且為我們及時預備了七百萬，使會所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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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當中一點一點的被　神建造起來，能夠這麼深刻

的經歷　神是一件何等有福氣的事。

弟兄姊妹，讓我們真心來依靠　神，相信我們

的　神是使人爭戰得勝的　神，祂也是在寶座上繼續

作王掌權的　神。祂的能力不會向依靠祂的人隱藏起

來，祂必會帶領我們繼續往前，繼續得勝！相信主不

但在我們購買會所的上面得榮耀，在祂建造教會的工

作上，更要得到完全的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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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 呼 篇

信心之路起行

當眾人屏息等候著市議員及市長作最後決定時……突然大廳牆上投票結果顯示燈亮出五比

二，全場立刻爆出歡呼和向  神的讚美！

「神蹟」不再是聖經上、字典裡才看到的；原來它可以與我們如此相近，因為我們所信的  

神是又真又活的  神。「錫安的居民哪，當揚聲歡呼，因為在你們中間的以色列聖者乃為

至大。」   (賽12:6)



76 矽谷基督徒聚會 『香柏木』季刊

獻堂感恩暨十五週年(1993-2008)特刊

第43期/2008年5月 77

信心之路起行
歡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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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的愛祢，我要更簡單的來相信祢，我願意以後更絕對

的來順服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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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自2005年12月「香柏木季刊」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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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矽谷基督徒聚會

將進駐新會所
歷經五年奉獻、禱告─神蹟般購得

以來自台灣和中國基督徒為主要成員的教會「

矽谷基督徒聚會」（Silicon Valley Christian 
Assembly)本月初於聖他克拉拉市議會中，取得「教會

使用許可證」，可望順利進駐位於3131Bowers Ave.的
新會所。

這是教會五年來尋覓新會所、看過十幾處、奉獻

七百多萬美元，兩、三百位會眾和包括中國在內無數

信徒齊心禱告的結果。英文報紙「水星報」23日以地

方版頭版頭題轉內頁的大篇幅介紹這家教會從居無定

所開始的築根之旅(“Mobile" Church Prays for Roots)。

以「活動式」（Mobile）形容原名為「庫比蒂諾

基督徒聚會」的這所教會，緣於在尋找適當新會所

時，有六、七年的時間，都是每周日租用迪安薩社區

學院的學生餐廳做禮拜。教會的弟兄每周不辭辛苦把

所需講台和音響等設備搬到迪安薩學院。近一年來，

由於大餐廳整建，主日禮拜的場所又搬到另一棟學生

書店／餐廳。水星報的記者特別拍了一張牧會的于宏

潔弟兄最近講道的圖片，講台旁有著「Soup」（湯）

的巨大告示牌。

2004年的5月，教會尋覓新會所小組找到了

Bowers路上這個會址，原是高科技公司，公司搬走

後，留下很不錯的內部設施，雖然仍需改裝，但大家

都覺滿意。惟一就是地主索價高達七百萬，矽谷並不

景氣，這筆錢對於大約只有一百多名會眾有穩定薪水

入帳的教會來說，幾乎遙不可即。

會所籌畫委會第一次去場地後九天，于宏潔弟兄

讀聖經舊約民數記13章30節得到啟示，這句話是：「

「…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其它

如聖經上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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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給全教會極

大信心和鼓舞。

亦有別的買主競標，有的甚至差點買到手。教

會姊妹、常在禮拜中擔任英語同步翻譯的于修華

(Christine Yu)回憶說，有人也曾憂心，「是否聽錯神

的話了？」但數個月後，這塊地重回市場，仍有機

會，只是大家必須在40天內籌到好幾百萬。

教會裡有的老媽媽把首飾都奉獻出來，有的主

婦做蛋糕義賣，有的工程師捐出股票，原本在庫市

Orange街的舊會所售得120萬，像神蹟一樣，在短短

時間內籌得七百多萬元。但變更土地使用，也是極大

挑戰。像是桑尼維爾市，規定工業用地不可變更為集

會場所。聖他克拉拉市府原本也持反對意見。一來怕

集會團體曝露於污染地點，另方面，企業往往因為附

近有學校、教會、住宅，市規較嚴而不願進駐。

即使教友總動員，集到一千支持者簽名，教會使

用許可仍然經歷三次公聽。其間，教會成員禁食禱

告，踴躍到公聽會發言或旁聽，有人是來美國第一次

參與主流政治活動。第二次公聽結果三人贊成三人反

對。但是4月3日的第三次公聽，六位市議員加上市長

投票，終以5:2通過。

于宏潔說，所有改建工程完成、正式獻堂或許

要到一年後，但一路走來，清楚看到 神是聽禱告的

神，這是全教會的信心之旅。     �

(原載於2007年9月「香柏木季刊」41期)

◎ 記者	黃美惠

(世界日報2007年4月24日專題報導)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3131 Bowers「新會所」的正門，左邊是幾棵高大佳美的香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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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歡呼篇

Silicon Valley ‘mobile’ church
prays for a home

◎ San Jose Mercury News - Julie Patel
聖荷西水星報專訪

04/23/2007

矽谷“移動”教會─祈望有一個「家」

Huddled in a circle and talking in hushed voices, five 
members of the Silicon Valley Christian Assembly 

fervently prayed in Mandarin. But they weren't praying 
for the hungry or for the well-being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 
abroad, as they often do.

This time, more than 100 members of the church had 
gathered at Santa Clara City Hall to ask for something 
that for many of them, was just as important: a place to 
call home. After five years - scouting dozens of locations, 
raising millions of dollars and pleading their case - 
everything had come down to this.

So they waited, tensely, as city council members took 
their turns, chewing over the congregation's bid to turn 
a pair of vacant office buildings into a church. They still 
had questions. A lot of them. Could the city afford to 
lose land that had been set aside for industry? Would the 
economy rebound, driving up demand for the land? Or 
was it worth more for a growing, vibrant group to set up 
shop and serve the community?

When Pastor Hung-Chieh Yu helped form the 
church in 1988 in what's now a Salvation Army building 
in Santa Clara, he wanted to foster community among 
immigrants working hard to assimilate. The church was a 
place to meet others like them, ask for advice and receive 
spiritual nourishment.

Some congregation members hail from Taiwan, and 
others grew up in communist China, where they were 
taught that God doesn't exist. When they immigrated, 
many said they first went to church at the suggestion of 

close friends or out of curiosity.

Too big for building

The church eventually moved to a building in 
Cupertino. But by 2000, it had 200 members, mostly 
engineers and other tech workers, and had outgrown the 
space, church volunteer Steve Wang said.

That’s when it became a “mobile” church. Church 
organizers rented space at De Anza College, bought a 
truck, and every Sunday for seven years they loaded it up 
with a podium, Bibles, Sunday school material and heavy 
speakers.

Meanwhile, Wang and his team of volunteers 
scoured the South Bay for buildings in their price range: 
$3 million to $4 million, which they expected to raise 
from donations. Some of the sites lacked parking. Some 
were contaminated. Others weren’t configured well for a 
church.

That’s why the volunteers were so delighted to find the 
two office buildings in Santa Clara in 2004. Their large, 
open rooms - once a sea of cubicles - would be perfect for 
Sunday services. But they tried not to get too attached; 
the owner, after all, was asking $7 million.

The next day, Wang said, there was a sign.

In an online journal on the church’s Web site, Yu 
wrote that he was praying and that when he opened his 
Bible, his eyes fell to Numbers 13:30: “Let us go up at 
once, and possess it; for we are well able to overcome it.” 

Yu wrote that with tears swelled in his eyes and he bent his 
head in thanks. “His words were so clear that left no room 
for me to negotiate,” Yu wrote.

But God’s apparent green light seemed to be the only 
one, Wang said. Other buyers surfaced and one even got 
as far as escrow in April 2005. Wang and others started 
having doubts.

“I was really worried,” said Christine Yu, a San Jose 
software engineer who isn’t related to the pastor. “If 
God told us this is the place, how come it’s being sold to 
someone else? Did we hear wrong?”

Yu said her faith was restored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she heard the deal with the competing buyer fell through, 
putting the church in line for the property. They then had 
just 40 days to raise the millions they would need.

Donations help

Church members prayed and fasted. The donation 
box filled up a little bit more each week, and the church 
got an extension on its deadline. Including the $1.2 
million from the sale of the Cupertino building and 
about $870,000 in online donations from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as finally enough to buy the land.

But there was another hitch. The city and planning 
commission denied the required use permit, so the church 
would have to persuade the council. Yu advised his flock 
to have faith.

It would be the first city council meeting for most 
in the congregation. To prepare, they collected 1,000 
signatures from supporters. Some also made a promotional 
video while others practiced speeches.

As 100 church members filled the council chambers 
earlier this month, they saw another good omen: the 
city’s seal, emblazoned with a church, hanging behind the 
council dais. Santa Clara, the Mission City, had religion 
deep in its roots.

Kevin Riley, the city’s planning director, explained 
the project - and why staff members were against it. 
Businesses typically avoid moving in near homes, schools 
or churches because of add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surance costs. And cities generally don’t want 
residents and community groups moving into potentially 
polluted industrial areas.

Confronted with similar issues, Sunnyvale banned 
converting industrial areas to places of assembly - including 
churches and community centers - until officials reviewed 

which industrial pockets they wanted to preserve.

Council discusses

And so Santa Clara’s debate began. Councilman 
Dominic Caserta recalled the Muslim Community 
Association’s bid to move to an industrial area on Scott 
Boulevard. “In retrospect,” Caserta said, “I can’t imagine 
it not being there.”

Councilman Kevin Moore said industrial areas need 
to be preserved but that he would still like to see the 
church end up in Santa Clara.

Jamie McLeod said she favored the proposal, especially 
with more companies changing from the “factory type to 
the more Google-type.”

Councilman Joe Kornder noted that once a city loses 
an industrial area, it can’t get it back. Vice Mayor Will 
Kennedy feared setting an unfair precedent.

After Councilman Pat Kolstad said he would support 
the church, the tally stood at 3-3, with Mayor Patricia 
Mahan next to weigh in. Wang looked intently ahead. 
Christine Yu looked at her 15-year-old daughter and 
whispered a prayer. Yu said each comment - including 
those against the conversion - made sense; so far, her first 
up-close experience with democracy was inspiring.

Mahan said ushering in the church would essentially 
bring in a new ethnic community center. She encouraged 
others to rethink holding onto the city’s tumbleweed 
industrial areas in light of the area’s changing demographics 
and economic climate.

As the council gave its OK - 5-2, with Kennedy and 
Moore dissenting and Kornder changing sides - Christine 
Yu burst out in tears, like many around her. There were 
long, tight hugs and again, prayers.

This time in thanks.          �

Ç  于宏潔弟兄在De Anza大學餐廳進行主日講道。
講臺旁「Soup」(湯)的告示牌清晰可見。

【編註】�標題背景圖是搬運組的同工們，七年來風雨無阻地在主日清晨，搬運音響、聖經、詩歌本 …… 以及主日學的各項教材，使每一

次的「主日聚會」都能準時舉行。                                                                                          (原載於2007年9月「香柏木季刊」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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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起行
歡呼篇

信心的艱苦歷程

            —止於得勝的歡呼和眼淚

◎ 于仲麟

我是一個受洗二年後在1936年6月26日重生得救

的弟兄。今年巧逢屬靈年日70歲，70年的歲

月中，自己的信心實不如芥菜種，但親身經歷到無數

次　神是使無變有，使不可能變可能的　神。

93年我遷到北加州與在Cupertino的弟兄姊妹共

同經歷購買Orange小教堂的美事。這樣的經歷在我一

生中已經是第五次了。因著教會的增長，這個堂已顯

太小，2000年就不敷使用而開始租用大學禮堂。2004
年，我又面臨一生中第六次教會購買會所的機會，而

這一次特別不同。前四次在臺灣，我列在教會扛抬約

櫃的行列中，負擔壓力極大，但蒙恩之處是 神先把

應許賜下，而且在整個過程中，都有活潑的話語堅固

眾人的信心。來到美國年紀老邁，身體逐漸毀壞，所

以跟隨在羊群之後，但仍體會到教會牧、長、執們的

壓力。按個人的經驗，教會是主的身體，元首是萬王

之王、萬主之主，祂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

河，在祂沒有難成的事。何況祂給了祂僕人的話，叫

我們立刻上去得地為業，祂的榮耀要充滿那地。我信

祂是親口應許也要親手成全一切的 神。

但沒想到Bowers Ave之場地，十萬平方呎需要美

金七百萬，對這個小教會而言，幾乎是天價；而在我

的眼中（我從前是臺灣軍公教人員），這更是天文數

字。但希奇的是弟兄姊妹雖有耶利哥城擋在前面，卻

同心合意、齊心努力進入屬靈戰場，聽不到什麼負面

的聲音質問　神的應許和呼召，卻以二十四小時守望

禱告，一直向前，正像以色列人圍繞耶利哥不出聲一

樣，在信心中順服神的命令。這真是奇妙的見證。

2005年9月8日我倆決定遷到東岸長子家，安度晚

年。在我們離開前兩天，神蹟出現了：在不可能的情

況下，新會所產權到手了！感恩見證聚會中有歡呼有

眼淚，興奮的整夜難眠。

但接下來申請許可證又是一座大山擋在前面，守

望禱告一延再延。到了東岸，我們夫妻倆早上六點半

即為此呼求主，那時正值西岸早晨三點半，一般人應

在睡夢中，我們可以和大陸弟兄姊妹排到相同的守望

禱告時段了。

2007年二月及三月，二次公聽都未通過。我夫妻

倆在東岸同步學習仰望 神，並同聲宣告祂的信實和

得勝。弟兄姊妹總是緊張，卻不灰心、不懷疑，禱告

更加強，又增加了禁食網。我倆坐八望九的人，雖體

力無法參加禁食，但信心也毫未動搖。一天妻子晨更

時有話，在詩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三至十六節，「因為

耶和華揀選了錫安，願意當作自己的居所，說：這

是我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裡，因為是我所願意

的。我要使其中的糧食豐滿，使其中的窮人飽足。我

要使祭司披上救恩，聖民大聲歡呼！」相信 神已揀

選了美地，Bowers必成為永遠產業。我倆喜樂的同聲

讚美 神，因為得了確據主話必成。

四月三日在加州的公聽會結束已是我們東岸半夜

一點，所以四月四日一早七點（西岸四點），我就在

信心中打開了電腦收到E-mail:“感謝 神，我們拿到

了使用許可證”。一個漫長的艱苦歷程，終結在歡呼

與淚水中！哈利路亞！耶穌得勝！      �

(原載於2007年9月「香柏木季刊」41期) 

◎ 王沁松 

漫漫路,重重恩

零三年我開始負責建堂委員會的事工，當時我

以為這是容易且水到渠成的一件事，卻萬萬

沒有想到這是一條漫長［近五年］、艱難［靠人沒法

越過的重重難關］的道路。感謝主，道路的漫長使我

們有更多的機會去經歷主的重重恩典；道路的艱難迫

使我們學習放下自己而多在信心中轉眼仰望 神。

走馬上任後，我們開始了一年多每週三的建堂委

員會禱告會。當初我並不知道主要我們在禱告上要有

怎樣的學習，只是出於知道屬靈的事應從禱告開始而

已。儘管跪下禱告了，起來卻常常是靠自己的才幹、

智慧、判斷在行事。經過第一次購屋的失敗，所有的

同工和自己學習到我們不應該、也無法，照我們自

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方法去和屋主討價還價。我們告

戒自己下一次一定要禱告清楚。不是賣主的要價，也

不是我們自己能出的價錢，而是要堅持從主得來的價

位。

接下來的半年多時間裡，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迫使

同工們一再的俯伏在主前尋求衪的帶領。當時最經常

的禱告是求主給我們直接的話語印證，希奇的是主卻

不說話。時間久了，在禱告時同工們常常是相對無

言，只能彼此互拍對方的肩膀來相互安慰鼓勵。感謝

主，就在此時，衪打發于恩潔弟兄來參加我們的禱告

會。弟兄用他以前的親身經歷和學習鼓勵我們，使我

們禱告的注意力從外面的建築物轉向裡面的建造，特

別是傳福音上。主憐憫恩待我們，使我們學習少為自

己求，而多為衪的國度求。

感謝 神讓我們看到了Bowers街上的這兩棟連座

樓並賜下關於會所的話語給于弟兄。長久以來，我們

委員會所苦惱的不就是沒有主話語的印證嗎？我們委

員會所求的不就是主的話語嗎？當那天于弟兄告知主

已給話後，我的心只有在主前敬拜衪！在衪的時候，

衪用衪自己的話來扶持、引領我們。在緊接下來近

三個月的時間裡，主把立刻上去的感動與熱忱賜給教

會，全教會都動了起來：與鄰近教會的弟兄姊妹交通

他們在購堂上的學習與經驗，立刻下購買單，成立禱

告、文宣、籌劃、募款、公關等小組，送交申請“使

用許可”的文件進市政府、推展各項募款活動、與賣

方談判合約內容......，在這一切的忙碌中，我實在

看見主話語在衪兒女身上的果效，在基督裡事奉的喜

樂，在身體中搭配的美麗。難怪連我們的地產經紀人

都說“This is an unorthodox transaction.”我們所要成就

的實在不是一般的商業交易，這乃是 神的工，是有    

神在其中。我有幸參與整個購買新會所合約的談判、

草擬與簽定的過程，時常需與外邦人打交道，每次我

都禱告主，求從衪來的智慧，求衪教我如何應對。當

時我正在讀約書亞記。主就藉約書亞記五章來提醒

我，主是要來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是要成就父 神

的旨意。我們所需做的是脫下我們腳上的鞋，在 神

面前自潔，不走自己的路，而單單俯伏敬拜事奉衪。

感謝主，從零四年八月到零五年二月我們經歷了

購買新會所的合約得而復失，也看到主在看守著這塊

地。二月十八日我們得知賣主已在積極地與其他買主

議價。我們是否也應開始有所作為呢？正巧這段時期

絕大部分牧、長、執都不在家，我倍覺壓力。然而，

只要我們願意來到主的寶座前，衪的幫助永遠是應時

的。在我二月二十一日讀經時，主藉馬可福音四章提

醒我要『出於自然』；在二十二日，主使我對利未記

二十三章裡所要求的“守安息”特別有感動；在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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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主又用民數記十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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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馬可

福音十章「在人是不能、在 神卻不然。因為 神凡事

都能。」來激勵提醒我。感謝主，我不再有壓力，也

不打算靠自己來做什麼。抓住 神的應許，在衪凡事

都能。

所以即或在零五年四月，賣方已和另一買主簽

訂合約後，我們繼續禱告 神來做事。而主當然有做

事，衪讓這塊地又重回市場。哈利路亞！當 神的百

姓同心合意的仰望依靠衪時，衪就叫他們看見衪的信

實。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理所當然。我們

重新拿到合約，其它更好的出價單都在我們拿到合約

之後才出現，“空氣檢測報告”的結果一切正常，兩

家鄰居大公司一改過去的強烈反對態度，轉而願意與

我們「並立共處」，建堂基金不斷的向上突破，各小

組按班次禁食禱告......。

零五年九月六日一早我參加教會的晨禱。那天的

晨禱很特別，人不太多，但大家都是滿懷盼望。我覺

得主好愛我們的教會，而我們又是如此的不配。我同

時也好感謝主，因意識到 神今天要成就大事。過後

趕去與妻子會合，將銀行的帳戶關掉，又趕去美國銀

行將現金存入教會的帳戶。辦完這一切出銀行門時，

就看見有弟兄匆匆忙忙的趕來存錢。那一整天，不斷

地有弟兄姊妹趕去銀行存錢入教會的帳戶。

想像這鏡頭，我只有在主前敬拜，惟有主的愛才

能叫人這樣甘心擺上。在仲介公司簽字過戶，辦事員

不是說支票不對就是說支票不是真的。意識到這可能

是仇敵最後的掙扎，我們幾位當場就在仲介公司辦公

室內禱告，求主捆綁仇敵的一切作為。剛禱告完，辦

事員就來告知我們一切文件都正常，手續齊備。難己

言喻的喜樂立時從心裡湧出，是主衪自己為我們成就

了這工！當天下午我打電話給我們的地產經紀人致謝

時他說：“Your prayers have paid off!”是的，我們的確是

有禱告，而且有很多的禱告。然而離了聽禱告的主我

們無法做任何事。

之後我決定按照起初的安排辭去建堂委員會主席

的服事，以為可以在成功聲中勇退。但是﹐主最知道

我的真實光景﹐祂還有更深未盡的工作在我身上。因

著需要，不久我又重新接下這項服事。然而﹐在第一

次公聽會後的一次守望禱告中﹐聖靈讓我看到自己的

虧欠。我以前竟以為我們能成功地購買新會所是有我

的功勞在其中。我所以為的“功成身退”是在有意無

意中竊取　神的榮耀，實在是時時需要　神的光照和

赦免。其後也被弟兄的交通提醒在　神和人面前應謙

卑。神的恩典和光照使我向祂認罪，讓我看到不是我

們能做什麼來幫　神得勝。我們也無法在　神的榮耀

上加添什麼。完全因著　神的慈悲和憐憫，我們得以

在祂的旨意和得勝上有份。

購買新會所後的一年半時間裡，我們新會所使用

許可證的申請過程一再被拖延。我們經過了向市政府

十二次的遞件，三次的公聽。當外面似乎一事無成

而我們又無法有什麼作為時﹐　神當初的應許就成為

我唯一的堅持。 神在希伯來書十章所說的話語一再

成為我的安慰和倚靠，堅固我尚在成長中的信心。即

或到了第二次公聽會仍無法取得使用許可證﹐感謝　

神﹐祂使我向著祂的信心一點也沒有搖移﹐而是認知

到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過我們

的道路。主藉保羅的榜樣提醒我，到市政府最高機搆

市議會去替主作見證才是祂的旨意﹐因為我們一直所

禱告的是要為主在Santa Clara City作見證。

感謝主，零七年四月三日第三次公聽會中﹐主也

確實彰顯了祂的主權﹐成就了祂自己所應許祂教會

的。會後在弟兄姊妹的高興歡呼聲和相擁而泣的激動

熱淚中﹐我惟有把感謝和榮耀歸與祂：一切都是　神

勞苦的功效，是　神使我們得以在世人面前站立得住

並為祂作那美好的見證！回首過去五年的漫漫路程，

雖艱辛起伏，卻是路滴脂油、恩重重。願一切榮耀、

感謝、讚美、能力、都屬於 神。阿們！       �

「 祂向百姓顯出大能的作為，把外邦的地賜給他們為

業。」                              (詩111:6)

「 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出25:8)

建造，因 神要與我們同住：

到底 神所要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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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因 神要與我們同住

◎ 編輯室

   到底  神所要的是什麼？

在過去將近三年的時間裡面， 神帶領我們經過

了一連串的考驗。從外面來說，是帶領我們

購買一個會所；但是從屬靈的建造來說， 神是在各

方面向我們顯出祂大能的作為、祂的信實、和祂夠用

的恩典，幫助我們對 神有一個更深的認識。

當第二次公聽會又沒能拿到許可証後，許多弟兄

姐妹都非常灰心失望。有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在繞著

新會所邊走邊認真的尋求，說：“ 神，到底祢在等

什麼？ 神，到底祢所要的是什麼？”我記得當我走

到那棵香柏樹下時， 神那麼清楚的用《彌迦書》第

6章8節回答了我：『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

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頓時，眼淚遮

住了我的視線，神的回答化成了我最深的禱告和心

願，也成為我生活、事奉的方向與提醒。

神所要的：被改變的生命和被改變的關係

從彌迦書6:8這節經文裡可以知道，神一直所想

要得到的，簡單的說，就是兩件重要的事：

第一，  神要得著一個被改變的生命─一個『像祂』

的生命。

第二，  神要得著一個被改變的關係─一個『與主更

親，愛主更深』的關係。

創世以來， 神一直要得著的，就是我們跟祂之

間一種正常、親密的關係，而且更寶貴的是 神希望

從我們的生命中彰顯出祂榮美的性情和榮耀。

神藉各種環境來『淨化』並『強化』

我們的生命和與祂的關係

最近一連串的遭遇，好像是一關又一關的難處；

但實際上 神一直要在我們身上得著的，就是藉著這

一切的環境來煉淨我們的生命，來擴大我們的度量，

叫我們的生命得以長大成熟，能夠越來越像主耶穌。

另外一方面， 神也是藉著這麼多的難處，來提升、

加強我們和主之間真實、活潑的關係。

神在香柏樹下回答了我的求問，其實也就是對我

們過去這三年的歷程給予了最好的意義與解釋。這一

段的時間，我常常覺得 神把我們每一個人，把我們

的家，更是把整個教會帶到三個地方去更深的認識、

經歷祂。在這三個地方，我們都可以清楚的看見 神

工作的重點都是集中在前面所說的這兩件重要的事

上。那麼，是那三處地方呢？

（一）神把我們帶到天平上

神藉著但以理責備伯沙撒王的時候，說到：「你

被稱在天平裡，顯出你的虧欠。」(但5:27)  

天平顯出我們的虧欠和不足

當 神把我們擺在天平上的時候，不只馬上就顯

出了我們裡面生命的實情和信心的大小，也立刻顯

出了我們與 神之間的關係如何。這些日子在天平上

的經歷，讓我們從許多方面發現自己的不足，顯出

我們生命的度量是幾斤幾兩，我們和 神之間的關係

是否經得起考驗。然而，我們卻為此而感恩，因為： 

神的光照，是為了要醫治； 神的顯明，是為了要校

正； 神的拆毀，是為了要建造； 神的倒空，是為了

要充滿。當 神每一次顯明我們的時候，讓我們在主

的面前更加卑微，也更加認真的來追求進步。

天平顯出 神所要給我們的和我們實際得著的差距

神把我們擺在天平上，更積極的目的就是向我們

顯明：祂要給我們的，跟我們實際上所得著的，中間

有何等的差距。神在耶穌基督裡面，把天上所有屬靈

的福氣都已經賜給我們，也把祂豐盛、榮美的生命賜

給我們，同時也要在基督裡，帶領我們進入完全的安

息和最深的滿足。這一切上好的祝福，就是藉著那不

斷被改變的生命和被改變的關係而落實在我們的身

上。當我們被擺在天平上一秤的時候，就發現我們所

得著的跟 神所要給我們的，其間的差距還有很大；

而這個差距應該成為我們的渴慕、神聖的不滿足、和

向 神迫切的禱告。

（二）神把我們帶到風浪中

當 神允許祂的兒女遭遇風浪，不僅為要顯明我

們生命與信心的實情，也更是藉著持續、加大的風

浪，讓我們學會轉向救主。所以，風浪逼著我們，也

幫助我們真實的轉向救主；不然，我們和 神之間的

關係太過表面而不夠真實，我們的信心也不易增長。

人只有被帶到盡頭，才會真實、謙卑、完全的來倚

靠 神。而當我們轉向祂、倚靠祂的時候，才發現祂

的信實和大能的作為。這是風浪在我們身上第三個功

用——幫助我們真認識 神。

我們清楚地知道在過去這些日子裡，有許多的環

境，憑著我們自己，憑著人的聰明、才幹、和經驗，

是絕對不可能解決的。一層又一層解決不了的困難， 

神好像容讓風浪不斷的加強，甚至幾乎船要滅頂了，

但它們逼著我們轉向救主，在我們轉向祂的時候，我

們都被改變了。

風浪本身並不能讓我們屬靈，不能讓我們更愛

主。但是， 神讓我們在驚濤駭浪中看見我們所信的

耶穌基督正是那位管理萬有、管理風和海的主。這一

個看見和經歷堅定了我們對祂的信靠。感謝 神，我

們有偉大奇妙 神，在祂永遠沒有難成的事。風浪不

過是祂工作的器具。

（三）神把我們帶到戰場上

認識屬靈爭戰的真實性和嚴肅性

神藉著這麼多的難處，讓我們非常深刻的體會到

屬靈爭戰的真實性和嚴肅性。我們不再認為它只是世

人所謂的倒楣、不順利，或是只是人的為難。我們可

以清楚的看見，每一次挑戰臨到的時候，背後真是有

仇敵抵擋的權勢，牠執意不肯讓 神的旨意通行，不

肯讓 神的應許成就在我們身上，牠非常不甘心 神在

矽谷高科技中心得著這麼寶貴的一個據點。所以牠用

各樣的詭計來攻擊、攪擾、打擊我們的信心，要我們

退後。

認識爭戰的勝敗全在乎 神

但是何等的感謝 神，也就是在戰場上， 神讓我

們看見爭戰的勝敗在乎 神，不在乎我們，也不在乎

人多人少。 神把我們一再的帶到戰場，不光是我們

申請的案件屢屢被駁回，我們跟市政府的交涉一再受

挫，跟周圍公司的開會不順利，現在又接二連三的被

帶到公聽會場上去。尤其這一次，仇敵工作到一個地

步，讓我們好像只有挨打的份，根本不給我們申辯、

解釋和作見證的機會。但是感謝 神，爭戰既然不是

屬血氣的，這些看得見的政府官員，周圍公司的人，

都不是我們的仇敵，背後的撒但才是。所以，我們就

藉著禱告來捆綁仇敵，藉著信心來支取 神的得勝，

更要活出 神的得勝。

爭戰使我們更成熟，使我們更深倚靠 神

我們經過一場又一場的屬靈的爭戰， 神是一站

一站的帶領我們走過來，我們也更深的發現我們所信

的 神真的是何等榮耀、全能的 神。在祂不僅僅沒有

難成的事，祂更是得勝的君王，是萬王之王、萬主

之主。我們也看見 神垂聽了教會的禱告，使我們一

再的經歷“倚靠祂就必得勝”。我們的力量隨著日子

而增長，我們的生命也隨著爭戰而日漸強壯。(摘自

2007年3月18日第二次公聽會之後于宏潔弟兄主日信

息，此系列信息一直講到八月五日)

第三次公聽會後記：這一年多與市政府交涉的確耽延

得超過了它該有的長度，可是從正面來看， 神在我

們中間是在做一件只有祂能做的事情。原本對我們來

說是一段漫長、辛苦的日子，但是當我們走過來的

時候，就像四月三日公聽會結束時，最常聽到的一句

話，就是：“這一切太值得了！這一切太值得了！”

其間有多少的失望、灰心、疲倦、害怕，就在 神所

應許那完全的得勝實現的時候，眾人都知道“太好

了！太值得了！”以後教會建造的路還可能再有同樣

的過程，我們仍然要低頭敬拜 神，因為我們知道“

太值得了”！感謝 神！

到底 神所要的是什麼？無論在天平上，在風浪

中，在戰場上，祂藉著這一切的環境，要來潔淨、擴

大我們的生命，要來加強、增進我們和祂之間真實的

關係。何等希望這樣的認識和體會成為我們這一生的

提醒。不光是在難處中，也是在我們人生的每一個階

段，甚至在每一個平凡的日子裡，我們都不要讓它平

白過去。任何人、事、物的接觸，任何的遭遇，任何

的環境，甚至任何的聚會，當時間過去的時候，我們

能夠說：我的生命被 神改變了，我和  神的關係不一

樣了。(原載於2007年9月「香柏木季刊」4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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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因 神要與我們同住

在神國裡重操舊業

◎ 王大成

季刊主編要我敘述一下建堂的經過及感想，心

想再看看來往的電郵，不就得了嗎？打開電

腦進入“矽谷基督徒聚會”一看，從2004年5月19號
去看Bowers場地，到現在提筆，共有11,758封電郵。

若一一打開，詳細道來，則這篇文章很可能需要一年

才完工。只好閉目，重溫一下舊夢。

這四年裡參與建堂之人，前前後後進場演出，在

臺前的就有數十人之多，臺後的更是不計其數。真像

是林前4:9所說“……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

使觀看”。由於劇情龐大，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按順

序寫出事情經過，這樣也可以看出隱隱中 神是如何

帶領的。但因篇幅有限，也避免重復，我只能選幾個

最深刻的記憶來回顧這一段特別之旅。

【2004年】

5月19號，Steve Wang說我們的經紀人約大家去看

Bowers場地。去時很多弟兄姐妹已到了。這真是個好

地點。是矽谷的中心，附近公司林立。Bowers是六線

大道，237及101兩條高速公路均有出入口，交通非常

便利。靠南邊是Intel的先端技術研發中心，連個招牌

都不放，比CIA還神秘。西邊對街是Applied Materials
總部。這兩個公司是Santa Clara市最大的兩個企業，

雇用了不少員工，帶進不少稅收。

Bowers場地原是HP的一部分，佔地八英畝，建

築約十萬平方英尺。分為A棟樓51,000呎，B樓36,000 
呎及地下室9,000呎和兩樓之間之餐廳。餐廳和廚房

約有4千多呎，一看就知道是用錢硬砸出來的，真是

一流。許多姐妹們走到那邊腳就軟了，不想離開。

看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這個地方太棒

了，交通便利，弟兄姐妹從各地而來太方便了。憂的

是這麼好的中心地點，市政府，Intel, Applied Materials
會讓我們改變使用用途嗎？大家經過數日的禱告，交

通，心中有平安，就將出價單遞出去了。教會開始動

員，大家分工合作，爭戰即將開始。

6月30號，公關組已展開敦親睦鄰行動。我和楊

駿拜訪先聯絡好的Applied Materials，請求他們的支

持。接見我們的是一位美國姐妹，很高興我們能成為

他們的鄰居，但也需要聽聽外辦處(Corporate Office)
部門的意見。但她認為“問題不大”。

7月12號，市府召開各部門聯合會議，來對我們

的送件做初步評審。會後一位在市府工作的基督徒好

心打電話到我的手機，說市府很不希望我們在這個地

點設教會，會大力反對。她並鼓勵我說，若是 神的

【編按】王大成弟兄自1998年來我們中間聚會。向來非常低調，來去匆匆，也不參加任何活
動，但每主日必到，風雨無阻。有時才從外出差搭機下地，就直接趕來聚會。可惜大家都與他
不熟，甚至不知道教會有此一弟兄。直到購建新堂開始，同工們才從一起服事中認識他的為人
謙和，經驗豐富，及幽默機智。王弟兄過去曾在建築工程界多年，也協助過其他教會建堂，這
次雖是“重操舊業＂，卻是非常不一樣的經歷。

旨意，市府反對又能怎樣呢？！

7月29號，我們到賣主處談正式合約的一些細節

問題，又問到這7百萬從何而來。他是公事公辦，經

濟掛帥。8月11號，好消息！賣主同我們簽了正式的

買賣合同。壞消息！我們只有卅天的時間決定買或不

買，而卅天內教會是不會拿到CUP的。

9月10號，卅天一轉眼就到了，繼續下去，訂金

不能退，而且再60天就要全部七百萬美金到位過戶。

同工們經迫切禱告後覺得沒有平安。我們是要這塊

地，但要六十天便過戶，時間似乎還沒到。我們再去

見賣主，希望能延期，但賣主說有好幾位買主在排隊

等著。所以我們暫時失去了合約，雖是憑著信心，也

還是小信，心裡蠻低沉的。

Applied的主管前幾日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同Intel想
同我們好好談談，且約好在今天。楊駿，王端和我

三人到了Applied對街的總部。今天Intel這位巨人終於

露面了。Intel及Applied各帶一位律師來。他們言詞客

氣，但態度堅定，就是“我們堅決反對教堂建在我們

旁邊，這會給我們營運上帶來極大的不便。若你們能

到別處去，我們會支持你們的。”聽了這話真是笑不

出來。

晚上同工開會、禱告，于弟兄說既然 神已有話，

我們應該遵守，繼續前進。上午涼了半截的心，此時

才又慢慢暖和回來。

【2005年】

1月19號，我們去Santa Clara見City Planner，她語氣

尖銳，說這麼好的辦公樓集中地方不適合改成教會，

若我們讓你過去了，此風一開，所有的教會都想來這

邊了。你們若建在高速路101以北，或往南鐵道以南，

我們會幫助你，但想建在這個地點，門都沒有！

晚上同工開會、禱告。于弟兄仍然說既然 神已

有了話，我們應該遵守，繼續前進。

3月19號，賣主與另外買主簽約。但大家仍然禱

告。于弟兄說 神的物當歸給 神。

7月11號，新的買主經過一段時間沒完成交易退

了出來。我們立刻插入，同賣主簽了合約。答應九月

六號過戶，而且一簽約就要給賣主卅萬不退的訂金。

雖然市府的CUP申請一直在市府來來回回的拖著，但

我們已有長期禱告心中平安，就簽了約。

8月5號，前幾天Applied的主管打電話來找我，

希望同Intel與我們見面談談。今天楊駿和我帶著七上

八下的心，在弟兄姐妹祝福及禱告中去了。新的主管

Mr. Jacobson首先恭喜我們買到了Bowers場地，並說

他們“原來也想買這個點，這樣便不會再有教堂在旁

邊的問題了。可是你們動作太快已捷足先登了。【編

按: 難怪主命令我們要“快快上去得那地為業”！】

如果你們堅持一定要在此建堂，是不是可以找出一個

折中方案，大家可以和平相處。他也很想知道SVCA
是個怎樣的教會。”我說“你們平常有去教會嗎？”

四個人均立刻舉起了手。大家都是會友，就比較有共

同語言好談了。最後雙方達成共識，由Intel的律師起

草一個三方面之“使用限制”同意書(CC&R)。一個

巨人被移開了！

9月6號，我們終於付清了7.18M過了戶。我雖然出

差在中國，但也在電郵中也可以感到弟兄姊妹們之興

奮及對神的感恩。另一個巨人被移開了！“信是所望

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11:1）

【2006年】

新堂買下來了，教會之辦公室就搬進來了。只等

第三個巨人被移開：市政府批準CUP,我們就可以進

Ç  作者與承包商及建築師每週五的工程進度會議。
Ç  作者與同工在工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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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因 神要與我們同住

購買新會所、改建新會所是一段漫長，滿了神

蹟、奇事的歷程！每一步、每一階段， 神讓

我們經歷祂所應許的，祂必能作成，使我們從心底不

住阿們，“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

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

一．　神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

信主之後，在神的憐憫、恩典與寬容中，我逐漸

認識神是大而可畏，卻不住令人希奇的 神！一次又

一次，神賜下聖靈的感動、真實的話語、聖徒的印

證，與環境的顯明來引導我走前面的道路。祂是我“

腳前的燈”，一步一步帶領我和我的家行經人生不同

階段的小站。回過頭來看，豈不應驗了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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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項，就是在二零零五

年，主激動我的心，讓我對前面的服事重新思考、重

新面對、重新尋求！神再一次顯明祂是隨己意行作萬

事的　神，竟帶領我離開住了二十一年的區域來到北

加州的矽谷。這一個變動，還不只是地理上的，更是

在服事上的！從以前在一個小型的教會得救、成長、

服事到現今在一個中型的教會服事，的確是個跳躍。

再加上教會正在　神的應許與帶領中要購買會所，建

立一班屬 神的子民，能以爭戰的百姓！

二．　神藉會所購買、改建製作屬祂的子民

在改建新會所的服事上，教會成立了「計劃部

門」(Planning Committee)。而我是在一個實習生的角

色中，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底開始接下召集人的服事。

主這樣的帶領，是我未曾想過的！因為：其一，我從

小就不喜歡畫畫。沒有想到，如今要面對的，不僅是

一大堆從不知曉的專有術語，還要不時接觸最不喜歡

的「圖案」。其二，我向來喜歡讀書、默想，如今這

類時間少了很多，有許許多多突如其來的事需要面

對、處理，確實掙扎過好一陣子。然而，傳道人第一

個傳道的對象就是自己！一次又一次在　神話語面

前，我必須揀選是否願意成為活道的見證人！這讓我

更多認識己生命的敗壞、無望，也使我更珍惜與主獨

處相交的時刻。我似乎更能進入別人的軟弱，比以往

有更多代禱的學習。另一方面，主也有預備、帶領，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首次接下在年輕孩子們中間的服

事。在服事當中經歷神一波波的祝福，眼見孩子們漸

次的改變；外面環境雖然艱困，裡面卻常被更新，有

說不出來持續的力量、盼望與喜樂！

神的帶領是如此奇妙、嚴肅，計劃部門的服事就

須謹慎進行，因為我們知道　神不僅給了我們這地，

更要我們照祂的樣式使用這地。我們在尋求、禱告之

時，有三個最主要的因素決定改建計劃：使命、時

間、與經費。教會不僅成長，且要“像多結果子的樹

枝，枝條探出牆外”服事鄰近社區說、聽英文的群

眾。我們也樂意接納各處有負擔，願意在建造教會的

異象與實行上有分的工人。經過多年租用聚會場地之

苦，眾人皆盼望儘早進到神的應許之地聚會、服事。

整個改建工程確實浩大，在眾多缺乏中，感謝 

神施恩的手一路幫助我們。同工們殷勤忠心，互相擔

當，彼此鼓勵;又量給我們合適的建築師、承包商和

監工。如今會堂即將落成，每一階段，我們真實經歷

神應時夠用的恩典。祂真是奇妙又奇妙的　神，在祂

面前，有誰能規劃自己的生涯、道路呢？感謝 神，

讓我們緊緊跟隨祂，因祂有說不盡的恩典，祂的計劃

永遠是最好的！阿們！          �

「這工程甚大，因這殿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　神

建造的。」                         (代上29:1b) 

◎ 馬邦彥

來聚會了。1月14日，新堂舉行了第一個婚禮。儀式

簡單而隆重。由於在自己的教堂內，顯得格外溫馨。

11月21號，這一年我們CUP申請案一直在進行

中。進出市府修修改改已經有十次了。

【2007年】

1月20號，建築師今天交出了令大家都很滿意的

最後圖案。市府一直在拖我們的案子。我們換了位律

師來幫我們催市府，希望盡快進入公聽程序。經過我

們的催逼，市府終於同意將我們的申請案放在二月十

四號市規劃委員會(Planning Commission)的公聽程序單

上。

公關組收集了約2500名支持我們在此建堂的簽

名。禱告團隊帶領了百日接力禁食禱告，矽谷的眾教

會也為此事加入禱告。從網絡中我們知道世界各地均

有基督徒參與此禁食禱告，其中尤以中國的居大多

數。

4月3號，經過前兩次公聽沒通過，教會的禁食禱

告進入高潮。這一天，整個會場可以看到聖靈在帶領

我們的述說及答辯。議員們一個個發言，我用頭快

速瞄了全場一眼，有低頭閉目禱告的，有睜大眼睛屏

住呼吸的，有全身戰抖的，全場安靜得一點聲音都沒

有。全案以5:2通過。全場轟動！最後的一個巨人也倒

下去了，感謝讚美主！

【編註】4月4號,王弟兄60歲生日，CUP通過成為他

最好的生日禮物。

我們拿到了CUP，緊接著是要開始改建工程及遷

入新會所。教會成立了改建小組(Planning Team)。6月
17號，我們符合了消防局的要求，做了一些工業安全

措施。今天是父親節，終於結束了七年的Mobile教會

的生活，從De Anza社區學院搬到了新會所，在餐廳聚

會。God is trustworthy!

【2008年】

2月22號，今天正式拿到建築許可證 (Building 

Permit)，工程在全力進行中。五月十一日獻堂。

感想

這四年來的建堂工作，表面看是在建堂，其實 

神所看重的是在建造我們。高潮低潮，不知有多少次

的磨練。正像以色列人與亞瑪力人爭戰一樣，該正面

打仗的則要規規矩矩的正面打仗，該站在山頂禱告求 

神加添山下戰士力量的，就要全心全意禱告。

禱告組發起四十天、一百天的禁食接力禱告。很

多參與的弟兄姐妹們作見證說，他們藉此得以掙脫

了食物之捆綁。公關組去社區爭取簽名支持，很多

參與的弟兄姐妹作見證說，他們藉此跨出了自己的

Comfort Zone，掙脫了“害怕被拒絕(Fear of rejection)
的捆綁。購堂過程，大家心甘樂意，盡心盡力的奉

獻，將自己的能力，度量都撐到了極點。很多弟兄姐

妹作見證說，他們藉此得以掙脫了金錢的捆綁。

我的個性比較急躁，常會在言語上不耐煩，急於

速戰速決。在建堂過程中，弟兄姐妹對我非常包涵，

用愛心、禱告及行動全力支持，使我深深體會到弟兄

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更重要的是，回

首一看，這些都是神的帶領。藉著建堂， 神在分別

的建造我們。先是一個個的來，再是一群群的來，真

是像羅馬書5章4節所言“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品格）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堂總是有建完的一天， 神則是不斷的在磨練我

們，使我們的品格越來越成熟(maturity)，越來越像

祂，直到見主面。願榮耀歸給主！     � 

建 堂 有 感

Ç  作者全家福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作者（右一）與同工們在討論工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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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因 神要與我們同住

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

從一開頭，我們就知道這一條建堂之旅是一條

信心之旅。所以二零零四年七月，于弟兄的

信息就是「風雨生信心」系列，後來又接著「美好的

證據」，藉著聖經中的信心偉人，舖陳出信心之路必

經的過程。教會中的大大小小，一起經過波折迭起、

高潮不斷的各種試驗，也打過了大大小小無數的戰

役。原以為我們信心的功課應該可以繳卷了，只等著

　神完成祂開始的工，建堂之旅就算告一段落。沒想

到，　神在最後這大半年，藉著祂僕人對教會說的

話，仍然是：「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耀！」

「你若信」，這次　神是說「你若信」，表示

我們信不信是一個選擇，在乎我們。不像祂起頭說

的，「快快上去得那地，你們足能得勝」，斬釘截鐵

的命令加上堅定的應許，沒有讓我們有懷疑的空間。

經過三年的磨練，對「足能得勝」的信心真有長進，

因為看見 神的大能就在眼前彰顯。這次，當　神說

「你若信」，我就問：「信什麼？」我信：「我們足

能得勝」，「　神的榮耀要充滿全地」，「　神的膀

臂沒有縮短」；我也信：「這裡是耶和華　神立名的

居所」，而且祂有一個榮耀的計劃要完成。所以，當

　神說「你若信」時，我毫不猶豫的回應：「主，我

信。」焉知道這三年的磨練，信心仍然不足以成就祂

下一步的工作，所以  神仍舊問，「你若信」。

這篇信息之後不久，改建的藍圖畫完，工程的估

價也完成，發現僅僅只是把其中一棟樓由辦公室改成

符合政府法規的聚會場所，再隔間五百人的聚會廳和

兒童的教室，竟然要高達四百萬的預算。我的心開始

憂慮了，肩頭沈重了，不是懷疑 神出不起四百萬，

而是擔心我們這小教會沒有這「信」的度量！果真，

「信心的禱告」在面對市府的公聽會時爬到高峰，但

面對四百萬，卻聲音微弱下來。有人覺得在小餐廳聚

會也沒啥不好，雖然絕大部分都希望正式的聚會廳

趕快蓋好，但錢在哪兒呢？大家默默的奉獻，許多擺

上過的，再擺上；默默的爬上爬下，拆東拆西，想盡

法子省點材料費；默默的繼續在擁擠的餐廳錄音、錄

影，供應網上廣大的需要。有新的人來了我們的教

會，希奇這大的場地，卻這麼小的聚會廰，這麼少的

人。

我有點心疼，有點不知如何著力。但是，每一

次跪在主面前，我總是知道主正在教會作工，更深的

工作，更徹底的工作，尤其是在領袖中間。我幸為這

一個扛抬見證的團隊中一員，非常寶貴　神這一段更

深的訓練。有一次在練習詩歌時，一位弟兄禱告到

求 神使我們不要安於河東之地，而不肯繼續往前。

是的，多少時候，“夠好了” (It is good enough) 成
為我們極大的試探。我們就想停在這裡牧放群羊，安

家累圈。但是我們的“夠好了”還不是 神可以滿足

的。祂要我們更深的「信而順服」，因祂還有沒做完

的工，還有更大的榮耀！

我們的信心要成熟堅定，需要經過許多的考驗，

而「信心之路」不是只有建堂時才走，信耶穌之後所

走的路就是一條不折不扣的「信心之路」，而且要走

到見主面的時候。「你若信」，將是我們這一生中不

斷要作的選擇。每一次，當我們真實的說「主啊，我

信」，我們就必要看見　神的榮耀！  �  

◎ 芥菜種 

山上的樣式  
    -  建堂方案的尋求

經過三次聽證會,市政府終於批准了我們將所購

置的工業用地改變為集會之用，前提是我們

必須將原有場地設施按照現行的集會用地的建築規範

來進行改建。於是，尋求一個能通過市政府審批，既

省錢卻又不失莊重大方，同時，又能在使用功能上滿

足 神託付給我們教會的使命和事工需要的建築方案

就成了我們拿到場地使用許可證之後的當務之急。

早在拿到使用許可證之前，教會就根據建堂的需

要成立了建堂規劃組。同工團隊中大都是“門外漢”

，因著教會的託付及需要並肩擔起了這一重任。自

2005年底，規劃組的同工們和教會的牧長們以及各部

門的同工們就開始走訪了灣區幾家新建的華人教堂，

也先後接洽了幾位建築師，尋求最優的建築方案。

由於工業用場地與集會用場地在防震、防火、緊

急防範等規格上都有不同的要求，我們急需得到一位

有經驗的建築師的指點和幫助，這也使得初期建堂方

案的尋求進展緩慢。在這期間有人向我們推薦了一位

有豐富經驗的名叫慍思的建築師，可是當我們照著拿

到的電話去聯絡他時，卻找不到他，因為他已離開了

原先的公司，同工們用盡其它各種辦法都無法知道他

在何方，只有在禱告中紀念這個需要。

神量給我們的總承包商和建築師 

由於新會所設施改建所涉及到的項目多且複雜，

我們決定雇用一家工程公司作為改建工程的總承包

商。經同工們多方聯絡和反覆比較，決定選用聖荷西

工程公司作為新會所改建的總承包商。感謝主！該公

司具體負責我們改建項目的經理人山姆跟新會所所在

城市的政府規劃及建築部門有很好的關係，這為我們

與市政府相關部門的聯絡上帶來了不少便利。更為奇

妙的是，2006年底,通過總承包商我們終於找到了建

築師慍思。他的介入成為新會所改建方案尋求過程中

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畫設計圖時，有時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優先順

序也不同，但都有一個認知，這是主選中的地，祂一

定早有計劃怎麼用，問問主，結果就一致了。建堂與

我們買堂時的禱告一致：願袮的旨意成就(Thy will be 
done)。

踏入“應許之地”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七日，排除萬難，我們終於進

入新得使用許可證的Bowers會所舉行主日聚會。但是

礙於市府對教會建築防震、防火等諸般規定，我們只

能局限在餐廳聚會。整棟近十萬平呎的樓，只能使用

1600平方呎作聚會廳，而且只准坐166人在內，其他

只坐在外面靠閉路電視聽講道，繼續與冰箱、爐臺為

伍，擘餅聚會時，既無法聞其聲，更無法見其面，只

能想像廳裡面熱切的讚美和感恩。因此盡快按建堂規

劃將500人聚會廳建好就成為勢在必行。

建堂委員會的規劃小組積極的與建築師及承包商

辦一切工程計劃，還得應付市政府繁瑣的法規及嚴峻

的監管。但是啊，在又要省錢，又要決定優先順序，

又要決定那些該拆除，又要完全符合法規......，加

上我們經驗、人手都欠缺，工程計劃遲遲無法順利開

展，連工程估價都姍姍來遲。才經過三場驚心動魄的

公聽會，也初嚐了“總算有個家”的甘甜，卻因建堂

工程，同工們再度投身，迫切禱告、尋求，盼望主為

我們開路！

同心協力建造 神的居所

這期間，除了建堂規劃組，還先後成立了影音，

室內設計，招牌設計，網絡通訊等各功能小組，許多

同工都是身兼數職，大家都同心合意為著 神的殿全

力擺上。為盡量節省花費，教會弟兄姐妹們利用許多

◎ 展曉燕 

(下接94頁)

【編註】�標題背景圖為弟兄姊妹在聽取建堂方案的進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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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因 神要與我們同住

◎ 溪邊樹

為 會 所 感 恩
後記

◇◇楔 子◇◇

 打竹板，樂呵呵， 單說我們買會所，

 笑看神家美事多． 神蹟奇事真是多；

 弟兄姊妹齊頌讚， 巨人把守眾關口，

 恩典一一來數算． 神領我們都闖過．

◇◇應 許◇◇

 話說當初看此地， 誰知神已定心意， 得此應許心歡喜， 爭戰策略三步行：

 又大又好又便宜； 選中此處作美地； 百人美地來聚集； 領證購地付款清．

 只因心中沒把握， 說是榮耀要充滿， 禱告繞場一周半， 神的應許做後盾，

 嘆息之餘欲放棄． 吩咐教會勿遲疑． 唱詩讚美要打仗． 領袖團隊打頭陣．

◇◇信 心◇◇

 神的仇敵不甘心， 憑著信心仍禱告， 眾人聞此心震驚， 神的話語既已出，

 百般阻撓又挑釁； 等候神來發命令． 難道此路不能行？ 徒然返回不可能；

 先是鄰居不歡迎， 卻聞美地已售出， 重溫應許心堅定， 憑信往前主喜悅，

 接著賣主毀約定． 一旦付款就搞定！ 禱告園裡添信心． 照神應許事必成．

◇◇跨 步◇◇

 領袖團隊尋求神， 不久果然有消息， 賣主此時心意轉， 至此一關已闖過，

 得著話語作憑證； 買賣雙方未成器． 重續舊約不為晚； 接踵而來是籌款．

 同心合意做決定， 唯神兒女才知曉， 旋即新約已簽定， 弟兄姊妹齊動員，

 買地不等許可證． 神的作為顯能力！ 仍照原價不增長． 踴躍奉獻討神歡．

◇◇神 蹟◇◇

 再說從前二鄰居， 談判桌邊再相遇， 聽罷弟兄心歡喜， 

 主動提出要再敘； 已知凡事在乎主； 神的作為真希奇； 

 原來神已行奇事， 鄰居要求簽協議， 倚靠祂的不羞愧， 

 改變人心獨有主！ 互不干擾和平處． 時候一到顯神蹟！ 

◇◇成 交◇◇

 募款鼓聲陣陣急， 眾人擁擠地下室， 交接之日終來到， 

 弟兄姐妹齊努力； 禱告呼求神做事； 同工奮勇把款交； 

 眼看結賬日子近， 神聽禱告出奇兵， 主權轉移是大事， 

 百萬差額真不低！ 主內團體來支持！ 以便以謝神榮耀！ 

◇◇熬 煉◇◇

 感恩搬遷辦公室， 領證工作早已始， 文件市府雖收到， 文件一稿又一稿，

 服事作工未延遲． 此事加緊不宜遲． 審查步驟仍繁浩； 要求一條又一條；

 無奈仍需許可證， 專家文件整理好， 個個部門輪流轉， 規劃官員已鐵心，

 主日聚會才得始． 按著要求往上交． 規劃官員寫報告． 認定會所不可行！

◇◇爭 戰◇◇

爭戰當前不懼怕， 憑信多方來預備， 走進社區奇事生， 二月等到公聽會， 市府官員先登臺，

寶座面前來跪下， 為要迎接公聽會； 主在各處都有人； 禱告擘餅再應對； 反對之聲未稍改。

百日全天齊禱告， 社區支持頂重要， 韓國伊朗本地生， 爭戰號角一吹響， 神的精兵一一上，

哪怕仇敵逞霸道。 八十大使來報到。 同是肢體都為神。 全家大小都到位。 以力對力更精彩。

眼看爭戰就要贏， 公聽就此被擱淺， 驚奇過後心平靜， 二次公聽三月中， 會場氣氛顯微妙，

仇敵至此不甘心； 必須再次改文件。 仍是感恩仍篤定。 儆醒預備不放鬆。 七位委員六位到；

市府於是出怪招， 弟兄姐妹都驚奇， 以馬內利神同在， 仍然擘餅仍禱告， 神家未有發言權，

硬指文件不周到。 此等爭戰頭次見。 站穩地位就不敗。 仍是全家來報到。 委員之間舌戰宣。

 席上觀看心吊懸， 至此遇到不解謎， 神是憐憫也是愛， 弟兄起來談體會，

 默默禱告神掌權。 為何神仍不使力？ 一路引領未稍怠； 思想保羅的行為，

 三比三平未開交， 兩次公聽沒料到， 為使神家被建立， 為作見證上羅馬，

 要去議會見分曉。 三次更是未曾疑。 精心策劃費心機。 我們則去市議會。

◇◇得 勝◇◇

 三次公聽逾越節， 廳內見證一一講， 神用大能的膀臂， 聽罷議員要表態， 

 全家動員不稍懈； 廳外禱告聲聲揚； 設下伏兵來助力； 事先所想說出來； 

 擘餅記念主的愛； 爭戰不憑自己力， 陣上觀看方明了， 眼看事情不順利， 

 議會廳裡把陣擺。 唯靠聖靈得剛強。 心中感謝口稱奇。 觀眾席上都靜寂。 

 神的膀臂豈短縮？ 峰回路轉情勢變， 議會廳裡掌聲高， 

 豈有勢力奈祂何？ 兩位議員改陣線； 有哭有笑有擁抱。 

 市長成為神器皿， 投票結果五比二， 真是值得真是好， 

 出來為神把話說。 多數站在神一邊！ 神的手段真奇妙！ 

◇◇建 造◇◇

 歡喜遷入應許地， 地雖獲准可以用， 美地藍圖神定奪， 神聽禱告差人來， 

 一路過來真不易； 多方仍然受限制。 教會同心來合作。 彼此協作把工開。 

 神的意念高過我， 神的意念非到此， 禱告求神派巧匠， 同工殷勤來管理， 

 恩典作為牢牢記。 拆毀建造要開始。 為使工作合神樣。 禱告靠神力不衰。 

快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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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工程進展快， 主體工程一開始， 器皿雖空卻有神， 禁食禱告四十天， 

 待付賬單按月來。 又是神顯奇事時。 還有主賜信心真。 內外肢體把名簽； 

 神的供應逐月至， 三○七萬總預算， 萬國珍寶在祂手， 按時迫切來禱告， 

 一一付清未延遲。 不見神蹟難交賬。 要憑信心向祂求。 神按美意被建造。 

 募款同工不放鬆， 晚餐會上神作工， 神的託付很清楚， 

 積極與神來同工； 客人個個受感動。 建堂不只為自足。 

 按著感動來籌備， 教會事工同分享, 需要扶持並代禱, 

 見證募款晚餐會。 外來見證亦顯揚. 與眾教會同建造. 

◇◇工 程◇◇

工程進展未稍停， 同工聞信受驚擾， 人的軟弱主知道， 神的工作有定時， 神的信實是食糧，

獻堂日期也已定； 寶座面前來檢討； 為此祂才要建造； 祂的手段更奇異。 祂的供應更無雙。

忽聞道上有曲折， 眼前挫折為何故？ 求主赦免且幫助， 勿需懼怕仍安息， 工程完工神榮耀，

復活節前不可得。 謙卑求主來光照。 仰望倚靠更專注。 有祂命令再使力。 超過所求和所料！

◇◇後 記◇◇

會所建造只一面，

人的建造是重點。

求主復興兒女們，

建立教會榮耀神。

「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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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8:19-20)

前 瞻

    神 託 付 的 使 命

個周末的時間，把即將被拆除的A幢樓裡的天花板，

電燈，地毯等先拆下來，以便將來可以用到改建好的

設施裡。在那期間的六個周末裡，許多的家庭男女

老少全家上陣，在愛心裡彼此配搭服事，各盡其能為 

神家揮汗出力，描繪了一幅幅感人的圖畫。

承建的公司原本應允在今年復活節以前完成五百

人的聚會廳，後來工程無法如期，眾人的確很失望，

但仍然歡喜等候，因為知道 神的時候最好。盼望在

正式將500人聚會廳獻給主的那一天，我們能夠在這

塊 神親自選為自己立名居所的地上，將這些年來祂

如何帶領我們走過這一條由應許開始，憑信心起步，

靠恩典往前，因 神親自的同在和祂大能的膀臂幫助

我們而使得祂的旨意在我們中間不斷成就的旅程向普

天下作見證，將一切的尊榮都歸給 神。

未來

我們盼望 神將得救的人數多多加給祂的教會，

並且也將許多愛主的弟兄姐妹帶到我們的中間，與我

們攜手同來建設規劃中1000人的聚會廳，好讓更多失

喪的靈魂在這塊地上得救，更多的生命在這裡被改

變，讓 神的榮耀大大的充滿這地！     � 

ab

(上接91頁)

Ç  拆毀是為了建造。 Ç  希望不需要再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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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因 神要與我們同住

新堂暨培訓中心的 藍 圖

◎ 編輯室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二日，在得著主對Bowers場地

應許後四個月，于弟兄對全教會弟兄姊妹簡

潔有力的分享了未來新堂暨培訓中心的藍圖。這個藍

圖在四年後更顯清晰，而且有主逐步的印證。雖然硬

體的場地及設備對當今的教會非常重要，但是這個藍

圖不重在硬體面積的分配，而在於教會屬靈生命的深

入及使命的擴大。最發人深省的是，這個藍圖不侷限

在“我們”個人或一個教會的需要，而是激勵我們一

定要有國度的胸襟和異象，使這個小教會可以藉著團

體的力量，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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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命與使命的傳承

o 繼續重視屬靈生命的建造

o  加強對初信者扎實的造就，免得我們日後大而不

親，多而不深

o  加強教會異象的傳遞，及事奉團隊的培養和擴大

o 下一代的培養(包括以上各項)的緊迫性

二. 多元化服事

o  包括設立24小時禱告室，多媒體中心，書房及書

室，舉行特別聚會，及加強對年輕及年長者的服

事等

三. 福音擴展

o  拯救失喪的靈魂是主再來之前教會最重要的使命

之一

o  定期有福音聚會，加強小組傳福音，建立福音隊

(培養對傳福音有負擔、有恩賜的器皿)，重視社

區（包括周圍公司）的福音工作

除了教會的見證﹐我們還盼望能有服事眾聖徒﹑

眾教會﹑以至於 神國度的度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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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香柏木培訓中心」是為 神國度

具體的提供一份棉薄之力，使更多如香柏木的棟樑之

材被興起。

西元2000年﹐同工們為教會建立了網路事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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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按著力量服事許多

看不見的弟兄姊妹。現在每一天信息被各地下載的量

已是過去的兩千倍﹐有分散在二十餘個國家的弟兄姊

妹參與我們的成人主日學、詩歌敬拜、信息、及小組

讀經預查等。這些都使我們越發敬畏 神﹐知道自己

不過是一個管道罷了。

2007年六月「矽谷基督徒聚會」結束了七年多

的搬運生涯，終於進入這棟 神在2004年所應許的美

地。門口就是一株高大佳美的黎巴嫩「香柏樹」﹐使

我們領會出 神那體貼﹑細微﹑又信實的愛。我們知

道，當那天 神對教會應許這地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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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催促的呼聲也使我們無法

再耽延，雖覺得自己教會都仍在極不成熟的階段，也

就憑信往前了。

2007年 10月，「香柏木培訓中心」開始招

生，2008年1月正式開課。「香柏木培訓中心」是為著

集合海內外有相同異象與負擔者的屬靈力量，一同為

神國培訓合用的器皿。主的禾場太廣大，但是能扛抬

建造工作的工人一直短缺。這個培訓中心不過是提供

一個供需兩頭流通的資源地，讓　神的靈來帶領及使

用。我們不以神學的訓練為主流，但以聖經為基礎，

以教會的見證為目標，以生命的追求和建造為具體實

行的路，與海內外眾肢體一同在基督的學校作門徒。

不僅我們自己教會要興起器皿來參與這個「培訓中

心」﹐也會邀請在廣大基督身體中 神所使用的僕人來

與我們一同為 神家培養建殿的材料；不僅中文﹐也要

逐漸擴及英文﹐使說英文的一代也得著屬靈產業的傳

承。

這些日子，教會內外為著購買新場地有許多感人

的見證，一步一腳印，都是　神在預備祂的器皿。也

因著面對這艱鉅的任務，聖靈以非常奇妙的作為，將

我們與基督身體中的眾肢體連結在一起，使我們得著

許多的扶持。「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願　神

得著我們。         �

這塊地是　神親自揀選為自己立名的居所，她不僅是為著本教會的弟兄姊妹在這裡生

命被改變、被建造而已。當我們將這塊地的主權完全交給　神來使用時，　神就藉著網路

事工以及「香柏木培訓中心」，行了五餅二魚的神蹟，使這塊地成為我們服事各地聖徒的

一個平台，也成為　神國度中一個培訓主工人的場所。

▲ 在新會所的主日聚會 ▲ 于力工牧師上「靈命進深」課 ▲ 于弟兄傳遞教會異象及遠景

▲ 香柏木培訓中心側影 ▲ 樹立在Bowers街上的教會招牌 ▲ 新會所藍圖

矽谷基督徒聚會

 以聖經為根基，
 倚靠聖靈，
 活出基督和教會的見證

香柏木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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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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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託負的使命：香柏木培訓中心

對「柏訓」的期許

◎ 編輯室

「基督學院」成樹傑院長1月6日致詞

我今天很幸運欣逢盛會，正好來參加「香柏木培訓

中心」開學典禮。這是貴教會12年來的一個異

象，經過于弟兄和同工們多年來的籌備，終於跨出第一

步。感謝　神！「香柏木培訓中心」現在正式成立，開

始培訓的事工。那麼接受培訓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以提摩太後書2章2節─『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

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和你們這許多香柏木的樹苗們彼此勉勵。今天你可能還

很小，但是以後要長得高大俊拔。長得高大俊拔之後要

做什麼？這邊說，『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這

是保羅對提摩太所講的一句話，我們看到一個代代相傳

的真理。這節聖經的根基其實是在馬太福音28章20節，

大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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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說，『教訓

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重點是在「教訓」，這個

字跟提摩太後書2章2節的「教導」是同一個字。弟兄

姊妹，當你來參加香柏木培訓中心時，希望你很清楚知

道，　神叫你在這裡，不是因為你是這個教會的會友而

已，不是讓你接受裝備而已，而是 神要怎麼用你，那就

是：『你要教訓他們遵守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我用這兩節聖經裡的三個字來和大家一起來勉勵。

第一個字是commandment，這是主的吩咐。

首先，這是主的吩咐。我相信香柏木培訓中心的成立

是主的吩咐，就像剛才于弟兄說的，不是為了你們

教會而已，而是因為　神在大使命裡的吩咐，是一個

commandment。希望你來參加不是因為你希望比別人更屬

靈而已，而是知道　神在你的生命裡有一個託付：『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對於大使命，我

們常常著重在：我們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要奉聖父

聖子聖靈的名為別人施洗；而忽略了教會在地上的一個

真正的使命，即要教訓他們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事情。

第二個字是commitment，這是教會的一個交託。

提摩太後書2章2節說，『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那個交託是commit。剛才你們的校長已經一再強調，

他不是要用制度，用學分來控制你們，實在是希望我們

是來玩真的。主commit到一個地步把祂的生命都擺上去

了。你肯嗎？願我們也這樣。而這個commitment不是于

弟兄一個人的，而是你們教會的commitment。你是教會

的一分子，所以這也是你的commitment。

第三個字是faithful，這是要做一個忠心的人，『那忠心

能教導別人的人』。

我最近在寫講義時發現，在我們這個世代，「忠心」已

不是被常常使用的詞了。世界是如此，我相信，同樣

的，教會也是一樣。現在來上課的人這麼多﹔但願幾年

後，畢業典禮那天，還有這麼多人在這裡都預備好隨時

為主所用。

在教會其實有不少忠心的人，聚會就來參加，培訓也來參

加，但是參加了之後要做什麼？不僅要有忠心，還要有

能力教導別人。英文字competent表示有能力教導別人。

有人會說，牧師，前面commandment，我聽了﹔教會的

commitment，我也參與了﹔我要成為一個competent的人，

去教導別人，好像就不是我了。其實這才是　神在香柏木

培訓中心的一個目的。香柏樹的樹苗們，什麼時候挺拔高

大，什麼時候才能被　神所用？當你能出去教導別人，可

以用你生命的見證去幫助人，不僅你成為一個蒙福的人，

也成為祝福別人的人時， 神才會心滿意足。

我們這個世代學太多的東西，但是太少的人肯把自己的

生命擺上，去為　神來做工。希望你們不只是來接受培

訓，更是有一天能夠走出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為眾人施洗，而且是凡主所吩咐的，你們都

教訓教導他們遵守，成為一個能教導別人的人。這絕對

不是一條容易的路，卻是深具意義的一條道路。最後，

願貴教會及培訓中心成為一個活水的泉源，成為眾人的

祝福﹔也成為主在這個時代的一個活水的管道。    �	

在「柏訓」的見與聞

◎ 鄭亞設

感謝 神! 在「香柏木培訓中心」的成立之始，

就讓我有幸參與這一項神聖的服事，這也是我

多年來夢寐以求的事。回首過去半年在「柏訓」的見

與聞，常使我低頭敬拜神。「柏訓」「年紀」很小，

但是卻有由 神而來的偉大的異象與使命，充滿了嶄

新的見證。

一.從風聞到眼見

在過去十二年的服事裡，蒙 神的憐憫，參與中國

大陸各地培訓的事工，看到各地教會都極其缺乏工人

和屬靈領袖，去帶領神的兒女們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並且長大成熟。同時，也看到自己在講台上常常供不

應求，需要更深的栽培。因著 神的恩典與帶領，使

我有機會來北美深造，並參與我們教會的服事。 神藉

著于弟兄的信息，讓我深深覺得神家最需要的領袖，

是一群真正認識 神、被 神塑造過的人。他們的出現

能帶下 神的同在與祝福；他們能教導神百姓認識 神

的旨意，並帶領人走在其中；他們能活出基督生命的

見證，讓人心服口服。

二.從應許到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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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就盼望能具體的為 神家提供一份棉薄之力，使更

多如香柏木的棟樑之材被興起。其實這也是我多年來

在神面前所尋求的。因 神的恩典，於1994年始我就

參與聖經培訓的服事，但果效並不是我真正所要達到

的：“跪下來是祈禱者，站起來是見證者，走出來是

宣道者。”1999年時，我也與一些同工分享培訓 神工

人之心中的藍圖，但由於自己的不成熟與其他外在的

原因，無法成就。但感謝 神！自從2007年6月我加入

「柏訓」服事後才真正知道，過去各地教會的呼聲，

和許多的同工所尋求的，如今可以在于弟兄分享的未

來新堂暨培訓中心的藍圖，找到真正的落實之路。

感謝 神的帶領，在眾同工群策群力下，「香柏

木培訓中心」終於在2007年可以粗淺的開始招生。在

各方面都稚嫩不足的情況下，卻收到了三百多位弟兄

姊妹的申請，辦公室同工常常接到各地來函，熱烈之

情好像就是一家人。這些扶持是對「柏訓」草創的鼓

勵，也是對我們這個小教會極大的期許，使我們越發

兢兢業業地倚靠 神來服事這一份事工。

三.從信心到信心

「柏訓」的服事是從 神手中接過來的，從信心

開始，也是在信心中建立與成全。我們相信「柏訓」

的成立是由 神發起；「柏訓」的學員是被神所召；

「柏訓」的經費是靠 神供給，由學員及眾肢體自由

奉獻；同時在同樣信心的原則下仰望 神在人力資源

及設備上的供應。 

近年來，不少同工看到主的禾場太廣大，但是能

扛抬建造工作的工人一直短缺。華人教會的當務之急

乃是培養質量俱佳的屬靈領袖，來服事教會和群羊。

雖然有的牧者犧牲自己牧會和休假的時間，經常進到

中國，從事培訓事工，但可惜受到某些因素所限，不

能召集大量學員來受訓，每次只有培訓極少的人。以

經濟效益的角度來分析，這不但消耗太多海外傳道人

的寶貴資源，而且培訓出來的領袖數量遠遠達不到所

需的！讓人感到無比的無奈。唯願 神祝福「柏訓」

五餅二魚的擺上，集合有相同異象與負擔者的屬靈力

量，一同為神國培訓合用的器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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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託負的使命：香柏木培訓中心

信 心 之 路

「舊約概論」上課有感

v“舊約概論”說起來真的是有太多的"最"了，首先

是課程"最難"，內容"最深"，涉及面"最廣"，人名地

名"最多"，但同時也是"最吸引"我的課程。因為許多

　神的話"活了"，不再是枯燥、難懂，連數字也可以

為主作見證。再不像以前那樣強迫自己讀舊約了，而

是越讀越有嚼頭，許多經文前後貫串，新舊結合，切

實體會到主的話是活水的泉源。

v《舊約概論》這門課不是很容易學，可是堅持下來

卻很有收獲。首先對舊約的框架有了概括性的認識，

從以前的點式了解到了線及面認識；其次，對　神在

以色列歷史中的同在有呼之欲出的感覺，對　神的心

意有進一步的認識。另外對各卷書的主題由從前的模

糊變清晰，講義及授課中涉及的寫作背景，目的和中

心思想等都對我再讀舊約有極大幫助。我很喜歡于老

師有關靈命的分享，對我個人的追求是很大的激勵。

v 舊約概論的課程，我覺得實在太好了。通過上課，

我發現原來舊約聖經也可以與我們今天的屬靈生命、

日常生活有如此緊密的聯結。它使我看見　神在歷史

上做事的一貫原則和祂永遠的旨意，也看見　神的喜

怒哀樂，激發我對主的追求和同情，激起我對舊約聖

經的渴慕。最近再重新看舊約，領會和感覺都與以前

不一樣，思路更加清晰。另外，這一課程使我有了從

未有過的系統裝備，使我看見我過去的膚淺和缺乏。

這一切都感謝主的恩典和「柏訓」提供的機會。

v 上舊約概論的最大收獲是：終於越過“于弟兄餵一

口，我吃一口”的階段，進入“自己讀得津津有味 

”的階段。謝謝老師，謝謝我們的主。

v 以前讀經都是進入到每個章節的裡面，很少有機會

從更高的角度來讀每一卷書，對整個舊約的整體認識

上很差，有些書卷也搞不清楚中心思想在講什麼。通

過舊約概論的學習，藉著于老師的講解，使得我對整

個舊約有了概括的了解，而且能夠知道每卷書的主要

內容和中心思想，這些都是很大的收獲，也讓我更願

意去花時間研究一些自己以前沒有弄懂的問題，更正

了以前對一些書卷的誤解。

v 通過舊約概論的學習，使我對舊約聖經有一系統性

的、全貌的認識。這種鳥瞰式的讀法，很易讓我們落

在條條框框裡。但于弟兄舊約概論的講章及講道，卻

是不落窠臼，讓人耳目一新。講章裡詳實的資料、清

晰的綱目以及每卷中相關的"特別要點"…講章本身就

是一份珍貴的資料。其間也讓我們看到弟兄辛勤耕耘

的身影。約伯記的一講，雖是金光出於北方，但暗中

不知有弟兄多少的眼淚，才摸著主的心及祂的仁慈，

從前向著約伯，現在也向著我們，使我們在淚眼中窺

見祂的面貌。十七卷先知書中先知信息圖表也是花了

弟兄不少心思。平日我想學習和整理這方面的資料，

總是心餘而力絀，只好作罷。但今天我知道：到我手

中的是最好的一份，是　神給我的一份厚禮。也是柏

訓給我的一份厚禮，感謝你們，我親愛的弟兄們！

v《舊約概論》三個月的學習,收獲實在不是筆墨能描

述的(當然,還需要以後反覆聽)。最大的收獲就是生

命的突破、信心的加增!　神所賜的總是過於我所求

所想的!每周看到《舊約概論》的講義,如同看見獻上

身體當作活祭、竭誠為主的活教材,當祭壇上有祭牲,

　神會降下天火,這火也燒在我們這些做學生的心中,

讓我也學習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從病床上憑信心起

來,坐到書桌前!

v 我以前對舊約讀的少、粗，重視程度也不夠，領會

的也不多。這次可謂是相對細致的讀了一遍，對舊約

的框架，和中心的信息有個基本的掌握，也激發起我

讀舊約的興趣和熱情。通過這次的學習更多的是讓我

對　神預備的救贖和祂心中永恆的旨意有了進一層的

認識。為著　神永恆的計劃，祂不厭其煩的寬容列祖

(下接103頁)

◎ 香柏木培訓中心

j禁食嚴肅會中同心禱告 k牧長執為產權書按手禱告 l公聽會前禱告同工在市府的會場旁迫切禱告 m公聽會的現場	n禱

告同工在公聽會的會場入口處守望禱告 o公聽會後與支持者分享得勝的喜悅 p公聽會正緊張的進行中 q公聽會一通過，眾

人相擁、喜極而泣 r焚燒潔凈聚會 s青少年在募款餐會中服事    2008/2/16舉行的“愛是永不止息”募款餐會   2008/4/13
的「奉獻主日」一個家一個家陸續投入奉獻    兒童為會所基金義賣自己烘烤的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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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最新多媒體產品介紹

歡迎您訂購特會信息產品：

1. 殷勤耕耘，歡呼收割	 （2007夏令特會信息合輯 - 劉東崑、貝珍珠、于宏潔）

2.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們	 （2008新年特會信息合輯 - 徐爾健、成樹傑、于宏潔）

3. 我的靈啊，當興起往前	 （2007亞洲特會-于宏潔）

你曾否覺得需要一些媒介向親朋好友見證基督？

歡迎您訂購福音信息產品：

1. 從殘缺到完滿 (于宏潔)   

2. 大喜的信息 (于宏潔)

3. 恩典 (于楊念慈) 

4. 神為人預備的出路 (馬邦彥)  

5. 主啊，祢是誰？ (鄭計福)  

歡迎訂購(可上網下載訂購單http://www.svca.cc/images/tape_order.pdf)，請洽喻潔姊妹:Tel:(408) 446-2946

所犯的過犯和罪孽，即便是如今仍然不斷地把我們從

悖逆犯罪中挽回，然而祂自己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真的願我們的心能夠體會　神那孤獨，懇切和忍耐的

情感，完全真實地歸向祂，叫祂能得一點的安慰。

v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參加香柏木培訓中心的學習，讓

我對　神有了更深的認識，也對自己的屬靈生命和生

活有了深刻的反思。特別是我系統的學習了舊約概

論有許多深刻的體會。舊約中以色列民的經歷就是我

們今天基督徒的寫照。通過舊約的學習，常常警戒自

己，要在主裡過個對的生活，不要像以色列人，不聽

主的話，悖逆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常常把知識分享給

教會的弟兄姊妹，讓他們也認識到舊約的寶貝是如此

的多，幫助了他們的靈命有了很大的提高。現在我所

輔導的團契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視舊約，常常把讀舊約

的心得分享給其他的人，實在是蒙了極大的祝福。

v 舊約概論一路讀下來，使我的心備受儆誡和訓誨，

也大得安慰和堅固。同時，也讓我們的裡面充滿了對

主再來的熱切的渴慕和榮耀的盼望。幾個月來，主藉

著祂寶貝的話語，藉著不同的先知所傳達的不同的信

息，藉著每一位　神的僕人在各樣的環境中對　神所

表現出至死的忠心，藉著歷世歷代　神百姓在　神面

前屬靈光景的起起落落，也藉著　神的手加在他們身

上的所有的管教、審判、歸回、復興，不斷地震撼、

淨化著我的心靈，也不斷地改變著我的生命，和與　

神的關係，更改變了我的生活。

 

v 因著這堂課我對這位偉大的　神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和經歷。以前讀舊約時，很多的地方讀不明白，就一

帶而過了。如今卻不同，我彷彿融入了各個歷史的時

期，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員，更深地感受到了　神的心

意，和祂心中的委屈、痛苦和期盼；也體會到了　神

慈父般永不改變的愛，認識了　神大能、公義的作

為。我更加堅信我所信的　神，是全能、全愛、全智

的　神，是全有、全足、全豐的　神，是昔在、今

在、永在的　神。哈利路亞！我不能不更加地感恩，

謝謝主驗中了我，揀選了我，我是蒙了大恩的女子。

同時也讓我不能不更加的儆醒，不可犯罪得罪　神。

但願　神幫助我，使我的每一天都不徒然地經過，每

天竭力地討主的喜悅，得著主的上好，也活出我的最

好。讓主的心完全得滿足，同時也能夠使我得著榮耀

的主的結局。      �

(上接100頁)

j「矽谷基督徒聚會」的招牌，2008/2/25正式樹立在Bowers的大街上。 k同工們正在商討新會所的改建籃圖。 l弟兄姊妹

一起投入A棟的拆除和搬遷。 mn3/15/08一家一家迫不及待在A棟的鋼樑上簽名。 o年長弟兄姊妹參觀工地。 p眾人在工

地感恩讚美。 qA棟鋼樑上的簽名。 rsA棟的隔間   在工地為教會禱告     講台上的受浸池正施工中。    工地一角。   

   眾人在工地感恩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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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閱單	 【香柏木季刊】

親愛的讀者們，主裡平安。

這一期特刊有一個特別的目的，就是要因著	 神在「矽谷基督徒聚會」這些年奇妙的帶領為

耶和華留名。建堂的過程總有一天要完成，事情會過去，人會一代一代的變遷，但是	 神的作為

卻是應該永遠被記念的。尤其，若干年後，我們記憶逐漸糢糊，總希望有點什麼還可以提醒我們

如何向新來的肢體們及兒女孫輩述說這一段親身經歷　神在教會中顯現的真實事蹟。

話雖如此，等到真開始編輯這本特刊，才發現最困難的工作是:見證如雲，不知如何來揀

選。我們花了許多功夫收集過去的文章、信息、見證，但限于篇幅又不能全部納入。而且縱使資

料眾多，卻仍無法全面包含	神那麼多、那麼多鉅細靡遺、曲折巧妙的安排;特別是在各人心中所

作的變化，和在整個教會的拆毀、建造、和開啟。略略能體會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的末了說，「

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都寫下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而為這些

事作見證的，並且記載這些事的，就是我們這一批親歷其境的人，希望我們這些人也向那些門徒

們一樣，因此有了「跟過耶穌」的記號。

這本特刊另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把幾篇在關鍵時刻　神藉著祂僕人所傳的信息摘要下來，

是為了將來這些	 神對教會曾經說過的話可以成為我們的提醒和激勵，因為它們是「矽谷基督徒

聚會」這四年建堂之旅特別蒙恩之處	—	 	神常對我們說話，用祂的話光照、潔凈，也引導、堅

固祂的教會。	讚美主，祂所行的甚是美好!

願這一百零四頁不完全的記載，能使所有現在讀、將來讀的人都敬畏	神，並且在這塊	神所

揀選的地上世世代代的事奉祂！

「香柏木」季刊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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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下 一 段 路

經過三年又十個月，這塊　神所挑中的地，終於

有了一個符合政府規定可以正式聚會的廳堂。十字架

的記號在大街口的招牌中醒目的標立著，雖然尚不能

如願在屋頂樹立一個高聳的十字架，但過往的車輛一

望就知道這個招牌與週圍的高科技公司有別──這兒

是永生　神的家，是從滾滾紅塵中，分別出來屬　神

的地方。

聚會廰講台旁有一個簡樸卻抓住眾人目光的木頭

十架，向所有坐在這兒聚會的人宣揚我們是，也只

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台上的大字，「惟有基督是

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內」，是我們教會的見證與中心

內容。

「矽谷基督徒聚會」經過十五年　神的恩典，從

一個幼嫩、軟弱的小嬰兒，到如今略微知道主的心，

能在　神的旨意上稍稍盡上自己一點力量，中間有太

多美好的事要將榮耀、感謝歸給坐寶座的父神與基督

耶穌。全是  神的恩典帶領我們到如今！

尤其這三年多，我們這個擔著教會主要責任的

團隊和其他建堂的同工們，有過無數個不眠不休的夜

晚，無數次絞盡腦汁的會議，遑論數不清的禱告、禁

食；從無知到略為老練，從常受仇敵驚嚇到略能處變

不驚，從信心軟弱到不丟棄勇敢的心；許多經歷是刻

骨銘心，永誌難忘。我們一定要向我們的後代及將來

在這裡敬拜神的肢體們作見證：「耶和華專愛你們、

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 

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所起的

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所以你要知

道耶和華你的　神、祂是　神、是信實的　神、向

愛祂守祂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申

7:7-9)

現在教會要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而在這個世

代，要秉持當初建立教會的異象與藍圖，得不斷的接

受各種不同的挑戰。因為在主再來之前的這一段末了

的時刻，世界的王，也是那惡者，是用極其詭詐的手

段和技倆，欺騙、蒙蔽、擄掠　神的兒女。是否我們

這一小群可以遵主的教訓，持守純正，在遍地黑暗

時，仍能使　神的家有光？我們誠然需要更謙卑的仰

望主的憐憫，存著信心和忍耐，繼續在主裡向前邁

進。

除了教會的建造，我們另一部份極重要的服事

是「香柏木培訓中心」及網路上屬靈糧食的供應，包

括話語、文字、及多媒體。這兩項服事都是我們極為

寶貝的，因為它們是我們與眾聖徒在同一國度裡的連

結，我們戰兢敬畏的持守這一方田地，盡心擺上所

有。這兩個服事都是信心的服事，是　神的信實與愛

的呼召使我們堅持並繼續往前。各地神兒女的代禱和

扶持是我們過去、現在、和將來不可缺少的支柱。

開工的第一個七年在Orange小教堂，第二個七年

在De Anza大學寄居，現在在Bowers新會所。展望下

一個七年，我們知道　神有極美的計劃在等著我們與

祂同工。仍如以往，我們讓禱告走在前面，深願為主

多得一些靈魂，多在屬靈的糧食上供應四方，多在生

命上為主作見證，多在事奉上有成熟的果效，最重要

的，願主多得著我們。

「矽谷基督徒聚會」牧長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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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基督是一切
又住在一切之內

HE IS ALL AND  IN ALL
(歌羅西書 3:11)

 以 利 沙 代

 以 便 以 謝 

 以 馬 內 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