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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颂 赞感 恩 颂 赞感 恩 颂 赞感 恩 颂 赞    
—— 写在福音教会十周年庆典之际 

                         

 

  

一声来自永恒的呼唤，轻轻叩动我们的心弦，因着上主从创世以前所命定的旨意，带着在基督里

不可抗拒的恩典，唤醒了我们被死亡所辖制的灵魂，转回了我们在罪中沉沦的意念。我们蹒跚起步，

带着惊喜，伴着新奇，缓缓来到施恩座前。主啊，我们何等污秽，却被你鲜血洗净；我们何德何能，

竟蒙你垂爱拣选。 

 施恩的圣灵，如春风，如细雨，又如温柔的驯鸽，飘落在我们心间，帮我们驱散眼前的迷雾，为

我们解开心中的疑团。宝贵的圣言，如明灯，指引我们脚前的道路；如灵奶，养育着我们成长；又如

锋利的宝剑，刺透一切仇敌的阻拦。主啊！我们本是与你为敌，你却将我们带进你爱子的国度；我们

本应承受地狱的责罚，你却把我们引领到你荣耀的宝座面前。 

 为着这慈爱的恩召，为着你荣耀国度的彰显，我们愿在你的面前侍立，听候你的差遣。 

 因着共同的感召，顺从同样的差遣，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开辟这方贫瘠的土地，为要将你的教会

在这里建立，为要将你的救恩在这里传扬，为要将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 

 是你建造了这个教会，在起初成立的时候，就在你恩典的护理下选择了改革宗神学作为教会的基

本信仰，在不断归正的漫漫长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是你养育了这个教会，在起步成长的时候，

就在你慈爱的引领中赐下你早已为我们预备好的牧者，为教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根基，在继续

归正的路上，走过第一个里程碑。是你祝福了这个教会，在承接历史性福音信仰的旅途中，被美洲长

老会接纳，使这个教会成为在你荣耀的身体上与历代圣徒彼此连接的一员。 

 恩典十年，感慨万千，肺腑之言，化为感恩的颂赞，将这篇篇见证，献在万王之王的施恩宝座

前。 

李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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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2   1999.12   1999.12   1999.12   奥兰多华人福音团契诞生，借用Covenant 

Presbyterian 教会，开始每周五一次的查经聚会。 

● 2000.5   2000.5   2000.5   2000.5   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成立，第一次主日崇拜 

- 成人38人儿童10人。    第一批弟兄姐妹在夏令会受

洗。 

● 2000.9   2000.9   2000.9   2000.9   迁移到Downey Memorial 教会餐厅聚会并

使用室内体育馆。 

● 2000.82000.82000.82000.8----2001.3   2001.3   2001.3   2001.3   多次举办特会：庄祖鲲牧师、刘真

光师母，林慈信牧师，丘志健牧师，李秀全牧师，洪

予健牧师。 

● 2001.4  2001.4  2001.4  2001.4   轶闻趣事创刊。 

● 2001.7   2001.7   2001.7   2001.7   丘志健牧师特会，按立首批执事：安宜静，

李洪军，吴英强，萧振华。陈彪、潘旭光一家搬来奥

兰多RTS读神学，加入福音教会的服事。 

● 2001.8   2001.8   2001.8   2001.8   第一次迎新晚会，许多UCF新生参加。以后

每年都举办不同形式的迎新活动，人数最多为200多

人。 

● 2001.9  2001.9  2001.9  2001.9  首次开办青少年主日学事工。 

● 2001.12  2001.12  2001.12  2001.12  首次与Downey Memorial 教会联合崇拜，

并为弟兄姐妹施洗。以后每年都在复活节和感恩节举

行联合崇拜和洗礼。首次举办圣诞节音乐布道庆祝晚

会。 

● 2002.1 2002.1 2002.1 2002.1   成立顾问牧师团：李秀全牧师、丘志健牧

师、洪予健牧师。 

● 2002.2   2002.2   2002.2   2002.2   会刊金灯台诞生。 

● 2002.22002.22002.22002.2----2003.11 2003.11 2003.11 2003.11   三次特会：丘志健牧师，苏文峰牧

师，和饶孝楫牧师。 

● 2003.112003.112003.112003.11   第一次青少年英文主日崇拜 

● 2004.6   2004.6   2004.6   2004.6   陈彪弟兄道学硕士毕业，被呼召留任传道并

兼任IIIM神学教育事工中文部负责人。 

● 2004.112004.112004.112004.11   教会自己主办布道会，由吴英强执事主

讲，约有120多人参加。 

● 2005.2   2005.2   2005.2   2005.2   陈彪牧师按立：由李秀全牧师、丘志健牧

师，PCA Rev. Dr. Richard Pratt 和 Rev. Dr. Steve Chil-

ders组成按牧团，经考核和面试，按立陈彪为牧师，

并劝勉教会。同时举行了布道会和培灵会。 

● 2005.52005.52005.52005.5   组成英文/青少年传道人聘牧委员会。服侍

一年多的RTS神学生、Wycliffe 圣经翻译协会主席助

理 Craig Daugherty为主要候选人。 

● 2005.52005.52005.52005.5   教会成立五周年、按立新增执事，实施会员

制度、团契小组化。 

● 2005.10 2005.10 2005.10 2005.10    刘铭辉牧师布道会。 

● 2006.1 2006.1 2006.1 2006.1   聘Craig Daugherty为本教会部分时间副牧

师，带领英文/青少年事工，会员大会一致通过执事

会的提议。福音教会事工对象走向多元化。 

● 2006.1   2006.1   2006.1   2006.1   PCA崔谊厚牧师介绍美洲长老会（PCA）及

如何成为其中一员。 

● 2006.2   2006.2   2006.2   2006.2   教会事工需要，组成教会建购堂委员会，吴

英强执事筹建，安立楠执事任主席（后期改由林国基

弟兄担任），预备建购新堂有了具体的开始。 

● 2006.6   2006.6   2006.6   2006.6   在父亲节，除儿童奉献礼（2005.1开始 ) 

之外，首次举行婴孩洗。 

● 2006.72006.72006.72006.7----11111111   房地产代理Robby Roberson将Northland 

小教堂一年后将要出售的消息告诉了建堂委员会；进

行购堂财务和事工的可行性评估与分享；弟兄姐妹积

极以信心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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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  2006.11  2006.11  2006.11  陈佐人牧师的布道会借用Northland小教

堂，，，，新心音乐事工参与。 

● 2007.12007.12007.12007.1----4  4  4  4  经过几个月波折和祷告，福音教会蒙神的

厚爱仍以$950,000的价格与Northland 教会签约； 

● 2007.7  2007.7  2007.7  2007.7  教会首次迁入小教堂聚会，参加聚会的成人

和青少年人数为110人。    

● 2007.7  2007.7  2007.7  2007.7  教会青少年首次短宣，共7人由Craig传道带

队，加入Northland 教会到中国举办的中学生英文夏

令营的服事。 

● 2007.8  2007.8  2007.8  2007.8  道 训 。 

● 2007.8  2007.8  2007.8  2007.8  特邀PCA Orangewood教会儿童主日学同工培

训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教师。 

● 2007.9   2007.9   2007.9   2007.9   教会开始自己独立承担的儿童主日学, 共

有大中小3个班；同时中文学校开始使用Northland教

会的新教室。   

● 2007.112007.112007.112007.11  献堂感恩礼拜，佛州华人众教会一同感谢

上帝的恩典和预备。NorthlandNorthlandNorthlandNorthland教会主任牧师Rev. 

Dr. Joe Hunter证道；同时展出基督教来华200周年

纪念。 

● 2007.11  2007.11  2007.11  2007.11  首次在教堂举行感恩聚餐和分享见证会。

并为12位弟兄姐妹施洗。 

● 2008.5  2008.5  2008.5  2008.5  首次在其它几个教会协助下，主办佛州华人

基督徒夏令营。第一次有了英文成人的节目，同时邀

请了两位中文的主题讲员。  

● 2008.5  2008.5  2008.5  2008.5  收到芥菜种基金会的Matching基金，教会有

能力增加中、英文传道人的工作时间。随后还增设了

两位部分时间的教会行政秘书（安宜静姐妹）和儿童

事工主 任（何新东姐妹）  

● 2008.7   2008.7   2008.7   2008.7   台湾校园团契出版社和《校园》杂志的负

责人，黄旭荣、朱惠慈夫妇布道培训特会。 

● 2008.8   2008.8   2008.8   2008.8   在购堂事工告一个段落后，陈彪牧师参加

并通过了PCA教导长老资格的考核。八月十九日被PCA

中佛州区会接纳为教导长老（牧师），继续祝福他在

福音教会的 牧养事工。 

● 2008.102008.102008.102008.10----11  11  11  11  预备加入北美改革宗长老会，第一次培

训教会的在任执事和长老候选人。 十月举办半天的

长执和职员的退修会，主题为领袖的塑造。  

● 2008.12  2008.12  2008.12  2008.12  李洪军弟兄和吴英强弟兄通过PCA中佛州区

会的治理长老的笔试和口试。 

● 2009.1  2009.1  2009.1  2009.1  按立治理长老和加入北美改革宗长老会 

北美改革宗长老会中佛州区会的牧师团，于1月24日

按立李洪军执事和吴英强执事为教会首任长老， 同

时，OCECC加入北美改革宗长老会中佛州区会。隶属

北美改革宗长老会的华人牧师林慈信牧师和崔谊厚牧

师应邀举办音乐布道和圣经辅导、改革宗信仰与华人 

教会及其教会治理的培训与讲座。 

● 2009.4  2009.4  2009.4  2009.4  长老团带领成人主日学教师、小组教导同工

的培训，预备增加中 文成人主日学课程和信仰归 

● 2009.7  2009.7  2009.7  2009.7  差派第二届以青少年为主的中国短宣队。这

是本教会第一次自己组队，包括成人父母和其他教会

的青少年和大学生，共12人。 

● 2009.8  2009.8  2009.8  2009.8  调整主日聚会时间，使各项事工更加合理、

健康的发展。 

经过长期祷告和预备，调整主日敬拜时间（中文先敬

拜，后主日学；青少年英文相反。每月第一个主日为

联合聚会，之后为全教会分组的团契与祷告聚会）。

中文成人主日学共设有4个课程；同时开始了第一次

的儿童主日敬拜，作为第三堂的主日敬拜。 

● 2009.8  2009.8  2009.8  2009.8  新心音乐事工音乐布道和敬拜培训。 

● 2009.92009.92009.92009.9  饶孝楫牧师夫妇特会，教导长达10个小时的

释经学及其归纳法查经。  

● 2009.10  2009.10  2009.10  2009.10  教会长执、职员和家属在教堂举办为期一

天的退修分享聚会，主题为发现教会的个性 。 

● 2010.42010.42010.42010.4  福音教会第一个十年的感恩活祭 - 承接、

持守和传递 （4月16-18日)， 特邀讲员洪予健牧师

（本教会前顾问牧师之一）举办三天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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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金灯台》编辑编辑编辑编辑（以下简称编编编编）：许多人觉得好奇，为什么当年陈牧师信主几年后，决定离开公司决定全

职侍奉，南下到RTS神学院去读书。能不能请您和我们分享这一段心路历程？ 

陈牧师陈牧师陈牧师陈牧师（以下简称陈陈陈陈）：如果我们刚到这个教会时，还有很多人了解一些，那么随着时间流逝，目前教会的很

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我们刚刚信主时的挣扎，以及怎么到神学院读书和怎么离开公司的情形。其实很简单，我们信

主的时间是94年初。信主以后，神很保守我们，让我们开始有侍奉的心志。先在小组和团契里带领查经，参与其他

的教会事奉。后来，我们记得第一次有这种侍奉的感动，是在96年我们去中西部的一个夏令营会。在这个夏令营会

的过程当中，开始知道带职侍奉的概念。开始明白，本来我们整个人都应该是侍奉主，包括我们的工作、家庭和学

习。不光是在教会侍奉。所以当那天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梁燕城牧师呼召，然后我和太太都回应，决定

要带职侍奉主。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会怎么样，想着，那时候有很多人被公司派回中国去工作，不知道我们会

不会回国内工作。反正那时候就是想的很简单。然后，随着信主时间久了，服侍主的这种愿望就比较强烈。到了98

年的时候，已经觉得虽然公司的工作是很重要，可是对那个本职工作可以说不太安心了。但也有内疚感，觉得工作

不尽心做，好像也不对，因为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做给主的。可是，我的心思慢慢更倾向于在教会与国度的侍奉中。 

最关键的一次，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在98年我去唐崇荣牧师创办的归正学院，那年在华盛顿DC开课，我和太

太都去上课了。在上课的过程中，唐牧师就开始呼召，说你们下面一大半人将来都要做传道，我就吓得要死。然

后，心里就不愿意。但主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让我开始学会顺服。也用圣经的话来呼召我（约翰福音

的十二章），我就决定将来无论是在职、带职还是全职侍奉，都应该需要很认真的来装备。我当时有一个感受就

是，我们做其他专业都会花专门的时间来读书预备，如果是要来服侍永生的神，宣讲天国的道，为什么不应该去读

神学装备我们自己呢？基督教的历史又这么长，圣经的历史加在一起也要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旧约到新约）。所

以，我觉得有必要正式地来学习神学。之后，透过营会和邮件，征求了一些不同牧师的意见，最后决定选择RTS，其

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个学院远距教学很好。我99年就注册，进入它的远距基督教硕士的课程学习。也就在那个过程

中，我曾经有一次机会到Orlando校园上课，实地感受了这个学院和刚刚成立的福音教会，觉得蛮喜欢。2001年的

Lucent裁员，也就使我们更加清楚上帝的美意。2001年夏天我们全家就搬到这儿来读书了（关于我悔改信主与蒙召

事奉的见证，刊登在《生命季刊》2001年，总期第十八期，题为“你跟从我吧”）。所以，上帝的带领过程基本就

是这样，也让我父母从坚决反对到最后变成支持和理解。 因此，这是段蛮长经历（从1996-2001），但上帝就是给

了我这种信心比较小的人一步步的带领。从带职侍奉的心志转到全职侍奉的预备；从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到意识到

这实在太慢了（这样学下去要学到五十多岁），最后才下决心全时间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这一切都是恩典。 

编编编编：：：：有意思，从带职到全职事奉的呼召。那么，您是不是在接受全职呼召的当时，就知道以后要当牧师，甚至

就会留在奥兰多福音教会牧养呢？ 



金灯台第十期  2010年 4月 

5 

陈陈陈陈：当然不是，我们起初有呼召时，是在网络使团事奉，然后也想回国侍奉。真正开始读神学院的时候，还是

不很清楚将来具体做什么。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上帝慢慢地把那种牧者的心肠放在我们的心里。神学的装备，也

使我更加清楚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主要透过基督的教会，来扩展上帝的国度。如果福音机构像一个特种部队的

话，教会就是他的正规军。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理解到，可能神是要呼召我做牧师的。在神学院里读书的时候，

尤其是在福音教会，我觉得在这个教会里很蒙福，有很多的机会让我操练。当时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执事们都非常

的支持我们，让我们在教会有讲道的机会，带小组查经，包括师母开始带领青少年的主日学等。由于我们是从一个

较大的教会到一个小的年轻教会，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很挑战的，因为许多事情都不懂，却都要自己从头开始；

但是同时，就是因为不懂，你就开始请教其他的牧师，不同的长者，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所以，不知不觉就开始

和福音教会建立了一些难以割舍的感情。 

虽然后来接近毕业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楚上帝要我们留在福音教会。对了，当时你（指魏帼）也在这儿吧。我

当时去了亚特兰大面试，也去了加州面试，我过去的母会也希望我等一年后再回去……。 我们后来全家都去了亚特

兰大那个美国教会做第二次的面谈，他们也都已经把聘书给我了。可是我们心里头就是一直很不平安，直到神最后

很奇妙地让我们决定留下来。 留下来其实是有两个直接的原因啦：一个呢是我在学校期间参与了第三千禧年事工

（我们现在叫IIIM的神学教育资源中心），在这个机构里我主要是做中国事工部的协调人，做神学教育片的翻译、

编辑、配音等。这个工作做了几年之后呢，觉得真的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侍奉，很吸引我要继续做。另一个

呢，就是福音教会当时的情况，正好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小教会，还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金去聘一个全职的牧师。而

我牧会的想法又很强烈，可是要放弃IIIM呢，当时也没有合适的人接手，我觉得那也是神的一个托付。然而做牧师

的呼召依然是很强烈的。所以在那样的时候呢，上帝就把这两个事奉都放在这里（奥兰多），让我感到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也许同时都能做，可是心里实在没有底。然后，就请福音教会弟兄姐妹们的认真祷告。 

我印象很清楚的是，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现在不在我们教会），他问我，“你为什么还要来教会面试？

如果你要真是不想留在这个教会，你就千万不要这样做。”然后，我就回去祷告，我发现不是的，我就是因为还不

清楚。所以，我就告诉当时教会的执事们。虽然我在弟兄姐妹中间有三年了，大家也比较了解了，但是大家还是很

正儿八经的举行面试，让弟兄姐妹们问了好多好的问题，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有鼓励性的问题。我们也有机会更进一

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这个教会，察验上帝的带领。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最后神把我们留了下来。我其实很想去亚

特兰大的另一个原因，不光是那是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要植一个华人事工，条件非常优厚，工场也很大；更是我

有一个“私心”——就是希望我们的父母都信主。我们可以到把他们接到北美，送他们去亚特兰大华人教会北堂，

那里有长辈们的团契（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来过奥兰多，那时候我们福音教会还没有常青团契），我们觉得我们父母

可以在那边有机会信主。但事实上，神的带领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想。后来上帝真是奇妙的带领旭光的父母在中国

信了主（见旭光师母的见证）。 

编编编编：所以，您是因为清楚看见神的带领，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才开始兼职牧养教会的。那么，在这两个事奉责

任和方向方面，有什么样的冲突和互补呢？ 

陈陈陈陈：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当我兼职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方面是有冲突的，毕竟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尤其

是到最近的几年。前面我在教会每周工作25个小时，在机构也工作25个小时，我还能够做得过来。后来，因为IIIM

事工的要求，也因为福利的缘故，没有30个小时就没有医疗保险。所以，我在IIIM就改成了每周30个小时。那么随

着教会事工的成长，也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我现在是每周共工作60个小时，两边各干30个小时。所以，从时间上说

绝对是有冲突的。你能够花出去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当你超过60小时后，你的身心就会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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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蒙福的一方面看，我觉得这两个兼职不是在一般公司里的兼职。这两个兼职其实

是互补的。因为那个是神学工作，能够有时间读圣经，能够有时间翻译编辑。那我就有一个上午的时间比较安静，

相当于做研究那样。就是读圣经和神学的时间比较多，看和听别人的好讲章的时间也比较多。我在下午和晚间的时

间和周末在教会事奉，可以来实践自己所学到的。所以这两个侍奉，从时间上来说是冲突的，但是，从我自己能被

喂养同时也能够给出去，反而是一个互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福音事工和福音教会的侍奉是有

很强的互补性。这与你在公司里工作带职事奉有所不同，在公司里可能帮助你了解弟兄姐妹的想法和生活有帮助，

可是你很难对神的话语，还有其他的侍奉上有进深。因为在神学机构里工作，往往对一些牧养方面的神学问题可以

和同事们一起商量，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兼职的牧师，可以请教和探讨他们怎么带领教会的。总之，在这方面我觉得

互补性是更大一点。但时间上的冲突也是一个没办法忽略的事实。 

编编编编：在2006-2007年，在上帝带领福音教会购堂方面，你有什么特别的恩典和体会？ 

陈陈陈陈：我自己是有几个方面的体会。一个就是，当教会成长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购堂了，至于如

何，我们并不清楚，那时候，神用恩典的手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去买地，当时我们做过傻事，也走过弯路，还亏

了两千块钱呢。后来，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房产经纪人，是Northland church的一位弟兄Robbie，他自己也是帮

Northland church做扩堂的，是公司的房产经纪人。当他来帮我们找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两个很好的建议，我觉得

这就是神的手所做的。他第一个建议是你们要积攒资金，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就是让弟兄姐妹要有预备，神会

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方，很可能不会在原来的地方，一定要预备弟兄姐妹的心。这件事后来证明了神的带领是很清楚

的。奥兰多的华人教会都在南边，一字型的排开，从东到西，我们也在那个地方。当Northland church的小教堂在

2006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教会正好是开执事的退修会。所以，那次退修会大家都很热烈，都觉得

这个地方不错，价格也不错。等后来我们回头去看这个地方的华人人口分布的时候，发现虽然这个地方本身并没有

很多的华人居住，可是围绕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华人。我们大多数人到教会，也就是开车二、三十分钟，所以对我们

住在UCF，Oviedo或Winter Park的人来说还不算很远。当然，我知道在很南边的人就会有困难，另外离学生区远了

一些。可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迁移，是对奥兰多的华人教会的整体分布的改观，神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弟兄姐妹，接

触到原来我们接触不到的人群。而我们在南边也有家庭开放，（开放家庭是从2005就开始了）；学生工作也并没有

失掉，由于教会的投入，实际上学生工作比原来还好一点。所以，这两方面神都有预备。 

因为，这样的一些缘故，让我们看到这个购堂，带来弟兄姐妹在奉献上，在牺牲上，在祷告上，包括在和其他

教会合作上（和Northland church合作上，跟他们讨价还价中间，包括还有别的竟争对手，另一个教会给的价格比

我们高的时候，神怎么样让Northland Church接受我们原来的价钱），和对神的认识上都有很多长进。我觉得在这

个整个的过程中，其实都是神的手的作为，当时我们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家人组

成的教会。现在，因为工作变动、学生毕业等等原因，原来的家庭已经一半不

在我们中间了，我有一次算过，当初一起购堂的人现在还在我们中间的剩下不

到二十个人，搬迁之后这几年在这里信主又搬走的人不算，而教会人数仍是增

加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这个教会的搬迁以及这几年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

更新。因为教会的搬迁，我们也失去了一些人，有的是距离的缘故，还有一些

是其他的原因没有再来了。但我相信神有他的恩典和带领，希望他们在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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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也能够健康的成长，毕竟都在神的家中，灵命一定能够长进。我最担心的是那些根本不再去教会的人，因为他

们失去了使用蒙恩途径的机会，生命必然枯萎。 

总之，我觉得在购堂中间给了我们很多考验试炼，是一个全方位教会灵命程度的测试。比如，因为人的钱在哪

里心就在哪里，因为钱代表我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所以我们的心是往我们看重的地方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呢，建堂就检验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实在是有神的恩典同在。购堂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说都是第一次，在建堂

的奉献上，不光是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有牺牲式的奉献，连好多已经不在我们中间的过去的会友也有奉献。还

有我们中间一些人的父母和弟兄姐妹把大笔的钱，借给我们做无息贷款。总之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从中看得到大家

看中的是神国度的拓展。还有很多的兄弟教会的奉献，也让我们体验到神国度的宽广和密切相连。 

当然，有了自己管理的教堂设施，还有其他的很多好处啦。搬过来以后，因为有自己的家了，弟兄姐妹就更知

道怎么去珍惜，我们事工的成长也变得更加稳定。别人找我们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移动的目标，不是今天在这儿明

天在那儿的，而是知道这里是一个比较固定的家。另外，在侍奉上有很多的方便，比如调整聚会的时间就很方便。 

编编编编：作福音教会的牧师，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异象或托付呢？在这方面，您怎样领受神的特别带领？ 

陈陈陈陈：：：：我相信神要带我留在这个教会时候，首先是承接神托付给这个教会的异象，其次，是上帝会带领我们更

新。如果说我们跟原来教会的同工在异象上没有一个承接的关系，那是不太正常的，这一点很重要。我记得我们当

时教会的价值是很清楚的：基督的见证，友爱的家庭，真理的柱石，这个价值或目标到现在都没有变。但我们的异

象却没有一个清楚的表达。我看到我们教会有心愿要完成大使命和大诫命，但这两个是神的托付、神的命令，应该

说不是一个异象。异象是愿景，使命是来达成这个愿景。我记得我自己在神学院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受，就是上帝国

度的概念，大使命和大诫命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国度。比如说我们遵行大诫命彼此相爱，反映出

什么？就是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的大使命是使万人归向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国度。因此，这两个都可以纳入在一

个更清晰的的异象下面,就是神的国度和耶稣的教会。我们后来在祷告和讨论中就形成了一个更新的教会的异象——

透过建立可见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来彰显不可见的上帝和他国度的荣耀。所以，这就把我们刚刚讲的大诫命和大使

命都放在这样一个异象下面，这样一个愿景下面，来实现大使命和彼此相爱。那两个方面并没有变，但做了一个整

合。就是透过建造教会，来拓展上帝的国度，构成了一个异象。 

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总结和表达圣经。你可以说圣经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可以说圣经要我

们透过耶稣认识上帝等等，都是围绕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但是，你从另一个方面更宽广的总结呢，一个能够比较好

的包罗万象的来说，那就是上帝的国。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的国中有上帝做君王，三位一体的神；接着，也有上

帝的世界，就是他所造的宇宙万物；然后更有上帝的子民，要被救赎的他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说上帝的国时，我

们既保留了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也表达了我们这些人是他的形象也是他救赎的对象。同时，我们也说整个上帝

的世界是我们的舞台，也是他最后要带来荣耀和更新的新天新地。从这个角度来说，神国的概念是超越了教会。可

是教会同时又是神在地上设立的要使万民蒙福的一个管道，彰显他的国度。如果我们定义神国就是神掌权的领域，

那么一个表达就是说神已经在教会和他的子民中掌权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教会的异象整合基本上是我

在神学院的装备和领受的一个应用，是对教会有点更新的地方，把承接的异象又往前推展了一些。 

编编编编：所以我们这个教会是在实践中，在神的带领下，借鉴了他山之石，透过建立教会架构、事奉理念、策略和

蒙恩途径，来逐渐达成我们的异象。是不是请您更详细谈谈这些方面的要点和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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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陈陈：刚刚我们简单说到我们教会的价值观，就是基督的见证，友爱的家庭，真理的柱石,或者说是一个目标，我

们整个的异象是在地上实现上帝的国——透过建造神的教会，来达成这个异象。当我们这样来说的时候呢，我们不

是自己闭门造车，我们是从圣经里，从各个教会借鉴，当然还有这个教会带领者的领受。 在我们考虑到教会架构的

时候，就想到在教会神设立的有执事、长老、还有教会的不同功能等等。我们怎么来看一个教会整全的架构，怎么

建立一个合适的事奉理念？不光是个人的，还有教会整体的事奉理念，用神的策略来达成这些目标。形成架构和理

念的过程基本上有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把事奉的策略或途经叫做WIFES（就是用我们基督的新妇来表达）。这也可以看成是教会的功能。教

会做为基督的身体，她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敬拜Worship对基督徒是最重要的，然后有教导Instruction（装备）

的功能，也有团契Fellowship（相交）的功能，有传福音Evangelism的使命，还有彼此服侍、社区服侍、和在这个

世界的光与盐Services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WIFES正好是体现在一个教会的功能上。 

第二，注重蒙恩的管道。我们特别强调在圣经中建立教会的蒙恩管道，跟刚才所说的有类似和重叠。使徒行传

第二章特别讲到，我们的信仰告白中也有十分明确的教导。它特别指的是会众谨守使徒的教训，然后是彼此的交

接，就是团契；接着，经常一起的擘饼，就是圣礼，最后是祷告。换句话说，一个健康的教会要领受神的道，讲道

教导是一个蒙恩的管道，圣餐圣礼是一个蒙恩的管道，彼此的团契是一个蒙恩的管道，彼此在神的家中一起祷告也

是蒙恩的管道。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说是达成刚才所说那几个功能，只是叫法不一样。基督徒是透过神

的话与神的灵来塑造的，神在我们中间，透过我们彼此交接，彼此坚固，彼此辅导，彼此勉励，让教会有基督长成

的身量。所以，不论是我们刚才提到的WIFES（五个功能）还是蒙恩的途经（四个方面），都是神具体地告诉我们的

方法，作为管道领受他的恩典，以至于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强壮了，我们就在实现我们的异象；而当教会强壮的

时候，世人看见我们的变化，就被吸引在基督里归向上帝。 

最后，我们知道福音教会不一定在这五方面都能做得好。那么什么是我们突出的地方呢？记得我们在去年底做

了一次教会个性（包括收集信息，决策方式和人生风格）的测试。统计结果让我们对自己有点吃惊：近40%的人是组

织型的人；其余的人分别为团契、关系、表达、探险、策略、激励和实业型的人。那么上帝如何使用我们整体的个

性，在教会五方面的功能上积极发挥呢？我自己是个关系和激励型的人，我该和多数与我不同类型的人如何配合

呢？如果我们的核心价值和目标是友爱的家庭，真理的柱石，基督的见证。这些价值和目标在那些教会功能上，体

现的越强烈和越成熟，教会在这方面的功能就越突出，成为强项。比如，我们想把团契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就

必须反映出天父的爱，在我们中间生出的彼此相爱之心；常常在一个特定生活环境中，不断向信与不信的人见证基

督对我们品格的改变；要显明教会是一群渴慕认识上帝，要在真道上扎根，要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海洋一般的充

满全地，将圣经的世界观用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其他几个方面也是类似。教会越健康和成熟，这五个功能就越

能彼此坚固和发展，反之，功能之间就会构成彼此之间摩擦甚至对立。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编编编编：如果说目前教会工作初具规模，那么您对教会未来的规模或方向有什么展望？ 

陈陈陈陈：其实外在规模大小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自己都有不同的软弱。比如会说，如果教会变成两百人那该

多好啊。但是，教会的大与小，我觉得关键是她健康不健康，我讲的是属灵的健康，如果教会健康，一个正常的肢

体就能够成长，如果教会不健康，虽然人多，如同是一大堆肥肉，也没有大用，因为那不是一个健康的肢体。所

以，从规模的角度来说，神给我们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如果从我们个人的期盼呢，我是有一个想法。有的人

问过我，如果我们教堂都坐满的话，该怎么解决？就像联合主日敬拜，目前大约一百二十多人。这个教堂可能一百

五十人就坐不下了。在美国大家习惯上不太可能坐得满满的，北美的环境就是让人有距离感。这是个文化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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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会主日成人敬拜数目，稳定在一百二十人的话，我是觉得就空间而言，很难再成长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可

能，在星期天就要有两堂的中文敬拜，可能上午就是一堂中文，一堂英文，把中文部的一部分弟兄姐妹分下午一

堂。也许年轻人夜猫子他们愿意下午敬拜，他们早上爬不起来，午饭以后，才开始敬拜（或者在其他时间）。总

之，就是要设法提供另一次的敬拜聚会，教会就有空间可以成长。当然，这只是设想，不一定会是这样，也要看神

会不会这样带领我们。 

另外，我对属灵方面还有一个深切的盼望，那就是祷告和希望福音教会有持续的复兴。现在我们的教会已经有

十年的历史。十年来有新来的人，也有些起初的人，那么，在将来的五到十年里，神会怎样带领我们？我觉得有三

个方面很重要。一个教会的复兴，对将来能不能达成质量和数量的成长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对福音的认识和经历。

福音有没有不断地在我们每一个人从里向外的更新十分关键。福音也不只是很简单的和慕道友们讲，而是我们这些

门徒，每天都在靠福音成长，悔改信靠他，不断地再认识他，因为天使都在不断地要对福音有新的认识。福音不是

我们信仰的入门而已，它涵盖基督教信仰的全部。第二个要素，要在祷告上要花功夫。我觉得做为一个教会在成长

的过程中，我们这个教会可能是个理性较强的，大家在祷告的热心上和功夫上面不够，在祷告的侧重点不够平衡。

包括我自己做的很不好，好像期待弟兄姐妹们能告诉我的，就是工作、家庭、和身体这些方面的代祷。但是，有多

少时候我真正为他人的灵命代祷，或者是按耶稣教导门徒的神国模式来祷告？我们前面讲了，要透过建立可见的耶

稣基督的身体,彰显不可见的上帝和他国度的荣耀。如果我们祷告都不是按照那个目标走的，如果你每天祷告的只是

日常生活上的，（并不是那些不重要，而是那些不该是我们关注的全部），那么如何期待教会实现异象？耶稣基督

在主祷文中给我们一个很好模式，要让我们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如果生活上的祷告，占据了我们整个祷告生

活，刚才所说的教会异象就被架空，是空喊的口号。所以，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认识到祷告是把我们的使命与我

们的信息联在一起的纽带。如果信息通过祷告消化，然后推展事工，就能够带人信主和灵命增长。没有合乎圣经的

祷告，你就没法实现这些。所以，这是教会要复兴的第二个要素。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教会想要复兴，就要敢于做

一些新的事情。教会的承传是很重要，可是，我们面临着不同的时代，活在一个信息和网络时代。我们教导的方

法，我们接触人群的不同手段，都有极大的不同。这方面，我们不能总是按着我们过去的经验，十八、十九世纪和

初代教会的方法作。那些虽然好，都是上帝在那个时代的带领。可是在一个新时代里，我们要认识上帝给了我们哪

些特定的环境，要兴起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不要被方法限制，创意性的方法往往会带来新的突破。不变的真理透过

可变的方法来接触到不同的人群，做不同的事工，来扩展上帝的国度。所以有三点，在福音上不断更新，在祷告有

国度的异象，在方式上要敢于创新。 

编编编编：：：：我们注意到您和教会的长老们，好像每年都有要回大陆做宣道培训的工

作？在这样的事奉，对你和福音教会有什么样的益处和挑战？ 

陈陈陈陈：：：：我们一年会有两次的宣道培训工作。从挑战上来说，时间上太有限。两三

个星期不在教会，对教会的牧养会有些影响。我记得李秀全牧师在按立我成为牧师

时，提醒弟兄姐妹说，担任一个教会的牧师，不意味着他只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和长

老，他也是普世教会的一员。所以，任何一个牧师不光有责任在他自己的教会牧

养，他也要在其他耶稣基督的教会中间侍奉。实际上，从一个角度说，是我们很想

去，因为神呼召我们去。但另一方面，也是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把我们差出去，通

过这样的方式，你们就参与了我们在其他地方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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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益处，我觉得每年的回去事奉，其实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我在其他教会看到很多他们做的很好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去过一个教会，他们就把小要理问答登在他们周报上，每个星期换一个。我回来了觉得我们

也应该这样做，所以现在每个星期都有一组小要理问答，这样，潜移默化地就把一些真理核心让大家就熟悉起来

了。这都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教会学到的，而是到不同的教会去传讲信息时，从他们的周报里面，在他们的分

享中，在和其他的牧长交往中，我们自己就成长了。另外，到外面去教导的时候，你需要有很多的预备和整合，也

从其他资源中有所学习。还有，在这个宣教过程中，我们不是一单打独斗的个体。我们其实是一个到东亚服侍的牧

长训练团队。一年大概有七八个北美的华人牧师和长老轮流，我们侍奉中都有彼此的学习。是PCA美国长老会培训宣

道计划的一部分，每年有年会，一同计划、祷告和培训。所以实际上来说，当我们身为长老和牧师的在服侍中间自

己成长，都与自己的付出成正比：服侍中你付出的多，你就得到的多。我真心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

精力，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收益总是远远大过我们的付出，十分谢谢弟兄姐妹们对我们外出培训的支持和祷告。 

编编编编：请谈谈这六年的牧会服事中，最使您欣慰的事情？ 

陈陈陈陈：最字很麻烦，其实有很多欣慰的事情。如果只能说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教会弟兄姐妹们愿意跟随。我觉得

教会在透过长老会执事会来带领弟兄姐妹们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有积极的回应。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欣慰的事情。第

二个，我觉得教会有一批愿意出来服侍的弟兄姐妹，愿意做组长，愿意做关怀，教导，愿意做执事。他可能觉得他

自己不配，他们不是过于看重这个位份，也不低估这个位份。既然圣经设置了有执事有长老的职分，那他们就尽心

和忠心的出来做。神给了一批爱主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愿意奉献自己成为教会的领袖。而且不断的有新人乐意出

来服侍。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开始时，我们有几个带领的家庭出来带领聚会，时间长了，人们以为

只有讲道的，才可以出来做执事。但事实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和要求。2005年弟兄姐妹支持，有安立楠弟兄和张

秀莲姐妹愿意出来担任执事。后来，蒋明峰弟兄和刘国利弟兄又被呼召出来了。关晓涛、弋元元去年又有李建滨弟

兄、李影峰。今年还有出来的。就像一个大雁编队，允许带头的大雁到后面休息一下。所以，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人

出来侍奉。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与蒙恩机会，真让我得到很大的欣慰和激励。还有，就是能够理解和支持我在IIIM

事工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至少弟兄姐妹理解这个工作的在国度中

的价值和需要。 

编编编编：：：：信靠和事奉耶稣是甜美的，服事中光是值得欣慰感恩的就有这许多。那么，有没有觉得棘手、难以突破和

让你沮丧的事呢？ 

陈陈陈陈：：：：那肯定是有的，值得欣慰感恩的事是很多，但是也有棘手的事情。难以突破的可能就是自己灵命的成长。

有的时候沮丧，是因为看不到做工的果效。比如传福音很长时间，或带领门徒一段时间，觉得他们就是不信主，就

是不成长。有的时候，为自己的罪也会沮丧。还有同工中间有误解有不合一的时候，我也会有沮丧。不过，这也给

我一个挑战，让我觉得更要信靠福音，福音有能力让人能够和睦，让人能够在弟兄姐妹面前认错。让我觉得非常非

常的欣慰，就是从那种沮丧中察觉我更需要福音，我的同工们需要福音，我的弟兄姐妹们需要福音。因此，在家庭

中有乱子出现的时候，在婚姻辅导过程中有问题的时候，圣灵也都是把我再一次带到神的话语里面，看到福音的更

新能力。 

编编编编：我们注意到你和师母都有各自的福音事奉，过去的六年里，儿女还在身边，你们两人在教会和家中的事奉

重心和分工怎样？有没有什么秘诀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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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陈陈：我们自己也奇怪，我有两份事奉工作，师母也有两份，这就使得我们非常的繁忙。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

话，那可能是花在儿女身上的时间少了些。尤其是儿子，他和女儿的个性不一样，我们对他有些忽略。现在还有半

年的时间，所以我尽力做些补偿。我们夫妻两个的事奉重心不太一样，师母是好像是主内的，我是主外的那种。所

以我在外面跑，她呢是在家中的。如果从事奉的恩赐来说，她是在辅导上更有恩赐，比如说婚姻和家庭辅导这方

面，她是我很好的帮手。还有提醒我讲道中有什么错误啊，讲得好就鼓励我啊，不好就批评我啊，大概就是这样

吧。在教会分工搭配上面，她也比较知道她要做哪方面，她认为师母不需要全方面的都要参与。比如目前在方舟学

生团契打开家庭做饭和带领门徒小组，青少年主日学，妇女团契，和儿童敬拜等。有了这几个方面的侍奉，她就没

有到其他的小组去。刚开始可能有些人会有些看法，说师母为什么不到其他小组去，我觉得后来弟兄姐妹也都明白

了，师母并不一定要去别的小组。倒是牧师应该要去关心不同小组。因为师母毕竟不是一个职份，她就是做为一个

姐妹。神呼召她在一些特定的岗位上来事奉。 

师母是到美国来才改行学软件，那时她刚刚信主，在生活中学习倚靠神的恩典。结果发觉她很喜欢这一行。因

着感恩，在她96年毕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决定要把她所学的为主所用。从那时开始参与网络侍奉到现在，神一直

很恩待她。神也不断扩展她的领域，从教导、到辅导、文字、翻译，现在这两份网络事工已经远远不止是用到她的

软件技能，神赐给她的远比她所付出的多得多。她喜欢做饭、手工、唱歌，这些现在都用在服侍上。就拿给学生团

契做饭来说，其他方舟的弟兄姐妹也作菜，教会其他弟兄姐妹也送菜给我们。这是一个很喜乐团队侍奉，如果做的

不喜乐，就不好了。虽然身体会很累，但是心里很高兴，这是恩典。 

编编编编：未来的事奉中，有什么是教会弟兄姊妹可以为您作的，或是更好的在教会中搭配事奉呢？ 

陈陈陈陈：我觉得就是一件事，就是为我祷告，我是说真正地为我祷告。我真正开始看到属灵的争战，我们需要花时

间，用祷告来组成这样的一个营垒，保护教会中的领袖。不光是为我祷告，包括为我们教会的长执，为带领者祷

告。因为他们很容易成为魔鬼的把子，是堕落世界攻击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弟兄姐妹们可以为我做的。我觉

得其他的事情，弟兄姐妹们都已经在尽力做了。但祷告我觉得是还有许多的改进空间。另外，从搭配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是在传福音和带门徒方面。我们教会的日常工作都已经开始走上正轨，有了一个基本模式。比如敬拜的团队

是哪些人啊，带查经是哪些人等等。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带人到主的面前，每个人都要影响另一些人，带领他们

做基督的门徒，每个人都需要在与上帝同行中，与他人一起在恩典和真理中成长。这种一带一，不一定是在这个教

会可见的节目计划里面的。但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成为一个有心人，有眼力的人。当教会里有些什么事工的时

候，弟兄姐妹们不光是要简单的参与，而是要看到在这样一件事情上，上帝要怎么透过我们每个肢体来达成托付给

我们的这个异象，建立可见的基督的身体，来彰显不可见的上帝和他国度的荣耀。都是要借着这些有形的事奉，看

见背后上帝的心意和作为。而我已认识到在祷告中，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敏锐，更能在参与传福音和带领门徒上面积

极配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殊荣，不光是牧师长老执事的特权。 

谢谢你的采访。 

 

* 

 

 

写在十周年前夕，由魏帼姐妹采访和录音，周蓉晖姐妹根据录音输

入和整理，陈彪牧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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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军  

十几年前，当我们几家人先后蒙召来到奥兰多开辟

以学生和学者为服事对象的福音工场时，因着服事神的

极大热情，却因经验不足，经常受到一些属灵长辈们的

善意批评和责备。记得我当时蒙受的最大“罪名”，就

是“经常跑到神的前面”，这一行为被认为是与亚伯拉

罕娶妾生子同辱（创16:4），与扫罗王私自献祭同罪

（撒上13:9）。这些善意的批评，曾经给我带来很大的

困惑，跑到人的前面可以理解，但人怎么可能跑到神的

前面呢？然而这些年来，长辈们的批评仍然不断提醒着

我，在服事神的每一件事工上都要小心谨慎。今天，我

愿借这一纸短文，向过去批评和爱护过我的属灵长辈

们，向鼓励和关心过我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我的感恩。 

旧约时代的先贤和领袖，生活在神救赎他百姓的预

备阶段，神的旨意尚未完全显明，他们必须小心的听候

神一步步的指引，稍有不慎，就会行走在神的救赎计划

之外，这些人所犯的错误，用“随己意行”比用“跑到

神的前面”来描述，会更为确切。 

新约时代，神救赎的宏恩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完

成，神完整的救赎计划已经借着他的话-圣经-向世人显

明。复活以后的耶稣，向他的门徒发出了冲锋令：“你

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五旬节圣灵

的降临，完成了对门徒的最后装备，从此，他们顺从圣

灵的引领，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

极，作基督的见证。 

    奔跑的目标已经明确，

冲锋的号令已经下达，我们

何须再迟延？ 

    使徒们接受了使命，义

无反顾，率先冲向这黑暗的

世界，正如保罗所言：他们

“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竿直跑”（腓3:13-

14）。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初代教会的建立，用自

己的生命传递了一次交付给他们的圣道。 

历代圣徒，同蒙圣灵的重生，同领一样的使命，前

仆后继，同样用他们的鲜血持守、捍卫、传递着他们从

先贤那里所领受的纯正信仰，用他们的生命拓展着神的

国度向地极延伸。正如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在面对

来自罗马教皇的死亡威胁的时候，为捍卫真理的尊严，

喊出了他发自肺腑的心声：“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

择，神帮助我。” 

如今，我们领受到神的恩典，成为万民中蒙福的一

员。承受着将真理之棒从前辈手中接过来，持守住，传

下去的光荣使命。 

如果说，十年前我和其他几位弟兄姐妹成立福音教

会时，会被人认为是经常“跑在神前面”的话，今天，

连我自己都在担心是不是又“跑到神前面”去了：我这

个读了十年尚未从神学院毕业的学生，竟然办起了网络

神学院——圣约福音神学院，这其中的异象、呼召、和

各方的印证，也许只有同蒙恩召的人才能领会。但是，

人（包括我自己）的感觉都不是判断的标准，唯有神的

话才是我们服事的原则，唯有神的应许才是我们刚强的

保障，唯有神的同在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当主耶稣赐下大使命的时候，同时也赐下了他的应

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

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是的，主

耶稣，我愿遵行你的旨意，相信你的应许，因你的同

在，我就紧紧跟随，与你同行。 

 

（* 圣约福音神学院的网址是：www.cetsedu.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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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五周年时我曾写了篇志庆短文，转眼又过了五

年。近五年间，聚会地点及会众有很大的变化。不变的

是已发生过的教会史实，兹将五年前写的短文续上近五

年的更新与大家分享。 

一九九九年年底，当全世界预备进入新的千年世代

之际，有六个家庭聚在一起，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奥

兰多写下了一个短短的誓言: 

神的呼召，一家家个别的临到这六个家庭，有的

先，有的后，有的经过长时间心里的挣扎，有的在短时

间内清楚地看见神的美意，各家的过程似乎都不同，但

就这样，神以同样的异象，奇妙的聚集了我们这六家。

神给的异象是: 他要在奥兰多再兴起一个属他的家，这

个家将和奥兰多所有属他的教会一样，高举耶稣基督的

名，神自然也要在这新家中作新事，成就他特别的旨

意。 

在那共同签立的誓言里，那异象是那么的清楚，圣

灵奇妙的工作，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里悄然运行，

在他预定的时间里，把拣选的人显露出来并聚在一起，

开始他的工作。开始一个崭新的独立教会，和由母堂或

宗派植堂不一样，不仅没有人力、财力的支援，很容易

落个师出无名的罪嫌。曾有个传道人在特会上说 :「租

个地方，雇个牧师，教会就开张了。」也有人曾说 :

「今天教会像理发店一样，开得到处都是。」我为他们

敢用这么恶毒的话亵渎神的教会而痛心。隐藏在华人教

会界里特有的「一地一会」观念是另一问题，这种偏差

而且狭隘的教会立场，强调一个地方只允许一个教会的

存在。在北美，美国不同的教会、宗派，在同一地方共

同兴旺福音是很普遍的，华人教会经过长期的学习美国

教会的团队理念，似乎仍然难以脱离一地一会的阴影，

只要有两个华人教会在同一个地方，就会产生张力。好

在对于当时的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一地一会的观念已

经不是大问题，因为九九年时，奥兰多已有四所华人教

会。但是新教会如何得到众教会的接纳仍是个问题。感

谢主的保守，不但这种困难没有发生，还意想不到的得

到许多属灵长辈的鼓励、建议及祷告。唯一要面对的

是，奥兰多第五个神的家的特色和使命是甚么。六个家

庭开始的团队很快形成了三十多人的查经班，当时的成

员几乎清一色的来自中国大陆，初期的使命很自然的指

向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二零零零年五月七日开始的

第一次主日崇拜，我为讲员，信息是「给我一颗中国

心」，为福音教会的特殊使命 ━ 中国宣教，开始向全

会众吹号。信息里强调北美华人有忘本的危机，不仅是

文化或民族性的忘本，而是在福音使命上忘记自己的同

胞。当天参加崇拜成人有三十八个，其中包括了正在考

虑入RTS神学院就学而来奥兰多拜访的陈彪，我们和他

都不知道这不是巧合，神早已立他作这个教会的牧师

了。 

二零零零年九月，读了海外校园进深特刊 (隔年起

改名举目) 第八期苏文峰的「当务之急 ━ 评估海外中

国学人教会」，该文总结了以中国大陆学人为主体的教

会的四种发展模式的优点和难处，其中提到对于幼小独

立教会的支援中心是当务之急。我立即兴冲冲地发了一

封电传给他，内容摘要如下: 

读了您的当务之急专文后，心中激动不已，该文似

乎为我们这个成立不久的中国学人教会，提供了一盏引

路的明灯，文中所说，中国学人教会孤军奋斗，独自苦

撑，亦非终久之计，所提的支援中心，正是我们的需

要，不知北美是否已有此类中心的存在。 

吴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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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和苏牧师通电话，答案是所提的支援中

心，因为根本还不存在，所以才是当务之急。但他给我

一份中国学人教会资询名单，上面有北美五个教会和加

拿大两个教会负责人的联络电话，其中包括了我们已在

联系的洪予健牧师。原先以为有个成形的支援机构，结

果只是一份名单，但这似乎就是当时唯有的希望了。 

教会成立之初，要感谢神透过美国长老教会的帮

助，使我们有聚会的地方，但是当教会拓展到需要更大

的场所时，不得不去寻找愿意接待我们的教会。福音教

会是独立教会，没有宗派的保护又没有牧师。但是神的

保守是奇妙的，接触的几个教会都没有为难我们，只不

过都没有多余的场地可以让我们使用。最后和Downey 

Memorial Church的主任牧师Dr. Dees一席交通，说明了

福音教会正在进行的事工，他二话不说，就把所有我们

需要使用的地方，餐厅、体育馆、教室数间都借给我

们。 

二零零零年九月三日，全教会迁入Downey Memorial 

Church聚会，并有庄祖鲲牧师夫妇自波士顿前来主领一

个周末的特会。二零零一年二月及三月间，经台北林森

南路礼拜堂范大陵长老的引荐，李秀全牧师、邱志健牧

师成为福音教会顾问牧师，除了这两位牧师外，还有洪

予健牧师接受邀请，成立顾问牧师团。四月二十二日主

日崇拜，正式宣告福音教会的异象和目标(见注)。七月

二十二日，邱志健牧师专程飞来奥兰多按立李洪军、安

宜静、萧振华和我为执事。二零零四年五月，与大家一

起聚会，服事了三年的神学生陈彪弟兄在RTS获得了道学

硕士学位，领受了神的呼召及使命，成为福音教会第一

任全职牧人，并于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九日由李秀全、邱

志健、R. Pratt、 S. Childers牧师按立为福音教会首

任牧师。 

二零零六年二月年初，因事工需要、租金上涨、房

地产爆增等因素，使福音教会感到建堂事工必须开始，

遂组成购堂委员会。七月间，一位基督徒房地产仲介透

露Northland教会 一年后将要出售所属的一所小教堂，

并愿意以低于政府所估的价目出售。全体会众及同工，

经过祷告，分享和意见听取后，绝大多数肯定这个教堂

符合需要。建堂委员会和长执会，在向会众做详细的财

务和事工的可行性评估分享后向Northland 教会提出购

买意愿。Northland教会因了解福音教会的异象及使命，

乐意以低价出售，但售价还是高出当时福音教会财力。

于是全教会开始对内、对外筹款，迁至外地的会友及不

少在其他城市的教会、基督徒，发挥了主内合一的爱

心，以金钱奉献来与福音教会一起参与这项圣工，最终

在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付款交屋，搬进了神为福音

教会预备的新堂。于十一月三日，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

举行献堂感恩礼拜。 

二零零九年，李洪军执事及我，通过北美改革宗长

老会的笔试及面试，于一月二十四日由改革宗长老会的

牧师团按立为教会首任两位长老。并于同时福音教会加

入改革宗长老会。 

神眷顾他的群羊，为福音教会预备了牧人长执，也

赐给会众一个居所敬拜他。十年来，教会像一个婴孩，

在悉心照顾下，在正确教导下，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

成人，这一切都出自神的恩典及大能。 

    

::::    

们们们们 异异异异     ━━━━    大大大大诫诫诫诫 大大大大 ，，，，

爱爱爱爱，，，， 门门门门徒徒徒徒，，，， 传传传传 。。。。 

们们们们 标标标标    ━━━━    们们们们 教会教会教会教会 为为为为 个个个个 爱爱爱爱 家家家家 ，，，，

真真真真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见证见证见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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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今天，您在哪儿？2000年5月7日，来RTS-Orlando完成远距学习的预备课程。我做梦都没想

到，会撞上福音教会成立的首次主日敬拜。一年后离开中西部来到奥兰多全时间就读RTS期间，福音教

会就成了我们一家四口的大家庭。更没有想到2004年毕业后，竟然蒙召成为福音教会的第一位部分时

间的传道人。本文是在十年前的那一周，因RTS课程要求而写成（英文），不过，它仍然给大家一个初

次参加这个教会的第一印象。特地翻译出来，以此纪念上帝奇妙恩手的带领。 

 

    

    

    

 

    

敬拜教会的选择敬拜教会的选择敬拜教会的选择敬拜教会的选择：：：：    

赞美主的信实，晚春带领我来到奥兰多参

加神学学位的讲座课程。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会选用一个刚刚出生、却十分喜乐的教会，

来写我的主日敬拜报告。就许多方面而论，这

个教会还是一个团契。在我来上课的前一个

月，我还给当时的St. Andrew Chapel 打了一

个电话，询问如何从RTS到他们教会参加主日敬

拜，因为那里有RC Sproul 博士亲自讲道，他

是我在电台上喜爱听的牧师之一。此外，我当

时的指导牧师Larry Wilson （赵天恩牧师的父

亲，赵中辉老牧师在威斯敏的同学）还嘱咐我

一定要带一份RC Sproul主日敬拜的程序单供他

参考。然而，人会制定计划，但是上帝调度其方向。我所有的计划在一个电话之后全都改变了。  

奥兰多之行，我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来RTS上必修课，二来找一个适当的华人教会，预备全家可能南下读书时能

有一个属灵的家。订完旅馆后上网搜了一下，发现了奥兰多福音团契。我立刻被这个刚刚起步的团契吸引：清楚的

异象、基于圣经的教义、有强烈的在UCF学生中间和专业人士中间的传福音心志。我立刻给这个团契的一个负责弟

兄，李洪军，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最后竟然退了旅馆，在李洪军和罗彧家白吃白住了4天！这实在是上帝的恩

典，也自然给我机会近距离了解这个团契。当我周五到他们家后，他们告诉我，这个要来的主日，他们将在

Covenant Presbyterian Church举行第一次的主日敬拜。我马上意识到上帝引导我要在这个新兴的教会参加主日的

敬拜。  

教会背景介绍教会背景介绍教会背景介绍教会背景介绍：：：：    

这是一个年仅半年多的华人团契，由六个起初的家庭发起。目的在于用耶稣基督的福音，赢得UCF的华人学生学

者及其他专业人士，同时，提供一个合宜恩典土壤，使年轻的弟兄姐妹得以健康成长。上帝极大的祝福他们的心

学生姓名：陈彪 

日期： 5/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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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吸引了许多的慕道友，并以惊人的速度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周五参加查经班的成人

数竟达45人之多（有中、英文各自的慕道组和一个信徒组）。然而，虽然已有20来个基督徒，但是，当时只有10个

人左右参加主日敬拜（在CPC与美国教会一同用英文敬拜）。领袖们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是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这不仅

使得华人弟兄姐妹理解圣经的程度大打折扣，还限制他们参与教会服侍的程度。团契的带领者们深知这对于年轻的

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为此，核心同工在三个月中花了许多时间一同祷告和分享，寻求上帝的旨意和改变的时机。然

而，在上帝奇妙的护理下，我恰恰有幸目睹他们在一个很小的教室里，第一次用中文来敬拜上帝的聚会。感谢赞美

主！ 

主日敬拜观察主日敬拜观察主日敬拜观察主日敬拜观察：：：：    

主日敬拜的程序与我在哥伦布华人教会的十分相似。9-10点是主日学，那天由即将毕业的RTS美国神学生孟天*

弟兄讲解释经学。参加的弟兄姐妹主要是团契的核心同工，老师对课程有很好的预备，竟然能用流利标准的中文讲

解。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他第一次能够完全听懂外国人的讲课。这也要感谢他那美丽贤惠的台湾太太作免费教师。 

10点正，主席（李洪军）宣召敬拜开始。当时，大约有40多位参加了首次的敬拜。虽然几乎都听不到电子琴声

（大约没有放大器），但是全教会都在投入地颂赞上帝。其中，以诗篇137: 4-6改编的《给我一颗中国心》和《宣

教的中国》，再次深深地触动了我。诗歌和祷告的敬拜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如果将一首诗歌作为回应诗歌，可能

是更好的敬拜程序，有助于弟兄姐妹有机会回应证道的信息）。当日证道讲员是吴英强博士，一位来自台湾的弟

兄，西门子的工程师。他的讲题为“给我一颗中国心”。他激励每位基督徒都要成为基督的见证人，将福音传给我

们周围的华人。他还提醒大家要有一个异象，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将福音传遍中国大陆。敢于从西方宣教士手中接

棒，承接从天上来的使命。然后，他们采用奉献箱（后来知道是李洪军博士自制的）的方式，收取金钱奉献，标志

着用含蓄方式提醒和教导幼年的教会学习十一奉献，以此表达对造物主和救赎主的感谢和完全的奉献。最后，主席

以欢迎新朋友和报告事项结束了第一次的敬拜侍奉。随便说一句，我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我过去在哥伦布市的邻居—

—肖振华和张培丽夫妇,也是这个团契的创始家庭之一，这真是太奇妙了！ 

就在华人成人敬拜和学习的同时，下一代的儿女就和CPC的孩子们一起用他们的母语——英语上主日学和参加儿

童敬拜。我发现这是北美华人移民教会起步最常见的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上帝给这片土地上的美国教会一个

清晰的带领，就是在家门口迎接国际人士——绝对智慧的策略。其中，大陆华人对福音的开放程度是最高的。 

教会面临的挑战教会面临的挑战教会面临的挑战教会面临的挑战：：：：    

就我的观察，这个团契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首先，如果主日敬拜持续这样的人数，他们马上需要找到更大的

敬拜场所（这个教室通常只能容纳20多人）。其次，这个团契（OCEF）和向他们提供场地的CPC教会之间的关系要明

确。华人团契是美国教会的华人宣教植堂呢？还是一个预备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 最后，这个年轻的教会面临着自

我定位的问题，只是另一家华人教会吗？她将表现怎样承上启下的神学传统？以独立福音保守派为主流的北美华人

教会，其长处是十分重视圣经教导的权威和自身的文化处境，但是对自身的历史和不同宗派缺乏比较完整的认识。

这必然会影响这个萌芽期的华人教会和隶属美国长老会（PCA）的美国教会将来关系的发展。这些挑战都需要依靠上

帝的恩典和智慧，要有极大的爱心、信心和盼望来面对。深信既然是信实的上帝呼召和引导这个教会的诞生，他一

定要按他的美意使他的圣名得到荣耀，他选民得到他亲自的祝福。          

*  孟天目前是福音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之一，目前是MTW的宣教士，参与中国伙伴的植堂事工。成为我们教会很好的事工伙伴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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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旭光 

在帮忙回忆方舟团契的历史时，上Yahoo Group查

一下方舟电子邮件群，发现建立的日期是03年11月，真

是吃了一惊。再仔细的想想，当时的一些记忆也就慢慢

的浮现出来。惊叹神在这几年里所成就的奇妙之事，把

单一的查经班变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教会，其中向多元化

小组团契的转型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索性将这个过程写

下来，作为感恩纪念。 

本教会是由查经班起步的，周五查经班是当时大家

熟悉的模式，开始时一起唱诗，然后分福音（慕道）班

和查经（弟兄姐妹）班。教会成立有了主日聚会后，周

五的形式仍然保持不变。随着教会的成长，周五的聚会

很自然的形成了一个特色：慕道班里学生比较多，查经

班里有工作的和有家庭的比较多。 

我们是01年6月来到这个教会，我来了之后就担任

周五查经班的教导，跟弟兄姐妹的接触比较多，而陈彪

开始在福音班担任教导，跟学生接触比较多。我们夫妻

俩周五的时间一直是分着的，直到现在。只不过现在倒

了个个，他去不同的家庭小组，而我呆在学生团契。 

在02年暑假后，神使当时的教会领袖们意识到转型

的必要，开始给大家介绍团契的概念。实际上，从查经

班到团契小组的转型历时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大概是03

年初，查经班起名为伉俪团契，福音班命名为学生团

契。起初名称改了，但形式变化不大。但因为名称的改

变，成员和内容有了一些变动。学生团契原本大部分是

学生慕道友，加上成熟的非学生基督徒在那里服侍，因

为改为学生团契了，那些学生基督徒不再在查经班被别

人服侍，而是开始在学生团契服侍慕道朋友。伉俪团契

原本大部分是弟兄姐妹，因为改了这个名字，伉俪团契

也开始邀请慕道家庭加入，并开始一些主题性查经，针

对婚姻家庭教养儿女职场等。 

虽然还是在教会聚会，但两个团契各自负责领诗，

安排内容，服侍各自的慕道朋友，彼此减少了牵扯，增

加了灵活性和特色，增加了弟兄姐妹参与服侍、传福音

的机会。同时教会开始加强主日学，并鼓励弟兄姐妹用

主日学的时间在真道上装备自己，而周五的时间则注重

探讨真理在人生不同层面的实际应用，并注重服侍慕道

朋友，与他们交朋友，建立关系，有意识地增加祷告和

分享，而不是单一解经。这样的状况一直从03年持续到

05年。虽然两年的时间里好像没有什么变动，实际上却

是弟兄姐妹逐渐接受和适应这个概念并成长的过程。教

会在05年5月的主日学中，专门开办了小组同工培训，

小组领袖的结构和功能体现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事工，

包括君王（治理）、先知（教导）、祭司（敬拜、祷

告、关怀）三个方面。伉俪团契在这两年里成长并预备

了同工，于05年后半年分成三个小组：伊甸、迦南、五

饼二鱼。 

学生团契起了方舟这个名字是在03年底，在05年6

月开始固定在家里聚会。虽然学生工作受到学生周期

短、流动性大的影响，但神真是很恩待方舟，由学生基

督徒负责，有委身的家庭投入辅助和支持，有教会长老

的辅导，有定期的同工会，并且好几届的方舟同工都在

学生会服务，做光做盐，在学生中颇有影响。也深受教

会其他小组弟兄姐妹的关爱：送吃的，接待新生，提供

家具、用品，等等。 

教会其他小组也在06年开始根据各自的情况，选择

在弟兄姐妹家中或在教会聚会。因为周五聚会地点的分

散，各个小组人员特点多样化，便于吸引各社区的慕道

朋友，利于他们的融入。无形中也为搬入自己的教堂

后，各个新小组的兴起提供了理念、模式和经验。 

感谢主，目前教会已有十几个小组，分别为迦南，

五饼二鱼，活水，信望爱，爱佳美，以琳，雅歌，姐妹

会，方舟团契（含两个小组），青少年团契（含两个小

组），和为探望儿女的父母们组成的常青小组。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

接、擘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赞美 神、得众民的喜

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使徒行传2:42,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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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军 

感谢神十年的养育和护理，保守了福音教会的领袖群体不倚仗自己才能和经验，而是在历代圣徒走过的路上谦

卑学习，虚心领受圣灵对教会两千年的光照所承传下来的纯正福音信仰，最后通过纳入美洲长老会（PCA）而完成了

对历史性福音信仰的承接。然而这并不代表着任务的结束，而仅仅是进入一个新的起点，接下来的任务会更艰巨，

所面临的挑战也会更尖锐。 

一一一一、、、、建造教会建造教会建造教会建造教会，，，，走向成熟走向成熟走向成熟走向成熟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3:15）。 

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句话，清楚的阐述了正当行为和真理持守之间的关系。根据上下文，保罗显然认为教

会治理属于正当行为的范畴，保罗所说的“这些事”，显然重点在第三章开头到结束所谈论的话题—如何在教

会按立长老和执事。圣经也多次记载保罗到各处建立教会，并在教会按立长老。彼得在写给众教会的信中，也

劝告他们中间“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彼前5:1-2）。由此可见，按照圣经的教导在

教会按立长老和执事不是模棱两可的事，而是在神的家中“当行”的事。 

感谢神带领福音教会经过九个年头的养育，培养出教会第一批长老，经过对长老资格考核最严格的美洲长

老会(PCA)在圣经、神学、生活、和教会治理等各方面的综合笔试和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面试和答辩，终于为福

音教会按立了一位教导长老（牧师）和两位治理长老。这标志着福音教会已经开始走向成熟。 

现在，福音教会正在本着圣经的教导，精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执事，并有计划的培训新的长老候选人，为

教会在真道上稳固的发展作圣经教导我们“当作的事”。 

与此同时，福音教会正在各项事工上全方位的调整自己的脚步，在真道上不断归正。教会结合古典圣乐和

现代诗歌的敬拜，把我们这代人融入与历代圣徒同声敬拜的行列中，初尝在新天新地与众天使和圣徒一同敬拜

的喜乐。以解经为主体的讲道，全面、准确、均衡的分解圣经真理，并将圣经的教导恰当的应用到我们日常生

活中去。排列有序的主日学课程，从圣经书卷、神学和历史、应用和实践三个方面，轮流开设课程，从正统的

教义、正当的行为、和正常的情感三个方面均衡的建造门徒。以基督为中心的祷告，按照主祷文的样式，操练

我们过以神和他国度的荣耀为核心的祷告生活。各团契小组，学生团契，青少年团契，姐妹会，儿童事工，老

年人团契等，相互配搭，在爱中彼此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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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持守真道持守真道持守真道持守真道，，，，生命更新生命更新生命更新生命更新    

当保罗将福音的接力棒交给他的学生提摩太时，切切嘱咐他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

我们里的圣灵牢牢地守着”（提后1:14）。 

今天，福音教会在感谢圣灵带领我们领受真道的同时，更加注重如何依靠那住在我们里面，也住在历代圣

徒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这宝贵的善道。 

守住真道的最稳妥方式，也正是我们学习真道的目的，就是将真道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是生命的更

新。生命的更新，是教会走向成熟的另外一个标志。 

生命的更新必须以心意更新为前提，心意的更新必须以圣经为权威。如果没有心意的更新，人们依然用

“自我意志”来思考和解释圣经教导，很容易在不自觉中把以神和他的国为核心的神本福音信仰，简化成以个

人性救赎和蒙福为核心的人本信仰。如果不以圣经为最终权威，人很容易去随从一些“属灵人”的个人权威，

把一些毫无圣经根据的遗传和个人偏好当作真理来高举。如果教会领袖没有经历生命的更新，只凭口才和个人

威信带领教会，必将会给神的教会带来严重的损害，这也是造成教会频繁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生命的更新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作基督门徒的必经之路。生命的更新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以结出圣

灵的果子为标记的真实见证。愿神带领福音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圣灵的保守下，在神的恩典中经历以

否定旧我为标志的生命更新。 

 

三三三三、、、、忠心交托忠心交托忠心交托忠心交托，，，，面向宣教面向宣教面向宣教面向宣教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2:2）  

福音教会能有今天，完全仰赖神的恩典，也感谢那些一代代将这纯正的福音传下去的历代圣徒，如今我们

被这历代相传的福音所生，被神的善道养育，理当义不容辞，接过先贤传递下来的接力棒，将这上好的福音，

完完整整的传递下去。 

看哪！福音教会已经在宣教的路上奔走：以青少年为主体组成的短宣队，用教英文的方式公开走向中国大

陆初高中生英文夏令营，通过在课堂上讲解圣经故事，和私下交流的方式，将福音的种子撒在一群群年轻人的

心灵里。福音教会已经成为“中国伙伴”宣教机构的成员之一，积极参与着定期定点为中国大陆的教会领袖进

行系统培训的事工。很多其他弟兄姐妹也在积极的装备，为早日走向宣教行列在学习和祷告。与此同时，福音

教会还定期到美国其他城市帮助当地福音团契植堂和培训。在庆祝福音教会成立十周年的日子，教会决定增加

用于支持植堂、校园、和神学培训等宣教士的宣教基金。 

福音教会，承蒙神十年的恩典，如今正以崭新的姿态，在各个领域扩大

服事的疆界，与普世神的众教会一道，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为要成

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於一，

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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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利 

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自2000年成立起,各位弟兄姐

妹一直将建堂的异象记在心里，并积极筹措积累建堂资

金。受弟兄姐妹和执事会的信任，我于2006年接任财务

执事至今。这期间刚好经历了筹款和购堂的全过程，从

而亲身体验了神的信实和弟兄姐妹们的牺牲奉献。 

2006年2月建堂委员会成立时，已积累建堂基金约

$180K。同年7月从房地产代理Robby Roberson弟兄处

得知Northland 教会的Chapel 即将出售，执事会/建堂

委员会立即着手进行财务和事工的评估。$950K的价

格，对我们这样一个只有20几个年轻家庭的教会，既使

不是天价，也是遥不可及的。再加上很难找到愿为我们

贷款的银行，让我们的信心不断受到挑战。后来另一教

会现金购买的竞争，更让我们认识到自己能力的有限。

若非神的恩典，仅靠我们自己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我

和很多弟兄姐妹一样，只能不断祷告，祈求神加添我们

在他里面的信心。 

2006年11月，在我们数算神恩典的同时，执事会/

建堂委员会在弟兄姐妹中进行了不记名的建堂奉献调

查。其结果让我看到了神的信实和神在弟兄姐妹中的工

作。同年底执事会/建堂委员会决定作正式的认捐。教会

所有的弟兄姐妹认真向神祷告，仔细评估自己家庭的财

务能力，向神作出承诺，愿在他的建堂事工中有份。 

这次认捐的结果，让我真切体验了什么是将自己摆

上的牺牲奉献。至最后签约时，共有31个会员/家庭认

捐了约$200K的奉献和$240K的无息贷款。同时有我们

认识和不认识的28位非本教会弟兄姐妹和9个机构/教会

奉献了约$80K。神的信实通过他自己的子民在我们中彰

显。在此同时，我们也得到了First Commercial Bank的

John Wayne弟兄的帮助，顺利得到该银行$300K的贷

款。6月28日, 英强弟兄代表OCECC Trustee 和执事会签

署了最后的过户文件，我们终于有了神为我们预备的他

自己的新家。 

从那至今的两年半中，蒙神的保守和弟兄姐妹，特

别是新受洗和新搬来加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信心

奉献，我们陆续偿还了银行贷款本金约$150K，并于

2009年初将剩余的贷款全部转成Home Equity Loan。

虽然受到去年经济衰退的影响，我们仍将此贷款降到目

前的$110K左右，同时偿还了已到期的无息贷款$20K。 

我们的神是信实可依靠的神，虽然我们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有剩余的银行贷款和$234K的无息贷款要偿还, 

并不断有更换空调和其它房屋设备的挑战，但只要有主

的同在，我们就会信心满满。愿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永

远是蒙神喜悦的他自己的家，是神赐福他子民的恩典管

道。 

见证神的信实 数算主的恩典 见证神的信实 数算主的恩典 见证神的信实 数算主的恩典 见证神的信实 数算主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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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元元 

不知不觉，我们家来到福音教会已经两年半了。刚

搬到奥兰多的时候我们的儿子以勒仅一个月大，现在也

已经是一个撒腿乱跑的话匣子了。虽然每天的日子都具

体到为生活、工作和教会（周末）马不停蹄地奔忙，时

常感到劳累，然而回想起来，看到神赐给我们丰丰富富

的恩典，伴着我们走过的风风雨雨，心中不由地充满了

感恩。 

让我们最感欣慰与感谢的莫过于看着儿子一天天地

成长。曾几何时，初为人父的我还在同方舟团契慕道的

朋友们分享神造人的奇妙—当新生儿脐带被扎住的一霎

那，他的血液就不再与母体连通，而是自心脏瓣膜打开

的那一刻开始了自身的血液循环。如今以勒已经能够自

己拖着凳子，打开冰箱，取出冰激凌，再从抽屉里取出

冰激凌勺子，舀些到自己的小碗里，然后站在凳子上把

勺子在水池里洗了，再把冰激凌盒子放回到冰箱。我在

工作中有时会编写程序，知道有时为了实现一个看似简

单的功能，不知要费多少力气。然而奇妙的神不但能使

一个两岁多的孩子通过观察模仿大人的行为，更不用说

那些复杂的感情—前一秒钟还为得不到的东西哇哇大

哭，马上就会因为听到可心的替代品而破涕为笑；这一

两秒的变化如果用程序表达出来不知要写多少行。感谢

神，藉着我这有限的、远远不完美的父亲的经历来让我

体会天父对他儿女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去年三月份的一个傍晚儿子从椅子上翻下来，把头

撞到了沙发旁边的一个玻璃镜框上，顿时头破血流，玻

璃也撞碎了。我和饶芳惶恐之中开车冲到了附近医院的

急诊室。然而等了三个小时也没有排到我们。愤愤然，

我们决定到别的急诊室。当我开车在高速上错过了出

口，在下一个出口调头的时候，没有弄清楚一个V型路

口的红绿灯，险些被一辆冲过来的车拦腰撞上—如果真

的如此，就会正好撞在儿子坐的那一边。饶芳哭了。惊

魂未定的我在那一刻由衷地感谢主，用施恩的大手保护

了我们。后来五月份从Lake Yale退修会回来的那个漆黑

下雨的夜晚，（我不知是One-way的路，隔Lane左拐）

结果被一辆Pick-up卡车给撞上了，然后撞我们的车（逃

之夭夭）溜之大吉。晚上10：30，我们在离家40多英里

的Ustis, 我们再一次惊魂未定的向主祷告，求主帮助。

感谢主，我们竟然吭吭哧哧，哗啦哗啦地以时速不到30

英里的速度完好无缺地开回家了，儿子竟然在整个被撞

到我们提心吊胆的一路上都在呼呼大睡。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神的恩典，当我们难处越

多的时候主的恩典也就在那时候显多。主的恩典真的够

我们用。我们在世上作父母的尚且知道在孩子半夜发

烧，生病，受伤，难过的时候来加倍地关爱和照顾；何

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

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罗 8：32）” 

神的恩典也充充满满地浇灌在我们生命和生活的各

个方面。上个学期我负责担任主日学老师，同弟兄姐妹

一起学习“歌林多前书”。安宜静姐妹和李洪军长老都

为我提供参考书和资料，鼓励我。由于周间工作疲惫，

我往往都是在周六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常常搞到深夜

（现在写这个见证也不例外），结果周末比周间更疲

惫，总是盼望着星期一快点到。然而这四、五个月的操

练受益最大的就是我自己，在神的话语上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饶芳也在每次上完课后给我提宝贵意见。 

我母亲能够在这里信主也是我们要向神赞美和感恩

的。 

感恩见证感恩见证感恩见证感恩见证    



福音教会十周年特刊 

22 

身处异国多年的我们往往在心灵深处有一股对国内

父母的深深的歉疚感。其实乡愁主要是因为家乡有牵挂

的亲人，而我们在他们生病、孤单的时候不能照顾。感

谢主，赐给我们神儿子生命这美好的应许，让我们看到

比亲情更深厚的是一起作神的儿女，把我们这在世有限

的生命与神无限的，美好的生命连接。我自己原以为我

母亲刚来奥兰多一个多月，虽然去过几次教会和方舟团

契，但是对圣经基本还不了解，信主似乎不太可能。然

而神做工的方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母亲被旭光师母长

期每周五为团契的学生、学者做饭，开放家庭所吸引和

感动，是神的爱透过他的器皿满溢了出来，散发着香

气。是神的爱感动和吸引了母亲。感谢主，她在感恩节

受洗归主。信主后的母亲变得十分喜乐，心里充满了对

神的敬畏和渴慕，自己开始在早晨读经祷告。有了主爱

的母亲也有能力爱人，她多次不辞劳苦，做可口的面食

款待来家里作客的兄弟姐妹。母亲很快就回国了，求神

保守她，保护她，使用她来为自己作见证，把福音传给

周围的人。 

方舟团契是我们刚来福音教会就加入的团契。感谢

主，让我们同团契的同工能够在服侍中互相扶持，彼此

建造。如今的同工队伍在不断壮大，一个新的针对有小

孩的年轻夫妇的团契—雅歌团契也正在成立之中。愿主

使用我们为他传福音，作见证，在他的圣工上有份。感

谢主！  

李建滨  

奧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成立十年了。十年来，正是因

为主在我们中间施行的大能，带领这间教会一步一步发

展到如今。从几个家庭开始的查經班到现在拥有了一个

美好的教堂。我们也衷心的感谢主，賜下一批合宜的工

人，在这里忠心为主做工。很多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建

堂的过程中，亦或在日常的服事中做出了牺牲的奉献。

主，你的恩典何其大，何其美，感谢你。 

 三年前，神怜悯我，差他的仆人引領我进入教

会, 从一点一滴的学习中，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 必须要

悔改我的罪。感谢主让我有对他的渴慕，更感谢主，使

我们的教会有丰富的预备，一直开办有各样的主日学课

程。预备了许多教主日学的老师，英強，洪軍，安姐，

国立，立楠以及牧师等，让我们这些初入教会对主一无

所知的人逐渐知道了解圣经，认识主。受洗归入主的名

下，生命被他改变。感谢主在我身上的作为，点亮我生

命的灯。让我立志跟随他。同时也求主大大的使用我，

將我放在合宜的地方，弘扬他的名。願主继续引領我们

华人福音教会，在奧兰多地区成长。带领更多的人认识

他，归向他。 

认识主的人是有福的，跟从主的人是有福的。願你

我都做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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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涛 

离金灯台截稿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却对该写点什

么没有半点头绪。一直用“元元那么拖拉，肯定交的比

我晚”来安慰自己，昨晚却惊闻他在郑阿姨的“催逼”

下已经熬夜到两点写完了。这下我可真的慌了神，于是

打算上班的路上关了收音机好好构思一下。 

手刚放在收音机的按钮上，里面却传出了一首很久

没有听到过了的的歌曲，Natalie Grant唱的“I will not 

be moved”。这是我一直就很喜欢的一首歌，一个原因

是它的节奏很快（我少年轻狂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摇滚乐

迷，父亲常说我要不是早早悔改信主，肯定会变成一个

不务正业的摇滚小混混），另一个原因就是这句反复重

复，铿锵有力的“I will not be moved” – 我不会被摇

动！ 

那什么是被摇动呢，想想自己的经历，从歌里唱的

初信时的怀疑，到信主多年后仍然骄傲的“垂帘听

政”，自作聪明的安排自己的生活；从祷告时寻求神旨

意时的困惑，到服事多年后仍然稍微面对试探，心中就

如暴风雨中的孤舟一样飘忽不定。这些算不算被摇动

呢，当然不算！就像歌词里说的： 

I will stumble                  I will fall down 

But I will not be moved 

I will make mistakes       I will face heartache 

But I will not be moved 

我会绊跤，我会跌倒，但我不会被摇动 

我会犯错，我会伤心，但我不会被摇动 

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主又说，西门，西

门，撒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这情景听上去可真可怕，想像中自己成了一粒麦子，惊

慌失措的看着身前身后的一个一个大大小小，像怪兽的

大嘴一样通向那无底深渊的空洞，在剧烈的晃动和撒旦

凄厉的笑声中竭力的保持着平衡。然而，这毕竟只是撒

旦幻想的如意算盘而已，他想通过我们生活中各样的苦

难和试探衰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离开神。但是耶稣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这样我们

还害怕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这些苦难岂不都是神亲自为我们量过，许可后才发生的

吗？祂不是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

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吗？ 

回想自己来美国这四年多的时间，跌跌绊绊一路走

来，记忆中还真颇有一些风里雨里的片段。无论是刚来

美国时求学艰难，甚至考虑放弃时弟兄姊妹在我家和我

们牵着手祷告的画面，或是我们撞车后几个家庭为我凑

钱买车时的那几张支票，又或是我头部做手术时手术室

外等待并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们的笑脸，还是大家因为

工作、身体各种原因为我按手祷告时环绕在耳边的“恳

求、仰望、医治、怜悯、恩典”等声音，令我满心感恩

的是，在这些被福音教会连接在一起的记忆碎片中，我

们没有“失了信心”，没有被摇动。 

我刚来到福音教会的时候，我们还在Downey 

Church的体育馆里聚会。还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门口

一个需仰视才见的大个子“老外”微笑着为我开门，我

还以为是哪个路过的来借厕所一用，后来才知道那是我

们的英文牧师。小小的几十个人的教会，有个中文牧

师，还有一个英文牧师，美国的教会“师资力量”真是

雄厚，我当时不禁暗暗的感叹。后来才知道其实很多华

人教会很多年都找不到合适的牧师，这所谓的美国式的

富足不过是神给这个小教会特殊的恩典而已。转眼四年

多的时间，我们见证了福音教会购堂，按立长老，加入

美国长老会等历史时刻，也见证了神在这个小教会中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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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恩典和带领。然而像我们每个人一样，这神所爱的

教会也在祂亲自的保守下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属灵的争

战。曾经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教会里有三四位姊妹被

检查出患有各种癌症，但最后又都被神大能的手以各种

方式医治。虽然经历各样的试炼，教会从来没有被摇

动，之前走过的十年没有，之后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根

基没有建在沙土上，而是

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

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

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

上。” 

写此文时，听到西门子公

司决定大范围搬迁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消息。教会的两位

长老，数位团契负责人都在西门子供职，此事最后如何

发展在神的手里，仍不得而知，但不管结果怎样，我深

信像祂应许的那样，我们的信心不会被摇动，福音教会

仍将是友爱的家庭，真理的柱石，基督的见证。 

特立此存照，做日后感恩时的凭证。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I st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I will not be moved 

我站在基督的磐石上 

其它的根基都不过是流沙 

我不会被摇动 

几个月前，一位外地来出差的弟兄，在教会与我们

分享。他所属的教会，正如许多北美的华人教会，由查

经班开始，人数渐渐增加后，成立了教会。目前没有牧

师，而且借用美国教会的场地聚会。他们兄弟姊妹在一

起讨论教会的前途，常常感叹。他们需要聘请牧师，也

需要购买教堂，而目前教会的财力，两者不可兼得。因

此大家努力祷告，看看神的旨意是先赐给他们牧师，还

是先赐给他们一间教堂。这位弟兄看到我们教会，又有

牧师，又有自己的教堂，要我们传授一下经验，何者为

优先? 

我们听了他的分享，不由得感谢神对我们教会的恩

待。我们告诉这位弟兄，几年前，我们教会的情况，和

他们现在非常相似，连当时讨论的结论都一样。我们教

会从圣约长老会（CPC）搬到宣道会（Downey Memo-

rial Church）的学校去聚会之后，人数渐渐增加，迫切

需要一位牧师来牧养我们。同时我们也需要另外一个场

地，使得新人进来后，不会觉得我们聚会的地点不像个

教会。我们当时觉得，如果神能够赐给我们两者之一，

就是莫大的恩典了，不敢奢望鱼与熊掌兼得。 

后来，神把陈牧师赐给我们，使我们得到牧养，心

愿得偿。却没想到，神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的」（弗3:20），不久，又赐给我们现在的教堂。除了

赞美神丰富的供应和恩典之外，我们实在没有其他的经

验能告传授。我们为这

位弟兄的教会祷告，也

为许许多多有类似需要

的华人教会祷告，让他

们能够信靠神丰富的供

应和恩典。相信只要他

们恒切的祷告，神会把

最好的赐给他们。 

林国基，安宜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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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全家从台湾搬到奥兰多已五年有余，移

民的艰辛是大多数人的共同记忆，记得2004年即将终了

的时刻也正是我遭逢工作上最艰辛的时刻，我们的神差

派了他的使者陈彪牧师来家中探访，适时的给予我心灵

上的医治与安慰，也让我从此进入神为我安排的教会

(OCECC)，当初神适时的伸手给予我安慰，却也安排我

成为教会的关怀执事，学习如何去服侍与关怀别人，成

为神另一个爱的出口管道。 

进入教会一年后成为关怀执事，也不知这个职位是

做什么？记得英强长老游说我太太(淑绿)时，我并不在

场。他们做决定时，我也不在场，就这样被计划成为教

会的关怀执事。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知不觉四

年过去了，有时虽有挣扎与情绪上的不稳定，感谢主！

帮助我能一一的得以克服，并由各个事工中学习如何去

服侍，且在服侍当中学习谦卑与倾听，这样的机会学习

让我更加认识了解自己的教会以及教会同工们服侍的辛

劳，最重要的是与神更加的亲近。这样的好处是不容易

获得的，虽然卸任在即，希望各位弟兄姊妹若有机会服

事可千万不要推辞，反而更应乐意接此职分的安排(因

为这是神所为你预备的)，并踊跃的主动争取事工的服

侍，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些事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需要自身的体会不是吗？ 

关怀事工分为三大部分：(一)教会会员关怀；(二)

社区关怀；(三)世界关怀。由于弟兄姊妹无私的奉献，

使我们在世界关怀这方面每年都能支持一位乌干达小朋

友及两位国内四川小朋友的生活与学习。近期我们更计

划对国内的小孩再提供两位名额的协助，我要在此特别

感谢各位执事、长老及牧师的支持，使这样的计划能获

得通过，并经由这样的经费提供使更多小朋友能够接触

到主的爱与关怀。 对于社区关怀的部分主要是以非会员

为对象，例如最近一位非本教会的弟兄，因严重的疾病

使家中经济产生困难，教会接到一位姊妹给予的讯息之

后，也提供了帮助；最令我感动的是，在教会会员的关

怀中，曾有两个家庭因金融风暴的缘故，遭公司裁员，

只能靠著储蓄金生活，当教会提供慰问金时，他们却都

拒绝接受，我们再以其他渠道，如经由牧师转交或以信

件直接寄达，也被婉拒。这两个家庭的弟兄姐妹要我们

将这笔基金留给比他们更需要的人，这让我真正看见他

们在逆境中如何倚靠神的恩典，心中充满著主所赐与的

真信心与真平安。教会近年来亦参予四川震灾的募款，

海地震灾募款及台湾八八水灾捐款活动。在这些活动

中，神借著这些事件来教导我们要如何去行这无私的

爱，特别学习去爱我们所不认识的人。尤其是有些弟兄

或姐妹默默的付出他们的爱心(如去年无名氏的奉献，

专款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 ，我藉由此机会向你们表达

最深的谢意，也同时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当中的

弟兄或姐妹的爱心是足以成为我们的典范。 

感谢主！OCECC在神的带领中走了十个年头，我虽

遗憾未能与最初的弟兄姐

妹 一 同 建 立OCECC，但却

庆幸能加入此教会与教会

弟兄姐妹一同成长。感谢

主！神给予我们学习成长

的教会，使我们在神的肢

体 中 彼 此 互 相 影 响 与 扶

持，在生活中见证神的荣

耀！阿们！  

 蒋名峯 



福音教会十周年特刊 

26 

年 人数 *2004 年上半年之前有些记录不全，依据记忆收集，可能有错误和遗漏，2004 年下半年后的记录保存完好。 

2000 

  

4 5 月退修会，福音教会第一批受洗的弟兄姐妹： 

张晓艳姊妹，李晶晶姊妹，涂德銮弟兄，马远升姊妹 
2001 8 谭世玮弟兄，郑俊弟兄；王林泽姊妹；江怡玫姊妹，石秀云姊妹，王立毳姊妹，王晓妮姊妹，

范杰弟兄 
2002 17 谢立冬弟兄，宋慧娟姊妹，林仲珂(Christopher)弟兄，Alice Xu 姊妹， 

陈捷雷(Jerry)弟兄，李媛奇(Angie)姊妹，邱毅洁(Audrey)姊妹；王翰弟兄，刘凡弟兄； 

魏帼姊妹，秦山弟兄，何小梅姊妹，况卫东弟兄，涂玲江姊妹，龚晓芸姊妹，陈婷姊妹， 

某老姊妹（不记得姓名了） 
2003 10 张冬梅姊妹，陈咏梅姊妹，何斌弟兄；罗军弟兄，胡海鸥姊妹，罗姊妹，李永刚弟兄， 

江敏之(Randi)姊妹，苏悦航(Jenny)姊妹，Holly Lian 姊妹 
2004 14 杜天宝弟兄，刘威弟兄，郭柯阳姊妹，李吉霞姊妹；陈洁姊妹，刘国利弟兄，任烈仙姊妹， 

王蓉姊妹，赵丽梅姊妹，安芝霖(Michelle)姊妹，杜玮缘(Carol)姊妹， 

李子奇(John)弟兄，李天奇(Grace)姊妹，秦玄(Linda)姊妹 
2005 8 王兴成弟兄，李军姊妹，彭逸云(Volanta)姊妹，Dana Nguyen 姊妹，张驰(Chris)弟兄，

江慎之(Peter)弟兄；何丽明姊妹，陆宇青姊妹 
2006 7 李莉华姊妹；蒋敏（Mary）姊妹；阎德志弟兄；江致君姊妹，宋海峰姊妹， 

于英博(Aron)弟兄，沈荞宜(Joy)姊妹 
2007 16 张碧波姊妹，钟鸣宇弟兄，胡敏姊妹，马轶凡姊妹；朱翔弟兄，童敏姊妹，谢侑江姊妹， 

彭彤姊妹，阎彬彬姊妹，Troy Shen 弟兄，Joshua Liao 弟兄，王维世姊妹， 

罗适因弟兄，遇柳宁姊妹，李建滨弟兄，陈宇红姊妹 

幼洗 2 费一汀/吴敏的儿子 费子诚(Jesse)，王晋海/徐红的儿子 王奕欧 

2008 16 刘权弟兄，白静姊妹，关晓明姊妹，林影姊妹，黎晓风姊妹； Kevin Zhai 弟兄， 

蒋愷文(Kevin)弟兄，林永顺弟兄，陈玉英姊妹，何柳姊妹，陈琪姊妹；李佳桐姊妹； 

朴嘉禾姊妹，王闽姊妹，钟肖芬姊妹，李月霞姊妹 

幼洗 3 吴伟枬/骆训诠的儿子 Derrick Wu，杜晓东/邱君芬的女儿 杜珺緣(Caitlyn)， 

李文祺/严慧伦的女儿 李睿恩(Rianne) 

2009 

  

22 郭新庭姊妹，王会勇弟兄，董传伟弟兄，刘莎姊妹，Ariana Zhai 姊妹；沈征弟兄， 

罗汉果(Oliver)弟兄；傅少雷弟兄；周振龙弟兄，吴素范姊妹，Allen Chang 弟兄， 

黄少萱姊妹； Alicia Cheng 姊妹，Jennifer Fu 姊妹，Debbie Shear 姊妹， 

Janet Shear 姊妹，肖玉卓 (Peter)弟兄，章燕姊妹，桑丹敏弟兄，幺文婧姊妹， 

倪典典姊妹，郑明霞姊妹 

幼洗 2 黄少萱的 2 个女儿 Shelling, Teresa  

2010 年到 

4 月为止 
  

8 Eric Cheng 弟兄，蒋愷心(Kathy)姊妹，刘钟博(Alex)弟兄，朱美文(Julia)姊妹， 

常远弟兄，夏露姊妹，刘安姊妹，郭雄弟兄 

幼洗 5 李文祺/严慧伦的女儿 李睿慈(Regine)，关晓涛/于菲的儿子 关以诺(Ethan)， 

安立楠/马凤霞的女儿 安奕霖(Eileen)，王忠文/朱佳妮的女儿 王睛(Grace)， 

杨杰/方征的女儿 Elizabeth Yang 

总数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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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作完开刀前的总检查，和方德一起回家，两

小时的路程，车子在七十五号公路上奔驰，我要方德在

后面坐著休息，由我开车。得了重感冒，还陪我在医院

折腾了一整日，当我疲惫的从医院出来时，他比我更疲

惫，更像病人，应该说更是病人。 

照后镜里我看到沉沉入睡的方德，二十多年来，为

人夫的责任，为人子的责任，为基督徒的责任，在他脸

上刻划出一道道的皱纹。初遇他时，年少英俊，神采飞

阳，那时，我欣然答应他的邀请，邀我与他一起走这条

回天家的路，于是我们一起回家，一走就走了二十多

年。 

一群群牛儿，一坡坡平野，一丛丛秃枝，一舍舍农

宅，从车旁快速擦身而过，驱之不散的寒冬，三月，中

弗州毫无春意。广阔的原野，草儿黄，草儿枯。一病再

病，就像寒冬久留一样，照后镜中的方德，被久留的寒

冬，封锁上一脸忡忡。二十载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时而

崎岖，时而平坦，而今正是走过崎岖之时，那从天上来

的支援，是如此的珍贵。 

同心在回家的路上走了二十多年，在第十年的时

候，从天上来的呼召，无可推诿，我们开始了福音教

会，头几年，和几个家庭，披荆斩棘，呕心沥血，不敢

有愧神的呼召，更不敢让福音教会，基督的身体，断送

在人为的过失上，兢兢业业过了几年，神及时的让陈

彪、旭光出现，及时的让我们借到聚会点，及时让我们

买到教堂，及时的带领了一些正在渴慕寻找教会的弟兄

姊妹来到新购的教堂聚会，复兴就像燎原之火，在十年

之后，终于燃起来了。第十年，福音教会，基督的身体

开始进入茁壮期，我的健康状况却开始走下坡，这就是

自然律吧！外体总是会一天天的毁坏的，所幸趁著年

轻、健康有体力时服事了他。 

从七十五号公路，接上正在整修中的Turnpike，道

路弯曲，颠簸难行，无耐是必经之路，行路再难也得

行，人生的路不就是这样吗？方德是如此的安静，仍是

静静的在沉睡中，这场重感冒不轻，我一定要好好开

车，把他安然带回家中。二十多年来，在回家的路上，

我无力时他掌舵，他无力时我掌舵，就是这样相依为命

的走回家的路。忍不住又看看照后镜里沉睡的他。初遇

时，印象是文质彬彬一书生，等到和他结伴走回家路

时，才认识到，翩翩气宇的背后是神给他的一颗真实的

心，带著这颗真实的心，在回家的路上服事神，服事教

会，服事弟兄姊妹，几经挫折，承受不为人知的重担，

所幸这只是在回家路上所发生的零星事件，所幸这些并

没有阻挡教会的成长，复兴之火已在我们当中燃烧。 

路边开始有青葱的绿茵，是已驶在较南端了，早春

的盎意，意味著快到奥兰多了，家即将出现。回家的路

上，几许波折，几许不顺，几许泪眼，几许欢乐，一旦

抵达终点，好也歹也，世上之事，都带不回天家。唯有

在世之日投资神国度的时间，心力为我随身行囊。感谢

神，给我们这个荣幸，在回家路上，我们同心参与了福

音教会，基督的身体的创建及发展。 

方德醒了，表示他好多了，要和我换位子。我把掌

舵的工作交还了给他。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欢然同行。 

 

 

    

 

江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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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从我第一次走进方舟团契至今已经4年

多了，这里象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被建造和成长起

来。神又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在我先生的“英明”领

导下，我们服侍神，教养儿子，每天都沐浴在喜乐之

中。我感受到方舟团契的不断成熟，体会到弟兄姐妹的

成长变化，也经历了一些人决志归主的过程，我深深知

道神的恩典一直在方舟的周围。然而，2009年感恩节，

当我做一年的回顾时，我还是有点吃惊，2009年方舟有

10个慕道友受洗归主，目前有18名基督徒。感谢赞美

主！但是让我感触更深的却有更多。 

首先，是信仰的归回真道。方舟团契的主体面向学

生，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常常有人因为方舟的福音不符

合他们的口味而离开了，但是神大能的手在方舟周围，

对待那些神拣选的人，圣灵就大大工作。常远弟兄很渴

慕神的道，阅读了不少关于基督教的书籍，但是在很多

方面都有偏差，陈彪牧师和旭光师母对他耐心解释圣

经，英强长老也不断地和他讲解圣经真理。在神的灵感

动下，短短三个月，常远弟兄决志信主，他快乐地把这

个消息告诉我们，并和我们激动地握手。现在，他常常

带新来奥兰多的人来方舟，并且和他们分享，我们不只

是享受神的恩典，而是要和耶稣基督一起背负十字架。

感谢赞美主！也有一些年轻的基督徒，刚来方舟的时候

对圣经真理比较模糊，认为很多小事情不需要祷告，学

习忙的时候就不来参加聚会和主日敬拜了。但是感谢神

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感谢英强长老和旭光师母一直在我

们中间，神借着他们的口向我们传讲神的真道，现在他

们真正知道基督耶稣在生活中的地位，在学习最繁忙的

考试阶段，他们也坚持祷告，坚持参加主日和团契，神

也真是保守他们的考试成绩，感谢赞美主！ 感谢神大

能的手带领我们，方舟不是只把学生带到这里，而是在

信仰上归正和造就 。我们相信基督，也不是只想找一

个精神上的寄托，而是真正明白他的道，让基督在凡事

上居首位。感谢赞美主！保守归正我们能行走在神真理

的窄路上，不偏左，也不偏右。 

其次，是信心产生的好行为。“若有人说，自己有

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文波弟兄熟悉圣

经，非常聪明和热情，也善于表达。在团契中，他唱诗

歌常常是最响的，但是当他回到不信主的同学中间，就

被世界俘虏了，表现得脾气急躁，也不常祷告。我们常

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在神的话引导下，在神的

灵感动下，两年中文波弟兄的变化有目共睹。他的女友

也因为他的改变，从抵触基督教，到看到祷告的力量，

然后决志受洗，现在星期天主日时，和文波一起带领会

众唱诗赞美主。虽然只有微薄的奖学金收入，但是他们

开始学习奉献。感谢赞美主！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神手的

工作，神大能的膀臂使所有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变为可

能。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但丰丰富富有恩

典有真理，也是我们做人做事最好的榜样。 

然后，积极参与的服侍。感谢赞美主，一批学生基

督徒成长起来 ，他们在团契服侍学生，带领诗歌敬

拜，尝试带领查经。他们云彩般的见证常常感动着我，

他们为主工作的辛勤也常常激励着我，每次看到刘乐在

夜里发得长长地令人感动的email，我都禁不住感谢赞美

主。除了方舟本身的工作，他们也积极参与教会的服

侍。熊熊编辑每周的幻灯片、白静在门口做招待，王闽

教导儿童主日学，敬拜的时候助唱。。。。。。所有的

一切好像都有一只有能力的手在背后引导着、扶持着。

因为学生基督徒成为方舟的骨干力量，这也使得雅歌团 

 

阎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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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从中分离扩大成为可能。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继

续为年轻的学生基督徒们祷告，愿神带领他们，使用他

们，在广大的学生中间做神福音的管道。 

最后，团契中兄弟姐妹的合一。方舟和其他团契一

样，我们在服侍中也会出现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生活中

也常常有自己的难处。感谢神的保守，对于出现的不同

意见，我们放下自己，及时沟通，用爱心互相宽容。我

记得王闽姐妹在带领敬拜之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她得

罪的弟兄道歉，我相信“对不起”这三个最普通的字，

会蒙神的喜悦，感谢神赐给我们能够谦卑自己的心！对

于各家的难处，我们都会及时伸出手，帮忙出力，而更

多的是用祷告托住彼此，我们就曾用“各赴战场，荣耀

主名”互相鼓励。神也确实大大赐福我们的家庭，恩待

我们的父母，我的爸爸妈妈，晓涛的妈妈，元元的妈妈

都先后受洗归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其实要说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神的恩典数算不

清。看着团契的合影，我仿佛看到了神创造天地的手呵

护在方舟的周围，在教会的周围，是这双大能的手将失

丧的灵魂送到我们身边；是这双大能的手管教着我们，

指引我们圣洁生活的方向；是这双大能的手扶起跌倒的

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是这双大能的手托举着我们，

领着我们在通往天国的路上奔跑。。。。。。愿我们真

正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每天的生活都能让神的名得

荣耀。 

周蓉晖 

去年让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就是，我的父亲在父亲

节受洗了，这是我十年前开始向上帝求的，在这儿我也

很想把这十年的经历和大家分享。 

我们是1998年移民去的加拿大，十分幸运的，在刚

出国不久，上帝就亲自引领着我们认识信靠了他，并决

定一生跟随他，没有过多的挣扎和怀疑。在我一信了主

以后，我就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愿望，想要把福音传给我

的父母兄弟甚至朋友同学，我想让他们也能像我一样得

到这福份，也想将来在神的国里还能和他们团聚，享受

更美好的天伦之乐。在出国一年多后，我们决定回国探

亲，想着把这美好的福音传给家人，当时我才刚信主，

圣经知识还知道的很少，但我自己却不觉得，只是凭着

一股热情，心想这么简单的道理和他们一说，他们一定

会明白的。那一次回到家已是晚上了，可我因为兴奋和

时差的缘故一点都睡不着觉，就拖着父母让他们听我讲

福音，听我讲上帝的创造，人类的堕落，耶稣基督的救

赎，说到激动时还泪流满面的，可是我父亲听了几句就

默默走开了，我母亲听是听我讲完了，可听完她却对我

说了一句让我很失望的话，她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不适

应国外生活，想家想得神经不正常啦。”我当时心里十

分的失落，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呢。

过后的几天只要我一开口讲有关福音的事，他们就用别

的话岔开不让我讲。那次回家正好是春节，我家是在杭

州，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会知道，杭州有一个很有名的

灵隐寺，杭州人有个风俗，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都要去

灵隐寺烧香，有的人甚至年三十晚上就去等着烧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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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可以保祐人一年的平安。我们家以前每年大年初一

也都是这样去烧香的，可那年却不一样了，我信主了，

我知道不应该去拜这些偶像的，于是年初一到了，父母

叫我们一起去灵隐，我就坚决的不肯去，还不让他们

去，结果可想而知闹得大家都不开心，父母生着气去了

灵隐，我们留在家里心情也十分的糟。母亲后来和我

说，“你出国才一年多就不听父母的话了，如果你是基

督徒，我才不会信基督教呢，你的上帝就是这样让你不

孝顺父母的吗？”第一次的回国探亲就这样不欢而散。

这以后，我开始反省自己，我觉得传福音特别是对亲

人，如果只一味的去讲福音，而自身没有什么改变，没

有基督的样式，那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在牧师和弟兄姐

妹的开导下，我也知道了让一个人信主，是神在背后掌

管着，我们人只是神的工具，主权还是在神那儿，我们

只有倚靠神向神求才是正确的做法。于是我不再逼我父

母了，除了在电话里偶尔提一些圣经上说的话，告诉他

们一些我们在教会的事，再就是每天为他们信主祷告。 

2000年我生STEVEN，我妈来加拿大照顾我做月

子，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因为永康出差我又不能出门，

教会的姐妹们就每个周日来我家接我妈去教会崇拜，还

经常煲汤做好吃的给我送来，母亲被弟兄姐妹们的热情

感动了，从他们身上她看到了神的爱，在牧师师母来我

家探访的时候，她跟着牧师做了认罪决志祷告，我当时

还不敢相信，神这么快就回答了我的祷告。可是我妈回

国之后，因为国内的环境，还有一些人和她讲教会让人

信教就是为了钱之类的话，再加上我父亲坚绝不相信，

她就又开始烧香信佛了。 

后来我又经常寄一些福音杂志（中信，生命季刊，

追求等）给他们，可他们都不愿意看。 

再后来2003年我生TIFFANY时，正好我爸刚退休，

于是他就来了加拿大帮我照顾孩子，每个星期天我们都

带他去教会，慢慢地我发现他也有了一些改变，从一开

始的不屑一顾到后来的慢慢地感兴趣，也开始和我们争

论一些圣经上的问题，他喜欢唱歌，每次唱诗歌都还挺

开心的。一次一位牧师的讲道很得到他的认同，也深深

触动了他的内心，牧师在结束时呼召问，有谁对今天的

讲道有感动的，我爸举了手，并在牧师的带领下做了决

志祷告，但是过后他否认那是决志祷告，说他只是对那

天牧师的讲道有认同，至于信主他还得再考虑考虑。我

爸回国后，也和我妈一样又重新去信佛，只是对我们去

教会没有太多的反对了。 

除了祷告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后来我又想，如

果我能让父母来加拿大住，时间长了不怕他们不信，于

是我们给他们办了移民，一切都办得很顺利，一年多

后，他们一起移民来了，可是还没有住到一个月，永康

就因为工作的关系要调到美国来工作，父母都认为这对

永康和我们这个家庭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永康不

用太多的出差，而他们也不习 惯这儿的生活，于是他

们又回国了，而我们则搬到了美国亚特兰大，这期间我

曾一度的十分困惑，不清楚神将会怎样带领我们这个家

庭，怎样带领我的父母，我甚至觉得我的祷告也好像是

那么的枯燥无力。可是感谢主，他从不离弃他的百姓，

他是信实的主。 

我们在亚特兰大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华人教会，遇到

了许多很好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感染下，我们也慢慢

地投入到教会的服侍当中，心底里那起初的从神而来的

信心和爱心又被重新点燃。之后我们多次邀请父母来美

国探亲，可总是被他们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了。直到

2006年暑假我们回国探亲，再次迫切地邀请他们来美

国，我妈总算答应我，在她2007年上半年退休后就来美

国和我们住上一段时间，我十分的高兴。甚至回美国后

每个星期天在教会崇拜时，我都会想像着母亲坐在我旁

边和我一起唱着诗歌，一起听着讲道，我要带她参加团

契，姐妹会，我相信这次她一定会信主的。到了2007年

初母亲很顺利的拿到了来美的签证，因为工作上还有一

些事要交接，所以来美的日期一直无法确定，我就只等

着她订了日期就给她买机票了，春节的时候我打电话给

她，她还很高兴地告诉我她给我准备了好多东西带过

来。可是到了二月底，我忽然接到了我爸的一个电话，

说医生诊断我妈脑子里长了恶性肿瘤，要马上动手术，

手术有很大风险，要我立刻回家。我不记得我当时是怎

么放下电话的，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等我稍清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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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后，我想着要祷告，可是我跪在那儿，除了放声大哭

以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永康帮我们很快办好了签

证订好了机票（他因为工作要晚些才走），我带着两个

孩子匆忙赶回了家，我赶到医院时我妈刚动完了手术，

看到病床上头缠满了纱布身上插满了管子的母亲，我再

一次的崩溃了。接下来的日子，我把孩子们送去了幼儿

园，白天去医院照顾母亲，晚上把孩子接回来，生活十

分的忙碌，可是最累的还是我的心，医生正式的向父亲

和我宣布，母亲得的是不治之症，手术后可能会恢复一

阵，但很快就会复发，一旦复发就再也没得治了，听到

这些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一样的话从医生嘴里很平静

的说出来，我感到是那么的无助，那么的没有指望，向

来软弱的我一下子跌倒了，在那段时间我不想读圣经也

不知道怎么祷告，只有一遍遍地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

难道这就是上帝给我母亲的安排吗？这就是对我们这个

家庭的带领吗？我一下子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我

感到上帝已经离弃了我。在离开上帝离开教会离开弟兄

姐妹的日子里，我彻底迷失了方向。 

而我的母亲却在一天天的恢复着，父亲决定向她隐

瞒真实的病情，所以一向乐观的母亲天天盼着出院，以

为出了院她的病就好了。身体体质一向很好的母亲确实

也是恢复的很快，两个月后她就出院了，接下的日子里

除了放疗化疗的时候比较辛苦以外，其他时候母亲基本

上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着。那时我觉得希望又来了，于

是又开始天天祷告，祈求上帝能伸出手来医治我的母

亲，我相信在人不能成的事在神一定能。又过了两个

月，因为母亲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不需要特别的照

顾，国内的房子小两个孩子在也很影响她休息，老大也

要上小学了，所以尽管我很不放心但还是先回美国了，

回到亚特兰大，又重新回到教会回到弟兄姐妹当中，大

家都很关心我们，询问我母亲的病情，那一句句地问

候，让我觉得十分温暖，我感到那是上帝在和我说话，

他说“我从没有离弃过你，也永远不会离弃你。”我软

弱的心又开始刚强起来，诗篇二十三篇成了我每天必读

的经文。但母亲的病情和不确定她是否真正信主得救始

终让我很是牵挂，善解人意的永康就主动提出让我一个

人再回去看我妈，让我放心，他可以带好两个孩子，尽

管我心里是一百个不放心，但我在知道母亲的病又复发

后，我还是离开丈夫和孩子，一个人回到母亲身边，距

离我上次回去也就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母亲的头发长长

了好多，精神也十分的好，还一个劲地怪我不该丢下丈

夫和孩子一个人回来，说她现在好的很，什么病都没

了，但我看的出来，她还是很高兴我回来了。那段时间

是我和母亲一起渡过的最开心的日子，每天早上我们一

起读经祷告唱诗歌，在她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我们还

去教会崇拜，但后来医生一再叮嘱，因为母亲做化疗的

缘故，身体的免疫力很低下，不能去人多的地方，所以

就没再去，我又想办法联系到当地的教督徒，找到了家

附近的一个老年人的查经小组，尽管只有很少几个老姐

妹，也没有很好的圣经教导，但大家一起读经唱诗歌祷

告，都十分的开心，我妈也很高兴，我爸虽然不参予我

们，但也没有反对。就这样过了两个月，我妈的状况一

直很好，她老是催促我回美，担心永康又要上班又要照

顾两个孩子忙不过来，其实我心里也是很惦记的，于是

我就又告别了爸妈，回到了美国，想着再过两个月孩子

们放寒假时再一起回去看望我妈。可是谁想到，我回来

了才一个多月，我爸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妈病情恶化，

重新复发的肿瘤压迫脑神经，身体开始慢慢地局部瘫

痪。我除了迫切的为母亲祷告也求神坚固我依靠神的

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都在为我们祷告着。 

寒假时我和孩子们再见到我母亲时，她已经有了很

大的变化，走路也不能走了，话也不能说了，只有从她

的眼光里看出她偶尔还能认出我和孩子们，我的心痛地

就象被尖利的刀子狠狠地割着一样。父亲说医生讲这种

病到了后期就是这个样子的，身体一点点地失去控制。

因为永康一直在韩国出差，寒假结束后我又带着孩子回

美了，母亲的病情也一天天的恶化，意识几乎完全没有

了，我爸又再次把她送到了医院，他还不死心，让医生

用最好的药和营养液，希望有奇迹出现。 

在一次的祷告后我感到有个声音对我说，“让你母

亲受洗”，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上帝在对我说话，我也

不能确定我母亲到底是否真的信主，因为尽管在之前她

清醒时她已承认是基督徒，也决志过了，可有时听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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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又觉得她对佛教的一些东西还是放不下。再说她现

在的状况已基本和植物人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受洗

还有任何意义吗。我去找亚特兰大的牧师询问，牧师说

受洗有没有意义是神说了算的，不是人说了算的，我们

人看她是植物人，但在神的眼里她却不是，如果是奉圣

父圣子圣灵所受的洗那就一定是有意义的。我听后马上

给以前和我妈一起查经的一位老姐妹打电话联系杭州的

牧师，和这位老姐妹的通话也让我大吃一惊，她说自从

上次我回国后，她和我妈在路上还碰到过几次，我妈有

次曾经还对她说过，她想明年（也就是2008年）受洗！

因为我妈说完这话没多久，她就病情恶化不能讲话了，

所以要不是这位老姐妹和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

事。 

母亲终于在2008年2月初在病床上受了洗，虽然她

还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但我知道母亲已经在上帝的手中

了，她不会再有痛苦了。平安也在我的心中一点点的放

大。虽然医生说从母亲的脑CT结果看，她应该是已经死

亡的，可母亲还是一直静静地呼吸着，我知道那是耶和

华使她安然躺下睡着了。我爸每天都亲自做很多有营养

的食物，打成糊，用鼻管喂给母亲，细心的照顾她。我

也在二月中回到杭州一直在母亲身边陪着她，后来由于

永康又调动了工作，要从亚特兰大搬到奥兰多，我担心

他带着两个孩子没办法搬家，于是在四月份又回了美，

临走时我就有预感，这次离别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再见母

亲了，临别时我长时间的跪在母亲的病床前，拉着她的

手久久的祷告————— 

果然，在我们刚在奥兰多一切都安顿下来没多久，

八月十三号我接到父亲的电话，母亲走了，我急忙飞回

家奔丧，这是我生平参加的第一个葬礼，但却是为我

妈，心碎欲裂地感觉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 

母亲走后，我也很担心父亲，可我除了为他祷告，

也不知该怎样去安慰他。他消沉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自

己跑去教会，这个大的转变是我从没想到的，这之后他

的变化越来越多，他开始每天读圣经，慢慢地开始祷

告，还会为我的弟弟信主祷告，这些变化都带给我惊

喜。 

我想让父亲换个环境，散散心，就邀请他来我这儿

住一阵，他答应了，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在来的一个月

前，他打电话和我说，他要受洗，他要到我这儿来受

洗。我听后不知该怎么形容我的心情，父亲这么快的改

变是我从末想到过的。其实在我母亲生病地这段时间，

他早就在慢慢的改变了，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到。 

父亲在我们教会受洗了，我的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

恩，上帝是信实的，他决不会丢下一个属于他的子民。

上帝的带领也是奇妙地，是超出人所求所想的。他一定

会答应你的祷告，但是并不一定是用你所想像的方式，

但结果却是最完美的。 

虽然在这十年里有风有雨，我也经历了我人生中很

灰暗的日子，我失去了最亲爱的母亲，可我还是要感

恩，因为如果没有神拉着我一路走来，我一定无法度

过。虽然将来我的人生中还是会遇到风浪，经历苦难，

但是我却能清楚的知道是谁在掌管着我的明天，也知道

一定有一双手会牵着我走。 

向亲人们传福音的这条路也许有的一帆风顺，有的

磕磕碰碰，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但无论如何神一

定会亲自引领你走这条路的，因为他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救恩是属乎耶和华

的，他必赐福给他的百姓，向他祈求吧！愿一切荣耀赞

美都归给主！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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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9年9月份来探亲的。来到奥兰多以后元元

和饶芳把我领到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热情。开始只

是想去看看，因为在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后来又去了

陈牧师家的方舟团契，师母和其他家庭还有同工做了很

多可口的饭菜，大家在一起吃饭，唱诗歌，读圣经，感

觉真好。 

以前我不认识神，自己心情不好，尤其是2006和

2007年两次签证被拒，思想压力大。儿媳快要生孩子，

我心里一着急，就病倒了，脚腿浮肿。医生检查说是肾

病综合症。再加上我血压高，血糖高，一年住了3、4次

医院。当时我血压高到200，降不下来。亲家、朋友和

单位的同志来看我，我见人就哭，悲观失望，孤独，怕

死，怕见不到儿子他们。 

  2008年儿子媳妇带着小孙子回来看我们，给我传

福音。晚上放录像，讲圣经，但我听不进去，就想睡

觉。借口没时间，对圣经一点不了解。这次来美国，是

我儿子儿媳和教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签证和旅途一切

很顺利，真是感谢神。 

 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我真正感觉到温暖，尤其

是感恩节聚餐、圣诞节晚会、春节包饺子的时候，感受

到了我们是因为耶稣的爱连接在一起。听了陈牧师和长

老们的讲道，看到教会有这么多有知识的人都能信主，

并且了解到圣经经过一代一代的考证是可靠的神的话

语，连很多的科学家都是基督徒，像牛顿这样的大科学

家都信主，信创造天地的上帝。我醒悟了。在儿子媳妇

的影响下，我很快决志，接受了福音，从内心接受了创

造天地的上帝为我的救主。2009年感恩节我受洗了，我

重生得救了！我要毕生荣耀神，爱人如己，克服自己的

低文化，天天读经，事事祷告，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神的

儿女。 

我现在天天喜乐，身体康复，心情好。我看到圣经

里主耶稣所显的神迹，他能使麻疯病人痊愈，瞎眼的得

看见，瘸腿的行走。我的病一定能痊愈，因为我信耶稣

死在十字架上是用自己无罪的生命为我们的罪买了单，

为众人付出了让我们几乎难以理解的代价。赦免我们的

罪，使我们今天能够得救，这就是神的恩典和慈爱。 

信主这短短的几个月来要感恩的事情很多。彬彬、

刘乐、文波、晓涛他们送给我精致可爱的受洗礼物使我

很感动；陈牧师为了使我们老年人在一起有共同的话

语，专门成立了常青团契，我们在沈弟兄的带领下在一

起唱诗歌，读圣经，为神作见证；还要感谢Florence 姊

妹将送我回西安。记得我正为回国路上不懂英语发愁的

时候，在一次姊妹会上 Florence说她想和我一起去西安

看看，随后就办了手续并且订了与我同班的机票；还有

当我们正商量从北京到西安的机票怎么买的时候，碰巧

就有教会的范桂香姐妹春节回国，我们请她把机票买好

带回来，避免了很多转机时候的麻烦……这一切都是出于

神的爱护。又比如我来的时候带来一个十字绣，两米长

的大牡丹。正绣的时候我带来的两个针先后断了，我想

这下没法绣了。可是后来我居然在家里找来了绣花的大

针——虽然饶芳并不做针线活；快绣完的时候我想，这么

大的镜框在美国不好买的，很贵，从国内又带不来。正

在这个时候，我们去Florence家玩，她说有一个大镜框

不想要了，要送人，问我们要不要，我用手一量，刚

好。现在这幅漂亮的牡丹图

已经绣好，镶好，挂在我们

家墙上，这一切真是神的预

备和安排！感谢主，我这一

生一世愿相信主，跟随主直

到永远。  

    

郑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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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Alex受洗之际 

钟纪青 

你怕死吗？我怕，确切的说是我曾经怕。大概在我

十几岁的时候，我爸爸的一个多年的同事，一个跟我们

家很亲近的阿姨突然去世。爸、妈在家里感叹她的英年

早逝，我听着听着就哭起来了。我妈说：“看，我女儿

跟XX阿姨还挺有感情呢！”“才不是呢，她是怕她自己

死！”我弟弟接道。“胡说！”我坚决否认，但，他还

真说对了。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在十几岁的

我眼里，那个阿姨虽然不年轻了，但也没有那么老啊，

而且她也没有什么病，昨天在院子里碰到还说说笑笑

呢，今天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让我想到有一天我也

会这么消失吗？我怎么能不怕呢！这种恐惧一直伴着

我，在我心里许多年，直到我信主后才慢慢消失。没想

到，去年我又一次面对这种恐惧，再一次解决怕死的问

题，但这不是为我，是为了我的儿子Alex。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睡觉前，Alex跟我说他昨晚做

了个坏梦（缺点，我总是毫无保留的遗传给我儿子，爱

做些乱七八糟的梦就是其中之一。Alex把所有他不喜欢

的梦叫坏梦，他每天睡觉前都要求主耶稣帮他只做好梦

不做坏梦），通常这是他想赖在我床上睡觉的一个借

口，我早就已经身经百战了，“给妈妈讲讲是什么坏

梦，讲出来就不怕了！”原来这个梦是源于他去年回国

时看的一个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电视剧里大概

有个情节，某人被日本鬼子抓住了要被砍头。那天晚上

Alex就做了这样一个梦，在梦里他被日本鬼子抓了要被

杀头，突然又有一个人过来砍断了他的一条手臂，流了

许多许多的血-------总之，非常血腥。好机会！赶快把平

时重复了无数遍的话再讲一遍，“See，妈妈不是早就

跟你说了吗，这种电影小孩子是不能看的！”当然还要

安抚，“不过呢，妈妈也常做一些恐怖的梦。开始我也

很怕，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只要你在梦里不断地对自己

说我这是在做梦，你就不怕了，有时候还觉得是看了场

电影一样。”（你千万别笑，It works for me!）然后我

跟Alex一起祷告，顺顺利利地让他上床睡觉了。走出儿

子的房间我在心里沾沾自喜，“又想跟我耍花招，薑还

是老的辣吧！” 

第二天晚上Alex很紧张的跑过来跟我说，他还是怕

那个梦，怕流血，说着还哭起来了。嗨，又来了！不过

看他那么紧张，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帮他放松一下情

绪。于是我说：“Alex，你知道电影里的血是什么做的

吗？”“什么？”他很好奇，“蕃茄酱！”他怀疑地看

着我。“真的！要中弹的那个演员胸前揣了一大包蕃茄

酱，枪声一响，他就要捂胸口，为什么？挤蕃茄酱！我

们在镜头里看着他的胸前就象流血了一样。”鸡蛋加蕃

茄酱是Alex几年如一日最爱的早餐之一，为了增加喜剧

效果，我还添油加醋地说：“当镜头不对着他的时候，

他还可以从兜里拿出个煮鸡蛋，沾了蕃茄酱，添饱肚

子。”（当妈的多不易呀，被儿子逼得胡说八道的）也

许看我连说带演很滑稽，Alex被我逗笑了。我又是跟他

一起祷告，然后他就乖乖地上床睡觉了。走出儿子的房

间我长出了口气，也在心里狠狠地佩服了自己一把。 

第三天晚上睡觉前，Alex哭着跟我说“妈妈，我怕

死！”什么？什么？这回轮到我吃惊地看着我的儿子，

他才刚刚9岁，怎么就想到我十几岁才想到的问题。这

可恶的电视剧，应该说可恶的是刘国利，他怎么能让儿

子看那么血腥的电视！看着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恐惧神

情，我知道这回他是认真的。开开玩笑，抱一抱，安慰

一下是不会有用的。于是我就很严肃地跟他说：“妈妈

小时候也曾经怕死，但现在不怕了，因为我相信耶稣的

宝血救赎了我，让我有永生。虽然有一天我的身体会

死，但死后我会去天堂，一个好得无比的地方。这些你

都知道，也相信，但还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就是受洗，

你复活节受洗吧！”Alex从前一直不愿受洗，因为他害

羞，不愿意在台上做见证。这次他没再说不，却问我：

“你在天堂还认识我吗？”“当然了！”“那我们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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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是老的时候的样子还是小时候的样子？”这我还真没

想过。对呀，我们到天上是什么样子吗？天上不会大部

分都是老人吧？挪亚活到900多岁，那得老成什么样儿

啊？我们到时候会改变形象吧，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不

知道。于是我很诚实地跟Alex讲：“妈妈也不知道，不

过我相信神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很美丽，很英俊的。我们

说了很久，然后又一起祷告，但这回他求我坐在他房间

里陪他。我在心里默默地为Alex祷告，“主啊，我经历

过这种恐惧，我知道这种感觉多让人毛骨悚然，求你将

这恐惧从他心里彻底除去！”等了好久，在我快要睁不

开眼睛的时候，他终于睡着了。 

接下来几天，平安无事，我在心里感谢神听了我的

祷告，也感到如释重负。 

又是一个晚上，睡前Alex边哭边对我说“妈妈，我

不要死。”看到儿子被他梦中的恐惧搅成这样子，我真

的好心痛，在心里跟神抱怨，“神啊，这是怎么回事

呀？我们每天都迫切地为Alex祷告，可是情况怎么更糟

了呢？”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跟他重复耶稣的宝血

救我们得永生，鼓励他复活节受洗。他慢慢地平静下

来，又问了许多关于天堂的问题，诸如在天堂我们穿什

么衣服呀，吃美国饭还是中国饭，有麦当劳吗之类。许

多问题我闻所末闻，自己更是从来没想过，当然也不可

能有答案。我们的谈话从一开始我在解释变成了后来我

们在交流。感谢神利用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跟Alex认真

地聊信仰，聊天堂。 

平平静静地又过了两天，但我的心里可不平静。每

天晚上我都提心吊胆，又是心痛儿子被可怕的梦折磨又

是不知该如何应付他的各种问题。怕什么就来什么，又

一天晚上，天刚刚黑，离上床睡觉还有好长时间呢。

Alex就抓着我哭起来了。什么都不说就是哭。我知道还

是那个问题困扰着他。除了搂着他，跟他一起祷告，陪

他入睡我还能做什么呢？ 

快两个星期了，差不多每天都要陪着Alex到入睡，

想各种办法安慰他，我真有些筋疲力尽了。但我更着急

的是面对Alex充满恐惧的眼神，除了祷告我不知道能怎

么帮他。可是祷告了这么久------在那个星期的小组聚会

中，我们把这件事跟大家分享，请弟兄姐妹们帮我们祷

告。当我们分享完事情的经过，淑绿马上说这是魔鬼的

攻击。“魔鬼的攻击？不会吧。”我在心里说。我每天

都不停地为这件事祷告，但我好像从来都没把这与魔鬼

的攻击联系在一起。她建议我们牵手为Alex祷告。于是

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围成一圈手牵手为Alex祷告。 

我的见证本来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一个对神的大

能的完美的见证。从那天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一同为他

祷告之后，Alex似乎就把他曾经的胆怯全部忘记了，半

年过去了，他连提都再也没提过那件事，好象那曾经跟

我哭诉的不是他一样。直到在我写这篇见证，快要成稿

的那天晚上。刘国利陪Alex祷告睡觉，我则在餐桌旁写

我的见证。写到小组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当我正在为

如何赞美祷告的大能大打腹稿的时候，Alex从他的房间

里叫我。我走进他的房间，看到的是，Alex把被子捂得

严严的正在哭，“妈妈，我害怕，我又想起了顺溜------

”我的心瞬间从山顶跌到谷底。“你trust God吗？”我

问，“Of course”他回答。我们一起祷告求神保护他，

求神将魔鬼赶走。大概过了二十分钟，他慢慢安静下

来。走出儿子的房间，我的心异常疲惫。坐下来我问自

己，我还要写完这篇见证吗？我还能写完这篇见证吗？

这个节外生枝让我写这篇见证的心大受挫折！我问刘国

利：“为什么这样的事情Alex总是找我抱怨却从不找你

呢？”他说不知道。其实我想我知道，因为我这个妈妈

就很胆小，很软弱。我从不避讳我怕黑，我怕一个人在

家，我不敢独自睡一个大房间，这在儿子眼里实在也不

比他强多少。感谢神，让我以这种方式跟儿子缩短距

离。我求神让我的儿子无论在他的生活中遇到什么，或

快乐，或忧伤，或成功或挫败都愿意拿来与我分享。我

始终愿意做他最好的朋友。Alex复活节要受洗了，求神

永远保护他，引领他走神喜悦的道路生生世世！我为我

的小组感恩，感谢神赐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低落

的时候用祷告支撑我

们！你看到了，我最后

决定写完这篇见证，如

果因为这个小小的插曲

我就开始动摇、怀疑外

加观望的话，我有什么

资格问我的儿子“你

trust God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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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力宁 

一晃，搬到奥兰多已经六年了。参加福音教会的活

动也已经快五年了。这期间，我们一家沐浴在主恩之

下，在弟兄姐妹的关爱下成长。恩典无法数算。我最亲

爱的人：我的先生，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和我的妹妹都

是在福音教会受洗。我个人也有被诊断为II期癌症，在

化疗和放疗中挣扎的经历。感谢神，他带领我们一家走

过死荫的幽谷。这一路走来，我对神的感恩真是无法用

语言来描述，让我写本书都有富余。可我今天要说的却

不是这些。我想说说在咱们教会我品尝过天堂的模样。 

那时两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天，轮到我

和我先生做饭。记得我先生正巧那个周末出差，他星期

天一大早就打电话指挥我把菜准备好，让我在教会开饭

时间前把菜再热一热。听牧师讲道一半的时候，我一看

时间快到热饭菜的时间，就赶去饭堂。和往日不同，饭

堂里今天很热闹。有好几个小组在活动。一边是Susan

姊妹带着小班的孩子们在练习圣诞节准备演出的歌，那

边的桌子上堆满了什么手工艺品的东西，安姐在桌旁认

认真真地缝着准备挂在大堂圣诞树上的装饰品。厨房这

边，Florence姊妹正在忙着做米饭。炉子上两个锅里烧

的肉都已经开了，红烧肉的香味弥漫着整个饭厅，我把

在家切好的胡罗卜放进了锅里，就摆了一张椅子坐在厨

房边的桌子旁。阳光从房间侧边的小窗户里照进来，照

在安姐手中穿梭的针上，也照在Florence忙碌的背影，

更是照在正在带领孩子们的Susan姊妹的脸上。静下心

来，这时我才听明白孩子们唱的是“一件礼物”。 

有一件禮物，你收到沒有，眼睛看不到，你心會知道。 

這一件禮物，心門外等候，是為了你準備別人不能收。  

親愛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馬槽的嬰孩，是為你而來。 

親愛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禮物是人子主耶穌。 

 

[副歌]：生命有限，時光也會走，如果你不珍惜，機會難留。 

  禮物雖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麼能夠得到，怎麼能得到？   

唱歌的孩子们一脸的真诚，亮亮的眼睛在阳光的照

耀下泛着红光，她们在Susan姊妹双手的指挥下，一边

唱，一边围着桌子走来走去，做

着各种各样的动作。我完全听呆

了，时间似乎也停止了，这音

乐，这歌声，这平安，这喜乐，

这宁静，这周围的一切，仿佛把

我带到天堂。真的，这是我生命

中最最美好的一刻。眼泪情不自

禁的顺着我的脸颊静静地流下来。我感谢上帝，让我做

他的儿女，我祈求，这世上有更多的人接受这个礼物。 

这一刻，我真正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到了主恩的滋味， 正如诗篇

34：8章所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

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这一刻，我也才真正理

解了耶稣讲的那句话（马太福音18：2）：“我实在告

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

天国。”这一刻，我在这地上见证了天堂的模样：上帝

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和睦相处，人人都像孩子一样，

我们大家一起唱着赞美敬拜的歌。。。 

作者后记。与往常一样，碰见这种作见证，写文章的事我总

是躲在后面。这次也不例外，总以为错过了截止日期，可没想到

金灯台的截止日期一拖再拖，新的截止日期就像针一样扎着我。

今天是真的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了。我突然收到在外州上学的女

儿的信，这可是我这个天天嫌我啰嗦的“没说过我好话”的女

儿。信很短，字很难看，意思也很简单，就是“thank you for 

being a role model”. 我好激动，马上想到这个我老是找借口推迟

的文章。上帝不会嫌我文笔不流畅，不会嫌我字迹不清晰，他只

要知道我们真的真的爱他。因为“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

的脸，必不蒙羞。”（诗篇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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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圣慰 

很久没有写稿子了，值此教会十周年之际，我禁不

住回顾过去经历的点点滴滴，神的恩典真是数算不尽。

每周五去吴诗聪老师家的查经班，老师经常跟我们这些

留学生说，“你来岂是没有缘故的呢”是啊，在奥兰多

的第三个年头里，我更是知道，是神的带领，让我来到

这里，让我有机会学习更多的功课，属灵生命得以长

进。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基督徒家庭中，外婆家有家庭教

会，全家都在教会中服侍，舅舅舅妈毕业于新加坡神学

院，全职传道人，故此从小耳濡目染，大人说我还不识

字的时候就会唱很多赞美诗。对我而言，信仰是非常自

然而然的事情，没有过好奇，没有过疑惑。因而对神的

认识，又清晰又模糊，说清晰是因为家里来往的人几乎

都是基督徒，他们谈论的又几乎都是神的话语，说模糊

是因为我的信仰好像是传承下来似的，一遇到困难习惯

让父母外婆祷告，自己却鲜少有和神直接的沟通。 

来美国之前，和中国所有的独生子女一样，生活在

父母的照顾呵护下，在外人眼里，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

学生，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因我未出母腹他已拣选了

我。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以为自己有过人的聪明。以

2000取1的比例考进了上海最好的中学，然后一路保

送，没有历经中考，高考，就进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

院。留学美国是我中学时的志愿，初二就考了托福，高

二就考了GRE，但由于当时父母嫌我年纪尚小，故一直

本科毕业后才来美国攻读研究生。最后选择了UCF，也

无非因为南方人的我比较喜欢佛罗里达的气候，另外这

里有很多与我同来的大学校友。 

但没想到第一年里就发生了很多事情，远在上海的

外公突然脑梗，卧

床不起，而交往四

年的男朋友又因为

信仰的缘故，离我

而去。那个时候，

我仿佛进入了人生

的最低谷，整夜失

眠，生活顿时没有

了方向。我是一个

生活能力很差的女生，以往在家靠父母，离开家靠男朋

友，当时我男朋友每次从芝加哥飞来奥兰多看我，都要

给我煮好一周的饭菜，他知道我不会做菜，然后所有大

小事，只要他能代我做的，都扔给他做就好了。这下可

好，举目无亲，彻底无依无靠了。我放弃了系里的博士

资格考试，接踵而来，就是该怎么面对学业，可是生平

第一次我觉得连书都不想念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

我要遭遇这些伤害。我想对年轻女孩子来说，可能没有

什么比爱情更重要的东西了吧。那几个月里，我每每流

泪不止，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只有反反复复的

求告神“为什么？为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心里莫名

有声音说“你的每一滴眼泪都不是白白流的”，我突然

觉得很感动，这真是神的安慰啊，因为我已经担不起更

重的轭了，内心的伤痛和独孤无时无刻不吞噬着我，让

我心生无助和绝望。然而神的爱却步步跟随，我跪下

来，开口求神帮助我，从那一刻起，我终于明白，这位

又真又活的神，不再仅仅是我外婆的神，我妈妈的神而

已了，乃是我，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我曾经深爱的那个

人因为信仰的缘故，最终选择离开我。而我虽然痛，虽

然软弱到很长一段时间一撅不起，但我的内心深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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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妮 

是愿意跟随我们的主，俯伏在他的面前。神也同时光照

我，让我看到以前自己是怎样伤害别人，又是怎样对妈

妈任性，又是怎样骄傲。我深切体会到，人真的是到一

无所有的时候，才明白原来曾经有的，哪怕只是一点

点，都是神的恩典啊！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你愿意谦卑，愿意让

神做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丢下你，父母会远离，爱人

会背叛，唯有我们的神，不离不弃。想我自己四岁开始

学琴，直到现在，虽然没有走专业这条路，但也演出过

无数次，所有的旋律当中，最能让我感动的依然是赞美

诗，因此我一直很珍惜能够在教会中服侍的机会，感谢

神能够用平凡如我这样的人。以前，我把成绩、学校、

前途看得很重，现在我并不这么想，那些固然重要，但

最重要的，还是能在一个岗位上尽心尽性的荣耀神，我

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建立一个家庭，如同我的父母

一样，同心同行的服侍神。我对人没有信心，对自己也

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我知道我仰望的谁，我对那位神充

满信心，因他的恩典够我用，从起初直到末了。 

一时很难相信母亲已经回天家了，还一直以为她去

了什么地方还会回来，她似乎还活着，不过也确实她活

在我们心中。82年的岁月母亲经历了风风雨雨，为了生

活和养育儿女，到处奔波，实在不容易，她也从末有过

属于自己真正的时间。母亲信了主以后，她最大的乐趣

就是去教会，她总是很喜乐的唱着诗歌，她几乎很少唱

流行歌（山地歌）。 

记得有一次她发高烧，严重到几乎无法咽下任何东

西，年纪还小的我，不知如何是好，带着妹妹梅珍去给

人打零工，挣了一点钱给妈妈买了面给她吃，她很勉强

的吃了一点，她躺在床上静静的，但很奇妙过一，二天

就好了。台风天是很糟糕的事，每发台风前后，都有很

多事要清理，而母亲必须要将树枝锯掉，她经常爬上树

那是很危险的动作，我很担心她，果然有一次她掉了下

来，而且还很严重，她的脸颊裂了流了很多的血很紧

张，当时没有所谓的急救，只是用自己的土方法处理，

敷上草药，也就奇妙的治好了。 

母亲非常的勤劳而且很有个性，很独立，做任何事

情都要自己亲自做，她很勇敢，面对问题时，从不耽

搁，很有智慧的去处理，她经常用祷告来帮助她．还记

得有一次我和她俩到高的山上去采竹筍，我们身上没有

带任何火柴来点火，我们竟有一个很饱足的午餐，她用

她的智慧谋生，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很清楚，也都

要自己来处理，北上南下没有人教她自己坐火车就搭上

来了，我相信她走的路数不清，连遥远的美国，她都能

来看我，而且来过两次，对一位老年人来说，实在不容

易，漫长的路非常的辛苦，真是又佩服又心酸，我不该

让她为我担心，在她第一次来美的那一年，是在１９９

４年九月份，她很开心，我们也拍下了不少当年的情

景，以及她的一举一动，第二次的来是我在生产下小女

二个月半之时，她的精神虽好，但不如当年了，感谢主

她还能见到我的家和女儿，这是神的恩典。不管我们多

遥远，母亲的爱也有多远和多深，她的爱对每一个孩子

都末曾少过，我曾问她说：妈！你最爱的孩子是谁？她

很幽默地回答说（阿美族）如何选择就像选花生一样

吗？我当时笑了起来。 

祷告对她来说是很平常的事，从小我就天天听她祷

告，而且是时常的，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每当我平静下

来，或者我祷告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有母亲的声音在

我耳边，似乎是在祷告，直到我来美的第一年之后才没

有，我相信母亲每天都为每一个孩子祷告，是她祷告的

力量，使我不偏离左右，也因为她的严厉和慈爱，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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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亲近她，她有太多的苦，却只能默默无言，静静的坐

在那里想，她很羡慕现代的生活，因为什么都方便了。 

我一直告诉自己不再让母亲因为我的事而掉眼泪，

原因是曾有一次她送我到玉里去等坐巴士，我们俩到了

玉里，就去逛街，然后她带我去一家生意非常好的面馆

吃，这还是她头一次带我去吃馆子，看来她似乎很喜欢

那家的面，而且是她付钱，我当时的心情非常开心，之

后她带我到车站，当她道别上了车坐了下来往窗外看

她，她竟流泪满面，我愣住了，心想为什么哭呢？我有

什么地方让她难过吗？我安静的想，后来想起来了昨夜

和她在床上的谈话，因为我是回高雄去，她是为我的择

偶错误而伤心难过，我告诉我自己以后别让她再为我而

流泪。 

我母女俩无话不谈，自我踏入社会以来，我常常与

她联络，母亲也常常跟着我去不同的地方来看我，我很

惊奇她怎会来，而她是怎么知道地方，对一位乡下的妇

人来说，岂能知道都市，看来都市对她来说，似乎没有

拦阻，但也可能给了自己一个经验吧！说来说去我对她

有太多的怀念。 

等待了好多年，终于有机会回家了，满心欢喜，风

尘仆仆的从美国带着夫婿和小女回家，为的是要好好的

和父母相处一段日子，以弥补多年的愧歉，那知踏进门

内，看见母亲似乎不是很好，刚从床上爬出来，看来似

乎很疲惫的样子，又很憔悴，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而

且同时在我脑海里出现三个人，妈妈，大哥和爸爸，是

该高兴还是---大哭一场呢？几年以来，我是多么的想念

他们，在家的日子，也只能待不久，十三天的时间很快

就过去了，那段日子我和母亲睡在一起，每晚都听见她

那痛苦的样子，我们祷告又祷告，又遇上台风天，更让

我回忆当年小时的情景，母亲半夜起来上厕所，上床时

不小心又跌倒了下来，我真心痛该如何帮她是好，做为

医护人员的我，却帮不上什么，实在愧疚，她很坚强，

从她身上我学会了什么？我准备离去的那天，她也许是

舍不得就说她要和我一起北上到四哥那里，我也很高兴

有妈陪伴是想也好，家里她得不到充分的照顾，所以马

上和四哥联络，北上的途中，我永远忘不了，我可怜的

母亲承受了这么重的病痛，和路上的奔波，想到这里不

由心酸，她的毅志和坚强，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和

忍耐的，也是我学习的地方。 

听到母亲病情的恶耗，由如晴天霹雳，内心开始起

浮不定，我想是神的时候了，我必须有和她单独的时间

来陪伴，所以独自又从美国回来亲自照顾她，和她相处

有说不完的话，但她已不能言语了，只有那晚也就是我

回到那里的第二天晚上半夜三点多直到早上五点我们聊

的最多，她不断地问我为什么医生找不到她的病情，每

次医生来她总是问医生她的病痛，当夜我无法安静下

来，我祈求神给我智慧，能够让她明白事实，那夜母亲

问我时我就握住她的手说：妈！你有信心吗？她回答

说：有！你真的想知道事实吗？她说：是的！其实应该

早就知道，病人有权利知道自己的病情，当我告诉她

时，也是我很肯定的语气对她说的，她的反应有一点惊

讶，又有点似乎是好像早知而不确定的样子，之后她开

始告诉我生活是多么的苦，一些种种，点点滴滴是她一

生的哀歌，弄得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向她跪下说声感

谢她的养育之恩。清晨大姐来了，大姐又和她唱起歌

来，那早晨是我见到最美的早晨。 

母亲的笑容和歌声再次展现光芒，那么的燦烂。她

想跳下床起来跳舞，又比手挥挥真是感人的一幕，她告

诉医生说我的病找到了-----大姐从她看我的眼神里表

达，局势变了，自从那个时候她再也不问病因，我内心

是多么的伤痛，因我知道她必须勇敢地面对问题之时必

须承受心灵上伤痛，当她静静坐在床上时，她到底在想

什么？她要如何接受事实，如何面对儿女，她要说什

么？等------ 不过有一点我相信她已经知道她要回到天

父那里去，而且是很肯定的，因为她有信心，我们也对

她有信心，神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有了神我们才有生

命。 

回想起她，我有点后悔为什么她还在世时，为什么

不好好的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呢？她走了，为什么留下

这么多的回忆呢？母亲走了，

2006年2月27日下午19时因肺癌离

世荣归主怀，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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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远 

初到美国，我就十分喜爱佛州的自然风光。这里树

木连着树木，池塘接着池塘，松鼠们嬉戏打闹，野猫们

自由穿梭，一切都悠闲宁静，怡然自得。当我心神不宁

的时候，或者是想念起故国的亲友的时候，总爱在院子

里散散步，时而抬望蓝天，时而闭眼凝神呼吸青草的芬

芳，总能让我心旷神怡，思绪飘远。 

佛州的天很是令人着迷，晴朗的时候，天空总是无

比的清澈，原来瞧书上说湛蓝的天空，在国内似乎没有

直接的感受，因为天空中总是带着一层濛濛的灰色。我

自小生在昆明，在彩云之南，红土高原之上，离天更

近，不过山边的天，总有一种烟气缭绕的氤氲之美。而

相较之下这里的天色更为明朗纯净，好像是碧潭止水一

般。有时候实在是让人觉得，如果天上有小鱼在游水，

也能荡起点点涟漪，泛起圈圈波纹，当空澈如明镜的天

上有一丝残云滑过的时候，也能听见天上潺潺水声。 

而有些时候，云彩渐渐变浓变厚的时候，又会平添

几分趣味。依稀记得童年的时候望天上，天上的云好像

都是各种奇幻的事物，有稀奇的动物，有奇幻的机器，

有精灵的翅膀，我永远都在猜想，那层层的云后面是不

是藏着巨大的鲸鱼，外星人的飞船，或者是神秘的花

园。随着时间慢慢流逝，慢慢长大，丰富的幻想和那些

孩童时的玩伴一起，渐渐离远了。但是我现在仍然会看

着云彩看到发呆。说起来十分奇妙，小时候总是觉得时

间过的好慢，总是迫不及待要做什么，现在却觉得时间

过的好快，有时几乎是被生活拖着跑的。小时看云总是

静止的云，现在看云却是流动的云。看着云彩，旋转，

穿梭，有时候飘荡，有时候徘徊，有日出而林霏开，有

云归而岩穴鸣，有晦明变化，有云舒云卷。如果这是云

在舞蹈，那便是云彩优雅的芭蕾与浪漫的华尔兹。 

当时近秋冬，夕阳西下之时，天空总是一片血红。

有时硝烟滚滚，如同烈马奔腾，鏖战正急，白刃相击；

有时火光冲天，漫漫千里天穹在燃烧。云端似乎真的要

迸发出火焰，或者滴下鲜血来，不知末世的争战是否也

如此惨烈。有时晚霞渡着金边，形似狰狞突兀，又若嶙

峋怪石，或是有异样的天光出现，将这金红的颜色洒在

地上。有时云桥横跨天际，势若飞虹，带着天国的金灿

灿的光，好像要通向那天堂的门。有这样恢弘的天色

时，我就静静看着天，直到天上绵延千里的火焰渐渐燃

尽。直到惨红的绯云渐渐暗淡下去，直到月亮悄然升

起，天变得昏黄，最后被夜色代替。 

我渐渐开始相信人的灵魂，因为若没有灵魂，人怎

么会有和天地一体的情感。若没有灵魂，人怎么可以融

入到如此美丽的景色中去，若没有灵魂，人的感情怎能

如此炙热，魂与灵的纠葛，怎能如此疼彻我心。 

浮云流转，也许会风起云涌，会风轻云淡，好像

人，好像世，变化莫测，而永恒者不得见的容颜，却丝

毫未曾改变。 

在漫漫的时间长河里流去的有神的民以色列人，有

曾经统治西欧的天主教，有曾在新大陆兴起的新教。诸

多曾经如此敬虔的国度，诸多敬虔的人们，却慢慢淡忘

耶稣基督，因着不同的原因跌倒。 

我时而感叹，人是如此不洁净的，人心的变迁快于

浮云。当神的手指稍稍动作，灾难降于人间，远者如欧

洲鼠疫，中国古代饥荒，近者如汶川地震。那真是死者

遍野，饿殍满道，人肉相食，而盗贼泛滥，人苟活世

间。这时候，人或者无比虔诚而弱小，或者残暴而凶

猛。而当神的恩惠临到世上，人则极快的开始遗忘，遗

忘伤痕，不止的追求欲望的满足，把神的恩典视为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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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而又常常被骄傲所占领，以为自己便是基督的使

者，忘了要爱你的敌人，忘了要灵里谦卑。当我在教堂

中默祷静面我的神时，我时时想起加尔文主义TULIP五

原则第一条，Total depravity人是彻底而完全堕落的，

故而每每主日，我首先极力在神面前检讨我的罪。人就

像浮云一样，在属世的力量面前摇曳变换，自古如此，

千古如此。没有人可以凭借自己得救，甚至没有人可以

凭借自己增添一点得救的指望。 

而感谢神，纵然人像云一样摆动不定，他在云层之

后的容颜从未更改，福音未变，他的威严与慈爱亦不

变。流云飘散，而我愈加爱主我的神，不因为他将赐福

于我，不因为他加咒诅与我，不因为我信他行为可以得

改变，不因为在他有永恒的生命，只因为他是主我的

神，万有皆由他掌管，我爱他乃是理所应当，而非回

报。我愈加感谢主，感谢主的怜悯，感谢主的诅咒，唯

有求主不尽的雕削，求主圣灵充满。 

我渐渐安静，我知道主有他的慈爱安详和平静，伴

着我们前行。对他的盼望，好像晚霞消逝后的余晖，温

暖着我心，我知道此刻他就在云端的后面，永恒不变，

恒久不变。 

赵汉美 

先庆贺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成立十周年！在网站上

看到信徒们在新教会前的摄影，显明教会的复兴，比我

在那里的时候，人数是增加了很多，我也非常高兴。 

牧师，长老，执事和各位信徒们平安，愿神祝福你

们在神面前的摆上。 

感谢神丰富的恩典，回韩国也有两年五个月了，在

这里的服事是我的祝福，每主日崇拜的翻译是我蒙福的

时刻，因我得着的最多，藉着神的话语，我体会到圣灵

的同在，当我投入在翻释时，我与主相会倾听神的说

话，也回应我的感谢和赞美，有时我因亏欠而流泪认

罪，有时因感激而赞美，藉着神的话语我得到提醒而欢

喜感谢，只愿我是行在他的旨意中，被他称赞。 

感谢神，在这里一起服事的同工们都同心（即是我

们的种族不一样，韩国信徒们的热心和爱心常常激励

我），我们一起配搭补足个人的不足，来完成神更美好

的计划，这是扩张神国度的工作，我们是各尽其职的来

做主的工作，不是彰显自己，乃是为着神的荣耀，不仅

我们中国宣教部门的同工，就是全教会的信徒们也非常

关心中国宣教，去年中秋节三天和今年春节两天在我们

（韩国蔚山南部）教会有举办退修会，特别是为了这些

来韩国打工的劳动者，准备些中国的家乡菜，吃住在教

会中。 

自从去年中秋节的退修会，有几位生命有改变并且

愿意多寻求神的话语，所以在主日崇拜前，又开始了主

日学来查经，因着他们的渴慕，我非常得到安慰，下午

我也教他们唱福音歌，也有朝鲜族人教韩国语。 

来我们教会的中国人都是来赚钱的，都是非法居留

者，并且言语也不通，他们来教会是要求帮助的，例如

找工作，向公司要工资，汇钱或受伤到医院，医疗保险

等问题，大部份的人达到目的后也就不来了，或因主日

要工作也不来，固定的人数也不过10位左右，不固定的

人也有20多位，来来去去的也有70多位。 

这是神的工作，藉着同工们的爱心和关心,并且时

间、物质上的摆上，和众人的祷告，我相信这撒种的工

作，在他们（中国劳工们）回国后，就会结出很多果

子。有一位弟兄说，他回国要设立家庭教会，另有一位

姐妹说，她愿意到中国各处去传福音，还有一位弟兄他

希望他的全家也信耶稣。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三一

神。请你们也为这里的工作代祷，虽

然我们在不同的角落，但我们都是扩

张神国度的子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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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莲 

亲爱的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好！首先祝贺我们教会成立十周年！ 

时间一晃，十年已过。从当初教会的酝酿到今天教

会的成长，我们的感慨实在是太多。每次回娘家教会去

“探亲”，不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多， 感谢神天天把人

数不断地加给你们。 虽然陌生人很多，但每次回到教

会，我们的感觉还是宾至如归。看到教会里一片热气腾

腾的景象， 我们兴奋不已。台上，台下，台前，台

后，教室，厨房，到处都充满了事奉的火热，传福音的

火热，关怀的火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弟兄姊

妹之间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男女老少阖

家欢乐的画面。 

在这过去的十年，教会从无到有，一路上经历见证

神的带领和丰富的祝福。从起初借地方聚会，到拥有自

己的教堂，从十来个弟兄姐妹，到现在上百人，从没有

牧者，到有自己的牧师， 从当初没有一定的教会管理

模式，到现在采纳成熟的长老教会管理制度， 教会在

成长，成熟。让我们特别感谢神的是我们教会的长者， 

也就是十年前我们与他们一起建立教会的弟兄姐妹 

（李洪军，罗彧，吴英强，王立竺，林国基，安怡静）

还有在教会一开始就加入我们的陈彪牧师和潘旭光师

母。他们领受神给他们的委托，在神的殿里，在过去的

十年中，一直持守那颗火热的事奉的心。 神借着他这

些忠信的仆人，把各样的福气赐给这个教会，使这个教

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友爱的家庭， 成为他的金灯台来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教会中

有年轻的梯队起来服事。从教会中国新年的演出，诗班

的献诗，青少年的节目，领会，领诗中，我们惊讶弟兄

姊妹的才能。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愿意把自己的才能拿

到神的面前使用而感恩！在我们的眼里，你们的才华像

宝石一样闪光耀眼，神的荣耀透过你们被彰显出来！ 

在福音教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一

同分享你们十年来工作所得的喜乐果实。因着你们的忠

心，你们的追求，我们相信神会把更多，更大的委托交

给你们，进而把更多的人数加添给你们，神的国度不断

地被扩张。此时此刻，在神的面前， 我们惟有的感受

是感恩与赞美，还有没有跟你们在一起服事的缺憾。 

愿神的恩典，慈爱，祝福与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朋

友们同在！       

振华 培丽 

2008年8月28日，我离开了久居十年的奥兰多，随丈夫光显

迁到新英格兰，以为可以靠着老公坚实的肩膀，轻松地享受一下

生活。可难以料到的却是经历了经济的大萧条，房价一降再降，

仍难以出售，直到老公公司的搬迁方案过期，仍无买主问津。就

业市场更是景况凄凉，从前找工作总是有面试机会便一炮即中，

可这一次却是接了面试却屡战屡败，加上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和对

奥兰多的思念，我曾经几乎陷入抑郁症的边缘。 

神的话有如及时雨，当时我在拿城的教会正在查雅各书第一

章第２－５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

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毫无缺欠。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

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感谢神，他让我看到自己

的属灵光景仍然是停在吃奶的婴孩阶段，对神的全备救

恩的理解是片面的，总是期待祈求蒙应允，祷告蒙垂

听，遇到试炼时常常误会神的作为。感谢神，他让我明

白，他用苦难来历练他的孩子们，因为只有在困难的时

候，神的话才能真正地进入我们的心里，也才能真正切

身地去咀嚼体会神的话语，并在

生活中应用，这些试炼便成为我

们生活中化装的祝福，使我们与

神的关系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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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真的是十年了。 十年前的景象历历在目。

从 2000 年一月十六日早上 9： 15 分进入了奥兰多华人

福音团契，我的心就一直和她在一起。从一个随时发

炮， 充满怪问题的人慢慢服从管教， 到渐渐学会微薄

的服侍工作。因为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这里是我成

长的地方， 同时又是我结婚的地方。我们走遍了北美

许多教会，唯有这个教会是独有的：满有神恩赐的讲员

们，柱石一般坚守正道的长老，依然的爱心和异象。由

于工作的关系我们在到处颠簸，也没有有规律的参与教

会的服侍，好像灯加满了油， 慢慢的烧着就感到干枯

了； 好像吃了几年的牛排，身体底子打好了，现在上

顿不接下顿，慢慢的就开始生病了。人总是要长大的，

我们在世上总是要走夜路， 摔跤，生病的。可是趁着

现在多吃点， 多锻炼， 以后可以撑得久点。作为基督

徒， 我绝对是个不合格的。正如那个在圣殿外面呼天

抢地的罪人， 由着神的怜悯活了下来。我不得不拿保

罗说的我们何等的软弱来当我的挡箭牌， 只有按着他

的怜悯，在有生之年慢慢洁净， 学习做器皿。 又好像

那个拉住耶稣衣角的血漏妇人，多少次跌倒， 被踩在

脚下， 撞痛， 总是不放弃，认定唯有耶稣才是唯一和

真实的救主。感谢神让我在福音教会打下扎实的基础，

这些年纵然东奔西跑，仍不会忘记神的

恩典。今后无论生活如何，我都可以骄

傲的说：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当我还在

福音教会时，就已经找到我一生的方

向，就是跟随主耶稣。  

周铭 

感谢神，他教会我在属灵逆镜时不仅仅是向主倾

诉，而是学会倾听神的声音。有一位来自台湾的传道人

在我的教会讲道时，我问她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

听到主的声音？”她回答道：“献上自己，当为活

祭。”当时我觉得她的回答又大又空。可后来我真正明

白了，当我真正地谦卑下来，有一颗顺服的心俯伏在神

的面前，便听到神透过圣经，赐给我他要对我说的话。

我祷告时总是求神成全我的意思，可是当我谦卑俯伏，

仰望交托，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时却发现神赐我出人预

料的平安，在基督的成全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感谢

神，任何属灵争战都是因着那给我们加添力量和恩典的

主，使我们的生命更美好，更完全。 

马可福音１４章３节记载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疯的

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至贵的真哪

达香膏来，打碎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这女人就

是马丽亚，她的举动表明她对主的专诚至深，把最好的

献于主。玉瓶里的香膏贵重，可比起神给她的又算得了

什么？这玉瓶有如我们自己，玉瓶内充满主耶稣的馨

香，不打破，里面的香气就无法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应

象马丽亚那样放下自己的骄傲，追求那上好的福份，打

破自我，让主耶稣丰富的生命绽放！ 

感谢神他让我经历过小小的苦难与试炼，并在其中

学习顺服的功课，这要远比我的房子顺利出售，即刻找

到工作要来得更加宝贵（无法相比）。因为房子总是会

卖掉的，工作总是会找到的，如果没有神，当苦难和试

炼来的时候，多半会陷入撒旦的罗网，满腹牢骚和不平

衡的心，多少痛苦白白受。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基督显

大，用神全幅的武装来抵挡，天下的困难没有大过主耶

稣的，因为我们的主已胜了这世界，他是使无变有使水

变酒的主。“当我们心末感觉，眼末看见之前，他已开

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 

这份喜乐和平安不是人能给的，单身时，总渴望有

一个爱我的丈夫，感谢神赐给我一个天下最好的丈夫，

对我呵护备至，疼爱有加，可他解决不了我心灵深处的

问题，唯有我那复活的主，在我痛苦时，他与我谈，他

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 

感谢神，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灵

魂苏醒，灵命长进，使我在困境中仍能发出无限的感

恩，无伪的赞美。荣耀，颂赞归于那为我信心创始成终

的主！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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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  小梅   秦玄 

积雪的消融，下午回家时，池塘里野鸭在闲适地漂

游，昨天还呼啸着北风的凛冽，今天转眼就消失了踪

影，只有这小雨，在窗外淅沥地下着——所有这一切，

都告诉我，这北方的春天，也姗姗地来到了。不久前，

你告诉我，教会将有十周年庆典，这竟让我想起奥兰多

来了。想必奥兰多的春天，还像原来那样生机勃勃。不

知道原来我家旁边的那棵果树，是否又发新芽。那时小

梅和玄玄刚到奥兰多, 曾在那棵树上摘梅子，傍晚的落

霞，屋子背后静谧的池塘，诸般的快乐与闲适，现在依

然萦绕于怀。无数次，我们曾对自己说，奥兰多这里是

我们在美国的家园，主的话语在这里临到，弟兄姊妹的

爱心在这里流淌，神在这里把我们带进大家庭。无数

次，我们告诉自己，无论我在何处漂流，我们需要回到

这里退修。 

伴随着春去冬来，几易寒暑，我们来波士顿已经五

年了。虽蜗居斗室的脚步未曾离开波士顿，可回去的话

语犹言在旁，对弟兄姊妹的思念如这初春之草般疯狂地

生长。 

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在刚到波士顿时经过诸般的

历练，虽历经困境，他却永远把我们带在身边。还记得

那是2006年夏天，由于老板的催促，我每天在实验室工

作十五－十六小时，早上出门上班，家人还未曾起床，

晚上回家时，她们则已进入梦乡。我每天竭尽所能，可

老板也从来没有满意的时候。那时的我，有一种惧怕，

就像自己的生活掌握在别人的手中；那时的我，似乎灵

里缺乏；那时的我，好像越努力奔波，越干涸枯竭。直

到九月十七日礼拜六的那天下午，疲惫的我去超市后开

车回家，在近家的十字路口，与一车相撞，一位八十多

岁的老太太被送进了医院。事故被认定为大型交通事

故，虽然我认为责任不在我，因为我过路口时， 红灯已

变绿，是对方闯红灯（或至少闯黄灯）。警方却认定我

在十字路口，车未完全停稳就重新启动，故而责任在

我。判罚下来，我们最低的汽车保险根本无法覆盖对方

可能的诉讼请求。至此，我完全放弃自己，求神掌管这

一切，我们全家一起祷告，求我们无所不能的神在此时

引领我们。神的大能在那时真的临到了我们，一切困难

最后都化解了。这让我想起两个门徒在主被钉十架之后

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主在他们灵命低潮的时候向他们显

现。是的，主看顾每一个人，只要你真心向他求。 

神的大能彰显在每一个角落，随时随地地告诉我们

他的同在。就在这篇文章成型的过程中，新英格兰地区

遭遇十年不遇的暴雨袭击。波士顿一遍汪洋，新英格兰

地区所有抽水马达售罄。 我们家地下室顿成泽国，地下

室水已近膝，外面洪水仍然不停往里灌。看着外面的大

雨，还有天气预报的两小时后还有豪雨的预警，我们只

能祷告：哦，主啊，你告诉我们，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坐着为王。愿你的名在这里得着称赞，愿你的大

能在这里彰显。主是听我们祷告的主，尽管外面水位不

停地涨，甚至已漫过我们家地下室出口，但地下室的水

位，却未再上升，直到第二天水位下降，因由神的保

守，一切都平安度过。当我们放下自己，全然向主的时

候，他的爱随时都临到我们。沐浴在他的大爱中，正如

这两天的暴雨后的波士顿, 清新舒适，晴空万里，空气

中都弥漫一股芬芳。这样的天气，让我想起几年前奥兰

多在飓风过后的清澈。  

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们一样，生

命在 OCECC 找到了拐点，而从此进入永恒，那里才是

我们真正的家园。教会乔迁新堂经年，愿神大大使用这

富有朝气又为神国勤耕不辍的教会。愿福音的种子从这

里传遍四方，直至地极。"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

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來、却比

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

上。" – 马太福音13: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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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积农  

初看到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创建十周年征文的

EMAIL，心里像有什么东西撞击了几下，掠过丝丝惊喜

和感叹。我们的教会已经十周岁了！这个格外蒙神祝福

的教会，十年间，已经像一个初生的婴儿，长成健壮俊

美的少年了！ 十年的时间，做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能

做成多少改变他人生命的事？恐怕屈指可数。十年的时

间，神通过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所成就的美妙事工，说

不尽道不完。感谢十年前创建教会，至今仍在亲力亲为

在教会同工的兄弟姐妹，你们是神大大祝福恩赐的仆

人，也是神奇迹的见证人。十年前，你们一步一个脚

印，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耕耘。十年后的今天，硕果

累累，丰满厚实，沉甸甸地挂在枝头，不言自明。感谢

神在教会成立五年左右的时候，就给这个小小的教会,恩

赐了可遇不可求的好牧师和好师母。 

我常常感恩自己在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度过的时

间。这三年多的时间，是我迄今生命成长影响最大，收

获最丰富的一段时间。每周去教会，每周五去五饼二鱼

查经成了我一周之内最盼望的事。一周的劳累和疲倦，

会在神的殿堂里得到憩息和充电，一周心灵的积尘，会

在神的殿堂里得到清洗。神的话语，神的警醒，神的慈

爱，一点点，一滴滴地不知不觉通过教会生活泌入身

心，滋养灵命。至今，我们一家离开奥兰多已经快两年

了，可每每提起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我还是说“奥兰

多我们的教会”。教会触及心灵的讲道，动听的诗歌琴

韵，热烈的查经讨论，排得样样不拉的节日聚会，远远

飘香的爱宴……,无一不在怀念之中。福音教会在我心

里，曾经是家，永远也是家。现在只要听到有人提起奥

兰多，我的脑海里出现不是奥兰多的蓝天白云， 也不

是迪斯尼，也不是我自己家的房子，而是我们的教堂，

是牧师和师母，和教会里朋友们熟悉的笑容和身影。搬

到新城市后，我们去了不少教会，始终还没有找到原来

在福音教会这种家的感觉。真是羡慕现在教会里的兄弟

姐妹，你们真是身在福中啊。估计你们还无法体会到我

们这些搬走了的人，有多么想念我们的教会，想念我们

这个曾经的家。正是只有失去了，才知道有多珍贵。 

教会成立五周年时，我有幸和立竺一起为教会成立

五周年特刊编过稿。兄弟姐妹的文章中，见证了教会在

短短五年里从几个家庭的查经小组,成长为几十家庭的教

会的奇迹过程，充满了对教会的热爱和对神的感恩。教

会五周年庆典，是借用Downey Church的主堂承办的，

那时教会刚刚有了自己的牧师，但是还没有自己的教

堂。又一个五年过去，教会能够在属于教会自己的教堂

里庆祝成立周年庆典，真是一个奇迹的见证。经历建堂

和教会搬迁，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记得安姐说过，每

个教会建堂，都是教会会员经历灵命增长的一次宝贵机

会。回想起来，确实如此。时过几年，如今越发比当初

更觉得,能在教会里经历建堂是一个蒙福成长的经历。 

教会在建堂之前，一直租用Downey Church的GYM

为聚会礼拜会所。GYM平时是打蓝球和进行各种体育活

动的，进去是空旷一片。周日礼拜时一切设备用品都放

在储物间或角落里。每到周日，总有一些弟兄姐妹要提

前至少半小时到，像变戏法一样，要把一个场地空空的

GYM变成礼拜场地。负责场地的兄弟姐妹，要把收起的

各种东西拉到GYM中心地带，几十把椅子要一排排摆

好，讲台要放到位，音响，电脑和与大屏幕要联好，当

日礼拜唱的诗歌要调到屏幕上，钢琴要推到讲台附近……

虽然这些硬件猛一看都是临时性的组合搭配，但丝毫不

影响礼拜的神圣美好。只要唱诗一开始，全场便有圣灵

充满，神圣而庄严。礼拜完毕，大家又一起收拾会场，

把所有用品设备归位收好，恢复GYM的原样。虽然一切

尚可有条不紊地运作, 但毕竟是租人家的地方, 非长久之

计。说起建堂, 福音教会的牧师和执事们早就有这样的

异象，教会会员们也希望有一天教会能有自己的教堂。

可对于一个成立只有五个年头的年轻教会来说，建堂真

像是一个奢侈的梦想。当时奥兰多房地产价格高得出

奇，稍合心意的都在近百万美金的价位。这么大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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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从哪里来？即使大家都知道建堂是永久的目标，但

如何实现何时实现真是不可预知。教会的牧师和执事们

经历了一年多的酝酿，最后初选出较合心意的建筑后，

对方要价真的是近百万美金。谈价，递交购买意向，贷

款咨询……整个过程有点和我们自己家买房类似。不同的

是，自己家买房，肯定有工作有固定收入，攒足了首

付，余下的款项可以凭个人信用从银行贷款。而教会是

一个非盈利机构，没有商业收入，没有任何固定资产可

抵押，攒下的建堂基金好像只是一个零头。想要银行同

意贷款，前提是教会自筹现金要和贷款额度接近相等。

这就意味着教会要在有限时间内筹齐五十万美金的现

金。对于只有二十五个家庭会员的小教会来说，五十万

美金的现金无疑是有点“不可承受之重”。 

记得最后关键时候，所有能动员的机构，组织，个

人都发动到了，会员各尽所能奉献的捐款，和会员家庭

无息贷给教会的个人积蓄款项都加上，筹到三十多万美

金。目标十分接近了，可这个十几万美金的现金缺口足

以构成一个遥不可及的鸿沟，使教会建堂的事工落到空

里。貌似我们人能做的都做了，大家能想的办法都想

了，还有什么选择呢？是不是这么快建堂为时尚早？是

不是教会将要承受的经济负担太重了？是不是应当再等

几年等钱再多点时再购堂？我内心这样想过，斗争过，

怀疑过，担心过。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可能也有类似的想

法。一小段时间内，小信之人如我在建堂问题上心理负

担比较重，士气低迷。但是教会牧师和几家核心会员家

庭凭着对神的信心和信念，“抵上了身家性命抵上了身家性命抵上了身家性命抵上了身家性命，，，，铁了心铁了心铁了心铁了心

跟神走跟神走跟神走跟神走”（记得这是教会在给大家通告筹资结果时，陈

彪牧师说的话）。在这样的勇气和信念面前，膨胀起来

的资金缺口问题，一下子像气球一样泄气了。教会的自

筹现金如期筹齐，贷款如期拿到，教堂如期CLOSING，

福音教会如期顺利搬到新址！一切如在神手里看护一

般，旧堂到新堂的各项安排转换也顺利完成，教会从此

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笔不大不小的资金缺口，像

是神给人的试金石。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

神的心意显明，看到神的带领，神的试炼，神的恩赐。

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软弱，看到了自己灵命的幼小。我

是深深佩服教会的领头人在功亏一篑的瞬间，有着非凡

的勇气和信念，能带领大家扭转局面。我深深体会到，

在人软弱无助怀疑时，对神的信心和信念，是能不能成

就事工的关键，是神最看重，也是最蒙神喜悦的。 

在福音教会这个家里，感受最多的是她被圣灵充满

的爱，被朋友关心牵挂的感觉。你不会感到孤独，也不

会感到无助。你会深深地爱这个家。当你搬离时，你会

久久地恋着这个家。认识我的兄弟姐妹都知道，我在奥

兰多的三年多时间，先生一直在外地读完博士学位并做

了两年博士后。他只能一个月来看我们一次。我要全职

工作并带着三岁多的大女儿。其间怀孕生了二女儿， 

家里没有老人能来帮忙，我独自一人又上班，又要照顾

两个幼小的孩子，不用说是很忙很累了。很多人包括我

的家人都“同情”我的不易，但当时身在其中的我，尽

管有时会因家务繁多而劳累，但内心没有怨言和自怜，

只有在盼望中的隐忍。 更重要的是，在困难时候，能

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神的恩赐和怜悯，感受来自高处的平

安和甘甜。一家人无奈分开不是好事，有信心的盼望支

撑，有神的祷告垂听，有教会兄弟姐妹们的关心，就能

点亮生活的色彩和前行的路。有一点我可能肯定地说，

如果没有教会兄弟姐妹们的帮助，特别当时五饼二鱼小

组的兄弟姐妹们，我是无法做到所做到的一切。当我需

要帮助的时候，不用多说，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会各尽所

能地给以帮助。当孩子病了或家里有事时，总有教会的

“家”人打电话或搭一把手。每每想起教会的兄弟姐妹

们，我会在心里默默地为你们祷告。也感谢你们所给与

我和我的孩子们的爱。尽管有时没有打电话，或者甚至

没发一个邮件，但这种感情就像对家人一样，好像也没

有刻意去想，但一定是常常在心中。愿神的祝福和保守

与你们同在。愿神更加赐福给奥兰多华人福音教会，我

曾经的家，永远的家。 

* 作者注：文中关于教会建堂细节是基于个人对当时教

会公布信息的大致记忆，料有不准确之处。请勿参照。 

 

 

 

 



金灯台第十期  2010年 4月 

47 

以琳小组 

迦南小组 
在聖經中,"流奶與蜜之地"常用來指迦南。對在沙

漠中逐水草而居的畜牧民族,和在埃及為奴的人耒說,迦

南可說是肥沃富庶的綠洲與樂園。 

當我想到"迦南"這個兩個字眼时,就想起神如何帶

領自已的百姓脫离埃及地而且居住在迦南地,那裡有不

同的民族.就如我們的小組裡我们都耒自不同的地方在

此相遇、彼此學習神的話.在主裡有神的愛和關懷,耒此

的無論是朋友或者是探親的,總感覺到這裡還有一群充

滿喜悅的中国人。 

我们小組常有訪客,也有一些常耒的慕道友、他们

也非常認真的追求.我相信神有祂那奇妙的帶領。 

我們目前正在查(約翰一書)由兩位姊妹轮着帶,每

兩週五之後中間有専題，由我們的李長老以不同的方式

介紹書中的題材、從中學習不同的需要和認識，以至于

能夠幫助我们充分的瞭解,並且应用在日常的生活裡。 

在此我们很歡迎對我們小組的題材有感興趣的每一

位来聽。 

在神的带领下，住在Lake County的四个家庭从

2009 年春天起开始了两周一次的团契。由于这四个家

庭离教会甚远，平均车程都需要至少1小时以上，对其

他会友来说，我们好像来自那遥远的旷野，所以我们起

名为‘以琳’，出自《出埃及記》十五章27节的「他们

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

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因为身处‘旷野’的我们心

灵渴求自圣灵浇灌的清泉活水，我们需要聚到‘以琳’

这么一个旷野中的绿州，让我们弟兄姊妹能一起查经团

契，探索真理，寻求真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神丰盛

的恩典让我们从最初的四个家庭发展到今天的七个家

庭。这期间，神的恩手与圣灵的工作无处不彰显，尤其

是使用祂的仆人名峰执事一家不辞辛劳，坚持不懈地从

奥兰多驱车来辅导我们年轻的小组。还有英强长老夫妇

也常常来指导我们的查经分享。神也特别祝福我们小组

的家庭‘生养众多’- 我们自建立团契以来，已经蒙神

的福迎来了两个健康可爱的宝宝，让我们小组成为教会

有最多宝宝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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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小组 

約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在回答撒马利亞妇人时

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因着對这“活水”的渴慕，在奧兰多华人福音教会

有一个活水小组。于每周五晚上在教会中聚集查考神的

话语，分享读经听道的感受，祷告祈求感谢上帝的帮

助。时光飞逝，日月如梭，福音教会已度过十周年，活

水小组中的面孔也随而变换更替，迎新与送旧总是伴随

着欢笑与泪水，但不变的是在每个星期五晚上，从不同

的地方在晚八点赶到教会已成为我们-活水成员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人在这里受洗归入基督名下，成为

上帝的儿女。也有弟兄姊妹从远方来加入我们，我们是

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口音，不同的习惯，却有一点相

同，认识上帝之前，我们的心都像那乾旱的山谷，神的

話語像那活水滋润着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被慢慢

改变。新生命像馨香的祭，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願我

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那“活水”的管道，使神永生的活

水通过我们流入每一个乾渴的生命。 

爱家美小组 

  “爱家美”团契小组成立于2008年，小

组的名字起源于“AGAPE”。在希腊文的新

约圣经中，“AGAPE”代表 神圣洁、无

私、无条件、牺牲自己的爱。在大家熟知

的约翰福音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

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

亡，反得永生”中, 用的就是“AGAPE”。

我们小组正好又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爱

家美”这个中文名字提醒我们上帝给我们

的舍己的爱,同样我们对妻子,丈夫的爱也

是无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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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Group 

五饼二鱼在教会开始采用细胞小组的

聚会方式时，就挂名运转。如今，四年半

的时间，有二十多个家庭一起走过查经，

分享，代祷的日子。来来往往，有十多个

家庭已搬到别州或是其他角落，就以第一

任小组长汉美来说也回到韩国去了。但，

神也陆陆续续为我们预备新的家庭进来。

人数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位，少的时候也才

十来位。但，我们的聚会气氛依然热烈又

温馨。小组的异象希望是“用神的爱来吸引

彼此”，互相造就，期待组员是“渴望”来聚

会，而不是“勉强”来聚会。 

一路和五饼二鱼一起走过成长的路，虽然，有时会

挫折，但肢体的相扶持，总是让我们经历神为我们预备

了一切，也让我们愿意按照希伯来书10：24，25所说

的，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

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

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The OCECC youth group is a 

tightly-knit fellowship where every-

one can feel the warmth of God’s 

family. On Fridays, Bible study is di-

vided into the High School Youth 

and Junior, or Middle School Youth, 

both groups focusing on the biblical 

worldview and its personal applica-

tion in today’s fast paced, ever 

changing society. Each member 

comes from a different background, 

but together, the group has made it 

through thick and thin beneath the 

love of Christ.  

五饼二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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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小组 

 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组有一个美好的名字：歌中之

歌，意味着这将是一个年轻夫妇的小组，像圣经雅歌中

的新郎与新妇一样感情甜蜜。其实这个小组团契盼望参

与和服侍的对象是UCF的学生、学者以及附近社区中有

（和期待有）婴幼儿的夫妇。很多中国学生学者因为学

业、事业的缘故推迟生养计划。我们自己也一样。等到

真的有了孩子时，一般也都颇有饱经沧桑的感觉，良人

与舒拉密女的热情被现实生活挤到了后面，加上在异乡

养育儿女的艰难，我们非常需要有神的话语来带领和喂

养，并且能够在与其他生活经历相似的弟兄姐妹的团契

中相互激励。 

雅歌小组的同工均来自方舟团契。我们同工在方舟

时注意到，有小孩的学生和学者福音朋友基本上没有在

方舟团契留住。感谢神，方舟团契的同工队伍不断地壮

大，因此我们这些有小小孩的同工就能够分出来组织、

服侍和享受这样一个更契合我们现状的年轻夫妇小组。

我们也祷告神赐给我们能力和爱心来看顾好小孩子们，

为他们设计节目，好使繁忙疲劳的父母可以有一段清静

的时

间。我

们聚会

的形势

和内容

目前还

处在尝

试阶

段，未

来具体

的发展要全然仰赖神的引领和圣灵的感动。愿神使用雅

歌小组，使我们在他的圣工上有份。 

我们真诚的邀请和盼望UCF附近还没有信主的年轻

父母，来同我们一起讨论、分享和查考神的话语，认识

造物主，使生命在高压、忙碌的生活中变得有意义，从

神那里支取为人父母的智慧来经营他所赐的产业，并在

人生各个层面领受神丰盛的祝福。 

方舟团契 
方舟团契为奥兰多福音教会肢体之一，成员主体为

在校学生学者。方舟团契的成立，是为了向中国留学

生，学者及家属传递福音，并且使他们认识神、了解生

命的真谛。除了日常的聚会、读经、祷告外，团契同工

也在很多方面关怀和帮助很多初来乍到的学生学者适应

北美的生活。自2003年来，在历届主席与同工，如王晓

妮， Diana/李芹，关晓涛/何新东，刘权/阎彬彬等人忠

心服侍下，和英强长老及师母恒切的辅导下，参加团契

的学生基督徒数目不断增加，在团契内决志和受洗的福

音朋友也从未间断。目前方舟团契在校园内已颇具影响

力。这同时也要归功于团契的同工所做出的执着的努

力，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恩典。 

目前团契主席为王松弟兄和刘乐姐妹。更多信息请

查阅方舟网站：http://fzh.weebly.com/ 

团契时间: 每周五 7:00pm-10:00pm 

团契地点: 1113 Parker Canal Ct., Oviedo, FL, 3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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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聚会 

追忆对我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记人强

于纪实。幸亏师母和吴敏帮忙，追回片断雪泥鸿爪，遗

漏之处还请见谅。 

2002年三月在一汀吴敏家开始固定聚会，邀请小区

学生眷属参加。当时的特色多数是年轻母亲带着幼儿一

块参加。有些还在襁褓中，有些已蹒跚学步。我也就在

意想不到的时刻升格作了奶奶。查的第一卷书是约翰福

音，结的第一批果子有涂玲江、陈婷、龚晓芸、何小

梅。接着受洗的是张冬梅、陈咏梅、胡海鸥、王蓉。最

感恩的是她们的另一半也陆续受洗。其中有三对夫妇同

时归入主名下，成为一时佳话。 

2003年底迄今，姊妹们开始轮流开放家庭聚会。小

区学生眷属多数也都上学，我们的聚会成员主要是没上

班的姊妹们。聚会内容有时是圣经书卷，有时是专书。

但多数都

围绕如何

教养儿

女、如何

增进夫妻

关系、如

何生命改

变作讨主

喜悦的女

儿。也因

为在生活中有许多真实的难处，姊妹之间关系的建立，

决定我们分享的深度与实际的帮助。姊妹们的个性也比

较开放，如果愿意开诚相见，将自己失败的经历，如何

因着主的带领，分享给大家，最能彼此造就。 

儿童事工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惟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惟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惟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和我们子孙的和我们子孙的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申命记29292929：：：：29292929    

说起儿童事工，从过去的一张小桌，两张板凳，到

现在我们有四个班级，十五位老师，这其中来自神的恩

典数算不

清。用诸般

智慧，协助

父母來带领

儿童从小认

识、热爱，

并跟随耶稣

基督是

OCECC儿童

事工的异

象。每一位

老师和关心

儿童事工的弟兄姐妹都为着这个异象不懈的努力，衷心

的默默的服事着，周年之际，我在这里为他们在神面前

献上感恩。OCECC儿童事工的成长见证了神诸般的恩

典。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使用以圣经为中心的教材来教导

孩子上帝的话语，鼓励孩子将从圣经中所学到的真理运

用在家里、学校、及社区。我们的主日敬拜则是著重教

导孩子学习敬拜、祷告、聆听神的声音、经历神的同

在，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和潜能。在这里

我要再次感谢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们所作的是上帝国

度里最荣幸和最有意义的职分，这职分更是来自上帝的

呼召。他们不仅仅是教育者，更是带领学生归向耶稣的

领袖，他们引导帮助孩子们的灵命增长。他们用上帝的

眼光看孩子，用基督的爱爱孩子，用温柔但坚定的方法

管教孩子。在我看来，和天真可爱的孩子们一起学习神

的话语是人生中一段很美丽的故事。我也欢迎愿意在自

己生命中烙上这美丽印记的兄弟姐妹加入我们。 



福音教会十周年特刊 

52 

 

● 1999.12 1999.12 1999.12 1999.12 The Orlando Chinese Evangelical Fellow-

ship is born, using the Covenant Presbyterian 

church building to meet, and begins bible studies 

on Friday. 

● 2000.5 2000.5 2000.5 2000.5 The Orlando 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is 

established, and its first worship service comprises 

38 adults and 10 children.  The first group of believ-

ers is baptized at the Summer Chinese Christian Re-

treat in Florida. 

● 2000.92000.92000.92000.9 The church moves into Downey Memorial's 

dining room and begins using its indoors gymna-

sium facilities. 

● 2000.82000.82000.82000.8----2001.3 2001.3 2001.3 2001.3 The church hosts a number of spe-

cial services featuring a number of preachers includ-

ing the Reverend Zhuang Zu-Kwang , Liu Zhen-

Guang, Reverend Lin Ci-Xing (Samuel), Qiu Zhi-Jian, 

Reverend Lee Xiu-Quan (Morley), and Hong Yu-Jian. 

● 2001.42001.42001.42001.4 The "News and Anecdotes" column debuts. 

● 2001.7 2001.7 2001.7 2001.7 In a special service lead by Qiu Zhi-Jian, the 

first deacons are ordained: An Lin, Li Hong-Jun, Wu 

Ying-Qiang (Fred), and Xiao Zheng-Hua.  Chen Biao 

(Ben) and his family move to Orlando to enter the 

program of M.Div. at the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begin serving in the church. 

● 2001.8 2001.8 2001.8 2001.8 The first new students' welcoming service is 

held, attracting many new UCF students.  After-

wards, many similar services are held each year, 

with an attendance of as many as 200. 

● 2001.9 2001.9 2001.9 2001.9 First youth Sunday School class are held. 

● 2001.12 2001.12 2001.12 2001.12 First combined worship service with 

Downey Memorial's congregation, along with a 

baptismal service.  From then on, a joint service is 

held every Easter and Thanksgiving.  First Christmas 

musical evangelistic service. 

● 2002.1 2002.1 2002.1 2002.1 A pastoral advisory board is established, 

comprising of Reverends Lee, Chiu, and Hong. 

● 2002.2 2002.2 2002.2 2002.2 First publishing of The Golden Lampstand, 

the church's magazine. 

● 2002.22002.22002.22002.2----2003.11 2003.11 2003.11 2003.11 Three special meetings are held, 

with Reverends Chiu, Su, and Rao as the speakers. 

● 2003.11 2003.11 2003.11 2003.11 First youth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is held. 

● 2004.6 2004.6 2004.6 2004.6 Chen Biao (Ben) graduates from RTS and is 

called to remain in Orlando to be a pastor at OCECC 

and to serve in Third Millennium Ministries as coor-

dinator of Chinese project.   

● 2004.11 2004.11 2004.11 2004.11 First evangelistic service with Deacon Wu 

as the speaker, with attendance numbering about 

120. 

● 2005.2 2005.2 2005.2 2005.2 Ordination ceremony of Reverend Chen by 

Reverends Lee, Chiu,  Rev. Dr. Pratt and Rev. Dr. 

Childers serving as the committee responsible for 

both examining and ordination. An evangelistic 

gathering and a spiritual nurturing conference is 

held afterwards. 

● 2005.5 2005.5 2005.5 2005.5 A committee is formed to find a suitable pas-

tor for the English-speaking/youth congregation.  

Craig Daugherty, an RTS student who had served 

both OCECC for a year and is on staff of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is chosen as the most qualified 

candidate. 

● 2005.5 2005.5 2005.5 2005.5 The church celebrates its fifth year, ordains 

new deacons, establishes a formal church member-

ship, and organizes its fellowships into small group 

structure. 

● 2005.10 2005.10 2005.10 2005.10 Evangelistic service featuring Rev. Liu Ming-

Hui. 

● 2006.1 2006.1 2006.1 2006.1 Craig Daugherty is called as a part-time asso-

ciate pastor in charge of the English and Youth min-

istries, and this motion has passed by congrega-

tional meeting. The Church's outreach becomes 

multicultural. 

● 2006.1 2006.1 2006.1 2006.1 PCA's Teaching Elder Iho Tree introduces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and how to be-

come a member of that church body. 

● 2006.2 2006.2 2006.2 2006.2 Due to the needs of the church ministry, a 

building purchase committee is established by Dea-

con Wu, with Deacon An Li-Nan serving as the 

chairman (later succeeded by brother Lin Kuo-Chi 

(Kurt)) and official, concrete preparations are made 

towards buying a permanent building. 

● 2006.6 2006.6 2006.6 2006.6 First infant baptism and child dedication 

ceremony is held on Father's Day. 

● 2006.72006.72006.72006.7----11 11 11 11 Real estate consultant Robby Roberson 

brings news of Northland planning to sell a small 

chapel to the building purchase committee, and a 

detailed evaluation are made and present for the 

financial and ministry needs; the congregation re-

sponds with overwhelming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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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 2006.11 2006.11 2006.11 An evangelistic meeting led by Rev 

Stephen Chan is held in the Northland facility with 

supporting from New Hearts Musical Ministries. 

● 2007.12007.12007.12007.1----4 4 4 4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months in hard 

labor and prayer, OCECC enters into contract with 

Northland to buy the chapel it had offered for sale 

at $950,000.    

● 2007.7 2007.7 2007.7 2007.7 The first official gatherings are held at the 

chapel with total number of 110 including adults 

and youth.  

● 2007.7 2007.7 2007.7 2007.7 The youth group goes on its first short mis-

sions trip, seven volunteers attended under Pastor 

Craig's leadership and went with Northland to 

China and serve at an English summer camp in a 

high school. 

● 2007.8 2007.8 2007.8 2007.8 A Evangelistic and discipleship conference 

featuring Professor Xia Shen-Ling 

● 2007.8 2007.8 2007.8 2007.8 The training session is held for teachers of 

children Sunday school by an experienced teacher 

from Orange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PCA)    

● 2007.92007.92007.92007.9 Independently offers the formal children 

program with 3 classes on Sunday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Chinese School begin using Northland's 

new facilities.    

● 2007.11 2007.11 2007.11 2007.11 Dedication worship service for the new 

chapel, with OCECC celebrating alongside other 

Floridian Chinese Churches in gratitude towards 

God's grace and providence. Rev. Dr. Joe Hunter, 

Senior Pastor from Northland church, preaches the 

sermon. The 200-year anniversary exhibition for the 

Gospel reaching China by Protestants also unveils at 

OCECC. 

● 2007.11 2007.11 2007.11 2007.11 First Thanksgiving dinner and testimony 

sharing; and First baptismal service held at the new 

chapel with 12 baptismal brothers and sisters. 

● 2008.5 2008.5 2008.5 2008.5 First time hosting the Florida Chinese Chris-

tian Summer Retrea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everal 

other churches, with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such 

as adding English adult program, and two Chinese 

main speakers. 

● 2008.5 2008.5 2008.5 2008.5 Receiving the matching grant from Muster 

Seed Foundation which enables church to increase 

the working hours for pastors. In addition, a part-

time executive secretary (Sister An Yi-Jin) and a part-

time director of children ministry (sister Xindong He) 

are also added to ministry staff. 

● 2008.7 2008.7 2008.7 2008.7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staff mem-

bers Pastor Huang Xu Rong and Zhu Hui Ci host an 

evangelistic and training conference. 

● 2008.8 2008.8 2008.8 2008.8 Rev Biao Chen passes the qualification ex-

ams for teaching elder i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and accepted as a teaching elder in Central 

Florida Presbytery. 

● 2008.102008.102008.102008.10----11 11 11 11 To prepare join the PCA, holding the 

training study for elder’s candidates and elected 

deacons. Leadership retreat is held in October by 

focusing on “Making a leader” 

● 2008.12 2008.12 2008.12 2008.12 Brothers Hongjun Li and Yingchan Wu 

passed both written and oral exams of Central Flor-

ida Presbytery in PCA. 

● 2009.12009.12009.12009.1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ordains 

brothers Hongjun Li and Yingchan Wu as first two 

ruling elders on Jan. 24; at the same time, OCECC 

becomes part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

ica. Special conference hosted by Reverent Samuel 

Ling and Rev Iho Tree who are Chinese PCA minis-

ters. 

● 2009.4 2009.4 2009.4 2009.4 Three Elders offer the first joint training 

classes for adult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nd lead-

ers in small group for basic reformed faith and prac-

tice. 

● 2009.7 2009.7 2009.7 2009.7 Sending a short mission team in 12 people 

with majority as youth as well as some parents and 

members from other churches. This is first time 

OCECC organizing such mission by itself. 

● 2009.8 2009.8 2009.8 2009.8 Introduce new Sunday ministry schedule to 

meet the need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effec-

tiveness in various ministries. New schedule allows 

offering 4 Sunday school classes for Chinese adults, 

and having better attendance for youth worship 

service, and held monthly join worship service on 

the 1st Sunday. Children worship service begins to 

exist at first time as third congregation on Sunday. 

● 2009.8 2009.8 2009.8 2009.8 New Heart ministries offers Evangelistic mu-

sic outreach and music worship training confer-

ence. 

● 2009.9 2009.9 2009.9 2009.9 Reverend Xiaoji Rao and his wife host a spe-

cial conference on hermeneutics and the inductive 

bible study method in total 10 sessions. 

● 2009.102009.102009.102009.10 Leadership joint by their spouse and chil-

dren held one day retreat. Theme is discover the 

personality of a church. 

● 2010.4 2010.4 2010.4 2010.4 Celebration of OCECC    10 year Anniversary: 

Theme is to “Inherit from, persevere in, and pass on” 

during 16-18. Rev Yujian Hong, a former advisory 

pastor, is special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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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od's grace in his working his will through prayers and donations from OCECC members 

and friends, a team of 12 people representing OCECC were able to share friendship, fellowship, and 

mercy Ministry wi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en they traveled to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summer 

2009.  The theme of the STM trip was, "Seeing the Face of Our Father", based on John 12.  There 

were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concerns over H1N1, and a change of venue in the earthquake re-

lief areas because of authorities concerns over the presence of foreigners.  However, by God's grace, 

the team prevailed, and were able to accomplish their objectives in a Panda protected preserve area 

in the Qinling mountains. 

 The team visited high schools and middle schools in Ningshan, Jiankou, and Ankang, and 

camps were conducted for over 600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team also represented OCECC in 

visits resulting from scholarships distributed to impoverished teachers and students.  Many were 

prayed for and encouraged.  The team exchanged tears, smiles, and received a very welcome recep-

tion from those who were very appreciative of the support of the church.  The school principal of 

one of the school districts, as well a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expressed their appreciation and thanks 

for the impact the team had on the school and people's lives.  A copy of that letter is included with 

this report.  The team was also blessed to see what God was doing through their presence working 

with staff.  There was a report that someone who had only studied the Bible on CD before, through 

better understanding from a member of the team finally received Christ.  The team looks forward, 

with prayer and expectancy to what God can do through future STM teams. 

——English Pastor, Craig Daugh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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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hard to believe ten years have gone by.  

We had recently returned to the US after living 

in Asia for five years.  A new church was start-

ing, first meeting at Covenant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then at Downey Church’s gym.  A 

Friday night program provided Bible study for 

all ages. 

My husband enjoyed becoming the teacher 

of students who wished to improve their  Eng-

lish using the Bible.    I enjoyed sharing hospital-

ity by meeting with the wives or inviting stu-

dents over for dinner to introduce them to 

American cuisine or to celebrate holidays.  Soon, 

we were challenged to ask our children to also 

help out as well.  Our daughter and son were in 

high school when they were asked to consider 

helping with the children and middle school 

youth.   They were just a few years older, but 

they decided to help.  As a family, we would 

drive to the church together, and then separate 

into our different classes.  At the end of the eve-

ning, our son would help teach the younger 

boys how to play basketball and some of the 

girls would join in as well.  We got home late 

each week, but we all enjoyed the weekly time 

helping others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better.  

The basketball time was an extra bonus! 

The young people loved our children, their 

teachers.  They were only slightly older so they 

could relate well to them.  Also, having lived 

both overseas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chil-

dren could relate to some of the issues these 

children had as they struggled to relate to their 

parents who were born overseas, while still de-

fining their own emerging identity.  God used 

this time to develop a church body spiritually.  

Both the students (children) and the teachers 

(our children) grew in their relationships to God.  

Our children learned to be role models– that 

people, very impressionable young people, 

were observing their attitudes and actions.  

Now, many of these young people are in col-

lege themselves. 

My husband and I also developed spiritually 

as we learned to explain and defend our faith to 

people who had little or no prior experience 

knowing about God or Jesus Christ.  It was 

enlightening to us to realize that we had to start 

at ground zero.  In America, most people you 

encounter have som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God.  However, this was not always true and 

for those returning to China, there was no com-

pelling reason for them to believe or want to 

have Christianity.  God blessed our efforts be-

yond anything we could imagine or think. 

We will always have fond memories of our 

time with OCECC.  It has been exciting to see 

the church grow numerically and spiritually.  

Not too long ago, God miraculously provided 

this small body His blessings as we leaped in 

faith to believe He could provide us with a won-

derfully located building and the funds to pur-

chase it.  It was a huge step of faith and there 

were many obstacles, humanly speaking.  But, 

God gave us favor to be the ones who were al-

lowed to purchase this 

prime property.  God has 

been so good to us, and we 

all look forward to watch 

how God will bless this body 

in the next 10, 25, and 50 

years! 

Remembering God's Blessings to OCECC and our Family 

Evelyn Lechl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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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e years have flown by! I remember 

when the children from youth group were in 

middle school, but they are now attending col-

lege.  The years while teaching at OCECC were 

filled with every adjective imaginable, as I truly 

got a chance to grow in Christ with these chil-

dren. There were questions, struggles, and chal-

lenges, but with the Lord’s help, we were able 

to sift through His Words and find His answers 

for our lives.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the youth 

wanted to go through Revelation verse-by-

verse, which was an amazing study for various 

reasons in our current day. I remember how 

these students were not just that, but also 

friends and in my mind – family. Each one of 

these children in youth became what I had al-

ways wanted – a little sister or a little brother.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experiences of watching 

these kids grow into amazing men and women, 

as I see them now in college being a light in this 

world of darkness. God has truly blessed me to 

be a part of such a special ministry at OCECC, 

and for that – I am truly thankful to Him, the 

church, and each of the children brought into 

my life during that time. 

Jonathan Lechliter 

*   Jonathan was our youth  

coworker from 2002 to 2006. 

What a privilege it has been to share in the 

many blessings of working alongside my 

OCECC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all these 

years. From its beginnings as a small group in a 

gym to the thriving church body in their own 

chapel it has become, OCECC has always held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since the first night I 

taught the youth I’ve come to dearly love. 

I am beyond proud of the numerous ways I 

have seen each of the youth being trans-

formed—in Christ and with one another. I appre-

ciate all the years of not only being able to 

teach and mentor these precious youth, but 

also learning and being ministered to myself. 

Whether we were learning a Bible lesson to-

gether in a room full of short attention span 

middle schoolers or trekking into uncharted ter-

ritories sharing God’s love to a rural town in 

China, our time together over the years has not 

been without challenges, but I would not trade 

a single memory experienced. We’ve learned 

together, laughed together, cried together and 

now move forward together. Be it together geo-

graphically or in spirit as our lives take us in vari-

ous directions, we are always joined with our 

common love for our Savior God. 

As I watch my OCECC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pursue God’s passions as their own, I 

can’t also help but be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of OCECC and its ministries. Applying Biblical 

principles into all areas of their lives for all those 

God places in their path, what testimonies our 

young people are living!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y are significant to the future of OCECC. So 

now, at ten years and counting, I look forward 

to sharing together in the joys of witnessing 

God’s work in and through each OCECC mem-

ber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Jennifer Lechliter 

*  Jennifer was our youth coworker from 2002 to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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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福音教会收到一项标为”Chinese Students in 

Need”的匿名捐款共计 $1100，并由教会肢体方舟团契负责

这批款项的分发以及对需要资助同学的关怀和福音工作。在

教会成立10周年之际，方舟团契全体同工向这位高尚的捐助

者致以由衷的敬意，并将这笔款项资助过的所有同学的诚挚

谢意传达给他（她）。以下便是这笔款项资助过的同学情况

以及他们的感谢信： 

“离开奥兰多已经数月有余， Los Alamos新的人文风貌令我兴奋不已， 理想的工作环境让我忙碌辛苦

却快乐着， 我甚至时常怀这一切的真实性。 但我清醒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方舟团契以及福音教会众多兄弟

姐妹在我那段非常时期给予我的非常帮助。 

 我真心地感谢那些为我提供经济资助的人，他们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让我一次次渡过车贷和房租的危

机；让我能够顺利及时地办理工卡为按时就业扫除障碍；让我能够及时医治因车祸造成的病痛从而以健康饱

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新的工作。 

我同时也要感谢那些给予我精神鼓励与支持的兄弟姐妹，他们让我在那个几近绝望的环境中，变得坚强

勇敢，最终冲出困境，开始崭新的生活。 

我更要感恩于神的大能与慈爱，这段非常的经历让我对教会、基督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在属灵的道路

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感谢赞美主！ 

                                       -------这位北京籍的同学在毕业之后找工作遇到了极大的

困难。除了这笔款项，教会的兄弟姐妹也给了她很大的经济资助。在神的护佑下，她已经找到了一份很好的

工作，并已经在方舟决志信主。 

“Dear Scholarship Donor,  
As a student who received your donati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eat and sincere ap-
preciation for your generous support and commitment. 
I am honored to be one of the recipients of your donation, and I am also gla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rite this thank you letter. As other Chinese students, I worked and stud-
ied hard to make a life, the scholarship have lightened my financial burden which allows 
me to concentrate more of my time for studying. Now I graduated from UCF with Master’s 
degre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Dec 2009, GPA 3.80. In the process of my career devel-
opment, the scholarship will inspire me to help others, as you have helped me. 
Thanks again for your generosity and support. 
Sincerely, 
Hui He” 
 
                                        

                                       --------这位福建籍的同学已于09年12月刚刚毕业。在她

UCF的学习生活中，一直很艰苦的打着工，为了支付她的学费，她向亲人不断借钱。现在她已经找到工

作，一切都还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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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有心人，  

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是我完全能感到您那双温暖的援助之手。 您不但在财政上资助了我， 更重要的是给予

我勇气继续向前， 提醒我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  

三年多的美国求学路过得很漫长。为了支付生活费和学费， 我总是不断地努力工作。有时候， 一个人兼三份

工作， 睡三四个小时。 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苦， 因为我最爱的家人教会了我坚强乐观。教会的朋友也总是给我

祈祷， 我深信上帝总是在仁慈地照看着我。 凭着认真的态度， 我的成绩一向都很好， 学校也因此给我免除

了部分的学费。  

但是， 路并不是如此的平坦。 美国金融风暴，学校的财政收紧， 我的奖学金一下子就给撤消了。 高额的学

费， 我该怎样筹集呢？ 我焦急了， 迷茫了， 灰心了， 甚至是觉得愤愤不平了。 我想， 为什么上帝如此的

不公平，为什么他要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努力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王松的电话， “我们教会知道你经济上有一定的困难， 我们这里有一笔小小的资

助，希望能给你带来一点帮助。”这简直就是天掉下来的资助： 我不认识王松， 我也没有去过他的教会。 但

是， 我知道， 上帝是通过您的资助向我说，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离弃你。 ” 

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在教堂里听过的一个小故事： 一天， 上帝和一个人走在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上。 茫茫的

沙海上留下了两对深深的足印。 大半天过去了， 那人突然发觉沙上只留下了一对足印， 他正在埋怨上帝悄然

地离他而去， 去猛然发觉其实上帝正背着他向前走。 

谢谢您， 是您提醒了我在美国还有关心我的人和那仁慈的上帝； 是您给予了我继续向前的动力， 是您在我心

里播上了一颗向善的种子。                                   

此致，   

                     小云                                                        2010年2月10日”   

 

 ----------这位广东籍的同学暂时也没有学校的奖学金，同时在校内校外共打三份工，经常每

天只睡三四个小时，非常劳累。她国内的家里母亲生着病，父亲的工资也很低，同时还有一个年

少的妹妹。她以前曾去过美国浸信会教堂，最近也常来我们这里。 

“在我们最困难无住的时候，得到了你们的无私帮助。新的一年到了，我们全家祝远在美国的你们春节快乐，万事

顺利，也希望奥兰多福音教会越办越好。期待早日与你们相聚。” 

------------这位江西籍同学和他的家人也来过我们教会。他在来UCF不久后因精神失常住进了医

院。教会的兄弟姐妹都在一直探望他，照料他从国内来探访的家人。目前这位同学已经完全康复，回

国修整。新年时候从国内捎来问候。 

还有一位上海籍的同学也没有奖学金，她国内的父亲刚刚因车祸失去了工作能力。她也是这笔款项的资助对象之

一。看到这些同学的信，心里很是感动，没想到在我们身边的同学们还有这样多的困难，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有心

人能在这关键的时候帮助他们。我们真诚的祷告神能够保守这些同学的学习生活，让他们早日毕业早日找到工作，

也让他们能够认识主，信靠主，在艰苦的生活中不至绝望。最后也要感谢方舟同工们在这件事上付出的辛劳与恒切

的祷告，他们是刘权（领导）熊雨昕（关怀）王松（联络）王闽，关晓涛，阎彬彬（关怀）。 

方舟团契                        

2010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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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第一届学生团契在祷告中诞生 

2001年教会按立首批执事 

2005年按立牧师 

2009年按立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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