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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謝謝誌誌  
 

 

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寶座的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啓示錄 5：13 
 

 

 

 

 
 

 

建堂委員會 
（由左至右） 

梁學海、郭志勇、黃雲芳、林大衛牧師、莊宗珮、 

張惠潔、杜榮啟、邢灼（暫代江小寧）、李泉（主席） 

 

 

 

 

 

 

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 

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 

林後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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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歷史史回回顧顧  
 

年度 大事紀 聚會處 

1990之前 賓州州大查經班 St. Joh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Albright Bethun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9/1990 磐石宣道會成立 

傳道人：吳聲桐 

週日： 

State College C&MA Church 

週五： 

St. Joh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主日崇拜由下午改

至早上 

週日/週五： 

St. Joh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1998 主日崇拜由早上改

至下午 

週日： 

State College C&MA Church 

週五：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1/1999 林大衛牧師牧會 週日： 

State College C&MA Church 

週五：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2000 下午聚會 週日/週五： 

Christ Community Church 

4/2003 上午聚會 週日/週五： 

State College Christian Church 

9/2005 建/購堂籌備中 週日： 

State College Christian Church 

週五： 

Nittany Valley Charter School 

5/2006 正式買下 State 

College Christian 

Church 

週日/週五： 

State Colleg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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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歷史手札及鏡頭 

 

 
 

2/1988手繪週報（雙面） 

 

 

   
 

10/30/1987 聚會參與者簽名頁   5/9/1987 特別聚會手繪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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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right Bethun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9/23/1995 張超弟兄胡宇紅姊妹婚禮            每週五晚的愛宴 

 

＊State College C&MA Church 

 
11/23/1997 曾永輝牧師來訪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2/26/2000 張以平弟兄韓健姊妹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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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Community Church 

 
5/29/2000 蔡輝耀弟兄賈麗麗姊妹婚禮 

 

＊State College Christian Church 

 
2006 週五團契送舊 

 

＊State Colleg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6/11/2006 牧師、師母和 Jon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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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從尼尼希希米米記記看看建建堂堂的的路路  
 

林大衛牧師 ﹝6/4講台資訊﹞ 
 

感謝神，六月十八日教會將有獻堂

感恩禮拜，我想帶領大家從尼希米的建

牆過程，回顧我們建堂的路。 

 

看見建堂的需要 

 為何尼希米需要建造城牆？從第一

章一到四節得知他看到需要。我們為什

麼要建堂？因為神讓我們看見需要。需

要和想要不一樣，想要不一定是需要。

我的二女兒小時候有時會這樣說：“我

需要一顆糖果。”我們就告訴她：“妳

不是需要一顆糖果，妳是想要一顆糖

果。”這是不是只適用在小孩？不，這

也適用在大人身上。請想想我們生活中

擁有的東西，有那些是你想要的，有那

些是你真正需要的？我們可以想要很多

東西，一輛新車，一個大房子，…。當

然我不是說不能有這些東西，現在社會

物質很豐富，大部分的人都擁有多餘的

東西，比需要還多的東西。但我們要分

別什麼是需要，什麼是想要，你想要的

不一定是你需要的。我們要先認清什麼

是需要的，因為需要的東西，神有應許

要供應。耶穌應許說：“我就是生命的

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

遠不渴。”啟示錄二十二章十七節說：

“…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

白取生命的水喝。”這些應許是針對需

要的東西，你需要的東西，到祂那裡，

祂一定可以滿足。 

 

 

 

尋找合適的地點 

 因著神的恩典教會逐漸成長，同工

們越來越看見建堂的需要。接下來就進

入下個階段─調查尋找，就好像尼希米

記第二章十一到十七節所描述的。找地

的階段回想起來是很有意思的過程，就

在同工會決定要進行建堂的隔一天，我

開車繞了 State College一圈，看見每個

較大的房子，我都可以想像如何把它改

造成教堂。記得第一次我們決定進行看

一個房子，希望能把房子改成教堂。我

們聯絡區會派人來幫助評估，之後他們

給的建議是：第一，這個房子太小，不

合適；第二，我們的錢太少，希望我們

再等。我聽了之後，心裡很不舒服（我

很少有這樣的情緒），回家後向師母抱怨

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我有一位很有錢

的爸爸嗎？”我指的是我們天上的父

親。當時建堂基金約只有兩萬多，現實

上看起來我們真的還沒預備好建堂。可

是我們找地買堂的工作並未停止，為什

麼？我問自己，我應看什麼為優先？事

工的需要，還是錢？我相信，在祂沒有

缺乏。你可以說你沒有錢，但不能說神

沒有錢。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當我們遇

見難處時，我們可以說我們有缺乏，但

在神那裡沒有缺乏。願這個堂提醒我

們，神是豐富的神，神可以供應我們一

切的需要。 

 

神要我們做的本分 

 神要我們盡上自己的本分，然後看

神怎樣工作。尼希米記第三章有一幅很

美的圖畫，就是各人擺上自己可以擺上

的部分。我們做我們的部分，神會做祂

的部分。在建堂過程中，當我肯定神的

心意是要我們建堂，但是看到我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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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時，我的心情其實是很興奮的，為

什麼？因為我知道這個時刻神蹟要出現

了！你說會不會興奮？當然有時不容

易，記得開始時，同工們還不太有信心。

我在同工會問：“你覺得是時候嗎？”

開始的結論是有需要，但還不是時候，

因為建堂基金只有兩、三萬元。我再挑

戰說，是看需要，還是看錢？如果是看

需要，那現在是不是時候？我感覺同工

們還是有點遲疑，因為實在沒錢。我要

大家記得一件事，做神的工作和做人的

工作不一樣；做神的工作要靠神的力

量，如果你所有的計畫和異象都可以用

你自己的能力完成時，那你不需要神的

力量。幾個月前夏曉輝車禍事件，大家

應該還記得。我聽見兩個醫生對曉輝的

狀況有很不一樣的反應，令我印象很深

刻。其中一個醫生說；“沒有希望了”，

要家屬同意拔掉呼吸器。另一個基督徒

醫生說：“我行醫十幾年來，沒有看過

這麼嚴重的病例，在人來看是沒有希

望，但是你們繼續禱告吧，若是神的心

意，神可以行神蹟叫她起來。”對不認

識神的人來說，當你絕望時，就是絕望

了。但對認識神的人來說，在人絕望的

情況，在主裡你還可以有盼望。 

 

困難 

 尼希米記四到六章講到尼希米遇到

的問題，各樣的問題，裡面的和外面的

問題。照神的心意行不是就不會遇到問

題。在建堂的過程中，我曾聽見一些牧

師告訴我，很多教會因為建堂產生許多

問題，甚至分裂。就連房間要漆什麼顏

色，都可以吵！許多牧師在建堂完成

後，就離開了，因為壓力太大。感謝神，

在我們建堂過程中沒有遇見太多的問

題，我想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同工

的合一；有時候我走的太快了，同工們

會拉我一把；有時同工們會有不一樣的

看法，但有一件事我想我們沒有失去

的，那就是合一。同工們曾經立了心志，

我們不會因為不一樣的意見影響我們的

合一，因為我們在主裡本是一家人。我

們教會過去能一步步成長，很重要的一

個因素就是合一。我知道若有一天我們

不合一了，那就是教會走下坡的開始。

合一，你與弟兄姊妹有合一嗎？願我們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另一個我們沒有遇到太多問題的重

要原因是我們有許多人獻上禱告，神聽

我們的禱告。當回顧整個過程時，你會

感嘆神的作為，祂怎樣使我們從沒有人

手到有人手，從沒有錢到有錢，從沒有

信心到有信心。在這當中，禱告使我們

經歷神的工作及保守。感謝神，不斷興

起更多的弟兄姊妹參與禱告的事奉，願

我們每一個服事都由禱告開始，教會成

為禱告的教會。 

 

建堂完成 

 尼希米記七章一到三節提到城牆修

完，尼希米派定人手照管耶路撒冷。感

謝神，我們現在就在這個階段，買堂了，

建堂就結束了嗎？不是的，這是另一階

段的開始。最近聽到有許多弟兄姊妹響

應參與管堂事工，報名除草，整理花圃，

幫助設立圖書室…，感謝神，我們有好

的開始。我願意提醒弟兄姊妹，管理神

給我們的教堂是我們的責任，但別忘記

我們的使命是建造教會、傳揚福音，在

教會中彼此相愛，並把神的愛帶給別

人。願我們有了這堂之後，讓我們經歷

神更多的恩典，並述說神更多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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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國國友友人人的的祝祝福福  
 

Cathy & Ben Bidelspach 

（賓州州大友愛中華同工 China 

Outreach Ministry Staff at PSU） 

 

It has been our privilege and joy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State Colleg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inking back to 1997 when we 

taught the first Vacation Bible School, it 

seems like such a long time ago. We had 

two classes with less than 20 children. 

Ben & I taught all of the children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6th grade and there 

was another class for the little ones. I 

really don't know how much they 

understood, but they seemed to enjoy it. 

This year you will be planning for at least 

40 children and will probably have almost 

that many helpers. God has blessed the 

church bringing many who have open 

hearts to learn and grow. It is wonderful to 

watch so many helping in every way from 

preparing food and setting up chairs to 

helping people move and bringing others 

to church.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setting a good example through their 

service and sacrificial giving.  

One of our joys is witnessing the 

baptisms and hearing their testimonies, 

but what brings us the greatest satisfaction 

is knowing that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sharing their faith and helping others 

come closer to God. The Holy Spirit is 

multiplying what we can do through you.  

God is doing a great thing among the 

Chinese here in State College. We are so 

thankful to be partnering with you. Over 

the years the Chinese Church has met in 

several different locations, but now you 

have your own building! May God richly 

bless you as you continue to reach out to 

the students, visiting scholars, 

professionals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State College area. May we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His kingdom and 

bring Him honor and glory. 

 



10 
 

我我們們的的““家家””  
 

杜榮啟 
 

1989年秋天，惠潔和我來到 Penn 

State開始研究所的學習，記得當時的第

一個週五傍晚兩個人帶著聖經到了

Beaver Ave.和 S. Burrow St.轉角口的 St. 

Joh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找查經

班。當時的查經班已有四、五十人聚會，

分為三、四組查經，當時的聚會都是在

教會的地下室進行，對於樓上的會堂並

不是很熟悉。後來聽早一點來的弟兄姊

妹說查經班已在那個會堂聚會有一段時

日了。由於沒有教會和牧師，遇到有弟

兄姊妹要受洗時，我們就借用 Calvary 

Baptist Church 的浸池，並邀請當時還在

使者協會事奉的蘇文峰牧師會來到我們

當中施浸。 

過了一年，查經班開始商討要成立

教會，幾經開會討論後，決定加入宣道

會，教會在 1990年九月開始了第一次的

主日崇拜，當時我們主日崇拜的地點是

現今的 Christ Community Church 

(Norma Street) ，當時該會堂還是 State 

College C&MA Church 的會堂，主日崇

拜在下午舉行，週五仍維持在 St. Joh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聚會。教會剛開

始，經費總是一大挑戰，當時 State 

College C&MA Church 並沒有收任何租

金，美國教會中還有弟兄姊妹為我們奉

獻金錢支援我們。 

過了沒有多久的時間，St. Joh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主動向我們提

出共同使用他們會堂的提議，從那時開

始，我們在該會堂有了牧師自己的辦公

室，主日崇拜也從下午改成上午九點舉

行(對大多為研究生的弟兄姊妹而言，一

早聚會成為很大的挑戰)，我們一直使用

該會堂到 1997年底。在這段期間，我們

曾嘗試過在週五查經前，由弟兄姊妹輪

流在教會預備晚餐，大家在查經前一起

用餐，飯後有人收拾場地，有人洗碗，

無形中倒是增添了弟兄姊妹的團契。這

個會堂離校園很近，很多住校的弟兄姊

妹只要步行就能來聚會，是很方便的一

個場地。滕近輝牧師仍是宣道會華聯主

席時，也曾到過這個教會分享。後來美

國教會因為會眾變遷的緣故，教會的名

稱從 St. John United Methodist Church改

成 Albright Bethun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如果您有機會經過該處，您還

會看到這個磐石教會到目前為止，使用

最久的教堂仍在原處。 

1998年起，由於一些因素我們的主

日崇拜又回到 State College C&MA 

Church 舉行，這時的崇拜必須在下午舉

行。至於週五的查經，我們則商洽借用

在 Blue Course 的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播道會)進行。在租借的過程

中，我們深受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的

態度所感動，當我們詢問租金時，他們

告訴我們，他們教會有一個原則，如果

是基督徒的團體借用他們的會堂聚會，

他們不收取任何費用，我還記得當時還

有一個韓國教會也借用他們的場地。他

們當時的建堂其實還沒有完全完工，在

他們的牆上還有他們第二階段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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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為神國的肢體所擺出的愛心，是

令人感動也值得我們學習的。這些年

來，屢次經過該教會時，也看見他們的

第二階段建堂也完成了，相信神在天上

必向他們說，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到了 2000年夏天，State College 

C&MA Church 有了他們自己的新會

堂，原來在 Norma St. 的會堂賣給了

Christ Community Church，我們也將週

日和週五聚會的場地合併在 Christ 

Community Church 舉行。一直到 2003

年的四月，由於有機會將主日崇拜從下

午改成上午舉行，我們就將聚會的場地

改到現在的會堂。爾後開始建堂的經

過，多半弟兄姊妹都約略熟悉其中的經

過，就不在此重述。 

回顧過去這將近十六年的時光，我

們的教會在許多教堂建築中留下了歡

笑、眼淚，處處都有他同在的恩典痕跡，

我們也見證了許多人生命的改變與更

新，我們這個屬靈的身體也好似漸漸成

長，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如今我們就

像要邁入成年的一個教會，願神藉著我

們建堂的過程，讓我們一同數算祂在我

們中間所行的奇事和眾教會為我們所擺

上的愛心，也願我們立定心志，讓我們

每個跟隨主的門徒都願更像恩主，使我

們的身體成為神的居所，合乎主用。願

祂的名得著稱頌，直到永遠。 

建建堂堂感感言言    
 

陳偉凡 
 

每逢穿梭於 downtown的 Beaver Ave.

上，經過那處我們教會十年前租用作為

聚會之用的教堂時，常將我的思緒拉回

到教會當時的景況；當時人數並不多，

最令人回味無窮的，莫過於每周五晚上

的團契愛宴，對當時剛到異鄉求學的單

身漢而言，每週能吃一頓熱騰騰的家鄉

菜，也算聊解思鄉之苦！十年了，神竟

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堂，在這

裡為著華人的學生學者，繼續使用我們

準備熱騰騰飯食，及提供各樣生活及屬

靈上的需要，主耶穌說：“我就是生命

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

的，永遠不渴。”（約 6:35）感謝主! 

還記得剛接手新堂的那個星期，宗

珮與我也許是太過興奮，每天總想去看

看走走，即使是撿撿草坪的垃圾，都令

人欣喜興奮，感覺有自己的家真好! 

回顧過去這些年間的教會遷移史，

神似乎磨練我們有一個能隨遇而安的性

格，時間一久彷彿對四處寄居的生活也

習以為常，如此的聚會方式亦有其輕省

的一面；幾年前當時的司庫同工靜如提

起要為買/建堂的事工籌備及禱告時，我

心中其實滿有不安，且是少數持保留態

度的同工之一，當時雖然因為怕澆大夥

兒冷水，不願真實的表達意見，但如今

靠神憐憫，真真實實讓我們親身驗證祂

的話，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新堂買了，接下來是更多的責任及

福音事工的託付，願上帝繼續使用我們

復興祂自己的教會，天天加添得救的人

數，榮耀歸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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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堂的禱告     

 

陳郁美師母 
 

就在教會完成買堂手續之後不久，

有一日在靈修時，讀到詩篇第八十篇第

八節：“你從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樹，趕

出外邦人，把這樹栽上。你在這樹根前

預備了地方，它就深深紮根，爬滿了

地。”在經文旁邊看見我以前讀這段經

文時所寫下的一個禱告：“求主為教會

預備地方，使教會能深深紮根，領許多

在這城裡的華人蒙福。”這個禱告的日

期是 2001 年 1 月 29 日。已記不清楚當

時建堂是在哪個階段，也許是剛剛開

始，如今再讀這段經文，我的心裡充滿

感恩，神垂聽禱告，為我們教會預備地

方。當我繼續讀到十四、十五節：“萬

軍之神啊，求祢回轉，從天上垂看，眷

顧這葡萄樹，保護祢右手所栽的和祢為

自己所堅固的枝子。”我在旁邊寫下另一

個禱告：“主啊，願祢眷顧教會，保護

教會，堅固教會。”感謝主，我深信祂要

繼續垂聽禱告，祂是信實的主。 

感謝主帶領我們一家於 1999年來到

磐石教會事奉，來的時候大女兒 Hannah

五歲半，二女兒 Charis 三歲半，當時絕

對沒想到還會有小 Johnny。很多人從大

城市搬來 State College都不太習慣小城

的生活﹝至少在吃的方面﹞，但我們很

喜歡這裡，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知道

是神引導我們到這地方服事祂。與祂同

行使我生活得力，生命滿足。七年半在

教會服事，體會神許多的恩典，祂不斷

的教導我要更深與祂同行，提醒我將眼

目更完全放在祂身上。許多的經歷使我

明白何時我眼目轉向自己或轉向人、事

時，我就軟弱灰心了；但當我轉向主時，

祂就成為我的力量我的智慧我的盼望及

我的安慰。 

回想建堂整個過程，其實也是一段

學習與主同行的過程。在最開始的時

候，當時的司庫靜如姊妹帶我們同工一

起去看了在 Science Park Road 的一塊

地，地點很好，但當被告知興建的建築

費用會超過百萬美元時，我們的建堂計

畫就暫時‘凍結’了，因為當時建堂基

金只有兩萬元左右，我們實在沒有足夠

的信心。感謝主，祂興起環境鍛鍊我們

的信心。兩年之後，在 2003年，因原來

租用的教會租金一再上漲，使我們不得

不再舉起我們的心仰望主在建堂的事上

帶領我們。就如同牧師所說，當我們看

見需要，就要相信神必供應。在禱告中，

不斷求主加添信心，幫助我們不憑眼

見，只憑主的信實。去年十一月，在我

們同工已決定要買堂，但為金錢的需要

還有擔憂時，我曾記下這樣的禱告：“主

啊！求祢興起祢的兒女，願意同心仰望

主，學習捨己擺上，…求主給我們有寡

婦奉獻兩塊錢的心志，並相信獻上給主

的，主要加倍祝福。願建堂事工成為主

復興我們的管道。” 

感謝主，透過建堂，祂引導我們一

路與祂同行，每一個決定祂都保守，引

領我們不失腳。感謝主，透過建堂，祂

叫我們的信心也更加成長，在祂沒有難

成的事，祂的心意必成就。願神在列王

記上九章三節對所羅門的應許也成就在

我們教會中：“你向我禱告祈求的，我

都應允了。我已將你所建的這殿分別為

聖，使我的名永遠在其中，我的眼我的

心也必常在那裡。”哈利路亞！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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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們們心心中中的的教教堂堂  
 

顧蓮珍、梁學海 

 
 五年前的一個春天，我們剛從繁華

喧鬧的洛杉磯，搬遷到美麗安靜的 State 

College，在一間出租的房子裡安家，因

為需要添置一些新的日用品，一位鄰居

告訴我們，你們應該到 Wal-Mart去買，

從這裡開車沿著 Easterly Parkway，再轉

向 College Ave. 向東就到了，那是一個

春光明媚的早晨，我們從住地開車 2-3

分鐘後，一個右轉彎，來到了鄰居所說

的 Easterly Parkway，立刻被眼前美麗的

景色迷著了。經過一個造型特別的小學

之後，我們的右手邊，在碧藍的天空和

燦爛的春天陽光之下，出現了一座典雅

美麗的教堂，簡樸的路牌上寫著：“State 

College Christian Church”。這是一座不

很高大的禮堂式建築，紅色的磚牆上覆

蓋著容易排水的斜屋頂，在屋頂的高

處，豎立著一個莊嚴的白尖塔，沒有任

何多餘的結構，沒有豪華奢侈的裝飾，

顯得是那樣的簡潔明快，古樸典雅，路

邊的綠草坪之中，兩排不知名的樹上，

開著白色黃色和紫色的花，再往後是一

棟接一棟的住宅樓和民房，這座簡樸典

雅的教堂，就處在普通民房環境之中，

就如同我們救主耶穌成為普通人，來到

了萬民之中一樣，我們的心深深地被這

座教堂所吸引，以後每次開車經過，都

會不由自主的放慢速度，懷著讚美和崇

敬的心情，一次又一次地瞻仰這座美好

的教堂，我們多希望，將來有一天，可

以親自來到這座教堂，向我們的神獻上

讚美和敬拜。 

 

我們實在沒有想到，全能的神作了

奇妙的安排，約兩年之後，由於許多原

因，我們不能繼續租用原來的教堂作主

日崇拜，轉向租用在 Easterly Parkway

的這座教堂，使我們實現了在這裡作禮

拜的願望，我們發現這座教堂的內部和

它的外型一樣，是那樣的典雅莊嚴神聖

和溫馨，在教堂裡，我們的心充滿了安

寧和喜悅，我們的靈魂彷彿不斷地昇華

和純化，一批又一批的年輕學生和他們

的父母，在這裡認識了主，受洗成為神

的兒女。 

我們更加萬萬想不到的是，又過了

三年之後，神作了更加奇妙的安排，讓

磐石宣道會買下了這座我們心中嚮往已

久的教堂，使我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聚

會地點，第一次在自己的教堂裡敬拜

神，在歷時兩年的建堂買賣醞釀過程

中，弟兄姊妹們對比了不同的方案，最

後發現神讓我們買下了現在的教堂，實

在是最好的選擇，最好的方案！我們不

由地從內心發出由衷的讚美和感激，神

總是把最美好的事，賜給祂的兒女，我

們的磐石宣道會，實在是蒙神祝福的教

會。 

在 State College這座美麗的小城，將

會有一座命名為磐石宣道會的教堂，這

是我們心中的教堂，將會永遠地留在我

們的心裡。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弗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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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寫在在獻獻堂堂前前夕夕  
  

莊宗珮 

 
 為我們能從四處搬遷至今穩定於晨

間聚會感謝主，為我們從初期的查經班

至今過百人的教會感謝主，為我們過去

眾弟兄姐妹的全心擺上感謝主，為神在

State College興起同工合一服事來感謝

主，為我們能有機會參與神國的事工來

感謝主，為神親自替磐石宣道會預備建

築來感謝主! 

State College是個特別的小城，依著

賓州州立大學而存在，雖然偏僻但離大

都市半天之內也能到；居民約八萬人；

對 1998年秋從紐約搬到這兒的我而

言，不但悶得慌，對先生常去的“教會”

也諸多疑慮，即使如此，我還是跟著偉

凡每週到教會報到；但神極恩待我，林

牧師一家剛好是從 1999年一月開始在

磐石服事，湊巧和我們住同一棟公寓，

因此互動頻繁，每每有疑惑或難處時，

我知道找誰求告，不但奠定了信仰的根

基，也於 1999 年底受洗；當時曾聽說，

教會的存款只夠支付牧師三年的薪資，

屆時財務若有困難，也不得不請牧師另

覓高就；感謝主，七年半後的今天，牧

師仍在此服事，並有了專屬的辦公室。 

State College是個特別的小城，流動

率極高，每年學生，博士後，訪問學者。

來來去去，送舊迎新不曾停止，鮮少有

人能在此找到工作，牧師和同工們常自

娛，心臟要很強，並將磐石視為苗圃，

種子在這兒生根發芽茁壯，但終究會去

別處服事；記得數年前的一個夏天，當

時教會人數大概八九十人左右，暑假一

過完，大大小小離開了約四十位！但感

謝主，祂的恩典從沒有離開過，教會持

續長大，守候這裡的華人事工。 

State College是個特別的小城，曾有

弟兄打趣說，磐石的兩大盛產非

“Ph.D.”和“Baby”莫屬；在這兒，遇到

的人總會與 Ph.D.扯上關係；而近年來，

源源不絕的新生嬰兒把教會的平均年齡

拉低不少；磐石的特殊團契，一方面弟

兄們藉著搬家聯絡情感，另一方面姊妹

們透過坐月子互相幫助；感謝主，弟兄

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State College是個特別的小城，而磐

石更是個特別的教會；回顧以往 1998 年

時的建堂基金是 15,000 元。當時若有人

提及買堂或建堂的事，其他人的反應可

能是報以心照不宣的微笑；隨著牧師翻

著報紙帶著同工們到處看房子的過程，

是一次又一次的築夢，也是一次又一次

和現實妥協，直到宣道會東區區會在

2005年以低價將一塊滿是亂石和樹林的

地賣給磐石之後，才開始認真思考，是

否擁有堂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禱告？當時

擔任司庫的我曾至數家銀行洽詢貸款的

可能性，猶記行員看著我們每月仍有赤

字的財務報表，以滿是同情的心婉轉告

訴我，應該打消借錢的念頭時，我一度

也相信，神要我們再等候…因為神真是

要我們親身經歷祂的恩典。感謝主，至

2006年買堂前的建堂基金已達 20 萬，

弟兄姊妹的全心擺上，令人動容，唯有

神的工作能使人如此。 

是的，State College 是個特別的小

城，感謝讚美主，因為“祂是磐石，祂

的作為完全”（申 32:4），祂的名要在此

地被高舉，我們相信祂將要藉著磐石祝

福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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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神的的應應許許          
 

鄭懷平、張靜如 
（現居 Mississippi） 

 

我們為神在磐石宣道會的恩典與帶

領獻上感謝與稱頌。因為祂是信實的，

祂自己在祂眾兒女身上作感動人心、更

新生命的工作，藉著過去許多弟兄姊妹

的尋求、禱告、擺上時間精力、奉獻金

錢，今天磐石有了自己可以自由運用的

教堂，可以更方便地去推動各項事工、

傳揚福音。這叫我們看到神照祂自己的

應許：讓“我們曉得萬事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 

我們深信神“有的還要加給他” 

（太 13:12）的應許。相信當磐石的弟兄

姊妹持續不斷地在主耶穌的愛裏與神的

真道上生根建造時，神必照祂自己的應

許供應祂眾兒女的一切成長所需，將那

有祂自己形象、充滿真理、仁義、聖潔

的生命賜給眾人，叫磐石成為祂在這世

上美好的見證人。 

願所有磐石的弟兄姊妹都緊緊地抓

住神給我們、給教會的每一個應許，並

善盡每一個應許背後神要我們盡的責

任。我們就要看見神成就祂的應許，藉

著我們彰顯祂的榮耀。願一切頌讚、榮

耀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神並救主耶穌

基督，阿們。 

 

主主裡裡同同喜喜樂樂  
 

李家遠、謝粹芸 
（現居台灣） 

 

當接到教會要獻堂的消息時， 心中

的感激實在難以形容，也再次的讓大家

一同經歷上帝的恩典。想起在過去多年

來，弟兄姊妹們一起在不同的聚會場所

敬拜，從在市區的教會，搬到宣道會的

舊址，以及借用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等等，雖然有許多的不便之處，但是由

於大家的同心，即使有時會有那種沒有

根的感覺，可是大家仍然都能夠因神的

愛彼此堅立建造，讓我們很驕傲的能在

眾人面前高舉神的榮耀。 

雖然，當時很多的弟兄姊妹們，早

已離開 State College到各地工作，散居

於海內外，可是正好像是當年使徒們一

般，把神的恩典藉著我們一起傳出去。

昨天晚上還夢到和兆禎、榮啟、懷平們

在一起團契之景況，想著想著 一股暖意

就流入心中。 

讓我們繼續為主做工，也讓我們把

教會當作神的資產，更讓我們不要忘記

過去我們沒有教會時，其他外國教會的

慷慨幫助，讓我們的教會也同樣地成為

不但是華人的教會，更是所有人的聖

殿，所有人的祝福，願神祝福所有在 State 

College 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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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榮神神益益人人  
 

陳姚真 
（現居台灣） 

 

感謝神，磐石宣道會在 State College

終於有固定的落腳處了！接到弟兄姊妹

傳來的好消息，十分欣喜，也不禁回想

起 1994至 1997年在 Penn State讀書期

間，神帶領我到磐石宣道會這個屬靈的

家的點滴。 

能在 State College 遇見主、開始教會

生活，要特別感謝三位弟兄。1995 年中，

王兆禎弟兄在 Pattee Library 向我傳福

音，我開始到磐石參加主日崇拜。地點

在 Beaver Ave.的一間教會，當時會員人

數號稱五、六十人，但通常只有二、三

十位聚會，多數是台灣去的留學生。接

著 1996 年初，在陳世傑弟兄的邀請下，

我參加了每週五晚上在鄭懷平弟兄家的

慕道小組查經聚會，不但開啟了我屬靈

的眼界，更是享受弟兄姊妹的彼此服事

與扶持。同時，在神的話語中，我認識

了這位創造主；與弟兄姊妹的團契生活

中，我領受了從神而來的關懷與愛；更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體驗到神的同

在、安慰與教導，明白神實在是又真又

活的神。這項白白得來的恩典是我赴美

留學的最大收穫，至今每每思想親愛主

的救贖，都覺無比甘甜寶貴。 

磐石宣道會是個平凡、但特別蒙福

的教會。如美國許多大學城的學生教會

一般，每年有許多弟兄姊妹、慕道朋友

來到 Penn State，加入這個教會。留學生

來來去去，每年也有許多會友畢了業，

離開 State College，到人生的下一站。看

似聚散無常，歲月在迎新、送舊之中交

錯。但感謝神，許多弟兄姊妹不但在磐

石認識祂，更在神的話語上紮根、受裝

備，生命在真理上奠基、在服事中操練，

進而到下一站的工作職場與家庭中，傳

揚福音、服事主、服事人，靈命更加長

成。對照滕近輝牧師將磐石比喻為“苗

圃”般的教會，不禁體會到神對這個教會

的獨特使命，我們何其有幸，竟蒙神如

此大大賜福與使用。 

在磐石宣道會聚會期間，也曾經歷

諸多試煉。其中最大的衝擊莫過於傳道

人離開，到鎮上另一個教會服事。部分

弟兄姊妹也因著不同的異象、不同的使

命而離去，到不同的教會聚會。感謝神，

多年後回顧這個當時不明白，甚至令許

多弟兄姊妹感到錯愕、傷痛的事件，現

在終能瞭解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苦

難有時是化了妝的祝福的含意。正如保

羅所言“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

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

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

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

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

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

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弗

4:1-6）。這順服與合一不也正是我們目前

最需要學習的功課與活出來的生命嗎？ 

畢業八年多來，感謝神的恩待，使

我七度回到磐石，探望弟兄姊妹，向神

獻上感恩與讚美。每年都受到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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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的幫助與殷勤接待，實在非常感激

與感動。雖然聚會的地點幾經遷徙，但

每年都見證到神對磐石的祝福滿滿、恩

典夠用。多年來，祂不斷加添給我們忠

心敬虔的牧者、謙卑殷勤的同工、愛神

愛人的弟兄姊妹及飢渴慕義的慕道朋

友。如今神更賜下新堂，作為固定的聚

會地點，免去弟兄姊妹飄流在不同處所

聚會之辛勞，實在是莫大的恩典。暑假

將屆，盼望今年仍能再度回到磐石這個

充滿主愛的家，與主同工，與弟兄姊妹

一同團契、敬拜神，述說神的奇妙大能，

數算神的無盡恩典。 

今逢磐石宣道會邁入第十六個年頭

暨新堂奉獻佳禮，謹此為誌為賀。甚願

神賜福磐石，擴張牧者同工服事的境

界，常與弟兄姊妹同在，使磐石宣道會

在 State College 做光做鹽，使弟兄姊妹

更在世上各處見證神的榮耀。 

 

 

 

 

 

 

 

 

 

讚讚美美神神  
 

蕭蕙 
（現居台灣） 

 

期盼已久 

教會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會堂 

回想過去在 State College 的日子 

幾乎每天的生活都與教會息息相關 

所思所做也關乎這神家中的成員 

感謝神  

藉由家中弟兄姊妹彼此間 

各樣的團契 

及彼此相愛   彼此扶持 

並一起的服事 

為我暗淡的生命 

添上一筆又一筆的色彩 

主所賜豐盛生命的應許  愈加鮮明 

 

好想念在磐石的每個日子 

磐石   

我永遠屬靈的家 

我生命重造成長的故鄉 

回到台灣的我 

此刻  若  能身在 State College 

喜悅之情  必定  更無法言喻 

真的期盼  好久 好久 

在這獻堂之際    

祝福 

磐石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福杯滿溢    

天天靠主    

得勝有餘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磐石上 

隂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太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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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磐石石教教會會──我我的的伯伯特特利利  
 

湯開智 
（現居 Washington D.C.） 

 

去年三月間的一天下午四點多，我

最後一次把我的博士論文修改完，終於

結束了在 Penn State所有的學業。在即

將離開 State College 到 DC 前，我沒有

預約地跑到牧師家。牧師一家一直是很

好客的，我的出現對他們是很正常的一

次拜訪，但是對我來說，卻有非常不尋

常的意義：我意識到在我以後很長的日

子都不會常回來。牧師和我一起交談了

不到半個小時，最後我們一起禱告。然

後，我急急的回到車上，當天要回到

DC，第二天還要上班。不知什麽原因，

我的眼眶濕潤了，一種重重的離愁充滿

我，在我人生中很難有的一種依依不捨

的情感感染我。我一個人在車裏，默默

的向上帝禱告：“主啊，我感謝祢。感

謝祢把我帶到 State College，特別是帶到

磐石宣道會。主，這個地方對我來說就

象雅各生命中的伯特利，我在這裏第一

次遇見祢。主，這個地方對我來說也象

雅各在舅父拉班家度過的歲月，雖然有

過苦難和艱難的日子，當日子過了之

後，我在這裏學到很多重要的功課。主

啊，這個地方對我來說也象雅各生命中

的雅博渡口，我雖然失敗，甚至跌倒，

主祢依舊復興我，祝福我的全家，就像

祢曾經祝福以色列一樣。主啊，這個地

方是我的屬靈生命的娘家，在那裏有一

群弟兄姐妹，他們是我的家人，也是永

遠的家人。主啊，我何等感謝祢。” 

是的，磐石宣道會就是我的伯特

利。我來 State College之前接觸過基督

徒，知道他們是好人。來 State College

之後，爲了和基督徒交朋友來到教會。

我其時是很壞的人，我也不經常來教

會。偶爾來的時候，也多半是尋求幫助，

比如說要搭車，學習上有些問題之類。

那時候，老是麻煩佳甯，張超，和 Jim。

當他們邀請我和他們學習聖經的時候，

我就會和他們爭論，我會搬出從小學到

的無神論的一套來與他們理論。後來，

我也有機會多讀聖經，乾脆用聖經來和

他們爭論。譬如舊約聖經記載的上帝那

麽殘忍，祂創造的人類那麽不完全，每

次我都有很多的理由反對。 

記得有一個周五晚上，Jim帶我和幾

個中國人一起查經。那天，我們在查“大

洪水”這一段，我們開始讀大洪水之前

的經文。“當人在世上多起來，又生女

兒的時候，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

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爲妻。耶和華說：

‘人既屬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

裏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

年。’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神的

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

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創 6：1-4)”我當

時一連串的問題就來了：“神還有這麽

多兒子，竟然這麽不爭氣，一看到美色

就經不住誘惑，這絕對是神的創造有問

題，這位神也就有問題。”我當時準備好

了這個問題，甚至想好了怎麽用英語去

表達。但就在那個時候，有一個很強烈

的聲音在問我自己：你編的電腦程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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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向你問一個這樣的問題嗎？編程員，

你爲什麽寫我這個程式？我很清楚，我

每天寫的那些程式碼只知道按步就班地

完成我賦予它的任務，從來沒有向我提

出過這樣的問題；即使某一天，我的程

式提出這樣的問題，我也可以拒絕回

答，因爲我不認爲它有資格來問我這樣

的問題。我當時的那個問題被我活生生

地吞下去了，從此沒有再問過。 

 

 

 

 

 

 

 

 

 

我似乎就在那一刹那間，我明白了

創造與受造的關係：在受造者和造物主

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造物主知

道受造物的一切，哪怕是受造物最細微

末節的地方，就象我知道我親自編寫的

程式的每一個細節一樣；而對於受造物

而言，根本就無法明白造物主，就象我

的程式無法明白我寫作它的目的，我的

程式更無法明白我的感情，我的生活以

及我的其他方面的資訊。從此以後，我

不再問這樣的問題，因爲我知道，若是

造物主真的存在，我問的問題是多麽的

愚蠢，我問的問題對造物主來說是多麽

的荒謬和不敬。我知道，我以前自以爲

得意的反對有神論的理由，離我所要達

到的反證的目的相差是多麽的遠，可以

說連論點的邊都沒有摸著。如果我以以

前所謂的反證法去證明神的不存在是一

道數學上的證明題的話，那我這道題壓

根就只能得零分。我的證明不但沒有任

何說服力，其根本原因在於這種方法不

能用於這樣的證明。我沒有辦法證明神

的不存在，我必須承認神的存在。 

我很感謝神，對我這樣一個很壞，

而且很頑固的人，上帝知道用怎樣的方

法來向我說話。其實，我的生命在創世

以前就是蒙祂揀選，蒙祂的愛，在這個

時候證明出來我真是祂的孩子。我的生

命原來“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欲

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

的”（約 1：13）。 

其實，讀博士不是一個很好的差

事，中間有很多艱難。但是我很感謝神，

我是在認識神以後才開始博士的學習。

感謝神，在這其中的很多關口，都有上

帝賜給我的絕對的平安，這是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財富。我不象過去在小學，中

學，大學和研究生時，每次考試前都會

心神不寧。在 State College的這些年間，

我雖然也都有緊張的日子，但是主一直

把平安放在我的心裏。我很理解現在很

多的博士生，他們的心裏的難處很難和

外人說明，說了也沒有辦法，但我知道，

有一位上帝可以幫助他。所以我說，讀

博士的經歷就像雅各在拉班家的經歷，

但是雅各得著很多出來，我也一樣，在

我的心裏，也在我的家裏。學群也是在

那裏信主，那同樣是她生命中很留戀的

一個地方。我們的 Esther在那裏出生，

她來到日子就有特別的意義，她一定要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裏， 

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羅 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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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羊年來到這個世界；她的生命也很特

別，現在她最愛去的地方就是教會。我

是何等感謝主。 

其實，我是很軟弱的人，我和上帝

曾經有一段像蜜月的時期。我也曾經爲

主大發熱心，參與一些服事，但是後來

我因爲自己的緣故後退了。我曾說：“當

我找到工作，當我的經濟問題解決了，

我再來好好服事主。”但那段日子很滑

稽，我的工作總是等不來。後來，我再

次到主面前說：“主啊，我要再來追求

祢。”當我的心態改變的時候，我的工作

也接踵而至。上帝給我預備的教會，是

我沒有想到的教會。在這個教會裏，上

帝繼續帶領我往前走，也帶領我的家往

前走。 

我一生在四個不同的地方住過：我

的鄉下老家，上大學的老家，讀博士信

主的 State College, 第一次工作、信仰又

得復興的 DC地區。 每一個地方都很重

要，尤其是 State College。我很多的禱告

都會紀念這裏的教會。我非常感謝神賜

給我們教會一幢建築，這是我們長久以

來的禱告；上帝是聽我們禱告的神，不

管我們當時認爲多麽不可能的事情，上

帝仍然成就了。我又想起了所羅門在獻

殿時的禱告，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會

和我一樣想到這樣的禱告。我更爲我們

每一個弟兄姐妹心中的聖殿，就是那將

我們和我們的主連結在一起的聖殿禱

告。願神看顧我們，保護我們，保守我

們的心懷意念。 

流流水水的的營營盤盤、、鐵鐵打打的的精精兵兵  
  

賈昀秋 
（現居 Virginia） 

 

時隔一年，我們全家於今年五月初

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 State College─我

們在美國的故鄉。小鎮上熟悉的環境，

熟悉的面孔，甚至朋友家裏熟悉的擺

設，都喚起我們無數的回憶，過往生活

的點點滴滴湧向心頭，無不讓人回味，

讓人留戀。想起第一次回來的情景，真

是要感歎神在我們身上的奇妙作爲。 

  曾經有句話形容我們的教會是“鐵

打的營盤”，因爲大學城的性質，這個

教會每年都有許多學生學者離開或到

來，因此我們教會比起其他地方的教會

多了些迎新的活動和餞行的聚會，也由

此産生了許許多多“流水的兵”。我們

家在 2002年 7月和許多相識多年的朋友

揮淚灑別，象衆多的“兵”一樣，流走

了，但不幸的是沒有流向另一個“營

盤”。我們在一個新的環境，比較著教

會不同的風格，結果讓我們灰心喪氣，

自此離開教會。沒有了教會生活，生活

也漸漸失去重心，心裏的平安和喜樂都

被焦躁和煩悶充塞代替，只有在想起

State College的時候，才能回味那曾經有

過的喜樂和平安，那時候做夢都想回

來，我想，回到喜歡的教會就可以擺脫

愁煩的景況了。 

終於，在滿一年的時候，恩主慈愛的

雙手真的又把我們領回了 State 

College，這個我們曾經認識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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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地方，這個我夢想還能回來的地

方，這個我期待著重拾平安喜樂的地

方…。可是事實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

樣，剛回來時的如願以償的興奮很快又

被鬱積心頭已久的憂慮煩躁所覆蓋…。

教會還是原來的教會，人還是原來的

人，我爲什麽還是沒有找到平安和喜

樂？是誰的問題呢？ 

 

 

 

 

 

 

神是要我們長大的，神不喜歡我們的

靈命始終停留在嗷嗷待哺的嬰兒期。神

是要我們裝備的，否則在爭戰中肯定不

堪一擊。神就使用周遭的環境一步步來

塑造我們的品格，幫助我們長大。回 State 

College的近兩年裏，我們除了象很多人

一樣經歷著工作身份等種種困境和磨礪

外，一些我們認爲不可能發生在身上的

事情也發生了，我們彼此的心裏經受著

試探和煎熬，這些現在看來輕微和短暫

的患難迫使我們真正轉向神，依靠神。

“每一件發生在神兒女身上的事情都經

過父神過濾，即使撒旦以及其他的人企

圖毀壞，祂卻刻意使用來使你得益。”

（《標竿人生》第 25 天）我們靠著主漸

漸走出了各樣的困境，也靠著主更深地

體會到做主兒女的喜樂和平安。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

魔鬼的詭計。……所以要站穩了，用真

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

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

穿在腳上。”（弗 6:11，14-15） 

“預備好了嗎？可以出發了！”終

於明白神對我們第二段 State College 生

活的目的—鍛煉，我們最重要的收穫是

與神所建立的關係。第二次（2005年 4

月）離開的時候和第一次已然不同，我

帶著渴望去尋找當地的華人教會。對我

們“兵”來說，教會是“流水”的教

會，各個地方的教會都各有其特色。只

有當我們把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並參

與投身到祂的事工中去的時候，纔會發

現神的家都是那麽可愛；當我們先去愛

神，就會自然而然地去愛神家裏的人！ 

這次回來探訪，正巧遇上我們教會新

買堂成交的日子，隔日就歡歡喜喜和大

家第一次坐在我們自己的堂裏團契交

流，欣喜之餘感慨我們教會這些年的發

展，這真是神大大祝福的教會，求主的

恩典繼續加倍供應在我們教會，讓她滿

有鐵打的精兵，不僅在 State College，也

在任何地方作光、作鹽。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要爲我們成就極重無比的榮耀。 

（林後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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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謝謝神神  
 

李之光 

 

感謝神 

祂讓我看見 

神的榮耀是如何大大地彰顯 

在買堂的過程中 

也感謝神 

讓我在磐石教會蒙受神的恩典 

被接納  被改變  被塑造 

在慶祝獻堂的時刻 

祈求主繼續保守帶領 

教會的弟兄姊妹 

並大大地使用此堂 

做為福音的出口 

願神賜福給 

不管是過去 

現在 

或是未來 

踏足在這地的每個人 

美美好好的的教教會會生生活活  
 

謝佩璇 

 
這真是個意外的驚喜 

沒想到我們有教堂了 

感謝神 

 

星期天到教會安靜己心 

一起敬拜主 

唱詩歌   聆聽牧師講道 

星期一到教會走走 

向神支取更多信心和勇氣 

面對整週的挑戰 

星期二到教會參加禱告會 

將大小事情都交託仰望    

請主看顧 

星期三到教會向牧師打聲招呼 

各式各樣問題解答時間開放中 

星期四到教會幫忙 

修剪花草木   保持內外清潔 

還有樂團練習 

星期五到教會研讀神的話語 

明白神賜的恩典和應許 

星期六到教會欣賞神創造的美景 

弟兄姊妹相聚來野餐 

 

還有 

成人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媽媽小組   長青團契 

家庭小組團契   姐妹團契 

音樂團契… 

磐石宣道會真是個凝聚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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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浸浸蒙蒙恩恩見見證證  
 

軒維明 

 
很高興能親切地互稱弟兄姊妹。今

天我終於能與大家分享主愛，做神的孩

子。我今年 60 歲，繞了個大圈子，走了

許多彎路才來到神的面前，回想起這 60

年的心路歷程，真是感慨萬分。 

在國內，我接受的是共産主義教

育，繼承的是儒家孝悌傳統。從沒想過

會接受神的教誨。來到美國後，孩子們

怕我寂寞，勸我到教會散散心，和許多

中國人在教會聚一聚。在這裏，首先感

到的是基督徒們的真誠和友善；特別是

我們的理事同工和衆多弟兄姐妹的無私

奉獻，博大愛心和謙卑的人格，給了我

極大教育。還有牧師一家爲教會所作的

一切，他們都是聽了神的話，爲神傳遞

著對世人的愛和人生道路的福音。 

我曾是無神論者，也是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的人生的實踐者。按說 60年的

社會閱曆也不算淺薄，何以在花甲之年

轉而信靠了耶穌基督呢？那是因爲我看

到了眾基督徒們順服主的意旨與教誨，

無怨無悔地爲大衆傳播愛的福音。他們

都是優秀的人才，卻那樣謙虛謹慎。因

此我願意接近他們，學習聖經和做人的

真諦，脫離罪和死的權勢。今天我做到

了；我已成爲衆弟兄姊妹中的一員，雖

然還只是剛剛入學的小學生，願主的寶

血，洗刷我過去的罪孽，洗淨我心中的

污垢，我願俯伏在主的座前，真誠地祈

禱主的指引。我願信靠主，把我的一切

都交給主，求主使用。我願用主的恩典，

把主的福音帶給世人。 

我知道自己是不完全的人，是個罪

人，有著常人所有的缺點：狹隘偏執，

自私傲慢，嫉妒虛僞等等，我時時想克

服卻收效甚微。我一生中受過許多傷

害，對那些人，一直耿耿於懷，不能遵

從神的旨意，去愛那些人，寬容地對待

他們。因爲這需要多麽博大的胸懷，需

要絕對超人的胸襟和氣魄，這對於我實

在是太難了。 

牧師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有些事

情在人看來是很難做到的，只有靠神的

大能，才能克服並完成神賦予我們愛一

切人的教誨。”我謹遵照神的話，盡力

去愛一切人，包括我極反感的人，久而

久之，這種寬恕的胸襟不僅使我心裏輕

鬆，日子過得也氣順平和了。我希望人

與人之間有祥和融洽的氛圍，就如在教

會中，我們是神的孩子，在神面前我們

是平等的弟兄姐妹，人與人之間以真誠

相待，無須設防，更不必去彼此鬥爭，

生活中無須處心積慮地聚斂財富，日子

象花一樣鮮豔，象鳥兒一樣自由免去人

心的貪欲，淡泊名利與世無爭，一生跟

隨耶穌基督，交託自己，一切由神安排。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

吃甚麽，爲身體憂慮穿甚麽；因爲生命

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

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

且養活它。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

呢！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



24 
 

刻呢？這最小的事，你們尚且不能做，

爲什麽還憂慮其餘的事呢？   路加福

音 12 章 22－26 

 

我決心倚靠我唯一的救主，再不彷

徨。當我下定了決心，只覺得心情舒暢，

腦子一片清明。我決志信靠主，承認自

己是個罪人，並認罪悔過，相信並接受

耶穌基督爲我的救主。一生跟隨耶穌。

遵行神的旨意，請牧師爲我施洗。我要

成爲一名基督徒，認識真理，得著永生。 

我由認識熱心傳播福音的人，到接

觸聖經，又通過對聖經的學習，一步步

走近神。今天，我終於來到了神的身邊，

成爲一名基督徒。感謝神指引人生的道

路，感謝弟兄姊妹幫助我來到神的身

邊，榮耀歸給主。 

 

 

 

 

 

 

 

我我的的信信仰仰  
 

吳劍 

 
“你承不承認在神的面前你是個罪

人？” 

“你相不相信耶穌爲你的罪死在十

字架上？” 

“你願不願意接受耶穌爲你個人的

救主？” 

這是受洗的時候牧師問我的三個問

題！這短短的三個問題，對我來說卻意

味著人生的一大轉折：把我以前的世界

觀，人生觀完全顛覆了。除了個人思想

的改變，這三個問題也道出了基督信仰

的核心。 

 

人是罪人？ 

我小的時候可能什麽都想過，就是

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爲基督徒。雖然

外公外婆都是基督徒，可我從小對耶穌

基督一點概念都沒有。外公在我很小的

時候就去世了，我只知道他是個醫生，

而且能說流利的英語，聽外婆說是跟傳

教士學的，所以感覺自己英文很爛的時

候就有些懷念外公。我小時候跟外婆住

過，可直到大學畢業來美國以前也從來

沒有聽外婆提起過耶穌的事情。從小就

處在無神論教育中的我，對神的概念僅

僅限於母親經常去拜的“佛”和“道”而

已。自己也從來沒有思索過比如“人從哪

里來”和“宇宙從哪里來”類似的問題。因

爲感覺“人是猿進化來的”似乎已經是定

論，而“宇宙”對自己來說又實在太遙遠

了！ 

2002年來到美國念物理，飛機在 San 

凡接待祂的 

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賜他們權柄 

作神的兒女 

約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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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co 停留了幾個小時，我的一個表

姨住在附近，說要來機場看看我。和她

二十幾年沒有見面了，僅有的一點點印

象是從她寄給我們的相片得來的。她給

我的見面禮是一本聖經，一本叫《遊子

吟》的書，一個隨身聽，一些磁帶還有

兩張電話卡和一百美金。對我有些吸引

力的似乎是那兩張電話卡和一百美金，

其他一些東西我在抽屜裏“珍藏”了兩

年。另外，我稍微有一些印象的是，表

姨提起有一位神，人因爲罪和祂隔絕

了！ 

人人都是罪人，這是基督信仰的核

心之一。是不是這樣呢？直到我信主後

才對這個問題有更進一步的瞭解。當我

們提起一個概念時，總是有它參考的東

西，或者說是標準。打個比方說，我們

平時會講到“這個人是個好人”，或者小

的時候，父母會語重心長的對你說“不要

和某某人玩，他們都不是乖孩子”。“好”

與“壞”總是有個標準的，怎樣能夠稱得

上“好”？怎樣才被視爲“壞”？這個標準

對大部分人而言是道德和律法，道德和

律法大部分是基於行爲上的。有了這樣

的標準，然後又通過人與人之間行爲的

比較，那麽我們就可以大概說誰是好

人，誰是壞人了。提到“罪”，中國人大

都會和“犯罪”聯繫起來，也就是觸犯了

律法。因此“好人”自然是沒有“罪”的。

所以提起“人人都是罪人”，肯定會有很

多人站起來反對，甚至義憤填膺：“我又

沒殺人，沒放火，怎麽會是罪人呢？”。

但如果我說“人人都不是完人”，那應該

沒有人會有異議。中國古代有一句話“人

非聖賢，孰能無過”說的就是這個。說不

是“完人”，我們是相對于“完人”說的。

那我們所參照的這個“完人”是誰呢？聖

經爲我們提供了答案：耶和華神是至聖

潔，至良善，至公義，至慈愛，至誠實

的神。更準確地說，聖經裏面提到的罪

是因爲人沒有達到神爲我們定的標準。

這個標準不僅僅是律法和心中的道德

律，更是從動機上來看人的行爲。你不

一定要真正殺人，如果有殺人的念頭，

那麽你就是殺人了；你不一定要真正犯

了強姦罪，“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

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如此一

來，誰敢說自己沒有“罪”？確實 “世

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在創世紀 1:26，“神說：‘我們要

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

人’”。人本來反映的是神的形象，但由

於私欲的牽引而犯罪墮落，從而導致原

本形象的扭曲，人與神之間的關係破滅

了（創 3:8-13）；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破滅

了（創 3:16-17）；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

也破滅了（創 3:18-19）。也因爲罪的關

係，人漸漸遠離神，與神隔絕，死亡也

臨到了人身上，因爲“罪的工價乃是

死”（羅 6:23）。 

當人與人，尤其是人與自己的親朋

好友之間的關係出現問題時，我們總是

要想辦法彌補的。道個歉，或是找個調

解方，大家坐下來談談。但有時候關係

鬧僵了，似乎雙方都不願意彼此見面，

路上遠遠見到了，趕緊繞道走。顯然，

如果不願意接納的話，關係是沒法修復

的。 

當人因爲罪遠離神後，神是很願意

和我們和好的！祂愛我們，賜下祂的獨

生子耶穌基督，讓耶穌基督爲我們的罪

死，也讓我們借著耶穌基督來修復和祂

之間的關係。當然前提是，你也願意來

到耶穌的面前，來和神和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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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生命的源頭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

命”（約 14:6），“我是生命的糧”（約

6:35），若在我裏面的就不在黑暗裏行…

這是何等的口吻？哪個人能說這樣的話

呢？林語堂先生在他的《信仰之旅》中

談到耶穌的教訓時說：“這統統是在歷

史上的一種新的聲音…，一種從前沒有

聽過的聲音…，一種真正高貴的聲

調…，溫柔的聲音，同時也是強迫的聲

音，一種最近二千年來浮現在人理解力

之上的命令的聲音…，包含一種超卓的

美，一種這個世界自耶穌死後再聽不到

的聲音的美…” 

耶穌死了，但他三天之後又復活

了。他的聲音還一直在我們中間傳遞。

聽到這樣的聲音，又真正來到耶穌面前

的，無不得著新的生命，因爲祂爲我們

死，並把生命給了我們。 

 

 

 

 

 

 

 

 

不久前我看到這樣一個例子：十九

世紀著名的無神論者佈雷德洛（Charles 

Bradlaugh）挑戰基督徒和他辯論基督信

仰的真確性。修•霍斯（Hugh P. Hughes）

則是位積極傳福音救靈魂的基督徒，他

在倫敦的貧民窟幫助窮人。霍斯告訴佈

雷德洛，他願意在一個條件之下辯論。

他說：“我提議，我們各自拿出具體的證

據，證明我們信仰的真確性；我們去找

出因著我們的教導而改邪歸正的男女。

我可以找到一百位男女來做見證，你也

去找罷！如果你找不到一百位，那麽就

帶五十位來，如果找不到五十位，就減

到廿位，甚至一位。”換句話說，佈雷

德洛只要找到一位受到無神論影響而改

善生命的人，霍斯就同意和他辯論。但

佈雷德洛最後收回挑戰，因他連一位也

找不到。 

確實，基督信仰最真實的地方就莫

過於其巨大的生命更新能力。兩千多年

來，無數被基督摸著的生命無不被其改

變。在甘乃迪和紐康（J. Kennedy & J. 

Newcombe）撰寫的《奇異恩典：被耶穌

基督改變的生命》一文中，他們舉了很

多精彩的例子。我也像他們一樣。 

 

我 

我的故事遠不及上面的精彩，但有

一點和他們一樣，沒有主的恩典，我到

現在應該還是瞎眼的，還在黑暗裏行。  

信主之前，如果說我是罪人，即使

我承認，很多人都不會同意。我從小就

是父母的乖兒子，學習也一直非常好，

和同學的關係也很融洽。似乎什麽問題

都沒有，也像很多人一樣，至少認爲自

己還算個不錯的人。  

我是學自然科學的，從小的志向就

是做一名科學家，對那些大科學家們非

常的景仰，認爲做科學是世界上最崇高

的職業。在別人向我傳福音說到罪人

時，我倒不是很反感。但說到上帝六天

造世界造人，就一臉的不屑。記得一天

晚上，剛到美國不久，牧師和教會一位

清華畢業的弟兄來做家訪，當我問那位

弟兄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六天造世界

時，他斬釘截鐵的回答“是”。那時我

的第一反應就是：這個人完了，竟然會

相信這種胡說八道。  

很感謝主，一直沒有放棄我。我在

若有人在基督裏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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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的姨經常打電話來向我傳福音，雖

然我每次都表現得不是很耐煩。但她一

直沒有放棄，也一直在爲我默默禱告。

當一個人向另外一個人重復的傳講一件

事，而聽的人表現得又不是很友好，但

講的人卻持之以恒時，我不知道你怎樣

看。對我來說，這個講的人真是不簡單，

在他或她的身上確實有著很多人所沒有

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盼望”，盼望

著奇迹的出現！在我來美國差不多兩年

後，奇迹終於出現了！這奇迹來得沒有

一點徵兆，又似乎早在意料之中！感謝

主的恩典！  

 

2004年 6月 24號是一生的轉捩點  

我 6月 12號到加州的姨那裏玩了十

天，當然期間也受了很多信仰的“薰

陶”。但心還是很硬，也不肯相信。22

號回到馬里蘭，在一個大學同學那裏住

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開車趕回 State 

College踢球。那天不知道左腿被誰踢

了，當時沒什麽感覺，直到睡覺的時候

才開始發作。奇怪的是，只要一躺下去

睡覺，整個左腿就會疼痛難忍，根本無

法入睡，但爬起來就好多了。整個人就

在躺下，爬起中折騰，感覺好難受。更

奇怪的是，我會想到讀聖經，覺得或許

看看聖經腿會好些，可見那時基督信仰

在我看來和迷信沒什麽差別。於是，把

那本“珍藏”了兩年的聖經翻出來。似

乎是有點效果。但躺下去時，還是疼的

沒法入睡。就這樣一直撐到淩晨 3點

半。終於，我的思想又往前進了一步：

難道真的要讓我相信耶穌嗎？神奇的

是，我似乎沒有經過什麽抵抗，然後就

找出我姨給我的一本叫“屬靈四律”的

小冊子，照著上面寫的做了“決志禱

告”，接著又做了一個禱告說：神啊，

如果祢真是存在的話，就請祢讓我睡個

好覺，我明天一早還要去見老闆。神是

真實存在的，祂也聽我的禱告。當我再

次躺下去的時候，我就真的安安靜靜地

睡了！  

更神奇的還在後面，似乎就在一夜

之間，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完完全全地

改變了。我離棄了無神論的信仰，開始

願意追求基督信仰。雖然這個過程有很

多爭戰，很多不順服，感謝主一步步的

帶領，讓我一直走在祂裏面。感謝主，

也讓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有光照的地

方，黑暗就無處躲藏。感謝主的光照，

讓我認識到自己原來竟如此的不堪，

“無知，心裏剛硬，良心既然喪盡，就

放縱私欲，貪行種種的污穢”（弗

4:18-19）！也感謝主竟然揀選我這個不

堪的人，讓我有機會來到祂的面前與祂

和好！ 

求主，真是幫助孩子在今後的道路

中，不偏左也不偏右，繼續走在主真理

的道路中！感謝讚美主！願所有的榮耀

和頌贊都歸於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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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改變變生生命命的的信信仰仰  
 

李雅如 

 
轉眼間，我從認識神、蒙恩得救到現

在，已有一年多的時間了，一直都在經

歷神賜的許多恩典，生命和生活也在不

知不覺中發生了巨大改變。 今天，借獻

堂感恩之機，分享我的得救經歷，以述

說心中無盡之感激，並見證神的榮耀。 

我從小受外婆的影響，相信通過修行

念佛可以成爲神仙，也曾想長大後到僻

靜的深山去修行。後來受進化論的教

育，也曾覺得物質決定一切。但仍覺得

冥冥之中有超自然的力量。儘管如此，

我沒有認真的考慮過是否有神的存在，

可以說是個不可知論者。剛來美國時，

曾去過教會，感覺那裏的人都很好，但

一旦涉及到信神的事情，就開始退縮。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初對信仰並不是站

在一個客觀的立場，第一，潛意識裏認

爲信基督離我是一件很遙遠的事情，是

西方人的信仰，並不認爲上帝是所有人

的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第二，

我以中國的傳統自豪，認爲應該持守中

國人自己的傳統。後來我才發覺，我們

中國人並不是守住一種信仰不變，從道

教，儒家思想，佛教的傳入及接收，到

現在教導的無神論。我們的信仰不斷改

變，可是有多少人認真地思考過自己的

信仰呢。 

後來，閱讀了各種書籍，包括朋友送

的《遊子吟》，也看了聽了許多人的見

證。於是，心漸漸敞開，慢慢放下自己

的成見，客觀地來思考一些問題，包括

精密而浩瀚的宇宙和擁有的複雜身體結

構和思想，並去思考永恒和人生意義，

以及人類是否進化而來這些問題。雖然

理智上我開始相信萬物是神所創造的，

但我的心仍然有些剛硬，因爲我是一個

很不願意被約束的人，覺得一旦信主就

不再有自由了，會被各種看得到看不到

的條例束縛。如此，一晃一兩年過去了。

如果不是因爲抑鬱症、睡眠極差、惡夢

很多、生命空虛，真正看到自己的有限，

我可能到今天都不會遇到神。 

當時，因爲生活的瑣事和丈夫經常鬧

矛盾，覺得活著很沒意思，加上失眠嚴

重，漸漸對許多事都失去了興趣，也常

常動不動就非常生氣，哭泣多日，甚至

歇斯底里。直到丈夫在 Penn State找到

工作，我在華府重新找了房子居住，這

時，神的救恩卻臨到了我。我的新室友

中有一對基督徒，他們邀我去教會，我

的心也不再剛硬，很快接受主耶穌作我

的救主(2004 年 10月底)。因爲其實我的

理性早就接受了神創造宇宙的事實。我

開始看一些見證，還每天禱告。然而我

並沒有預料到真正開始經歷神的拯救和

恩典，我的生命從此不再一樣。 

記得去看望丈夫時，他說，感覺我和

以前不再一樣了。我發現自己不太容易

和丈夫吵架，也不再摔東西， 連我的朋

友們都說我越來越快樂，氣色也一天天

好了起來；令我自己感到奇怪的是，和

兩個朋友打電話，她們都問我有什麽喜

事這麽高興，其實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

自己的情緒已變得很好了。我不再有太

多悲觀負面的想法，一些不好的習慣也

有力量去改正，願意謙卑，能夠體會和

理解別人的軟弱與不幸，也越來越能包

容他人的缺點。以前心裏不能原諒的人

和事終於漸漸釋懷，過去的不快也可以

忘記了。曾經一度有抑鬱症的我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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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看。有些人甚至不相信我曾經有過

抑鬱症。事實上想起當時，在 2004年七

月份開始吃治抑鬱症的藥，雖然情緒有

所改善，但醫生建議至少吃一年，否則

一旦復發可能會更糟。在 2005 年一月

份，患了來美的第一場感冒，發現自己

吃了治抑鬱的藥後有些不適，而且心裏

一點都不想再吃了。我當時就想，既然

信靠了上帝，爲什麽不信靠到底呢？因

此決心在這件事上操練對上帝的信心，

就毅然停止服藥。感謝神，祂一直都憐

憫保守恩待我。抑鬱症並沒有復發，反

而是越來越快樂了。更讓我高興的是，

我現在和丈夫住在 Penn state，他也信主

受洗成爲了神的孩子，我們的感情也越

來越好，彼此有了更多的愛和包容，還

經常在一起分享神的話語和神的恩典。 

我覺得基督信仰並不只是讓你去做

好，不要犯罪，它更給你力量去勝過自

己的軟弱和罪。只要你誠心的祈求，上

帝必賜下能力和愛給你。比如，我知道

應該去饒恕對自己傷害很深的人，可是

靠自己努力幾乎不可能。然而，神真是

很奇妙，當我禱告後，心裏就樂於去原

諒並開始得到心靈的釋放。我並不是

說，成爲基督徒就沒有缺點，完全不再

犯罪了。到現在有時還會做一些不好的

事情，但是我發現如今更容易覺察，也

更容易去改正和承認自己的錯誤，不再

揪著自己或別人的錯誤耿耿於懷了。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不僅脾氣性情

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禱告中也經歷了神

許多的恩典，祝福和奇妙引領；包括買

車，父母探親信主，親人的得救，買房

子，懷孕迎接新生命的到來等等；也常

感到來自教會弟兄姊妹的愛和關心。我

和丈夫總是被神的慈愛所感動，感到以

往所沒有的滿足和快樂。感謝神，願一

切的榮耀歸於我們的阿爸父神！ 

  現在我感覺更加自由，我再看這個

世界時發現自己已經站在一個新的高度

了，仿佛進入一個更廣闊的世界。通過

讀聖經和自己的親身經歷，才知道這個

世界不僅是由物質構成的，還有一個肉

眼看不到的靈性的世界。我以前也是只

從理智上去思考許多問題，現在終於明

白儘管科學已經很發達，也在不斷的進

步，可人的理性，邏輯，知識還是非常

有限的。我們的感官，如視覺，聽覺範

圍也都是非常小，只有一定波段範圍內

的光和聲才能被察覺。正如以賽亞書

55：8-9 中提到：“耶和華說，我的意念，

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

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

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

的意念。”以人有限的理性不可能去證

明上帝，只有用我們的心靈和誠實去尋

求，才能找到祂。信主前，我也不能明

白基督徒們所講的，經常半信半疑或亂

加評論。信主後，聽了和讀了許多的見

證，發現許多人和我的經歷和體會相同

或類似。我再不敢對自己不知道和沒有

經歷過的事情去下簡單的論斷了。 

基督徒到底怎樣經歷神的恩典，只有

成爲真正的基督徒後才能知道。借用一

個比喻，就像聽人介紹某一個蘋果怎樣

美味，若還未親口品嘗它你就感受不到

它的真正滋味，直到品嘗了它之後，就

必立刻産生主觀的感受。對蘋果的成分

研究再多，如果不品嘗，還是不能知道

它的滋味。基督信仰不是一種知識，不

是一種自我安慰，而是生命。對正確信

仰的追求不是讓人看的，是對真理的尋

求，是對自己的誠實和負責。真希望每

個人都能聽到福音，思考生命的意義。

願神的愛常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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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感恩恩、、歡歡欣欣、、敬敬拜拜、、讚讚美美  
 

朱森存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

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詩 121: 1-2) 在我們信主一年多來，

主，祢的恩典和幫助是何等的豐富。祢

不僅使我們的靈魂蘇醒，也幫我們靈命

成長與加深對真理的認識和追求。當我

們向祢更加親近的時候，祢也更與我們

親近。祢讓我們每天活在讚歎和感恩中。 

  主，我們快樂歡欣，因祢是信實的

神，祢是聆聽禱告的神。多少次，當我

們焦慮失望痛苦，看不清前面道路的時

候，祢已經爲我們準備了最好的。當我

們把我們的需求完全交託給祢時，祢所

賜的，超過我們所期盼的。“哭有時，

笑有時，哀慟有時，踴躍有時。”(傳 3：

4) 我們的生命在祢裏面得以完全。 

主，我們敬拜祢，爲祢奇妙的創造。

我觀看祢所造的天和地，想到自己是如

此的渺小。“人算什麽，祢竟記念他? 世

人算什麽，祢竟眷顧他?”(詩 8:4) 如果

沒有祢，我的存在有何意義? 主，我們

敬拜祢及祢奇妙的十字架救恩和贖罪寶

血。祢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

的聰明，用人當作愚拙的道理來拯救那

些信祢的人 (林前 1：19-21)。 

主，我感激讚美祢，雖然我們是如

此的不配，祢卻把我們從塵土中高舉，

賜給我們生命的活水和永生，爲了祢自

己的名，引導我們走義路。主，祢是配

得一切頌讚，因爲祢的慈愛，憐憫，公

義，永能，和聖潔。主，求祢賜給我們

更多的愛，讓我們更愛祢；賜給我們力

量，讓我們能一生爲祢活。 

神神的的愛愛  
 

范方興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

得永生。”約翰福音裏的這句話總是會

時時回蕩在我的腦海裏，每每想起來，

心裏就會有一絲安慰，好似被一雙溫柔

的手撫摸過一般。我不知道這一雙溫柔

的手是不是神那最溫柔慈愛的雙手，但

是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感覺讓

我滿足，給我最深的平安。原因很簡單，

那就是：神愛我，他愛世上的每一個人。 

還記得在剛剛信主的時候，我的心

裏總有一種疑惑，總是懷疑神對世人的

愛是不公平的，因爲最終並不是人人都

得救，仍然會有人沈淪和墮落。既然神

擁有完全的公義和慈愛，那麽祂爲什麽

不揀選所有的人？我的室友是一位信主

二十年的基督徒，在她的身上，我常常

可以體會到主的味道，那就是一種真心

體貼他人的心。當我將自己的疑慮告訴

她的時候，她竟然毫不猶豫地回答我

說：“神當然揀選每一個人，問題是你

願不願意選擇神。”神真的會將決定權

完完全全地交在我們的手中嗎？常常聽

到身邊的弟兄姐妹說：“能相信是有福

氣的，因爲信心也是神給的。”可是，

這就意味著對於那些沒有信主的人，神

就沒有賜下同樣的信心在他們的心中

嗎？至少，神沒有給每一個人相同的

“機會”。這裏當然涉及到人類的“自

由意志”與神的“救恩”之間的互動問

題，誰也不能夠完全明白其中所謂的

“反饋”機制。是人類“自由意志”的

決定推動了神的“救恩”的賜予，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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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首先播種在我們裏面的“信心”影

響了我們“自由”的決定。在這樣的問

題上，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有限，因爲

我意識到這是窮盡一生都無法解答的問

題。 

我心中的轉折開始于內心的平

安。室友說：“你看約翰福音的三章十

六節，那裏說道‘神愛世人’，他對每

一個人的愛都是一樣的，他也願意揀選

所有的人。”不知道爲什麽，當我嘗試

著肯定神對每個人的愛都是一樣的時

候，心裏好滿足。我竟然興奮地對室友

說：“我寧願相信神揀選每一個人。”

若是神的愛都有分別，那我不知道我的

生活在那裏還能夠找到公平。如果沒有

神的愛，我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因爲

這個世界上的愛都是有條件的，而我們

每個人都需要的卻是那無條件被愛，無

條件被接納的港灣。在那裏，我們可以

卸去一切刻意的虛飾，可以放下心中一

切的愁煩而完全享受愛的滋潤。在這個

世界上，若想被人愛，那麽必須要擁有

值得誇耀的可愛之處，但是被神愛卻什

麽都不需要，因爲神創造了我們，祂愛

的就是我們本身。想到此，誰不會爲之

潸然淚下？我們之所以在這個世界上常

常感到缺少愛，那是因爲我們常常殫精

竭慮地換取那些有條件的愛，所以心中

感受到的愛從不會有盈餘。若是我們能

常常支取神無條件的愛，我們心中的愛

必會滿溢。 

更爲寶貴的，雖然神愛我們直到

死，卻把是否接受祂的愛的選擇權完完

全全地交在了我們的手中。有的人或許

會問：這樣甘甜的愛，誰會不願意接受

呢？我想也許神在意的並不僅僅是我們

接受祂的愛，更重要的是，當我們意識

到祂愛的寶貴，發自內心的對這種愛的

渴望。王國維曾經概括了凡人生成大事

者所要經歷的三層境界，用在人對神的

愛的尋找中或許也可成立。第一層境界

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

天涯路。”也許每個人都曾經歷過迷茫

無助的時期，觀宇宙之浩渺，獨愴然而

涕下。那時候，我們不認識神，但卻隱

隱地感覺到那天地之間的一種無法測

度，冥冥中的力量。於是我們想要開始

尋求，但卻又毫無目的，毫無方向。人

生的基本問題若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和

詮釋的話，怎能讓人有一夜貪眠呢？由

此，第二層境界就拉開了序幕：“衣帶

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這就

代表著人們對神的尋求階段。也許這樣

的描述有一些誇張，因爲不是每一個人

都尋找得這樣地艱辛和痛苦。但是我們

在尋求的路途中內心真實的掙扎卻是無

可推諉的。短暫也好，漫長也好，它都

深深地印記在我們靈魂的深處。神會紀

念我們曾經的努力，雖然我們所能做的

一切與神的奇妙大工相比似乎微不足

道，但是神看重的是我們願意尋求祂的

心，並爲之付出的堅貞不渝的努力。最

後，終於有一天“驀然回首，那人卻在

燈火闌珊處。”我們突然間發現，神的

存在是那樣的清晰，那樣的真實。原來

身邊的一切美好和良善盡都來自於神。

若不是經過自由選擇的過程，這種頓悟

的喜悅和醒悟過後對神的“救恩”的無

限珍惜與眷戀豈不是要大打折扣？人常

不會珍惜輕易得來的東西，對於強加自

己的會心生厭倦和排斥。雖然神的“救

恩”的價值不會變，但是人所體會到的

價值卻會有天壤之別。世界上的確不該

有廉價的十字架。神深愛我們，祂更願

我們在祂的愛中擁有自由和釋放。所

以，選擇祂的愛，必須是自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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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慈愛的神用自己無罪的身體承

擔了世間一切的罪過，祂也在靜靜地等

待我們回家。沒有催促，沒有勉強，沒

有急迫，有的只是無窮無盡的愛心，耐

心與期盼。“愛是恒久忍耐”（林前

13:4）。神用祂的一切作爲彰顯著祂的

愛，那亙古不變的愛，持久忍耐的愛，

歷經滄海桑田都無法隔絕的愛。當我們

選擇接受的那一天，我們是真正自由喜

樂的，因爲這樣的決定本身是一種自由

的決定，更是內心真切渴慕的極至表達。 

 

 

 

 

 

 

 

 

 

 

 

祈祈禱禱－－給給天天父父的的家家書書  
 

曹成 

 
感謝神，讓我在參加完 Memorial day 

conference 後，有時間能靜靜的回味那三

天營會的經歷，能好好整理一下，我在

其中所有的感動，也能爲自己信主 7個

月的心路歷程做個總結。 

在這三天的營會，除了上課，做得

最多的就是禱告。早晨起來，踏過滿是

露水的青青草地，來到湖濱的十字架

旁，迎著晨風和朝陽，大家一起獻上這

一天第一次禱告；牧師在大會堂講道之

前，帶領我們禱告；上課之前，簡短的

禱告；下課的時候，弟兄姊妹彼此代禱。

一次又一次，我們來到主的面前，搖動

主的手，爲萬事求。我想做爲一個基督

徒，禱告已經成爲生命中的一部分，而

不僅僅是一種儀式。然而我們常常在禱

告的時候軟弱，不知道如何在主面前開

口，不知道自己的禱告是否蒙垂聽，不

知道自己所求所想的是否能蒙神所悅

納。 

我記得在營會上課的時候，有弟兄

姊妹說自己禱告的時候常常困惑，因爲

許多求的事情，都沒有成就。講員就談

到怎麽定義"成就"。因爲很多事情，神

已經成就，只是我們不知道。譬如他自

己，多年前爲他禱告，求神讓他歸向主

的那對臺灣夫婦，現在也許不知道，十

年後他不僅信主，還大發熱心，成了全

職傳道人。萬有都在神的手中，他知道

何時成就，對我們最好，他的計劃永遠

完美，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我們有的，

和將要有的，他已經在萬有之先，就給

  

答答案案  
 

汪浩洋 

 
不再困惑 

不再憂慮 

當我來到祢身旁 

所有的風雨都已經過去 

 

從此遠離憂傷 

不再肩負重擔 

不再困苦迷茫 

祢的榮耀將一切照亮 

 

所有的疑問都有了解答 

所有的追尋都有了指望 

當我來到祢身旁 

從此平安喜樂源遠流長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
吸引你。    耶利米書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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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了。然而，即便如此,天父仍然喜悅

我們的祈禱呢。 

我記得在營會中，有一個姐妹的見

證特別讓我感動。她也曾經爲禱告困惑

過，軟弱過，然而在一次特會上，聖靈

感動坐在她旁邊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告

訴她：“God likes the fragrance of your 

prayer!” 從此，她每天都到神的面前禱

告，因爲她知道，神真是那暗中的父，

我們說出的、未說出的話語，祂都明白。

她也更知道，神喜悅我們禱告。對一個

基督徒來說，還有什麽樣的事情比討神

喜悅來得更重要呢？曾經陷入愛河不能

自拔的人都知道，要討情人的歡心，是

多麽難，一但得著，卻是無限歡喜；所

以有自古以來“千金難買一笑”的感

歎，“烽火戲諸侯，亡國只爲一笑”的瘋

狂。然而，這些在時間的洪流面前，都

成了虛空的虛空，愛的和被愛的，都不

能恒久。然而，要博我們的永恒的主微

笑的方法，卻是如此簡單－禱告，而祂

微笑的祝福，卻是如此寶貴，天下萬國

的權柄都不及祂的萬一。也許你要問，

神爲什麽如此寶貝我們的禱告？神到底

在禱告中給我們什麽祝福呢？細心的朋

友，可以比較一下基督徒和異教徒禱告

的時候，對自己的稱呼；只有基督徒稱

自己是神的兒女，稱神是天上的阿爸

父，多麽親切！一切的答案就在這裏！

因爲祂是我們天上的父！我們是祂旅居

塵世的兒女！總有一天，我們要回家，

回到親愛的阿爸父的身邊。 

提起回家，相信每個在外求學的莘

莘學子都有切身感受，寒假的時候，忍

受著車站外寒風的凜冽，承受著車廂裏

人群的擁擠，污濁的空氣，只爲那溫暖

的家，只爲父母熟悉的笑臉，只爲自己

魂牽夢繞的那張小床。旅途再苦，無所

謂，因爲心底有盼望；沿途風景再好，

也無心欣賞，因爲家最美好。那裏有父

母精心準備的飯菜，那裏有父母特地打

掃的整潔明亮的房間。當我們在人生的

旅途跋涉的時候，我們親愛的阿爸父，

也早已經爲我們準備了最美好的居所，

站在那裏翹首等待。當你在學校讀書的

時候，是否會常給家裏寫信，報告生活

學習的大小事情？當你啓程回家的時

候，是否會給家裏打電話呢？你在路

途，每個休息，轉車的地方，第一時間

是否會給家裏打電話報平安呢？當你快

到家的時候，遠遠看到那張熟悉的門，

看到依在門口等你的父母，你是否會張

開雙臂，扔掉行李高聲呼喊，"爸爸，媽

媽，我回來拉！" 你的每天的禱告就是

那寫給天父的家書。儘管他什麽都知

道，祂還是希望你能親口告訴祂。當你

決志信主時的禱告，就是那打給天父的

電話。儘管祂知道你會回來,也知道你的

歸期,祂還是喜悅你親口告訴祂。你在人

生的起伏，轉折處的每個禱告，就是打

電話給天父報平安。儘管祂清楚你人生

旅程的一點一滴，祂還是喜悅你與祂分

享你旅途中的感受見聞，酸甜苦辣。所

以當你感受到主的同在，感受到天國的

臨近的時候，請你張開雙臂，高呼主的

名，抛下世間的所有，撲向祂溫暖的懷

抱吧！因爲在那裏，祂要擦幹我們所有

的眼淚，祂要賜給我們嶄新的生命，在

那裏，我們和祂永遠不分離了。 

禱告，讓我們的心時時歸向神；禱

告，讓我們永遠活在天父永恒的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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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的經經歷歷  
 

郭汝琴 

 
我是郭汝琴，我今年 5 月 13 日從中

國重慶市來美國看女兒和女婿，也是第

一次來美國。 

 我患糖尿病已有十二年了，從 2003

年起由糖尿病誘發了高血壓和眼病（視

網膜病變）。在國內，我沒停止一天的治

病，每天早，晚各注射一針胰島素，同

時還要服藥，並且藥量逐漸增加，但是

血糖一直不正常。眼睛經過鐳射治療及

服藥，也不見大的好轉。 

 然而，我一踏上美國的國土，我的

血糖就正常了，眼病也有好轉。爲什麽

呢？原來我來美國之前，我女兒在教會

與其他兄弟姐妹一起爲我的病及路上平

安禱告。是主給我平安和醫治。是祂給

我這麽大的恩典。主啊！我感謝祢，讚

美祢，歌頌祢！ 

 當我看《耶穌傳》時，才知道他一

生都爲民衆辦好事，治好了很多人的頑

症。但人都是有罪的，爲了救我們，祂

被釘在十字架上，擔當了我們的罪。並

且第三天復活，又賜給了我們永生的機

會。當時我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主啊！

祢是何等的偉大。因此我決志了，我盼

望能榮耀神，享受與神同在，那才是永

恒的美呀！ 

 神啊！我要感謝祢，讚美祢，歌頌

祢，直到永遠！ 

感感恩恩隨隨筆筆  
 

胡台威 

 
過去時常在想，我為什麼配得所擁

有的一切。一直記得，在大學時見過的

一個流浪漢，我總想我與他有什麼不

同？我那時想不到任何理由，我可以享

受我所擁有的，而他只能撿取人們所不

要的。 

詩人寫著：“人算什麼，祢竟顧念

他﹖世人算什麼，祢竟眷顧他？”（詩

8:4）是啊，當我們舉首仰望天與地的宏

偉，當我們想到這世界創造的美妙，不

禁要問造這一切的那一位，我們究竟憑

著什麼可以蒙這樣的恩典，可以明白、

享受這世界的美好。 

經上記著說：“神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原來神所要我們得著的，並不只是

在世上的歡樂。他要給我們永遠的生

命，就是永永遠遠的與祂在一起，享受

那豐盛與美好，得著祂無盡的愛。於是

我明白我與那個流浪漢的不同。我有那

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所成就的救恩。但

神也希望每一位基督徒去分享這一份救

恩給我們身邊的人，叫祂的心得到暢快。 

感謝神，這一年多來讓我在這個教

會裡得到許多造就。我深深的感到不

配，也感到自己的軟弱，但感謝神，讓

我知道祂的真實，也讓我自己經歷祂的

恩典。回憶起當初不情願地到 Penn State

來，卻蒙受這麼大的祝福，真要獻上感

恩給這一位慈愛豐富的神。我也願獻上

自己，作為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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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這這裡裡  
 

唐明哲 
在這裏  袮終於將我尋囬 

在這裏  袮開通了  我的耳朵  我的眼 

在這裏  一雙釘痕的手  

盛出  亙古不變  永活漫溢的愛情 

如血  如泣  如詩  如醇  如印  如旗 

只為塵間  破碎  飄蕩的靈魂 

天起涼風  耶和華的翎毛遮蓋我 

祂的愛情奪了我的心 

原來  袮早已認識我  我未成形以先  

袮已為我預備  我在埃及的日子 

畫餅充饑 飲鴆止渴 華服之下 滿目瘡痍 

我的心啊  你在哪裏  每當我舉目望天 

袮從雲之深處向我呼喚   歸家吧！ 

我便說  我的心啊   

你拋錨何處？停泊何港？ 

終於        我不再向袮隱藏 

袮便要為我  脫去偽裝   

用寶血洗凈汚穢  以妙手醫治創傷 

在亙古磐石以上  袮要作我的居所 

在內室之中      袮為我預備嫁妝 

從此  喜樂代替憂傷 公義慈愛將我釋放 

袮的靈  聯絡我生命所有記憶 

袮以愛為旗  插在我以上 

我的磐石啊  此處  我們的愛情顯揚 

勝過隂間  越過死亡   

聖潔羔羊  榮耀十架 

成為我一生  唯一仰望 

靈火焚凈汚穢  膏油滋潤全體 

至高者的  靈    讓我得力 

全能者的  膀臂  使我剛強 

我的神啊    願萬民認識袮的救恩 

我的磐石啊  袮必興旺！ 

一一切切榮榮耀耀歸歸於於主主  
 

曹成 
雖在群山之癲  我必匍伏身軀向祢敬拜 

主啊！  祢是至高無上的神 

日月是多麼的明亮  星瀚是多麼的燦爛 

主的榮耀比這更光輝   

因為祢是那至高無上的神 

雖處憂暗峽穀  我必高舉雙手等祢拯救 

主啊！  祢是無比慈愛的神 

大地是多麼的廣闊  海洋是多麼的浩瀚 

主的恩典比這更豐盛 

因為祢是那無比慈愛的神 

主啊！  祢坐在那高高的寶座 

一切的榮耀歸於祢  萬民敬仰祢 

如嬰兒望母  赤誠真切 

主啊！  祢坐在那高高的寶座 

一切的榮耀歸於祢  萬民歸順祢 

如河流入海  不可阻擋 

 

我我的的神神，，我我要要稱稱頌頌祢祢  
 

趙娟 
我要舉起我的手  向我的 神 稱頌 

因祢配得一切的頌贊和榮耀 

因祢信實廣大  祢的慈愛也存到永遠 

所以 我要一生一世讚美敬拜祢 

我軟弱時  你的能力覆蔽我 

我跌到時  祢的膀臂扶持我 

我悲傷時  祢的杖 你的竿都安慰我 

我害怕時  祢的愛來包圍我 

所以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瞻仰祢的容面  敬拜祢 

我要以感恩爲祭獻給祢   

我也要向世人去傳揚  祢的奇妙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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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wwoo  LLeessssoonnss  II  hhaavvee  

LLeeaarrnneedd  ffrroomm  

CCoooorrddiinnaattiinngg  tthhee  SSCCCCAACC  

CChhuurrcchh  BBuuiillddiinngg  PPrroojjeecctt  
 

Quan Li  

 

In the past one year and half or so, I 

coordinated the State Colleg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SCCAC) building 

committee activities and our interactions 

with the State College Christian Church 

(SCCC), the Pennsylvania Eastern District 

(District), the Alliance Development Fund 

(ADF), and various other church building 

project-related people and businesses 

(such as the Grays Wood parcel division 

engineer, the property inspectors, etc.).  

This experience has taught me two 

important lessons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everyone on this occasion of 

church building dedication.  I hope what 

I have learned will strike a cord in your 

hearts and help you see what I have seen 

and understand what I have understood.  

The purpose of the essay is not to 

document the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activities comprehensively, but 

to highlight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coordinating the building 

project.    

 

(1) Building Committee: How do we work 

in unity and serve the Lord when w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Near Christmas in December 2004 at the 

Christian Missionary Alliance (CMA) 

church, a loosely formed group of church 

members participated in a three-way 

discussion among the SCCAC, the Korean 

church and the District over a lot at the 

Grays Wood development.  The idea was 

that the SCCAC and the Korean church 

purchased the lot from the District and 

divided i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s.  The SCCAC would build a 

church building within the next one or two 

years while the Korean church planned to 

build their church within the next seven 

years.  At the meeting, the Korean 

church signed the purchase agreement, 

while the Chinese church did not but 

expressed interest and the need for further 

discussion. 

 

Near the end of the meeting, the 

SCCAC church building project 

committee was presumably formally 

formed and I was asked to serve as the 

SCCAC building committee coordinator.  

(The proposal was for me to chair the 

committee, which I declined and 

suggested renaming the position more 

appropriately as the committee 

coordinator.  The chair certainly holds 

more decision-making power than I would 

consider appropriat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But a coordinator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whole building project to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Following the meeting in December 

2004, the first official business item for 

the SCCAC building committee was to 

draft a letter to the District over the parcel 

division.  With the help of Shi Li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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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ed 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letter and 

distributed it among the building 

committee on Jan. 27, 2005.  Our eight 

committee members had quite different 

opinions regarding the substance of the 

letter, particularly the discussion of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our requests to the District.  

Fundamentally those reflected our 

differences over why and how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project in general.  There 

was a flurry of email exchanges among us.  

I called the building committee to our first 

formal building committee meeting which 

was held on Feb 3, 2005.  My agenda for 

the meeting focused on (1) allowing 

committee members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ir different 

opinions and (2) building and reaching 

consensus within the committee regarding 

the substance and purpose of the letter.  

The meeting was a great success.  The 

spirit was how to craft the letter more 

clearly to serve our purpose to build our 

own church building and to better serve 

the Lord.  Suggested changes to the draft 

letter were discussed.  A revised version 

was completed and distributed among 

committee members on Feb 4, 2005 for 

further comments.  A few additional 

changes were made in the revised letter.  

The third and final version of the letter 

received unanimous support from the 

whole committee and was sent to 

Reverend Wayne Spriggs, the District 

Superintendent, on Feb 11, 2005.  The 

final letter was clear in language and 

purpose, exact in relevant statistics, and 

specific in our requests to the District.  

More important, it was a successful 

product of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the 

whole building committee for the purpose 

of better serving our church and our Lord.  

On Feb. 17, Rev. Spriggs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main request in our letter.  

(In my view, the specific nature of the 

request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committee formulated 

it and achieved agreement on it.)  

 

This was just one of the many 

episode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tenure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from December 

2004 to May 3, 2006—the date on which 

the building project successfully 

concluded.  This is an important first 

episode, because it established an 

important first precedent of how the 

building committee should operate.  

Many new issues and challenges came up 

in the next 15 months, which included, for 

example, the thorny process of dividing 

the Grays Woods parcel between the 

SCCAC and the Korean church, the 

choice both within the committee and 

within the congregation between building 

a new church building and purchasing the 

existing SCCC church property, working 

to search for and negotiate the financing 

of the building project from multiple 

sources, launching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church building financing campaign, the 

many rounds of negotiating with the 

SCCC and revising the convoluted 

property sale agreement and the facility 

use agreement, the inspection of the 

SCCC church property, and completing 

the many rounds of the paper work for the 

SCCC church property purchase that 

involved the SCCAC, the SCCC,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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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orneys of both parties, the District, and 

the Alliance Development Fund—our 

principal source of financing.  The 

building committee worked on thos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like it had during 

the first one.  There had always been 

differences in opinions, but the eyes of all 

the members focused on learning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to together serve the Lord, 

learning to compromise and reach 

consensus, and reaching the goal of 

building our own church to better do 

God’s work.   

 

The committee had always taken 

advantage of thos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o express different 

opinions, to build consensus, and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to glorify and honor God.  

I have gained tremendously from working 

on this committee; it is one of my most 

enjoyable committee experiences.  I hope 

this would be how we will manage our 

precious church buildings in the future. 

 

(2) God answers our prayers and provides 

for our needs 

 

The idea to acquire our own church 

building has been kicked around for a long 

time.  Since our family first started to 

visit the SCCAC in 1999, church services 

moved around renting a couple of 

different places, due to the rental cost and 

space availability.  The desire for our 

own church building has always been 

there, but our financial means was more 

than limited.  I believe for several years 

since 1999, our church building fund 

stood at a figure around $20,000, not to 

mention the period between 1990 and 

1999.  This amount is probably less than 

enough for paying up one year’s mortgage 

today for our purchased building.  I used 

to talk about this figure in a joking manner, 

as I did not believe that given the transit 

nature of our congregation population, 

possessing our own building would ever 

be possible.  I believe many in the 

congregation must have shared this same 

thought. 

 

What changed my attitude on this was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or so.  

About two years ago, the desire for 

owning our own church building grew 

very much stronger among the 

congregation because of the moves and 

the lack of control over adequate space for 

a variety of our church activities.  Many 

people who had serious thought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SCCAC started to think 

seriously about acquiring our own church 

property.  The needs for our own 

building became real.  I was one of those 

people and even agreed to serve on the 

building committee when I was asked to.          

 

Did I believe the church building 

project would succeed at the time?  Not 

really, because the reality of our church 

finance was simply too bleak for me to be 

optimistic.  I agreed to serve on the 

church building committee was because of 

the need for such a building and because I 

was asked to.   

 

But if I have learned anything since I 

became a Christian, it was that God 

answers prayers!  Based on my personal 



40 
 

experience, I intuitively felt (not like 

believe with very strong faith) that if there 

was any hope, it probably had to be in our 

prayers to the Lord. It would probably 

take a miracle for this to be true.  

Otherwise, I could not see how owning 

our own building could ever be possible. 

 

With that idea in mind, praying for 

our church building project has been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every one of 

our building committee meetings, in 

almost all of my emails to the building 

committee, in our requests for support to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are about 

the SCCAC, at the congregation meetings 

on the building project, as well as in the 

private prayers of many of our church 

members. 

 

The fact that our building fund grew 

from $20K to more than $180K in merely 

two or three years is only one indication 

that God has answered our prayers.  

Getting to where we are now, that is, 

completing the purchase of the SCCC 

church buildings, is more than getting the 

$180K building fund.  Financially, the 

cost of $600K of the two SCCC buildings 

is much higher than $180K.  There were 

so many steps in the way—negotiating 

with the SCCC and the District, obtaining 

the loan from the ADF, inspecting the 

property, achieving consensus among the 

building committee and the congregation, 

etc.—that any of those steps, if failed, 

could thwart our final outcome.   

 

I honestly believe now that in the 

absence of our prayers and without God 

answering our prayers, it is simply 

unthinkable and impossible for us to own 

the two buildings we are dedicating today.  

This is because these many intermediate 

steps are simply too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for humans like me to handle 

well.  What I have learned is that to pray 

for God’s help and God’s will is important 

for both us individuals and the church as a 

collective.   

 

 

 

 
 
 
 
 
 
 
 
 

 

 
 

Glorify the Lord with me; 
let us exalt 

His name together. 
 

Psalm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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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誠邀請您來更多認識基督信仰 

 

 

 

 

牧師：林大衛 
(814) 861-1311   sccacpa@gmail.com  

 

 

 

2006理事同工 

 

崇拜：莊志豪 

團契：陳偉凡 

福音：唐明哲 

教育：葉國全 

總務：樊曉聰 

會堂管理：李泉 

司庫：杜榮啟 

助理司庫：邢灼 

秘書：趙娟 

 

 
 

 
定期聚會時間/地點 

 
地點: 1107 William Street, State College 

http://www.sccac.org 

每週五查經分享: 7:30-9:30 PM 

每週二教會禱告會: 7:30-9:30 PM 

每周日主日崇拜及主日學: 10:00-12:20 AM 

歡迎加入週間長青團契及媽媽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