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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年在磐石 
○林大衛牧師 

 
今年是我在磐石教會服事的第十二

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因為神給我們教會
加添了一位牧者，成為
我屬靈的同工，在此敘
述一下神奇妙的帶領。 

大概在今年四月
初的時候，有一位素未
謀面的美國弟兄 David
到教會辦公室來找我，
告訴我他的老朋友畢
國安牧師正在尋求回
到 State College 服事的
可能性，問我們教會有沒有需要聘請一位
牧師。在我的心裡，我知道有需要肯定的。
我們在去年的會員大會已經通過開始著
手尋找青少年或英語傳道人，但是衡量教
會的經濟情況，就使我不敢積極進行。
David 弟兄的造訪，確實在我心裡留下不
尋常的感覺，難道神因著憐憫我們的信心
不足，所以親自差來一位傳道人? 我暗中
禱告，求主顯明祂的心意。 

很快的，在四月九日接到畢牧師從
台灣打來的電話，對畢牧初步的印象是非
常的溫和謙遜。徵求理事同工的同意之後，
打電話給第一個 reference – 在新澤西主
恩堂的英語牧師，他曾經與畢牧師一同在
主恩堂配搭服事許多年。他的一句話，深
深打動我的心。他說：如果可以，他很願
意永遠與畢牧師同工。我想，如果一位與
畢牧師同工那麼久的人，可以這樣表明，
那麼這個人應該錯不了。之後再聯絡當時

畢牧師在台灣服事的教會及宣道會東區
區會，得到的都是很正面的評價。 

畢國安牧師了解教
會要聘請一位傳道人是
需要非常慎重考慮的，為
了幫助雙方都能更加明
白神的心意，畢牧師主動
提出要從台灣來拜訪教
會。感謝主，在四月二十
三到二十五日畢牧師來
到磐石教會，與我們有美
好的交流，使我們在尋求

神的帶領上更加明白他的心意。顧及教會
經濟的考量，畢牧師提出願意頭三年用宣
教士的方式籌款一半薪金，這個提議，確
實幫助我們有更多的信心為聘牧事宜跨
出一大步。之後再經過理事同工的討論、
禱告，會員大會的通過，在短短不到三個
月的時間，我們已經確定下來，畢牧師是
神給我們的禮物! 不單可幫助英語青少年
的事工，更可以發展整個英語事工，而且
還能用流利的中文溝通。感謝主，又行了
一個神蹟在教會，這樣的聘牧過程真的是
稀有的(我們連聘牧委員會都不需成立)，
神所賜的實在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回顧過去幾年，從買堂到今年十一
月中開始中英文兩堂崇拜聚會，神在教會
的恩典實在數算不盡。記得在上一期磐石
特刊中寫到：「若將我們在磐石的服事分
成三階段，頭五年可以說是摸索適應期，
中間五年是挑戰充電期，接下來的五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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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Pigott, wife Janiene and children: Becky, Ben 
and Shannon

A Calling Strong and Clear 
○ Pastor Andy Pigott 

State College is my hometown.  I 
grew up just several blocks from SCCAC.   
When I was young, I attended the Easterly 
Parkway Elementary School.  I graduated 
from State High and, four years later, I 
graduated from Penn State.  Over the years 
I grew to love this place.  I love the 
mountains that surround State College and 
have spent countless hours hiking and 
camping in those mountains.  I love 
running and biking on the country roads that 
wind along streams and pass by farms. 
 
Leaving State College thirty years ago and 
moving to Taiwan was not easy.  My wife 
and I lived in the cities of Taiwan where 
there are very few trees.  In comparison to 
State College, the air is not clean.  There 
are few open fields.  There are no country 
roads.  When we first moved to Taiwan, 
everything seemed grey.  My heart ached 
to see large expanses of green. 
 
But I knew that God had called me to 
Taiwan.  God had given me a vision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who had not yet 
heard the precious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at vision compelled me to leave the place 
that I loved so much and to fac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my wife and I encountered 

was the challenge of learning how to speak 
and read and write in Chinese.  This was 
difficult, but my calling helped me to face 
this challenge. 
 
Over the years I grew to love Taiwan just as 
much as I love State College.  Most of all, I 
grew to love the people.  They are warm 
and friendly.  I even grew to love the city 
with the crowded streets.  In the same way 
that I used to draw close to God while 
running on the country roads that surround 
State College, I found that I was also able to 
draw close to God while running in the city 
parks of Taiwan.  I became content with 
the thought of living in Taiwan until the day 
that I died or at least until I retired. 

 

 
盼望是邁步擴張期。」感謝主，我相信畢
牧師來到磐石服事是神要帶領教會邁步
擴張的一個印證，我很願意，也很興奮與 

 
畢牧師一起同工，願弟兄姊妹常為我們禱
告，求神帶領保守我們，在祂裡面同心合
意，步伐整齊，擴張祂的帳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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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in 2010 I was offered a job to serve at a 
church in Taipei that my wife and I helped to 
start 25 years ago.  I was excited about 
doing this. 
 
My vision for reach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was still strong.  I still enjoyed living in the 
city.  Circumstances seemed to be working 
in our favor as well.  I asked the leadership 
of that church to allow me to teach them 
every Sunday for two months; and at the end 
of two months, I would give them an answer. 
 
During that two month period of time, God 
used several circumstances to lead me and my 
family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It was a 
direction that had not even entered into my 
mind as a possibility.  Through 
circumstances, God made it clear that my 
family and I should return to State College.     
 
God first used Janiene’s health to speak to me.  
During that two month period of time, 
Janiene made many trips to the hospital to 
diagnose and treat physical problems that she 
had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in her life.  
Those physical problems included severe 
vertigo, insomnia, loss of appetite, numbness 
in her arms and hands, a feeling of choking, 
and acid reflux.  With each trip to the 
hospital, I began to question the wisdom of 
remaining in Taiwa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second circumstance that God used to 
speak to me was an email that I received in 
March.  A friend who lives in the State 
College area wrote to tell me about the death 
of his wife.  In that email, he asked me if I 
ever considered returning to my hometown to 
serve.  At the time, I had not thought about 
this as a possibility.  I wrote back and told 
him that I would pray about it. Then a week 

later, my wife received an email.  It was 
from a lawyer.  Her mother-in-law had 
decided to sell the house that she inherited 
when Janiene’s father died in February 2009.  
A title search was done, an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Janiene had the right of first refusal.  
She had to state that she did not want to 
purchase the house before it could be sold to 
another person. 
 
A few days after receiving that email, I woke 
up at 2:00 a.m. with one thing on my mind.  
I had to call someone in State College and 
find out if there was some ministry available 
for me to do.  And so I called a good friend 
of mine who lives in State College.  I told 
him that I had been working in Chinese 
churches for over 30 years, and I wanted to 
continue to do so.  My friend told me that he 
knew about a Chinese church in town and 
would drop by to ask the pastor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looking for someone to hire.  
A couple of days later my friend called me 
back and told me that he had met with Pastor 
Lin from the State College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He told me that the church was in 
the process of looking to hire another pastor.   
 
From that point on, things developed quickly.  
I called Pastor Lin and we talke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me serving at SCCAC.  
Although our communication was positive, I 
knew that I needed to visit the church before 
a decision could be made.  That happened 
the third weekend of April.  I flew back to 
the U.S. and, during that weekend, I had a 
chance to meet many of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the church.  I also had a chance 
to meet with a lawyer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my wife exercising her right of 
first refusal to purchase the house where she 
was living when I started dating her 41 years 
ago.  After that weekend, I return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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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诗篇 139：17 

Taiwan.  While on the plane, I thought to 
myself: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but God seems to be using 
circumstances to tell me that I should return 
to my hometown.  
 
By the middle of May, the feeling was strong 
enough to motivate me to purchase plane 
tickets and make plans to return to State 
College.  At the time we had not yet 
received an official job offer from SCCAC, 
nor had we signed a sales agreement to 
purchase the house.  I told the church in 
Taiwan about my decision.  Although they 
felt disappointed, they supported me and 
prayed for me and my family.  At the end of 
June we received an official job offer letter 
from the leadership of SCCAC.  On July 14, 
while we were in route from Taiwan to State 
College, inheritance money that Janiene’s 
father willed to her was deposited into our 
checking account.  We needed that money 
for the down payment.  The closing was 
scheduled for July 15.  We moved into the 
house on July 19 and I officially began 
working for the church on August 1. 
 
I believe that God used all these 
circumstances to call me back to my 
hometown to serve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re.  It is important for me to know that 
God has called me to do what I am now doing.  
Every church has challenges, and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with many shortcomings.  
There are many days when we are not feeling 

emotionally strong.  Even our vision can 
become blurred at times.  For these reasons, 
it is important for me to believe that I am 
living where God wants me to live and doing 
what He wants me to do.  I am very thankful 
that He has used circumstances to speak so 
clearly to me during these past few months.  
God knew that I needed a clear calling to 
make this big change.  I believe that is why 
He spoke to me in a way that was so strong 
and so clear. 
 
I look forward to Janiene’s health being 
restore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Pastor Lin and the leadership of SCCAC to 
help people become disciples of Jesus Christ 
so that they can disciple others wherever they 
go after they finish their time at Penn Stat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people who 
attend SCCAC build more bridges into the 
community so that there will be a greater 
witness among local people who cannot 
speak Chinese.  God used circumstances to 
call me back to my hometown; but in the long 
ru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my calling 
will be a vision to disciple people who have 
decided to make SCCAC their home church.  
This vision will keep me going through good 
times and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If God 
should ever call me to move again, I know 
that I must obey.  For now I am content with 
the thought of serving her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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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全家 

爱的引领 
○董迎晖 

 
 

“爱是恒久忍耐又
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处，不轻易
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
真理；凡事包容，凡
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格林

多前书 13：4-7）当读到这样的爱的表决时，
内心充满了感动和震撼，我们心里仅存的
那点爱在这里如同一滴水汇入了海洋，那
么渺小。这是超越于人性的爱，这是来自
天上的爱，这是神那无限的爱。我便是被
这爱引领着一步一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我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2010 年 3
月 1 号来 State College，8 月 15 日在磐石教
会受洗。很多人都带着好奇心问我：你在
国内接触过基督教吗？怎么会这么快就受
洗了？其实之前在我头脑里“基督教”只
是众多宗教名词中的一个，和佛教、伊斯
兰教等没什么差别，且都是科学的对立面，
所以从来不关心，也没想过要去更多的了
解。但回过头来看，人类骄傲的原罪虽然
让我与神远远的隔离，但神似乎并没有离
弃我，或许很早开始他就在为我预备着一
个寻求的心，乐于接受的心。 

本科毕业后，我在工厂工作了九年。
生活平静，工作单调，但却有一个单纯的

追求理想的心，想往读书，想往做学问。
于是在孩子四岁的时候参加全国研究生考
试，导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科研环境很
好，自己做得也不错。毕业后在高校工作，
虽然起步较晚，但一直勤奋追赶。高校、
科研、做学问，似乎一切都是我向往的那
种生活，但每当我跨上一个台阶，内心的
单纯反而失去一点，心里慢慢积聚成一个
幽暗的空洞，里面没有阳光，没有爱，充
满的是疑惑，失望，焦虑。当我一步一步
登上我理想中的山峰时，发现上面站着的
只是一个迷失的我，没有期望中的无限风
光，只见远方混沌一片，竟找不到一条出
路。难道人生就只能这样了？心有不甘，
常常诘问：人活着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争
夺那么一点可怜的生存空间？人和人之间
关系注定要走向争斗和冷漠？人和社会的
关系只剩下利益和旁观？国和国之间的关
系只能是有形的或无形的战争？找不到答
案，便怀疑自己是井底之蛙。我想我需要
出去走走，去让自己透一透气，去看看井
上之外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带着这样的心
态，我来到了美国。 

记得刚来不久，有个朋友告诉我：今天
教会有受洗仪式，你去看吗？心想除了在
电影电视中，在现实中还没我有看过受洗
呢，于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来到了教会。
但是那天内心却有特别的感动，因为在这
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爱的氛围，我甚至感
叹：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群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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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群充满着良善，快乐，平和心态的人，
我多么想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出国之前，
虽然整天忙忙碌碌，但内心深处没有平安，
生命的河流渐渐干涸，心灵的原野不是一
片青青绿草，而是充满了砂石和杂草，我
现在明白那就是灵里的空虚。所以那天在
教会感动至流泪不止…… 

虽然感动，虽然喜欢，可受这么多年
无神论教育体系的历练，让我一下子相信
从猴子变来的我们是由一位真实存在的神
所创造的，很难接受。但是我喜欢教会的
和睦氛围，内心赞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爱
的联结。“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
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13：
35），而我从每一个接触到的基督徒身上也
印证了这种爱，多么单纯而让人渴慕的爱
呵！每碰到一个基督徒，不管是中国的还
是美国的，我都会问他：信主之前和之后
你最大变化是什么，他们给我的答案竟然
那么一致：内心的平安和喜乐。是啊，我
缺少的正是内心的平安和喜乐，我也渴望
有这种平安、喜乐。但是，理智让我难以
接受世界上真有神的存在，不信自然无法
得到。我试着向我还不信的神请求：如果
你真的是创造我们的神，如果你真的是存
在的，就给我一个暗示吧，哪怕一点点。
其实并不抱着什么希望，可是我似乎得到
了一个暗示，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在国内
的一个慢性的生理不调，在我请求的第二
天突然好转。我难以相信这是偶然或其它
什么原因，因为太突然，在我的理性中这
是需要过程的。虽然当时将信将疑，但我
开始转变先入为主的无神论的观点。 

在这之后不久，一个周六，我正在实

验室专心致至地做实验，心中并无杂念，
突然脑海里出现一个画面：是我的父母亲，
他们那么苍老，正用一种近乎可怜的乞求
的眼光看着我，突然间仿佛心里有个东西
融化了，化成了泪水从眼里不停地往外流，
最后无法控制，我几乎跑着出了实验室，
躲到厕所里开始放声地哭，这种哭好象不
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内心有很多情绪在
哭中不停的向外释放：委屈，怜悯，自责。
哭完之后，内心出奇的平安。从实验室回
家的公交车上，看到有人手里拿着康乃馨，
才知道明天就是母亲节。那天晚上，我第
一次在母亲节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妈妈，
祝您母亲节快乐！”妈妈开心地说：“谢谢
你，我的好女儿！” 

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偶然的，
想起在这之前沫然姐妹为此替我祷告过。
我心里那么大的一个结，我想尽办法自己
想要去解开却徒劳无益的结，我最后认定
的死结，怎么突然间就没有了？回想起来，
这是童年缺少母爱而系成的结…… 

我家是姐弟两人，在那个年代，父母
或多或少都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只是我
的母亲偏向比较严重，而且完全表露在外。
小时候，在我的记忆影象中没有妈妈的笑
脸，儿时的妈妈对我是冷漠的，拒我于千
里之外的，没有暧色的。或许偶尔是有的，
可是冷色已经成了基调，我已记不起那或
许偶尔出现的一次变调。 

做会计的妈妈自然掌管家中的财务，
小时候的我没有一分零化钱。其实，适当
的零化钱对一个孩子挺重要的，那不仅意
味着你可以满足一下贪吃的小嘴，还意味
着你拥有父母的宠爱，在别的孩子面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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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自信和底气，而我从来就没有。因
此一直到成人，在与人交往时，我依然是
这种状态：没有自信，没有底气。这当然
不是零化钱这个表层的原因，而是在这背
后的母爱缺失。 

小时候的我身体不太好，每年都至少
要生一场大病：发烧，呕吐。围在身边忙
得团团转照顾我的只有奶奶和爸爸。我竭
力想搜索妈妈的影子，只有那么一点：烧
得迷迷糊糊的我好象听到床头爸爸在对妈
妈说：小晖生病了，你去看看她呀。于是
我感觉到额头被一只凉凉的手摸了一下，
便走开了。每次奶奶都要跑到酱坊买五分
钱酱生姜，用干荷叶包着，给吐得嘴里不
停冒酸水的我止吐。至今我都酷爱吃生姜，
每年嫩姜上市，那淡淡的清香在我脑海里
便幻化成干荷叶包着的生姜，那是代替母
爱给了我童年一丝温暖的奶奶的味道。 

冷漠是一把无形的刀，让我小小的心
悄悄地变得茫然，胆怯，倔强。而有形的
刀却让我感受到自责，自卑，让我感觉到
生命的苍白，甚至想自毁，自我消失。 

记得是初中，因为和妈妈闹别扭，我
把门一摔自己关进房间。正觉得气已消时，
忽然听到窗户上的玻璃哗啦一声，惊魂未
定时只看到一根竹杆在破损的玻璃上疯狂
地搅动，我感到不对劲，赶紧跑出去，那
场面对一个孩子实在可怕：妈妈手里拿着
竹杆，满手被玻璃刺破，鲜血淋淋。院子
里顿时乱作一团，挤满了人，我失去灵魂
似地站在那儿，让千夫所指。那一天我把
自己卷曲，缩在桌子下面的最角落处，我
只愿地下突然能开一个洞，好让我跳进洞
里从此消失。妈妈的伤口后来什么时候好

了已不记得了，可我心里的那个伤口却还
在，在这之前一直不可触碰，一碰依然流
血。后来看《简.爱》，她被关进红屋子那一
段，我哭得不能自已，我觉得那个可怜的
小女孩就是那一天的我。 

这些景象其实在成长过程中已经渐被
遗忘，我对父母依然孝敬，只是内心对妈
妈没有母女的亲密感。可是最近两年，童
年的景象不知为什么重又那么清晰地在脑
海里浮现，折磨着我，内心重又限于无助
的挣扎，这自然又影响到我对父母的态度，
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加重我的自责和罪恶
感，我限于这种恶性循环中，备受煎熬。
我试着自己去解这个结，可是无能为力，
我认定这是我无法解开的一个心结。感谢
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竟那
么顾念我，怜悯我内心的伤痛和软弱，用
爱的手把我内心的结就这样轻轻地解开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每周来教会查经，
主日敬拜，读圣经，看福音资料。一天晚
上，看福音电影《耶稣传》，耶稣被钉上十
字架，为钉死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
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看到
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影片结
尾呼招时，我跪下来跟着影片做了这样的
祷告：“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感谢你为了
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打开我的生命之
门，迎接你。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请驾
御我的生命，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阿
门！”。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决志祷告。其
实当时《新约》并没有读完，对《旧约》
创世纪依然无法理解，可是我知道耶稣的
爱是没有人可以给我的，我也知道这个爱
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想要得到的。依着



磐石年刊 

第五期·2010 
8 

 

“人有见识就不轻

易发怒。” 

---箴言 29：11 

这爱的引领我走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决志
相信他，跟随他。 

就在受洗前两个月，当我和我先生谈
起受洗的事时，他还是极力反对的态度，
极力回避和我谈这件事。当时想反正时间
还长，不行的话在走之前受洗也是可以的。
之后，我为我先生能接受“世上有爱我们
的神”而为他祷告。同时我也希望能通过
自己的改变用事实告诉他这世上真有神在
爱着我们，我们因着他的爱生命会发生改
变。 

原来我是个急脾气的人，而我先生是
个脾气温和的人。读经时我看到下面两段：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
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
耐的心。（歌罗西书 3:12） 

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
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提摩太后书
2:25） 
我便向神祷告：“是的，神呵，求你给我一
颗温柔忍耐的心，让我的脾气变得比他脾
气更温和，让你的爱充满我，让我用你的
爱来爱他。”感谢神听到我的祷告，不知不
觉中，我的先生思想发生了连我也没有想
到的变化。当在一个主日有四个弟兄受洗
后，我半开玩笑地和他说：我也想受洗呵。
没想到他竟然一点没有迟疑说：“好的，我
同意，我不仅同意而且支持你。”我反而吓

了一跳，我问他：“是真的吗?”他说：“是
的，我看到了你的改变。”感谢主的引领！ 

暑假女儿要过来，因为先生请不了假
就决定让她一个人过来。十四岁的孩子独
自做飞机，我很是担心，就一直向神祷告：
主啊！求你平安地把她带到我身边来，我
要把她带到你面前，让你来祝福她，引领
她以后的人生道路。我当时并没有期望很
多，只是想在她的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
期待着以后会发芽，生长。可是主的恩典
远远超过我的所思所想，女儿在走之前和
我一起受洗归入主内。感谢主！ 

远眺 Nittany 山脉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阳
光下那么青葱，翠绿，鲜亮，当有云彩飘
过时，山脉上便有一片云彩的投影，你会
发现阴影下的树林在对比之下显得那么阴
暗，没有生气。我想：阳光下的树林就象
有主的爱照耀着的心灵，阴影的那一片就
是失去神的爱的照耀。感谢主的爱照在我
的心里！也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用
你们内心的平安、喜乐和爱向我显现着神
的荣耀，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是世上
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求主也继续引领
我，刚强我的信心，让我和众弟兄姐妹一
起成为这世上生命的盐，希望的光，把主
耶稣的爱传播给世人。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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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见证
●王音力 

    “我虽经过死荫之幽
谷，但我无畏惧，也不怕遭
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上
初中的时候我在一个好朋
友的笔记本上读到这句话，
小小的心灵就感到一阵忧
伤的悸动。那时还不知道这
句话出自何处，现在想来，
我那个同学的父母应该是
基督徒。第一次参加磐石教
会的查经班，我就笑问：“既
然你们都对圣经这么熟悉，
能 告 诉 我 这 句 话 在 哪 里
吗？”好几个人同时答道：
“诗篇二十三”。 

我学西方哲学多年，在
情感上和理智上都较为认
同基督教，了解它对西方文
化的深远影响，但从未想过
自己能和基督建立个人生
命的关系，也不知道耶稣基
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而
死。我一直认为基督教虽好，
但那是西方人的宗教，上帝
是西方人的上帝，就像人不
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一
样，我们中国人也进不了上
帝的国。毕牧师在一次讲道
中说：“很多人不认识上帝”，
真的是这样啊，今天看一个
朋友的慕道见证，他在其中
引用华盛顿总统的话：“我
们应当告诫自己不要幻想，
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

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
但是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
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类似的话我在过去念过不
少，但西方思想家提到的宗教、上帝，对我而言不过是一
个模糊的幻影罢了。 

来 State College 不久
听冯秉诚牧师的布道会，
我在提问阶段问了一个

很“不虔诚”的问题。那
天夜里就做了一个梦，梦
见一辆大卡车向我急驶
过来，在被卡车瞬间吞没
的无边黑暗和恐惧中，我
不由自主地在上帝面前
弯下刚硬的膝盖。从那天

起，我就不由地一面怀着抗拒之心一面被深深吸引，找基
督教的书看，上网查一些知识分子的见证，参加团契，也
试着在一些事上做祷告。特别感谢磐石宣道会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言行生活让我对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有了最直接的体
认。慢慢地自己也感到一些内心的变化，上帝很爱我，即
使我那些并不专心恳切的祷告，他似乎都听到了，并一一
应许。 

渐渐地，我已经有了信基督的渴望，在团契中也不再
争辩好问了，至于死后复活、童贞女受孕这些问题，对我
来说也不是那么不可逾越。毕竟，科学和哲学都已论证了，
人靠着经验和理智获得的知识范围是十分有限的。这些“奇
迹”的存在是上帝给人的一些证明，证明了凡人不能做的
事，上帝能。并且实际上，他只在一些经验“事实”上给
出了看似荒谬的证据来显示人的有限，因为人们的经验仍
只是从有限时间空间中总结出来的；他并没有给出“逻辑”
上荒谬的证据，比如他不会让 2 加 2 不等于 4。中世纪教
父德尔图良有一句名言：“惟其荒谬我才相信”。以前我当
然认为此话本身就是荒谬的，现在理解到他是在质疑人们
的小信：因为肉眼看不见而不敢信，结果让灵魂的眼睛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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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了。我几年前路过一个国
际机场时，在机场商店给我
母亲买了一块表，选好手表
后，我付了钱，售货员就把
表装在一个盒子里给我。事
实上我没看到她把表装进
盒子，或许她直接从下面拿
了一个已装好表的盒子，总
之我没看见装的过程。我走
出一段后心里就开始嘀咕，
她要给我的是一个空盒子
怎么办？聪明的人愚拙，愚
拙的人反而聪明，就是因为
前者只信自己。 

我寻求信仰的一个很
大原因，是自己多年来挥之
不去的不快乐感。小的时候
在父母严厉管教下没有多
少欢乐，高中时有几个很谈
得来的好朋友，那段友谊是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大
学里孤独自卑，但在书本中、
在九十年代初自由的喧嚣
中体会到短暂一阵解放了
的感觉。这十多年来工作的
压力、家庭生活的压力让我
悲哀地看到自身的局限，梦
想和青春好像还没来得及
看清，就快要消失不见了。
就政治社会而言，曾经体会
到的自由感现在看来更像

一场欺骗。人生要寻找什么呢？为了什么呢？有时候我也
时常安慰自己要知足常乐，但在人生不知所处、不知所往
的境地下，那类话更像是空洞的自欺。因为除了世人渴望
的成功，你就没法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 

上帝爱我，在我打算一直犹豫拖延下去，至少拖到回
国前的时候，他又借一次精神危机启示我，抓住了我，让
我意识到在信与不信上继续犹疑的话，我就一直无法从表
面开心、内心绝望的处境中走出。当我终于鼓足勇气迈进
水里，仿佛一脚跨进深不可测的海里时，他托住了我，他
的话证实了：“你进到水里…水必不漫过你”（腓：4-12）.
我得着了重生。 

在受洗后的公开见证中，我说，如果不公开受洗，我
就不能全然向上帝交出自己，我就又不自觉地把上帝当作
一种高级的精神寄托，就像看书、上网、交友是我的种种
寄托一样。如果我不受洗，上帝对我来说就依然是某种高
级安慰品、麻醉剂。我就不能真正活出新的生命，在基督
里的生命。 

 过去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跟我讲受洗后如何变化，我都
理解成一种精神力量的作用，不相信真的有圣灵动工。受
洗后的那个下半天里，我也没觉得跟往日有什么两样。但
晚上睡得特别安稳，清晨起来后就真的感觉世界不一样了。
从那天起心里就变得安详，很有依靠，悄悄地喜悦，许多
从前让我烦恼的小事也不那么在意了。思想和言语变得更
纯净，或者说对罪更敏感，有时脱口而出一些骄傲不悯的
言辞，立刻心里就难过。“神的国就在你里面”（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路加：17-21)，进入神的国，我们就
摆脱了活在律法下的自由（不自由），得到了活在基督里的
自由，从受外在权威支配的小心翼翼中摆脱出来，活出上
帝赐给我们的最宝贵天赋——自由生命。前提是耶稣说的：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
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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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基督， 

生命得以富足 

见文思意，请不要误解，这里的富足不
是指钱财上的富裕和充足，而是指生命上
的丰富和满足。 
 记得小时候，我
常常跟着奶奶一起
去做礼拜，大人们唱
赞美歌，我就跟着学，
而且学的很快，唱的也很好听，也
因此常常得到大人们的表扬，我很喜欢那
些表扬，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得到别人的
赞赏，也因此对这些印象记忆犹新。大人
们祷告的时候，我也会闭上眼睛，时不时
还睁开眼睛偷看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跪在地上自言自语。那时我并不知
道神是谁，只是常常从奶奶的口中听到“感
谢神”三个字。我很喜欢听奶奶说这三个
字，因为奶奶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总是很温
柔，很慈爱，而且很喜乐。上了初中，我
开始不再关心奶奶所信的神，也不愿意跟
着她去做礼拜唱诗歌了，因为我无法想象
我一个小伙子在那么多“老前辈”面前唱
歌时的尴尬。到了高中，因为离家很远，
基本上月只回家一次，而且在家的时间很
短，与奶奶也说不上几句话，所以“感谢
神”那三个字几乎听不到到了。而且在学
校，我的政治课，历史课，尤其是生物课
都很优秀，这让我坚信我所学的就是真理，
也让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个只有物质的世界，
没有所谓的神与鬼。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
漫长的无神论的信仰生涯，直到我来到美
国。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来美国，我一下
子就被问懵了，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来美
国可以增加我的学识，将来能让我挣更多

的钱”。其实那不是我的心里话，因为我着
实很不确定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到这个陌

生的地方，甚至不惜将我

的妻子一
个人留在国内。
当时的想法好
像是来美国会
让自己与众不
同，会让亲人、老师感到自豪，让同学和
朋友感到羡慕，因为美国好像是无数中国
学生的梦想之地。现在想想真是何等可悲，
为了让自己与众不同，让亲人、老师感到
自豪，让同学朋友羡慕，自己就糊里糊涂
的来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别人的看法
就那么重要吗？换句话说，我的虚荣心实
在是太强了，以致我自己都意识不到。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我的确很了不起，尤
其是我的那些中学同学。因为在他们看来，
我终于从偏远的农村走了出来，而且一下
子就跨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似乎我以后就
真的会成为“人上人”了，再也不用担心
失业，买房和买车的问题了。可是又有谁
能体会到我内心的苦恼、寂寞与绝望呢？
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会冷静下来去思考，我
如此努力的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
博得别人的称赞吗？可是称赞只能让我内
心的虚荣得到极其短暂的满足，因为别人
不可能时时刻刻地都在表扬你。是为了让
我将来不会为失业，买房和买车的问题所
困扰吗？可是我似乎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

●王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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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要做什么工作，买什么样的房子和什
么样的车，好像这些对我都没有特别的吸
引力。我为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标杆而苦恼。
每天下班回家以后，莫名奇妙的空虚寂寞
都会接踵而至。为了弥补我内心的空虚，
游戏和色情网络成了我得以释放的工具。
我会在游戏里不择手段地去猎取那战胜别
人的自豪感，因为游戏里没有法律的制约，
只要能战胜对方，你可以用尽一切手段。
我也会用色情网络去暂时满足我肉体的情
欲上的寂寞。也许你会说，游戏和色情网
络不是可以填补你的空虚和寂寞吗？可是
你知道吗？当你打完游戏、看过色情网络，
然后回到床上要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你
再也不可能有一个颗平静安稳和无愧的心。
你的心里充满了斗争、充满了内疚。那种
斗争让你久久不能入眠，那中内疚让你心
中满怀罪恶感。这就是我信主以前在美国
生活的真实写照，那种生活是何等的贫乏，
何等的阴暗！也许你会说我一点都不自重，
这些隐私为什么要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
是我无法逃避的事实，别人可能都不知道，
但有一位神却知道，这位神就是创造天地、
给我生命气息、知晓我一切心思意念的神。 
 说到我第一次来教会的动机，着实有点
滑稽。有人告诉我在教会的英文查经班可
以免费学习英语，而且还能吃到很好吃的
中国菜。果不其然，第一次来教会吃到的
中国菜就非常可口，比我自己做的菜要可
口很多。因为这两个目的，我经常来教会，
但我深知，我的心里还是不相信神存在。
我没有办法摒弃我一直以来所接受的唯物
论思想体系。很多人给我传福音，无论是
从理论逻辑，还是从神迹见证去证明神是

真实存在的，都不能改变我原有的对世界
的看法。可是神的作为实在是奇妙可畏。
记得那一次里程受邀到校园里宣道，我和
同学因为会场提供免费包子而去凑热闹。
俗话说，吃人东西嘴软，本来打算吃完包
子我们就回去通宵打牌过周末的，可是吃
完之后我们不是嘴软，而是腿软，实在不
好意思在开场之前就离开。那一次冯牧师
讲的主题是科学与信仰，在此之前我已经
读过他写的《游子吟》一书的前几章，于
是就索性坐下来听听，心里盘算着要是不
感兴趣就中途逃跑。他刚开始讲的内容大
部分我都已经从《游子吟》里有所了解，
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时间开始进入下
半场，奇怪的事开始发生了，我的心突然
从疲倦变的非常挣扎。我大概知道，像那
样的宣道会，主讲牧师在结束演讲后应该
都会呼召，若是有感动的人可以当场举手
表示愿意相信神。这个想法让我感到紧张
和不安，我的心跳越来越快，因为我害怕
我会不自觉地在众人面前举手，虽然我很
确认那要举手的冲动不是出于牧师的演讲
和我的感动，因为后来我几乎没有再关注
牧师所讲的内容。我感觉我控制不了我的
双手，我开始把它们紧紧地压在大腿下面。
演讲结束，冯牧师刚一呼召，我的右手就
挣脱了大腿的束缚，高高地举起来了，等
我反应过来，才发现身旁的同学都在看着
我，那时我就意识到我的手不是我举起来
的，是被一种奇妙的力量举起来的，因为
平时的我是不可能在那么多人面前显露自
己的，更别说在我的同学面前公开表示信
主了。两天后，我就在中国教会接受了洗
礼，表达了我愿意跟随耶稣的决心，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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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

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们的路。” 
‐‐‐箴言 3：5‐6 

道那个力量也不是来自我的，但我却很奇
妙地愿意去顺服这种声音的带领。感谢主，
我现在知道这些都是源于圣灵的感动。 
 神既然拣选了我，就必要按他的心意来
塑造我。信主之后，蒙神恩典，帮我解开
游戏对我的捆绑，使我在玩游戏这个问题
上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游戏在我的生活中
越来越失去吸引力，直到从我的电脑里彻
底消失。因着神的怜悯，我意识到色情影
片不仅会有害于身心健康和夫妻关系，还
会使我在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这让我产
生了要戒除这个嗜好的决心。刚开始我想
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去摆脱色情影片，几经
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我不得不把这个问
题交给神，求他来帮忙解决。后来弟兄一
起为我这个问题做禁食祷告，蒙神怜悯，
我最终能在这方面得到自由，彻底拜托了
色情影片的诱惑和捆绑。刚刚信主，神就
让我看到他的奇妙作为，看到他的荣耀，
短短的两个月时间，神就将捆绑我多年的
游戏和色情影片彻底从我的生命中解除。 
 信主不到四个月，神继续恩待我，让我

渴望接受圣灵的洗礼的愿望得以满足。那
是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我心中以前所存
留的“旧货”得以清除，我体会到前所未
有的喜乐和满足。我越来越渴慕能常常与
圣灵相交。慢慢地，我开始不断地学习在
生活和工作中赞美神，仰赖神。生活中、
工作中，无论大事小事，我开始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即使这样，我的灵还是不能得
到满足，我渴慕能不断地经历神，渴慕圣
灵的声音和感动。求神怜悯，能满足我灵
里的干渴。 
 回想从小到现在，从不认识神到蒙神呼
召，神无时无刻不在看顾，无时无刻不在
预备我前面的道路。这是何等的恩典，何
等的慈爱！天上的飞鸟不必耕种，神尚且
看顾，况且我们这些有着他样式的人呢？
神的爱无处不在，他的公义也无处不在。
只要愿意，我们都能够得着他儿女的身份，
都能够享受到他赐给我们的永远丰盛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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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字
架 

︱
我
的
拯
救
与
生
命 

 

●孙娟 
 

 
   

一、 拯救的见证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
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
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加福音 1:78‐79。 
 
这段经文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经

文之一，因为神曾救我脱离死荫的幽
谷。信主之前我的光景极差，哪怕在外人
看来光鲜亮丽，只有我自己知道是败絮其
中。高三那一年，我提前保送清华大学。
骄傲和赞美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自认每一
步都可以按着自己预定的目标达成，于是
控制欲也达到了高峰。有一点小事在我的
计划之外或是没有按着我所想的发展，我
就变得焦躁和无可忍耐。想来这是多么的
讽刺，因为我最无法控制的就是自己的情
绪。那时候，每当情绪不好，我就必须要
做一些冒险甚至伤害自己的事情才能得以
纾解。我过马路冲冲撞撞从不看车，我用
手拼命砸墙砸桌子，我甚至站在过 23 层楼
顶的边缘。可是当我意识到自己离死亡是
多么近时，我就停止了这些冒险的行为。
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独生女，我几乎就
是爸妈的生命。 

可是这样的克制并没有让情况好转。
大学的四年，是我人生中最迷茫的一段时
间。几乎每一天我都会幻想这样一个场景：
我撞车或是生了一场大病，没有死，但是

在医院睡了十天半月，醒来后失去了全部
的记忆，在一个新的美好的地方，一切都
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清醒的知道，我并不
是想要死亡本身，我只是想要解脱和逃离，
逃离这个充满自私利益的世界，更是逃离
同样自私并且向现实妥协的自己。到最后，
因着一些外界事情的催化剂作用，我开始
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哪怕我清楚地
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想死，可是在那样的情
绪中却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虽然我也在
弟兄姐妹中分享过一些，但是有一点我是
羞于提及的。在这里提及，只为见证神的
大能与恩典。那时候，心里时常会奔出一
个念头：为什么我的爸妈都还在呢？如果
他们不在了，我就可以彻底地解脱，不会
活的这么辛苦了。每次当我心里涌上这样
的念头时，你无法想象我心底的恐惧。那
种恐惧就像一个黑洞，死命拽着我，要把
我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也因为这样，我
做过心理咨询，看过心理医生，但都是治
标不治本的方法。牧师曾经说过：“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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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代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出来的力
量。” 

庆幸的是，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他是那
位好牧人，哪怕他有一百只羊，一只走失，
他也会去寻回。从大学起，神就一直在叩
我的心门。直到来美国后，我才真正认识
这位救主，并且接受他。神的大能是断乎
超过人所想的。哥林多后书 5 章 17 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
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像耶稣在地上
行的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一样，当我
流泪祷告请求主完全做我生命的主人之后，
我的生命是完完全全的转变，我再没有一
次动过自杀的念头。哪怕我仍有烦心的事，
哪怕我仍会偶尔情绪不好，哪怕我遇到很
多从未有过的困难，哪怕几乎所有的事情
都超出我的计划甚至混乱一团，我竟再没
有像从前那样无法控
制自己可怕的念头。
我也曾抱怨过神：为
什么在我初信之时就
让我一下遇到那么多
难处？为什么不一点
一点塑造我？回头看，
神真的是“让万事效
力，叫爱神的人得益
处。”因着期末考前两
周亲人的过世，神让
我学习交托和仰望的
功课；因着我有生以
来第一次巨大失败—
—candidacy 没通过，神让我学习顺服的功
课。而这种生命的转变也实实在在影响着
我与人的关系。我与男朋友，也是现在的

老公，之前因为异地总是闹不开心。没想
到来到美国后，离得更远了，也有时差，
居然很少再有争吵。也因为我巨大的变化，
他信主的过程很是顺利。实在是感谢主的
恩典。 

二、 生命的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
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约翰福音 6:35 

我 们 的 神 是 信 实 的 神 。 在 我 搬 去
Connecticut 之前，我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个
合适的属灵长辈，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因
为那边的教会离我们很远，晚上的查经我
们无法参加。神真的是听我们每一个合他
心意的祷告。我们第一次去那边教会的主
日崇拜，就结识了一个传道人。她坚持每
周网上带我们查经，并且带我们去参加退

休会。这个退休会让我对生
命的真理有了更深一步的
理解。退休会的主题是“十
字架的道理”。前面两天我
听得晕晕乎乎，觉得讲员所
讲的实在艰涩难懂，而且太
沉重严肃。他讲到这世界就
如同大海，教会就好比是海
上的船，我们在这船上的基
督徒因着可饮用的淡水不
够，就想着法地改良海水好
作饮用水，却不仰望信赖那
赐下真正无杂质淡水的神。
我们越来越多地向这个世

界妥协，以致无法持守在真道中。我听后
心里隐隐地有一点退却，因为我觉得要做
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实在是太难。也为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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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周的盾牌，是我的

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

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

上应允我。 

-----诗篇 3：3 

种退却的念头，我深深地自责；神都为我
们牺牲了他的爱子，我却吝惜一点点的牺
牲与付出。  直到最后一天，我才开始有一
点点懵懵懂懂；但始终觉得有什么是我没
真正明白的。 

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坐在床上翻看
《中信》，无缘由地，脑中出现一个画面：
在一个大花园里有许多花，其中一些折断
了枝子。我就是其中一朵折了的花。我向
往眼目所看见的阳光、蓝天、白云。我渴
望像鸟儿一样自由飞在天上，于是我挣脱
了我的根。殊不知，我越来越觉得饥渴，
而阳光也只是让我死得更快一点。直到有
一天，神在众多折了的花中发现我，将我
重新接好，我才发觉自己“永远不渴”了，
我才意识到下面那看不见的根才是我真正
的生命。那一瞬间，讲员所讲的“十字架
的道理”一下子变的清晰明白了。那个根
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哥林多
前书第 2 章 2 节中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
从前听到别人讲“基督徒的生命要与耶稣
基督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时，只是听听而

已。直到这一刻，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这是
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才真正明白马太福音
16 章 26 节所说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
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也第一次
从心底里对神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 

我们固然是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肉体会
死去，总有一天要向神交账；可是在生活
中，我们往往关注更多的是这“取死的肉
体”和这世上“必朽坏的财宝”。因为我们
仅仅是知道，仅仅是理性上的认可，却没
有真正地“信”。希伯来书第 11 章第 1 节
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
的确据。”真正的信心不是只停留在知道、
认可的阶段，而是会带出真正的行为。这
行为就是完全地将自己交托给主，顺服神
一切的旨意，并且相信他必成就他的美意。
而这样的行为所赐下的就是那“出人意外
的平安”。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在主里合
而为一，用爱心互相鼓励与扶持，坚守在
主的真道当中，不断学习“因信称义”的
功课，并且经历那从神而来的“出人意外
的平安”。 

 
 



磐石年刊 

第五期·2010 
17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

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

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诗篇 127：1）

今 年 是 我 们 教 会 成 立 的 二 十 周 年
（1990-2010），好快，怎么一晃就是二十年
了呢？记得我们刚来 State College 时，只是
一个中文查经班，人数不算少，有五六十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非常爱主，热心传福
音的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而来自大陆的
仅有三四个（看现在有了多大的变化）。 

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初来乍到，对有神
存在感到不可思议，圣经就像一部天书般
难懂。但因着弟兄姐妹的热心帮助，引领
我们一步步认识神，信神。伴随着 1990 教
会成立，我们随着教会一同成长。最难忘
的是 1997 年初，因着对教会的发展出现了
分歧。牧师带着三分之一的弟兄姐妹离开
我们教会而去了另一间教会聚会。我们留
下的人没有牧师，仅有的理事及同工们又
大部分离去。那段时间是何等的艰难。“你
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
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
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 31：6）我们就
是靠着对神的相信，靠着祷告，靠着弟兄
姐妹的同心合一，我们的教会一步步走了
过来。 

教会是神的家，神差遣四面八方的牧师
来牧养我们，差遣弟兄姐妹走上讲台，大

胆地传讲神的话，见证神的大能。因此而
建造了一批弟兄姐妹更多地摆上服侍神。
特别是 D.C 的曾永辉牧师利用他的年休假
期每周往返于 D.C 与 State College，把我们
的教会当作他的牧坊。回想起曾牧师站在
教会门口，能一一叫出我们每个人甚至小
孩的名字，那是他前一天背下来的。至今
他的音容笑貌，弹着吉他领诗的身影仿佛
就在眼前（曾牧师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思
于世上的劳苦，回到天家于主同在）。 

我们的教会是以学生为主的教会，因而
财政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似乎忧愁，却是
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
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
（林后 6：10）感谢神，本地有些美国教会
在不同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免租的聚会坊地，
许多毕业离开了 State College 的弟兄姐妹，
将他们的无私奉献从台湾及美国各地寄来
支持我们的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将我们的
磐石教会当作自己的家，离开后，每年都
利用假期回来探望参与同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我们教会的
一大特点。每年都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离开。
记得有一年有四十个弟兄姐妹离开，而当
时我们教会仅有七八十人。我们又不舍

磐磐
石石  

○
邢
玉
英 

 



磐石年刊 

第五期·2010 
18 

 

向
高
处
飞 

○
于
桂
华 

我不知道我是谁,  
主耶稣为我降世为人,受尽试探和躏辱, 
我不知道我是谁,  
主耶稣为我被控告,头戴荆棘冠, 
我不知道我是谁, 
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字架,三天后复活, 
升回高天。  
 
福音让我听见,原来我是聋人, 
祂呼唤我不听见,主耶稣开了我的耳； 
福音让我看见,原来我是瞎眼, 
祂造万物我不看见,主耶稣开了我的眼； 
福音让我知道,原来我是罪人,  
祂拯救我,我不认识,主耶稣打开我的心门； 
圣经让我明白，神是我父，我是祂子，我
和耶稣同为后嗣！ 
我相信了，我得救了，我重生了， 
主耶稣的宝血把我洗净了。 
 
父神啊，用你全备的慈爱环绕我，用你无
限的恩赐护佑我， 
救主啊，帮助我新生命快快长大，刚强壮

胆，合乎你用， 
圣灵啊，求你驻在我心底，带领我走义路，
勇敢向前行。 
我赞美，神啊，你真伟大，你是智慧的源
头，你是知识的宝典， 
我感谢，救主啊，你是力量，你是盾牌，
你是避难所， 
我祈求，主啊，更新我，改变我，使我顺
服，完全， ， 
为要得着那永不朽坏的冠冕，紧紧跟随你，
如鹰展翅， 
向高处飞！

=========================================================

又担心，但在这样的变动中，神的话时常
激励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诗 23：1）”。神又给我们带来了林牧师
和师母，更难想象的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堂
（2006 年 9 月）。神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爱
主的弟兄姐妹及慕道友，造就了一批又一
批新的理事及同工。 

如今蓝天白云下，竖立在深绿色草坪上

的磐石宣道会的坐标就是在见证神的伟大
和信实。那一天天显得拥挤的会堂，就是
神的丰盛和恩典。现在我们又增加了一个
双语牧师，教会也正在寻求神的心语，怎
样更好的服侍当地的华人学生。有神的带
领和弟兄姐妹的同心合一的摆上，我们教
会就是见证神荣耀的坚固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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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感恩 

○王崇业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诗篇二十三篇） 

 
今年四月， 一场意外的车祸降到我的

身上，给我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也给我的
家庭带来了痛苦和许多的不便。 但同时也
让我亲身感受到了神的奇妙恩典， 感受到
了教会和弟兄姐妹的爱。 

车祸发生时，我突然感到大脑轰地一下
晕眩， 但我立刻意识到我的车被撞了。 我
活动了一下手脚， 行动自如， 似乎全身
没有什么问题。 我打算下车看一下。 感
谢神， 就在这时， 两位热心的陌生人帮
我打开了四个车门。 其中的一个人坐进我
的右座位上， 帮我关掉了发动机， 并安
慰我说：“不要紧张，我们都看见了，可以
作证。”另一位坐进我的后排， 用手扶住
我的头，让我不要动。 还有一位路人将手
机借给我，给我太太打电话。 很快警车及
救护车都到了，我被送到了医院。 当我太
太来到医院后，我们首先想到了教会，于
是给牧师打电话，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
们祷告。“应当一无牵挂，只要凡是借着祷
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 4：6-7
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等候会诊的时间里，尽
管全身疼痛，但心里充满了平安。 

第二天确诊为第一节胸骨骨折，第一节
脊椎骨断裂。在此后等待的两天里，牧师

师母及诸多弟兄姐妹都来到医院看望，安
慰我。全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为我同心祷告，
求神的保守和医治，让我们在关键的时刻，
做了最正确的决定：动手术。两天后的手
术，原订中午十二点，由于出现了一些问
题，直到晚上六点多才结束，整个手术过
程平安，顺利，很成功。晚上七点多我刚
被送回病房，雷华姐妹带这她母亲来到病
房和我们一起祷告，求神的怜悯和看顾。
奇妙的是自开刀麻药过后，我的伤口从未
感到过疼痛。若不是看到自己颈部留下的
伤口，我都不相信自己动过手术。后来每
月去复查，医生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伤
口是否有不适，还痛不痛？感谢神，我只
感到了你的大爱。 

在我几个月的恢复期间，教会的兄弟姐
妹都为我祷告。长青团契和姐妹查经小组
的弟兄姐妹们都常来看望，给我带来了神
的祝福。许多弟兄姐妹给我带来了神的祝
福。特别要感谢我太太几个月来的辛劳。
因我的影响，她常常休息不好，由于劳累，
常常感到手脚疼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多
次回家，帮忙处理理赔事宜。感谢神，让
我亲身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弟兄姐妹
的爱。哈雷路亚，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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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哥大城倾倒了 
●栾欣 

 
 
我之所以用这个题目，

是因为主曾用这句话回应我的祷告。从那
时起，主带领我开始了一段奇妙的经历。 

二零零八年一月，我读博士的第三年，
将要经历一个重要的考试——博士资格
考试。只有通过才能继续学业。对这个考
试，我自从入校就很惧怕。考前半年中，
我每天准备这个考试到凌晨。当然少不了
的是祷告，迫切求主让我过关。在考前一
周，一位弟兄对我说：我为你考试祷告的
时候主回答说：“耶利哥大城倾倒了”。可
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不知道。这位
弟兄猜，大概大城就是老板，老板倾倒了，
就是你通过了……看来我必然顺利通过，
一切顺理成章。 

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开始了。我的考
试竟然没通过！而且我知道，这是主的意
思。当然，即使知道是主的意思，还是不
免失望和沮丧，因为我对学业的计划看来
要落空了。更多的却是疑问：“主啊，不
让我通过考试，让我干点什么呢？”又有
点好奇，不禁胡思乱想：既然主给的总是
最好的，那么他是不是不让我读这个博士，
难道他觉得我这个学校不那么好，想让我
换个更好的学校？还是让我换个专业？
还是什么别的……猜来猜去，不知道主是
什么心意。不知怎么，自己突然祷告：我
要搞一支乐队赞美主！ 

话一出口，眼睛里突然间充满眼泪，
就像水龙头没有关好一样。这是我第一次

自己祷告中莫名奇妙的流泪，原来这竟是
主的心意！接下来的半年里，主亲自成就
了一支乐队，我在其中经历了很多乐趣，
主大而可畏的神迹，还有深深的喜乐满足。
不过在这里我要分享的主要不是这些。 

不知不觉，离上次考试已有半年。学
校决定安排我再考一次。这半年中，我玩
了几个月乐队，还有一件大事——女儿出
生！初为人父，忙的不亦乐乎，至于有关
考试的书本资料，基本没有动过。考试的
前一天，我突然得到了一段独处的时间。
自女儿出生以来，从未有过这种时间。这
点时间用来复习准备考试，显然来不及，
于是我决定祷告，问问主这次是什么意思。
自从女儿出生，好久都没有读经祷告和主
亲近了。眼睛一瞥，看见了墙角的吉他，
心里突然有感动，祷告之前先来赞美！于
是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又不
敢大声，害怕惊动家人。唱了几句，眼睛
里满了泪水，再次像水龙头没关好一样。
唱罢，心中平安，似乎没有什么可祷告的，
因为一切主都知道，他和我同在！ 

第二天上了考场，情形和第一次考试
相似，评委们因为观点不同起争执，我支
持哪一方都会激怒对方。这次评委们直接
就谈起上次起争执的话题，然后继续争吵。
第一次考试我心中充满惧怕，这一次却好
像和主一起看热闹，看着这些评委，自以
为聪明，却是愚拙，真是可怜。接下来，
评委们突然停下来，看看我，说，让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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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吧，于是就过了。我心里还有点小小的
失望：原来主还要留我在这个学校，没有
期待中的神奇。 

但事实上，主的神奇还在继续。我通
过了考试，但离毕业的期限已经不足一年，
试验课题并没有什么进展。一天，老板突
然说：经费申请失败，需要改课题，按期
毕业。通常生物专业的博士生都需要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毕业课题，我改什
么课题能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毕业呢？突
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未经思考就说出来。
老板也差不多是未经思考就说，去做吧。
他以为我既然提出来，必经过了深思熟虑，
查阅了相关文献。而我却以为他是专家，
能不能做必然都知道。后来才知道，其实
两个人都是对对方盲目信任。试验很快就
完成了。有了数据，开始写论文，一写才
知道，原来的想法很不成熟，很多漏洞，
一些结果竟然和老板早年间的论文矛盾。
这论文看起来没什么前途了。可我本来还
想按时毕业，找工作呢。 

到了在二零零九年初，该找工作了，
心里很茫然，因为换课题，没有一篇文章
发表。后来换的课题属于动物行为学范畴，
这个领域的学者们很难有足够的经费，也
就是说我很难找到博士后一类的工作。再
加上当年的经济状况，我觉得不可能找到
工作，甚至可能必不了业，因为当时论文
正在和老板的论战中慢慢写，几乎没什么
进展。父母也为这事着急，他们说：我天
天玩乐队还理直气壮说是神让玩的。前途
怎么办呢？信神，能天上掉馅饼么？我不
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没希望，
我连投简历都不知道投给谁，简历上也没
什么可写的东西。回想读书这几年，特别

是最近的一年，用在学业上的功夫没有别
人多，自己没什么可埋怨的。可不禁要问
主，难道我错了么？这时候，主给了一句
话：信靠耶和华的必不羞愧！当我意识到
这句话来自主的时候，心中一阵狂喜！充
满期待，因为主要自己做他的见证。 

虽然有了主这句话作救命稻草，接下
来的几个月却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神
迹发生，毕业的期限一天天临近，论文进
展仍然缓慢，我印象中好像 5 月才写完前
言。这时候难免信心动摇，心里害怕起来。
有时候不禁想要动动脑筋，看看有没有别
的出路。这个时候，主又给我一节经文，
就是约沙法王所行的“定意寻求耶和华” 
（代下 20:3）。他要我放弃其他的想法（其
实本来也没想出什么办法来），继续等待
他。 

等待中，神却没有再赐下什么新的感
动，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不理我的祷告，
加上毕业的期限越来越近，我就越来越害
怕，心里越来越苦闷。有一天乱翻圣经，
偶然翻到大卫逃亡时的诗：（诗 63）“神啊！
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
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我此时的境况岂不就是“干旱，疲乏，无
水”？大卫说这种时候，要切切的寻求。
要追想从前经历的神的恩典。想到这里，
顷刻之间，主在我心里赐下了特别的安慰。
除了安慰，还赐下一首歌《夜》。(从下面
这 个 链 接 可 以 听 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EGRh
uHC3kI) 。 

终于，到了八月，学校不再给我奖学
金，没有了收入，也不用天天上班了。太
太找到了工作，从我们读书的地方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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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了密苏里，我陪着家人也到了那里，
开始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白天照顾家
人，偶尔有了想法就夜里写论文。为了不
打扰老人孩子睡觉，我写论文的地方是卫
生间，坐在马桶盖子上，用一个椅子放电
脑。一向批评我不务正业找不到工作的父
母那时候也不再提找工作的事情了，大概
是怕我压力太大。而我好像很麻木，没有
什么特别的感觉。这时候唯一能提起我兴
趣的，就是乐队的弟兄们在讨论：要不要
服侍一个当地教会举办的布道会。 

九月，我独自一人坐上了返回俄亥俄
的长途巴士，家人认为我离老板近一些可
以方便完成论文。实际上，到达的当晚，
乐队的弟兄们要和举办布道会的那间教
会的弟兄们一起排练。什么论文，什么毕
业，什么没工作，这些劳苦愁烦，都退去
吧！眼下这件事是主要我做的。想到这里，

心中就喜乐。车快到的时候，窗外瓢泼大
雨，而我没有伞。心里问主，我来做你的

事情，你要用大雨浇我么？想着想着，车
到站，停了，门开的时候，雨突然停了。
刚上了弟兄的车，雨继续下，和先前一样
大。以这种奇妙的方式，我一生中最喜乐
的一段日子开始了！ 

这段时间，因为没有收入，我不敢再
租房子，只能在弟兄家借宿，不敢买菜，
只能跟收留我的弟兄说：“你们买菜，我
来做。”弟兄们很高兴，因为我是著名的
大厨。那时候驾照也过期，OPT 尚未批准，
不能更新驾照，天天无照驾驶去学校。论
文的事情，继续在毫无头绪中和老板论战。
这种情况原来是我最担心，最害怕的，可
是却成为我一生中最喜乐的一段日子。具
体地说，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是两个字：
高兴，而且实在是莫名其妙地非常高兴。
我知道这力量是从主来的，我却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段时间里，能提起我
兴趣的事情倒是一直不断，除了提到的那
次布道会，还接待了一支短宣队又办了一
次布道。后来和一个叫“耶和华见证人”
的异端组织抢羊（主出手，结果当然是大
获全胜）。时间过得很快，等这些事情过
去，论文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写好了，莫名
其妙的写成了一个类似将近一百年前的
那种经典理论文章的东西，不管怎么说，
可以答辩了。 

答辩前一个星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我是某某（没听清），是某某大
学的（没听清），一个月给你若干钱（没
听清钱数），你来不来？原来是有工作了！
赶快答应下来，挂断电话，心里却不知道
他是谁，在哪里。后来寄来了很多资料表
格，我才搞清楚状况。再后来知道这个老
板原来是所谓的“大牛”。有了工作，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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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

他的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 

医治你疾病复原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 

为受委屈的人伸冤 

 

天离地有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 

东离西有多么的远 

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 

耶和华有怜悯的爱 

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从亘古直到永远 

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然连面试都没有。至于他为什么要雇我， 我至今一头雾水。父母问能不
能天上掉馅饼，主说不但能，还掉了

个大的。因着这见证，父母在二〇一〇年
一月受洗归主。 

工作几个月后，一次读到耶利哥大城
（书 6），主让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却
说我为你们征战，以色列人只要围着城转
圈就可以了。后来城墙果然自己倾倒了！
读到这里我突然醒悟：第一次考试之前，
主说的那句“耶利哥大城倾倒了”到底是
什么意思。我后来通过考试，毕业，找工
作，根本和我在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一点关
系，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转圈，而为我征战
的是主自己。 

写这见证的目的，是要挑战弟兄姐妹
的信心。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考虑，通常也
没有人胆敢考试不复习，论文乱做，毕业
不找工作。我们常常说：紧要关头祷告求
神帮助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做傻事，天助
自助者是永不改变的事实，至少我们可以
努力，尽力而为，将其他一切交在神手中。

就像我第一次考试所作的，一面天天熬夜
努力，一面祷告求神让我通过。然而这样
的所谓常理却不是神的心意。在常理看，
亚撒曾经用金银收买敌人的盟友（代下
16），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上策。而主却
说：“你这事行的愚昧（代下 16：9）”在
常理看，没有一位将军如约沙法，大敌当
前，不去备战，也不谋算什么计谋，而是
“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代下 20：3）”，
上阵的时候，让赞美神的乐队走在前面
（代下 20：21）。而神的回应是：“耶和华
就派伏兵，击杀那些来攻击犹大人的亚扪
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 (代下 20：22)。”
感谢主，他把学业上的困境加给我，让我
到了一个走投无路，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
可以依靠的地步。终于让我知道：过去以
色列怎样依靠主，我们今天一样可以。他
过去在以色列身上行的大而可畏的神迹，
今天在我们每一个身上一样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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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樣信了主的？ 

○林  耀 

從上小學開始，我接受的就是惟物主
義教育。至今，我仍然記著哲學課本上那
經典的教導：“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
動著的……”直到 2005 年我初次來到美國，
發現女兒經常去教會，她信奉了基督。聽
到這消息，我頭腦裏有些紊亂，但是沒有
阻攔她。我在國內時就聽說美國是一個基
督教的國度，當時的想法有些“急功近
利”，覺得女兒要融入美國的社會，不瞭
解他們的宗教怎麽可能？這一次，我親眼
目睹了一般美國民衆的文明和教養，感到
教會給美國人（特別是青少年）的教化作
用太偉大了，是沒有任何力量可替代的。
這是我贊同女兒去教會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我相信自己不會信神，不會放棄
信仰了大半生的惟物主義。2007 年秋，我
第二次來到美國，一個組織學生團契的孫
先生送給我兩本書，其中一本是林雨堂先
生的《信仰之旅》。這本書中，貫穿的一條
紅線就是道德和理想。作者不止一次提到：
“我以爲道德的混亂是違背人的本能的，
我認爲人喜歡有一種強有力的生活理想。”
“沒有人格改革的社會改革是表面的。”
他大聲疾呼：“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信仰
的世界中，一個道德犬儒主義、而正當的
人類理想崩潰的世界。我們所有的人要爲
人類理想的崩潰付出代價。”林先生的這
番話已經講過去半個世紀，我卻覺得就是
針對我們今天的社會講的，是那麽令人深
思，讓人振聾發聵。 

衆所周知，這三十年來，人們只講一
個錢字，不再講什麽信仰，造成精神坍塌，
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宇宙中的黑
洞有無限大的容積和無限大的力量，任何
明亮的恒星都會被它的暗物質“吃”了進
去，深陷其中。精神上的“黑洞”也是如
此，多少所謂知識精英也都一個一個地深
陷進去了。舉個例子，你不要單單責備學
生作弊，因爲官員和教授作弊也是司空見
慣。年齡、學歷、文憑、簡歷以至論文、
著作，統統有人造假。這裏說的，不過是
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粟。中國老百姓說：
“只有騙子是真的。”我們的政務誠信、
商務誠信和社會誠信，已經喪失殆盡。在
這巨大的“黑洞”面前，稍不檢點，就可
能失身，許多原本是想良心向善的人，也
身不由己地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想做一
個好人，一個誠實的人，早 已難上加難，
客觀條件不容許了。而這一切，也僅僅是
整個事物（“黑洞”）極小的一個側面、
冰山之一角。 

而若要遠離“黑洞”，除去靈魂上的灰
塵，勢必要尋找一個新的精神家園。身居
海外，更需要心靈上的滿足，讓心靈感到
充實、溫暖、喜悅，有一個好的去處，有
依有宿，有一個回去的“家”。在這種情
況下，許多人找到了基督，找到了一爿“家
園”。這一切，也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吧。
讀了林先生的書，我更贊同女兒去教會。 

但是，我讀了林先生的書，也未能準
確地獲悉造物主是否實實在在地存在，只
是惟物主義和現代科學也均未能證明它的
不存在。很多超自然的現象，人類至今仍
然解釋不了。當時，我欣賞的是書中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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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一個教訓：“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
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我心裏柔和謙卑。”
用林雨堂先生的話說，耶穌教人只有一個
原則，就是天國在你心中，溫柔和謙卑的
人將承受地土。以慈愛爲中心，不斷完善
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高尚自己
的靈魂——我當時只有這樣一些簡單粗淺
的體會。 

這年末的聖誕節期間，我參加了《橋》
雜誌在亞特蘭大舉辦的全美學生冬令營活
動。在這裏，我認真地聽了從加拿大來的
一位名叫謝偉光牧師的講道。謝牧師曾是
高能物理學的研究學者，他從宇宙的原始
爆炸講到地球生命的起源，使我非常信服
地認識到，的的確確是存在著一個偉大的
造物主。於是，支撐著我那多年的惟物主
義和進化論開始在我心中動搖了。宇宙天
文學的原始爆炸論確認，宇宙不是我們在
教科書中所說的那樣自有永有的，而是經
由虛無在宇宙創始的時刻爆炸而成萬有的。
這是今天宇宙天文物理與數學界的共識，
認定宇宙萬有是由虛無變來的。原來，在
原始爆炸零點時刻之前，只有虛無的存在，
連時間和空間都不存在。是誰，是什麽，
從虛無産生了宇宙萬有以及萬有的一切秩
序？惟有全能自有永有的 造物主的創造，
才能完成這一切。宇宙原始爆炸的發現，
令人驚異地與聖經完全吻合，確切地指明
了神超自然地創造。謝牧師又用較多的篇
幅駁斥了進化論、天演論，使我清楚地明
白了：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進化論是
完全站不住腳的。猿猴永遠變不成人，人、
包括一切原始物種也都是由造物主（神）

創造的。我和許多知識份子一樣，十分相
信 進 化 論 ， 認 爲 生 命 起 源 是 由 進 化 而
來——就是由無生命的物質經化學反應進
化成最簡單的細胞，再由低級的生命進化
成高級的生命，其間經由無數機緣、物競
天擇再演變成今日的人類。從今天的遺傳
學和許多尖端研究來看，這些理論都是站
不住腳的。終於，我在自己花甲之年之後，
在這一次一次地偶然機會，一點一點地修
正了大半生的糊塗認識。至此，我終於相
信了聖經中神創造一 切的說法。 

然而，我離一個基督徒還尚遠。女兒
說我只承認了上帝，但與神的相交還有很
大的差距。這以後，在和一些弟兄姊妹的
交往中，去教會的次數也多了，我慢慢地
嘗試著學習做簡單的禱告。在禱告中，我
一點一點地增強了信心。這其中也有過較
大的反復，先是每天隨機抽時間禱告，半
年以後就停止了。這以後的我，又和幾年
前一個樣了，整天忙於家務，忙於塵世間
瑣事，再次與世俗同流合污，搞得心煩意
亂，碰到不順心或生氣的事，心情就非常
不好，還經常發脾氣。2009 年我再次來美
國後，曾經送我《信仰之旅》的孫弟兄等
經常來看望我，女兒也經常說服和鼓勵我，
使我又慢慢地恢復了一些信心。在我嚴重
失眠的那幾天，女兒經常跪在我的床前教
我一起禱告，體味到女兒的一片孝心，很
令我感動，也感覺産生了一定的效果。8月，
在我們離開俄州前的一天，孫弟兄和我們
全家在飯館聚會。飯後，他忽然拉住我的
手說：“大叔，我爲你做個決志禱告吧。”
我不經意地說：“好吧。”於是，我跟著
他一句一句地做完了決志禱告。說來也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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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決志禱告以後，覺得自己和以前不一
樣了，感到特別想去教會，禱告似乎也見
到了成效。不久，我就隨女兒搬家來到了
聖路易斯。住下以後，我曾跟著女兒參加
了一次聖路易華人基督教會的禮拜活動。
但是，那個教會離我們的住所很遠。 

9 月初的一天，遇到了一件蹊蹺的事：
一天，我和太太在 ALDI 店買菜，忽然一位
美國女士迎面過來，用流暢的中文問我認
識不認識貨架上面的英文菜名？我回答說
大多數還能認識，便驚異地反問她：“你
這個美國人，怎麽中文說得這麽好？”她
回答說曾在臺灣學習過中文。我們聊著，
不知怎的談到了教會方面，原來這位叫
Becky 的女士是一位臺灣人蕭正賢牧師的太
太，我們居住的公寓離他們的教會走路不
過十多分鐘。臨別，Becky 遞給我一張名片，
熱情地邀我到他們的教會，並告訴我這家
教會免費教授華人學習英文，希望我能前
來參加。能參加英語學習，這是非常吸引
我的地方，我欣然接受了。這樣，我便在
以後的每個周日上午到基督之光教會學習
英語，然後參加敬拜。 

基督之光教會的英語教學，分簡易英
語、中級英語會話和移民英語課程等好幾
個層次，由於我過去沒有學習過英語，參
加的是簡易英語學習班。星期日前來授課
的教師，都是義務來教課的美國基督徒。
我們簡易班只五六個學員，由 Barb、Dot
和 Bonnies 三位女教師手把手地教我們。她
們認真地教我們怎樣拼寫，矯正我們的發
音，由於我們五個人的水平參差不齊，每
教一個單詞，每教一個句子，都要花費很
大的力氣。但是，她們從不厭倦，每教一

個字、一個詞都非常耐心。我在這裏上了
四次課，從介紹自己，到聖路易斯的名勝，
掌握了好多句子。雖然不可能學到很多東
西，但老師們對我們每個學員的一顆顆愛
心，卻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裏。 

在基督之光教會，我結識了蕭正賢牧
師夫婦，同時結識了單丹尼、陳純真夫婦
等弟兄姊妹，並很快和他們交了朋友。單
老已經年近八旬，卻和年輕人一樣，經常
接送我來往於教會，參觀這裏的老人公寓
等等。我們無話不談，誠如忘年之交，這
使我有一種恍若如歸的感覺。 

在基督之光教會，我發現蕭正賢牧師夫
婦非常虔誠敬業，孜孜不怠。隔不了幾周，
就有慕道友參加聖洗禮。在莊嚴的十字架
下，重生的洗拯救了一個又一個的弟兄姊
妹。在聖洗禮儀式上，每個人都要上去和
剛剛受洗的弟兄或姊妹握手致賀。在 9 月末
的一個儀式上，我拉著那個受洗弟兄的手
異常的感動。不覺，我産生了一種莫名的
衝動：我能不能接受洗禮，最終成爲一名
基督徒？我轉過身，正面對著蕭牧師在對
我微笑。我脫口而出對他說：“我什麽時
候能接受這種洗禮呢？”蕭牧師馬上高興
地說：“好呀，我們時刻都在歡迎著你哪！”
終於，在聖靈的感召下，經蕭牧師悉心的
指導，在單老弟兄的熱情幫助下，我也站
在了十字架下，在基督之光教會接受聖洗，
接受拯救獲得了重生。我在十字架下莊嚴
地禱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
地的主。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
我們的主。因著聖靈成孕，從聖母瑪麗亞
所生，在本多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在十
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地獄，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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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第二十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從死人裏復活，後升天，坐在無所不能的
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
活人死人。我信聖靈，一聖基督教會，聖
徒一體，罪得赦免，肉身復活，並且永生。
阿門。”在聖洗禮儀式上，Barb 老師和她
的先生 Casey Kiehl 代表旁邊路德會大教會
送給我一本中英文和合本的聖經，在扉頁
上，他們用英文祝願我：“接受洗禮，是
上帝的禮物。在馬太福音 28 章 20 節神說，
‘我永遠同你們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
這是我對你的特殊的希望。”對這些囑託，
我當永遠銘記。 
就這樣，在有生之年，我從一個惟物主義
者變成了一個基督徒。遠志明曾說，你就
糊裏糊塗地信吧。也許，就是在這種糊裏
糊塗之中，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支配
著我，給我開門，讓我走進了神的殿堂。
真是感謝主啊！ 

成了基督徒以後，我每天早上的第一
件事就是堅持禱告。禱告對我有了功效：

2010 年春夏，我家裝修房子緊張繁忙的工
程剛剛開始，太太忽然患腸梗阻做了一個
大手術，住院 22 天。我一個六十多歲的老
人，身邊又無子女，真有些天塌之感，要
支撐不住了。在危難中，我不停地禱告，
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較長時間地禱告，同時，
我知道大洋這邊的女兒女婿和衆弟兄姊妹
也曾爲我禱告。時間慢慢地一天一天地過
去了，終於，我順利地完成了房屋裝修工
程，太太手術進行得也很成功，術後康復
得很好，在幾個月的時間裏，我沒有得一
天病。主啊，我只有呼喚你，也只有呼喚
你，才能化險爲夷、轉危爲安，度過一個
又一個的難關。 

我的靈修路程才剛剛開始，以後還會
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難題，也還會出現波
動和反復。我只有不停地禱告：主啊，求
你憐憫我，不斷給我信心，給我勇氣、力
量和智慧，讓我能義無返顧，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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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洗  见  证 
⊙刘金萍 

 
弟兄姐妹们好! 
我来到这里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也

是从两个月前才开始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
可能大部分弟兄姐妹觉得我还很陌生,今天
就受洗了。当然，要是一个从所谓客观唯
物主义无神论者要转变为相信独一真神上
帝来讲，两个月的时间是有些短暂，但是
我的情况及心路历程有点特殊，我是在认
识上帝之前，就对神的存在有些自己的感
触。 

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
思考过一些问题。一个是
我问过自己，我们人从哪
里来，当然当时想的答案
是人从妈妈肚子里来，妈
妈是从婆婆肚子里来，但
是要再往前追踪，那第一
位妈妈是从哪里来的，就

不得而知了。我问自
己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要往哪里去，
难道生、老、病、死一定是我们的宿命吗？
每一个生命都无可质疑的必然走向死亡吗？
一代一代繁衍，是否能繁衍到永永久久呢？
当时我对这些问题感到很困惑。 

同时我还思考过一个问题，世界上的
奥秘无所不在，我们人类在探索生命奥秘，
大自然奥秘和宇宙奥秘的时候，从理论上

讲，我们对未知世界知道的越多，那未知
的部分就应该越来越少。 可事实却恰恰相
反，当我们探索追求客观物质世界及真理
的时候，发现，我们对未知世界掌握的越
多，未知的部分也越来越多，为什么？想
想这些，我很是困惑。在困惑中我隐隐约
约感觉到有个掌握着所有奥秘的神存在。
可他是谁？在哪里？我怎样才能找到他？
好让我了解那些奥秘所在。以我自己的能
力，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 

就这样对神的存在我一
直在思考，但一直都不得要
领，懵懵懂懂。以至于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我以为各个
宗教都能殊途同归。不管是
基督教的上帝也好，不管是
佛教佛祖释迦牟尼也好，还
是伊斯兰教的真主阿拉也好。

我认为他们都是真神，
我以前想象的天国里不只是有一位神，应
该是众神分管天国，也分管我们人类。以
上都是我过去的一些不成熟的，甚至是很
幼稚的想法。 

至于对于圣经的认识，在我初次接触
圣经的时候，单是把创世纪一看就再也看
不下去了。我的专业是医学，所以看到上

帝造人的方式很不理解。从我的专业角度
讲，这创造生命的过程太不可思议了。所

以把创世纪看完我就把圣经束之高阁。虽
然不再看圣经，但当时还是没有完全否定

作者和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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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不是我觉悟高，而是我当时用了一
个很简单很笨的方法思考圣经是否真实。
因为我想到，有许多科学
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
医学家以及诸多诺贝尔奖
获得者，他们对科学的各
个领域进行过深入探索，
他们中很多是基督教徒，
对圣经深信不疑。这些人
是我心中的伟人，极为优秀的人，智商卓
越的人，他们的智商远远超过我。那么我
想那对于那些高智商的人所做出的如是选
择，我这个较低智商的人还是不要轻率的
否定，至少应该理智地看待他们的选择，

而不能因为自己从小接受的是客观唯物主
义无神论就轻易的先入为主地否定圣经。 

随后，上帝带我来到这里，
当我再次翻开圣经的时候，恍然
大悟，油然而生的是对造物主上
帝的敬畏和感恩。因此，我要感
谢主，带我来到这里，让我没有
与真理失之交臂。感谢主安排我
今日受洗，为主的荣耀作见证。

感谢主，以他无限宽广的胸怀原谅了我们，
拯救我们，纵然我们是万罪之身，他也一
天不曾离弃我们。同时，我也要向主祈求，
祈求主带领我继续彻底地悔改；祈求主带
领我在永恒真理的路上信心坚定地走下去。 

 
 

 
 

 
一位姊妹未信主之前曾经过着不洁的生活.  在她信主后她的生活

发生了巨大且刻骨铭心的变化.  在她受洗的那一天,  她非常激动,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她想为主作最美好的见证.   

但是那天同时有很多人受洗,  主持受洗仪式的主席规定每个
受洗人只有三分钟的见证时间.  她心里非常委屈地对神说:  神啊, 

祢在我生活中行了这么大的奇事,  我今天要为祢作见证,  祢怎么
只给我三分钟的见证时间呢?   

突然,  她听到心里有个温柔的声音对她说,  孩子,  你为我作见
证的时间是你的一生,  够长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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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你，我的神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二日 
 
泪，在眼眶里滚动 
话，在脑海里翻腾 
人，可触而不可及 
心，迷离又迷离！ 
 
吸引我，让我快步飞向你 
拉着我，让我与你不分离 
拥抱我，让你的情向我传递 
亲吻我，让你的爱穿透心底！ 
 
我寻求，请展现天地奥秘 
我赞美，请赐下七色彩笔 
我飞翔，请装备刚强翅膀 
我属你，请磨练顺服心意！

 
主是我的珍宝 

-------   祷告后有感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一日 

 
你的眼泪象闪光的钻石 
 是我定情的戒指 
你的话语象串串珍珠 
 是我出嫁的项链 
你的馨香象细柔的麻布 

 是我新妇的白衣 

 
为了你我低下了高傲的头 
你收服了我那颗狂野的心 
千遍万遍的吻落在你钉痕的手上
  我湿润的眼旁 
你是我永不失落的珍宝

 

诗二首○冯莉莉 

作者全家摄于二零一零年十月，李书杰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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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我們是一家人 
○陳瑩琦 

來到 Penn State 已屆五年，一切彷彿昨
日。想當初來到美國的目的只
有一個：求學、完成「美」夢。
沒想到，神的安排的確超乎我
的所求所想，祂為我預備了永
生之道，並且走進一個溫馨無
比的屬靈之家：磐石宣道會。
或許，這聽來很像是離別感言
（我還沒有要離開，請別向我道別），但每
每細數主恩時，教會裡許多的和藹面孔，
總會浮上心頭，使人不得不感謝神使我們
擁有的美好交集，也因著祂的恩典，我們
的相處互動總能激盪出愛的光與熱……週
二的禱告會、週五的查經團契，主日敬拜、
平時的關心問候，總令人感覺溫暖。「因為
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
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 18:20）。的確，
神榮耀的同在往往在我們和其他肢體一同
禱告、讀經、敬拜、分享時，特別容易感
受得到。五年後的今日，神開始預備我作
一個小小牧羊人，和馬萱姊妹一同帶領一
個新興的團契小組：Highest，在當中有許
多的酸甜苦辣，但卻成為個人屬靈生命的
建造與祝福。以下，我想分享一下這一年
來帶領小組的感想。 

因為 Higher 的人數眾多，為了更妥善
地看顧每一個小組員，我們真的必須要分
組，不知你和馬萱可不可以擔任小組長？」
這是一年前昭瑞弟兄丟來的挑戰。開闢一
個以大學生和研究生為主的團契，該怎樣

增進彼此信任和情誼，馬萱與我的確下了
一番苦功，也在神面前擺上許多的禱告，
小組感情與默契果真日益良好，只是，
當彼此關係變得十分緊密時，一些糾葛、
矛盾也在所難免。此時，神率先訓練我
學習去完全接納、寬容他人。作為一個
小牧人，關心每一隻小羊的需要，並且
尊重他們的不同，十分重要。從前那個

獨來獨往、對人喜惡分明的態度的確很不
恰當，「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 16:7)，於是，當個
人「有色眼光」或「批判言語」不慎浮現
時，聖靈往往提醒著：我也只不過是個蒙
恩的罪人罷了，行為、品性沒有特別優於
什麼人。反倒應該加倍體恤他人的軟弱，
察覺他們心裡的需要才是！於是，我迫切
為每一位小組員禱告，也為自己可以怎樣
將人帶到神面前，來仰望祂。每當我如此
行時，神對我們那種無私、毫無條件的愛
更容易彰顯，在「愛人」這事上感於虧欠
時，神總是將我更緊密地拉向祂自己，要
我等候祂的時機。祂不懷怒、也不責備，
要我放心棲息在祂的膀臂裡，相信祂凡事
掌權，絶對比我更愛組內的小羊，而我所
要做的就是學習祂的溫柔心腸，以及恩慈
目光。 

直到如今，我仍受調整擁有一顆柔軟、
可以體貼人心的心，也堅定依靠神會有完
成這工的時候。而另一項藉由服事小組，
神所挑望我的功課是：更有效率地管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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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从肉体，只

随从圣灵。 

---罗马书 8：4

間，學習在家庭、教會、學業、研究、人
際關係裡……等，取得一個健康的平衡。
摩西曾向神如此禱告：「求你指教我們怎樣
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 90:12）。當自己回應神的呼召，投入不
同層面的事奉時（若把每一個生活環節都
視為生命事奉的話），我似乎就必須學習細
心觀察神把我放在什麼景況裡的目的，並
毫無推諉地活在祂的心意裡，道理看似簡
單，行出來卻是艱難。有時和姊妹聊天過
久，會遲延了工作；有時不停地關心他人，
反倒忽略了家人。在時間拿捏的翹翹板上，
總容易碰得一鼻子灰，爾後還懊惱自己沒
有「智慧的心」。直到我將這樣的需要也開
誠佈公地向小組成員說，請他們為我禱告
時，他們甚能了解我的軟弱，也給予我有
空間向他們說「不」，因此，我也無須因為
害怕拒絕別人而逞能，使事奉成果大打折
扣，更亂了生活的節奏。「神造萬物，各按
其時成為美好……」（傳 3:11），在時間分配
上，我更深體會神是我時間的主，我不用
太過著急憂心什麼事沒達到什麼樣的標準，
祂的計劃高於我的，我的確必須「愛惜光
陰」、「不作糊塗人」（弗 5:16, 17），此外，
也不用太過在乎各樣的評判眼光，按著神
給我的時間、能力，來完成本份內應盡的
義務。並且，完全不用在小組成員面前偽
裝自己「無所不曉、無所不能」，使他們明
白：我們同是學生、同有需要、同會軟弱、
同樣有限，是站在同一艘船上的。 

營造一個有愛流動的團契小組，需要
付上「愛的代價」，其中包括我先前所列的：
包容接納與善用時間。感謝主，祂未曾停
止祂豐富的預備及供應，並且也使我們透

過彼此相處來經歷祂，邀請祂來主導、介
入。當這些年輕學子們開始固定參與聚會，
並發出對真理的渴慕與探索時，我由衷讚
美神所打開的福音大門，也因著我們更深
成為主內的姊妹，「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
宮……」（彼前 2:5），而感到無比激勵！從
他們身上，我看到無限的活力與希望。同
時，也願意他們能夠接受，作為一個基督
徒可能面對的阻擾與考驗，如同主耶穌來
到世上，也是飽受詆毀與逼迫的。在屬世
與屬靈的拉扯中，期盼你我永遠記得選擇
與神站在同一陣線上，「…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
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6-7）。即便每
一週我仍會掛心此次的團契安排及參與人
數，神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著：我們的價值
並非為主做了什麼，而是祂在我們的身上、
這個團契裡成就了什麼。祂是行大事的神，
我相信祂的信實與大能，所以，沒有什麼
事比將一切交託給祂更為穩妥的了！最後，
要鼓勵尚未擁有固定團契生活的你／妳，
能夠儘快找著合適的屬靈夥伴與查經小組。
願意我們的心都能找著一個永恆的依靠及
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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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能带给你什么 

(肖恩, PSU 中国访问学者。 
作者简介：肖恩，PSU 中国访问学者，基
督信仰者。肖恩是他属灵的名字，他世俗
的名字不值一提，也已经忘记。) 

 
      基督能带给你
什么？这是非基督徒
经常问到的问题。世俗
之人总是以利益作为行为的价值取向。这
不能怪他们，谁让这个世界是这样的‘理
性’呢。对于这问题的回答，于福音宣传
应该有益。老基督徒对这问题的答案，内
心十分清楚，却不一定是最适合回答问题
的人，因为，属灵好处的苗是往地里长的，
这苗已经没入他们的生活，融入了他们的
行为，不敏感了。他们可以判定，但不适
合回答。新生的基督徒因为刚刚从死里重
生，还在体会当中。只有那些刚刚经过思
想比较、挣扎，又有过一段时间的属灵生
活的人，对这好处还记忆犹新。他们比较
适合回答这问题。对于这问题的回答，仅
仅用‘常常喜乐’、‘天堂’、‘永生’
等词汇则过于专业，非基督徒对于圣经的
习语不一定能足够地理解，但如果用世俗
的字眼来解释，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以下
就试着描述一下，作为磐石教会一年来对
我帮助的内心汇报。 
一、带领你成圣 
    信基督可以带你成圣。 
    圣就是‘分别’、‘圣洁’，是世上
最高洁的词汇。中国自周公以来，无人敢
以圣人自居。孔子也不敢。孔圣人只是后
世读书人对先贤的敬称。可见，成圣是很
难、很难的事情。拿撒勒人耶稣，受圣灵

的恩宠，与圣父圣灵三位一体，赐下[启示]
‘圣经’一书，却是亘古未有，今后也不
会再有的奇迹。‘圣经’，顾名思义，就
是‘成圣’的经典。基督教以‘圣经’为
经典，其意思很清楚，它要帮助你‘成圣’。 

    儿子象父亲，具有
许多父亲的禀性，这是
遗传。人以上帝神为天

上的父亲，以祂的话语‘圣经’为规范，
遵循祂的教导去生活，也就会慢慢地带有
祂的品行和特征，这是一种通过教化而产
生的习惯，如果世代相传，也可以有遗传
般的特质。如今，这种遗传在教会里已经
存在；在基督徒家庭里也有；在全人类中，
正在普及。接受‘圣经’，圣灵就会带你
进入‘圣途’，向着‘圣人’的标杆起跑。
越早接受‘圣经’，在‘圣途‘中你就越
早起步，越早趋近于‘圣人’。也许，你
最终也不能‘成圣’，离圣人的标杆总差
那么一段距离。但是，不要忧虑，上帝更
看重你生活的态度。只要你态度是‘追求
成圣’的，且一直在‘圣途’上奔跑，无
论你是否跑到终点，也无论裁判的时候你
离终点有多远，上帝，你的神，都会拉你
一把，将你抱进他永生的国度。 

中国的许多家庭有‘家规’、‘家训’，
也有‘朱子家训’、‘傅雷家书’的教导。
但这些都是‘人的规范’，培养的是‘好
人’。‘圣经’是神的规范。神的标准高
过古今所有人的标准。以‘圣经’作为家
训，就是教你‘成圣’，培养‘圣人‘。
因此，基督教的最大好处就是：带领你成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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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圣洁的。祂自有、永有、万有；
惜在、今在、永在；神是全能的、完全的；
祂是造物主，也是审判主，救赎主。神爱
世人，但不是糊涂的爱，神凭着公义审判
人：义人做义的工，得义的价；罪人做罪
的工，得罪的价。神也是怜悯和恩宠的，
但怜悯的标准只有神自己知道。换句话说，
你也可以去撞大运。 
    与神比，人一无是处。人自私、贪婪、
嫉妒、卑鄙、猥琐、骄傲、无知、胆小、
妄为、……。最好的人品，也无法和神品
相提并论。没有人可以夸口，可以成为别
人的榜样。古代帝王不能、圣贤不能；孔
子不能，毛泽东也不能。是人，就是不完
全的，易变的、不耐久的。人的精神不耐
煎熬，所以经常泄气；不耐赞扬，所以经
常忘形。人的山誓海盟如尘土，灰飞烟灭；
人的雄心壮志如落叶， 
价就是死，就是下地狱，基督徒能不积极
吗。基督徒以传福音为己任，要把福音传
遍地极，叫信祂的得永生，不信的下地狱。
基督教对于真理的偏执，使得基督徒习惯
于勇往直前，努力到底地积极。因此，基
督徒中不乏伟大的科学家和高瞻远瞩的政
治家。美国总统大多就有基督的信仰。相
反，基督徒过于积极的行为，常常带来非
信徒和异教徒的误解和批判，甚至带来偏
信的灾难。十字军东征和中随风散落。立
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却由不得你。人的
肉体更加软弱、腐败，死后归于尘土。知
道神的完全，才能深刻地知道人的不完全。
‘不完全’的人学习‘完全’的神， 虽然
艰难，但多多少少可以减少一些人的‘不
完全’，多多少少能培养出一些神的品性

来。对神的追求越多，得到的神品也越多，
即使你永远也成不了神。神的标准很高，
是成‘圣’的标准，远高于孔子的‘君子’
标准。高标准是一种巨大的牵引，只要你
愿意向善，向上，你就会有进步。圣的标
准，在‘不完全的人’的‘不完全的行’
的情况下，也容易培养出‘君子’来。更
何况，加入基督信仰的队伍，就会有圣灵
在你内部做工，又有团契和教会的生活坚
固你，就可以造一个越来越趋向完全的你。
神知道你没有信心，所以才用一个基督的
团队来帮助你。许多人信神前后，完全不
同，神同样可以造一个全新的你，引你走
向高洁。这样的好处是明摆着的，也不是
人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信神算不上委屈你，
政治家、科学家、各界名流都有先你而信
的。信不信由你。佛渡有缘人，神也只帮
助信靠祂的人。 
二、谦卑不骄傲 
    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上帝最
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样子造的，
那时的人是‘本善’的，上帝看了也喜欢。
但自从始祖犯罪以后，罪性在人类就扎下
了根，世代遗传。所以，按照基督教的观
点，人性本质上是恶的。出生的婴儿也不
例外，遗传了始祖的罪性。婴儿有奶便是
娘，就是证明。小孩的自私也是出于这种
罪性。至于自私、贪婪、嫉妒、骄傲、卑
鄙、下流等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更是泛滥
成灾。但基督教所定义的‘罪’远比这严
格。基督教所说的罪，不是法律意义上的
罪。法律只是道德的最后底线。基督教认
为，‘不完全’就是‘罪’。只有上帝是
完全的，因此，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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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荣耀。无论君王、百姓、圣贤、愚顽，
都是罪人，无一例外，无非是罪大罪小而
已。五十步、一百步，都是罪。基督教这
一观点，看似严格、偏执，却是严酷的真
理，将王公贵族、世俗的好人义人，统统
打入‘罪牢’，没有例外。其好处，是将
人类任何的骄傲，哪怕是一丝的骄傲，都
彻底地粉粹了。在上帝面前，人类没有可
以夸口的，人类只有谦卑，不能骄傲。任
何人都不能在他人面前骄傲。世俗的‘好
人’是罪人，‘功臣’是罪人，人人都必
须谦卑。基督教将人类的面子全部拨去，
干净彻底，露出狰狞的面目，虽然难看，
却是本像。面对完全的上帝，人人都是罪
人，都必须谦卑。由此可知，基督徒的谦
卑是一种完全的、彻底的、干净的谦卑。
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也就要接受‘人人都
是罪人’的观点。谦卑由此就在内心有了
源。基督教的标准是成‘圣’的标准，它
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与神比较，神是
绝对的、不变的、完全的，无人能比。所
以人人都信服。如果以某个所谓的‘好人’
为标准，与他相比，许多人就可以生出骄
傲来。因为人是相对的、变化的、不完全
的，‘好人’也有‘坏时’，不能作为评
判的标准。诸葛亮是中国人公认的智慧化
身，但是，与今人比，他不会上网，发电
子邮件，对 3G 更是七巧不通。所以如今的
孩童较之古代圣贤还是有可骄傲的。上帝
是万能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人，
都不可能超过他。所以，你就只有谦卑的
路可走了。而且，大家彼此彼此，心态正
常，人人也都服气。所以，基督徒的谦卑

是真正的谦卑，而且无论何时、何地、何
事，都是永远地谦卑。 
    谦卑的人是有福的。人一谦卑，就愿
意请教于人，求学于人，就不敢张扬、不
敢大声说话，也就没有了骄傲，就会安静
下来、冷静下来，就容易得着知识和帮助。
人一冷静，天赋的才能和智慧就能够发挥
出来，无往而不利。易经中的八卦，只有
谦卦是完全溢美的，其它所有的卦象都有
好、坏两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
你有难以克服的骄傲和假惺惺的谦卑，有
高声的张扬和易急躁的秉性，建议你信基
督，基督可以帮你完全地谦卑下来、安静
下来。 
三、自信不惧怕 
    基督教认为，人受造平等，虽性别、
种族、智力、性情等天赋各不相同，但上
帝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意。无论你
生来健康，抑或残疾，成功或者失败，上
帝都视你为至宝，并永远看顾你，永不抛
弃你。人轻看自己，就是对上帝不尊。成
为基督徒，就是成为上帝国里的子民，享
有王子、公主的尊贵。较非基督徒，上帝
都会多看你一眼。基督徒不可枉自菲薄，
不允许自卑，而是要尽可能用上帝赐给你
的能力、赐给你的所有恩赐，去荣耀祂的
名。因此，基督徒的自信心都是非常饱足
的，他们谦卑但不自卑，行为举止大方得
体，阳光透明。这种自信心正是源于这一
信仰。而且，他们坚信上帝一直看顾他、
帮助他，与他同在。无论成功与失败，好
人与坏人，上帝都看顾。日头照好人，也
照坏人。只要是基督徒，凭着上帝的看顾，
上帝特别的亲近和荣耀，个个都是信心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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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容易自卑，习惯从阴暗面看问题的人，
不妨信基督。信基督就可以得着这种自信。
凭着这种自信和对上帝的依靠，再急再大
的事，他内心无忧。无忧则无惧，天赋和
能力得以充分的发挥。这种自信也带来从
容、忍耐、宽容和大度。你是自信的人吗？
看看基督徒，你就知道什么是自信。 
四、积极不冲动 
    基督徒也是积极入世的。基督徒做事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事前、事中、事后都
祷告，你可千万别以为他是胆怯、畏惧行
动。祷告是基督徒特有的帮助。他们通过
祷告，寻求主的旨意、主的方法、主的智
慧。在事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在
寻求目标了；事情一旦开始，他们就在寻
找效率了；事情一旦做成，他们就在赞美
神的伟大了。基督徒从来就不消极，基督
徒做事，无论大小，他们都会把弟兄、同
工、上帝都动员起来，投入自己的工作。
因为，他们知道，做工的，得工价；不做
工，就不可以吃饭；行不‘义’的，就得
‘罪’的工价后。罪的代世纪欧洲神学的
黑暗就是教训。但这是基督徒错误地理解
了基督的意思所犯下的罪行，上帝是不会
有错的。新教改革以来，建立了个人直达
上帝的信仰渠道，但教会的存在，宗教的
存在，一旦走偏，就会形成集体的迷失和
灾难。因此，我不担心基督徒的不积极，
却个人认为，基督教的积极性还需要理性
和教义宽容来适当地约束。基督教关于谦
卑、爱和智慧的教导，对这种积极性是一
种中和，使你积极但不至于冲动。你是否
对人生拥有积极的态度，如果没有，或者
有些缺乏，不妨加入基督教。这教义本身

是积极的，它可以带你进入人生的快车道，
使你的个性和天赋的才能发挥到极致。 
五、团契不孤单 
    基督徒的生活每周至少有一次团契查
经活动，周日有礼拜。他们视教友为弟兄
姊妹，视教会为属灵的家园，视天堂为天
家。因此，基督徒的活动大多带有集体的
特征：他们的赞美是同声的，做事是同工
的，属灵生活是合一的。这样，基督徒就
永远不会觉得孤单。即使单身独处，基督
徒也有上帝与他作伴。所以，你很容易体
会，牢笼中的基督徒为什么仍然欢喜、赞
美。因为，神与他同在。社会生活中，陌
生人可能欺负你，朋友可能出卖你，上司
责备你，父母亲人也可能因着某种无奈离
弃你。但是，上帝决不会抛弃你，他始终
与你同在。成功时祂鼓励你，失败时祂安
慰你。与你同欢喜、共悲伤。即使这世界
上所有的人类都背叛了你，也不管你是好
人，抑或歹人，上帝都爱你，永远站在你
这边。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督徒就永远不
孤单，永远不放弃，永远充满力量和斗志，
因为，天父总是爱他、支持他的。人的爱
和支持通常是有条件的，要求回报。上帝
的爱无条件，上帝的恩宠是白白给你的。
上帝总是提供你最后的依靠，最后的陪伴。
基督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全球各地都
有渗透,而且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
一种社会道德准则来运行.既然世界上所有
的基督徒都是天国的子民，都是兄弟姊妹，
因此，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在全球
各地找到你信仰相同的朋友,找到你的兄弟。
身处异乡也不会感到孤独.宣教士远赴异国
他乡宣教，并无孤独感就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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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作别的信仰，早就有了思乡曲了。欧美
等国家公民对基督文化的认可,也可以使你
较易融入他们的圈子。有人开玩笑说：欧
美大使馆签证时,信仰基督比信仰共产主义
的，签证率要高 N 个点。选择基督，就是
选择世界做你的家乡，选择地球人作你的
弟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种豪迈，
不能与基督徒的‘弟兄’相比。基督徒的
‘弟兄姊妹’被看作家人，甚至超过家人。
你独处时感到孤独无助吗？若是，请你加
入基督。基督永远与你作伴。 
六、喜乐不忧虑 
    佛教以苦修静心。儒家以‘三省吾身’
求进步。基督教则天天祷告求福杯满盈，
周周赞歌献上帝。基督徒常常喜乐，那笑
意和安详写在脸上，流露在行为中。诚然，
佛徒也有慈眉善目，相貌端详的，但那是
长年修行者才有的福分。小和尚的脸还有
迷茫，还需经年的磨练。基督徒则不然。
只要你一旦成为基督徒，甚至还是慕道友
的时候，内心就已充满喜乐，脸上就洋溢
着快乐。这种发自内心的喜乐，来源于基
督。因为，基督是欢乐的源，喜乐的泉。
在基督里，你的心灵就不再饥渴。你的失
败祂看顾，你的忧伤祂抚平，你干枯的心
灵祂充满。因为祂爱你，祂是你天上的父，
爱你超过你地上的父。地上的父爱你常常
心有余而力不足，天父爱你且无所不能。
你的一切祂都眷顾。祂带你走过死亡的荫
谷，脱离撒旦的魔掌。你的一切重担祂都
帮你卸下，你的一切罪恶祂都替你担当，
祂已经为你将命舍在了十架上，用重金将
你赎回，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你是罪
人，祂仍然‘宝贝’你。祂的恩宠白白地

给你，丰富无比，超过你所需要的，你还
有什么可哭泣的呢？除了赞美，除了谢恩，
你就只剩下欢喜了。所以，基督徒的赞歌
是发自内心的，是由衷的。他的快乐也是
永不枯竭的。有缘人进入教堂，就像被磁
石吸引，再也不愿意离开。那祝福的牧师、
合一的同工、彼此扶持的团契，又共同造
就这欢乐。在基督里，欢乐就像传染病，
无法抵御。那快乐的虫子，钻入你的内心，
常常让你从梦中笑醒。如你的读者若有悲
伤，请到基督里来。基督是人类最好的医
治者。基督的医治超过最高明的大夫、最
有效的药物、最善抚慰的心理学家。有谁
爱你到舍命呢？除了基督！ 
七、满足有爱心 
    因为基督无条件地爱你，完全地爱你，
不顾一切的爱你，你的爱也就被激发了。
因此，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爱，
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佛教也有爱，但更
多的是善，要自己成了佛，才会[能]超度众
生。儒家的爱，只爱到‘以直报怨’。世
人的爱是有条件的，要求呼应、对等回报，
而且多以别人先爱你为出发。只有基督的
爱，在你还没有发觉的时候，祂就已经先
爱你了，祂就已经为你牺牲在十架上了。
基督徒学着基督的式样，也努力试着发出
爱。基督徒的爱在教会里播种，在团契中
成长，在福音中传播。有爱就不计较，就
不苛求。爱是推土机，推平一切沟壑、阻
碍。内心有善，才可以行出善来；内心有
爱，才可以行出爱来。基督徒内心充满了
对上帝、对上帝的子民的善、爱和感恩，
所以，他说出来的是善言，行出来的是爱
意。就如春蚕，腹内原就被蚕丝充满，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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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除了蚕丝还是蚕丝。基督徒的爱
原自本心，又有来自基督源头的不断补充，
所以就成了爱的泉水了。因为爱，所以基
督徒愿意奉献金钱、时间。因为爱，他们
愿意吃亏、甚至牺牲。施比受更为有福。
基督徒是奉献的群体，贡献的群体、牺牲
的群体、有福的群体。基督徒不看中世人
的回报、世人的反应，他们的目光越过尘
世，直达天庭。他看中的是基督里永生的
盼望。如果你缺乏爱、需要爱，或者想奉
献爱，你都可以到基督里来。整部‘圣经’
写就的实际上只有一个字‘爱’。基督的
真道就是爱。爱上帝，爱人如己。爱意生
忍耐，忍耐生智慧，智慧立恒心，恒心生
持久，持久得永生。 
八、仇敌喜欢你 
    不论佛教、儒教，还是基督,都强调‘与
人为善’，但其中还是有高下。佛教慈悲、
儒家仁义，基督教强调爱仇敌。爱父母、
爱孩子，你很容易做到；爱亲戚、爱朋友，
你也不难；爱陌生人，你有时也能去做；
爱仇敌？不是我贬低你，你通常做不到，
因为我也做不到！刚接触圣经的时候，我
被圣经上充满真理的智慧所吸引。等到把
这些智慧的话语学完，我又被基督的爱所
感动。但最终让我久久难以释怀的是‘爱
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话太闹心
了，难以接受，接受了也难以做到。如果
有人打我的左脸，我把右脸也给他打，我
成什么人了？我糟践呀？无论如何，我要
还击，我不能被人看作无能、看作懦弱。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这个我能接受。我不做恶人，但也不
能做懦夫。爱谁都可以，爱仇敌，做不到，

这爱已突破底线。等我能接受‘爱仇敌’
的时候，6 个月已经过去；等我真正理解这
话的时候，10 个月过去了。但就是现在，
要我真正行出来的时候，我依然有犹豫。
十字架的道路真是艰难呀。在这段文字以
前，描述的都是做基督徒的好处，唯有这
个是‘坏处’。坏到极处就是爱，你信吗？
爱父母、爱孩子，谁都能做到；爱亲戚朋
友不值得夸口；爱陌生人也尔尔为之。只
有爱仇敌才是真考验。但是，仔细想想，
唯有爱仇敌才是爱的真谛，爱的完全。如
果圣经中没有爱仇敌的教导，就难说上帝
的爱是完全的、上帝的道理是真理。上帝
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
的意念。现实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生活中
的‘仇敌’一直成为你心思意念的‘捆绑’、
心灵的毒药、情绪的爆火筒、痛苦的根源，
你始终无法摆脱。可是，如果你接受他，
并且爱他，这种捆绑立马就会松脱，毒素
就会化解，警报就能解除，痛苦就会消失。
上帝是何等的奇妙，上帝的方法是何等的
高超。现在看来，爱仇敌，将成为你最大
的祝福。仇敌你都爱了，还有什么放不下
呢。捆绑仇敌，实质上是捆绑了自己，而
这正是你仇敌所希望的呀。所以，真正的
仇敌是你自己。以人的名义爱仇敌有难度，
但是，以上帝的名义爱仇敌，就不难行出
爱来。上帝为你把命都舍了，你赦免人的
罪又有何难。所以，基督徒凭着这种认识，
胜过了仇敌的捆绑。一旦你爱了仇敌，你
会发现，仇敌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
它早就在等待缓解了，只是不知道方法。
基督给你方法，你用上帝的钥匙把捆绑的
锁打开，仇敌也要爱你了。如今，我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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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所有自己不愿意的人和事，所有的生
气和不顺，都统统归到‘仇敌’的范畴，
统统爱他们，一一给自己松绑。为仇敌祷
告，其结果是给自己一条生路。世人的办
法是以恶制恶，结果是恶上加恶。神的办
法是以爱制恶，恶就成为祝福，造就自己
也造就恶人。这智慧，人不容易想明白；
想得明白也不容易行出来。基督徒借着上
帝的帮助，常常行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案
例来，却是平常。神的胸襟是宇宙的胸襟，
作为神子民的基督徒，他的胸襟直追神的
胸襟。大洋尚且‘藏垢纳污’后，自青自
蓝，何况宇宙之神基督及宇宙之子基督徒
呢！ 
九、冷静又智慧 
     脱离仇敌的捆绑，谦卑、自信、积极、
喜乐的你来到生活的面前，就多了许多的
冷静和沉着。你天赋的智慧，就会让你更
明白神话语的真意，得着神的智慧与方法。
天父说：不要忧虑，天上的小鸟，也不种、
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我且养活他，
何况你这个有灵的活人呢；你的日常所需，
我必供应；你的前途我必看顾。我是生命
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
永远不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
不在黑暗里走。无忧的生活怎不从容呢？
上帝的路是轻省的路，活命的路，而且活
得更丰盛。上帝借助圣经，在生活的各个
方面都赐下了连珠般的智慧，只要你愿意
跟从，他就给你智慧、给你辨别真理的光，
他就保守你的道路，作你的杆，和你一起
打那必胜的仗。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智慧的源泉。圣经里面已经给出了许多
指导社会生活的智慧锦囊、登山宝训：生

存的智慧、生活的智慧、工作的智慧、家
庭的智慧、顺服的智慧、与人相处的智慧、
脱离捆绑的智慧、喜乐的智慧、得胜的智
慧等等。‘圣经’是一座永远也挖不尽的
宝藏。学习祂、信靠祂、运用祂就是智慧。
何况圣灵也一直伴随在基督徒左右，帮助
纠偏。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那及时雨
般的智慧也会借着基督徒的祷告，进入他
们的心里，成为他们及时的帮助和方法。
你经常感到无助吗?缺少方法和智慧吗? 信
基督，祂就会给你。 
十、信不信由你 
    信不信基督由你，你是自由的。信基
督后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这也是真的，
要不，基督徒科学家和基督徒总统说的就
是假话。得着基督，需要心性的逻辑接受，
接受就是信。但心性的逻辑仍然需要理性
逻辑来看管。全心全意的信后，你会得到
更加真实的理性与智慧----属神的理性与智
慧。很多著名人士就是因为先信基督后，
变得更加理性和智慧的。诚然，基督教历
史上并非毫无瑕疵。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和
十字军东征几乎毁了基督教，但那是基督
徒的集体迷失，不能看作上帝的失败，基
督没有失败。因此，我以为，作为基督徒，
理性的逻辑应该尊重心性的选择，心性的
逻辑也需理性逻辑的看管。改革以后的基
督教焕发了新的生命。特别是新教，仅凭
‘心灵和诚实’就可直接与上帝沟通，直
达天国。所以，信仰的核心是基督，不是
教会，也不是教堂，更不是主教、牧师、
神职工作者。信仰不要成为宗教，因为宗
教是一种集体的捆绑，一旦走入狭隘，就
会出现偏激，群体的迷失就会带来大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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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my  
“HAPPILY  

EVER 
AFTER?” 

 

SHENG WU 

A lot of us have heard of the saying: 
“Marriage is love’s cemetery.”  Before I got 
married, I used to laugh at this saying and 
didn’t know how this could be. Then when I 
got married, I realized the romantic aspect to 

the relationship 
sort of ended 
because now 
we are 
“married.” In 
my mind and 
heart, the 
relationship is 
now finished 
and completed.  
What more 
does she want 
me to do or say?  
Guys in general 

are very goal oriented; we don’t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yond the marriage 
ceremony.  On the other hand, girls are very 
relationship oriented; to them, the marriage 
ceremony i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LIFETIME of sharing, caring, and love.    

Looking back,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as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was a lot 
easier.  The things I 
had to do were the 
following: listen and 
talk to her over the 
phone, take her out 
shopping and go to the 
movies once in a while, 
and write her some 
e-cards filled with 

romantic lines. When I got married, I thought 
I could just come home and sit in front of the 
TV/Internet and forget about her needs; trust 
me, I know from experience this type of 
thinking will eventually lead into trouble.  
Similar to dating her,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requires a lot of efforts and 
commitments to make it work and stay alive.   

Below are some of the exercises we 
learned from a retreat and their benefits to the 
relationship: 

 

难。你可以加入教会、加入团契，有组织
地信，也可以选择自由灵活的个人信。即
使不做基督徒，你也可以有基督的情怀。
国人多信佛教，信的形式多样。有庙宇里
的和尚、居家的居士，也有散布在社会各
个角落的平信徒。信基督也应该是多样的。
美国宣称自己为基督教的国家，我想，大
部分美国人是‘平信’的：有基督的信仰，
经常或偶偶去教会，有的甚至根本不去教
会。但毫无疑问，加入教会，有规律、有
团契地信，应该是最好的信仰方式。在团
契中彼此扶持、彼此造就，更能完成上帝
对信徒的心意，你的改造也更彻底。信的

实质是行，行的多，基督的赏赐也多。总
之，一切由你，自由地信，自由地行。不
过，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选择在你，回报
在基督。 

信基督的好处还有很多。要完全理解这
些好处，你最好亲自去读圣经。但是，圣
经可不是容易读懂的。我初读圣经的时候，
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将两个字、多个
字放在一起组成句子的时候，我就犯糊涂
了。不信？你试试看。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捷径，加入团
契，圣经就容易读懂了。 
shawn4805@yahoo.cn  201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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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周宇晖 

 

作者全家 

今年是我第二年在教会担任助理司库。
我的工作职责主要是每周日与司库点数奉
献，及时存进银行相应帐户，支付各种教
会开销，以及协助司库处理各样财务上琐
碎的事情。 

两年前我曾考虑要不要出去找工作（因
为已经离开职场做家庭主妇很久了），也曾
尝试过应聘，但是心中没有平安，不知这
么做是否符合神在我现阶段生命中的心意。
因为怕做出错误的决定，我大胆地向神祷
告：“我不知道现在应不应该出去找工作，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求你引领我。
若是你的心意，请让工作找到我,不是我去
找工作。” 之后一个多月牧师打电话来询
问我或海峰是否愿意接替助理司库的空缺,
当时正逢教会每年一度的理事会改选。我
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可能，但是我告诉牧
师等海峰下班回家后我们会认真考虑。我
是一个很粗心大意、做事没有条理的人，

在自己家中都不清楚收入和支出，怎么能
管理教会的财务呢？我和海峰一起和托负。
当时的感觉有些颤颤惊惊。我是一个粗枝
大叶、做事情很冲动的人。说话时不加思
索，常常在言语上冒犯了别人却全然不知。
像我这样的人适合在理事会一起同工吗？
靠自己是不行的，只能依靠神做工。回顾
两年来在这个岗位上的服事让我想到哥林
多后书 12:9 上的话：“他对我说，我的恩典
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
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感谢神，和我同工的两位司库都是很细
心、做事很有条理的弟兄姐妹。他们对我
的包容、鼓励和帮助弥补了我的缺欠，使
我受益良多。雅臻上任后不仅很快熟悉了
教会的各项财务运作，还提出很多改进措
施（例如使用请款单保帐，支票上两人签
名才有效）避免可能发生的疏漏。书杰尽
管学业繁重，但是总以服事神为优先，做
事认真仔细。因着与他们同工，使我避免
了很多差错， 也让我学习更加谦卑。 
在与各位理事们同工的过程中， 我还学习
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做神忠心良善的好管
家。 

记得刚上任时正值隆冬，要支付相当可
观的电费和铲雪费。我照章办事地开支票
付款，只是确保付款数目和邮寄地址不出
错而已。而在理事会上，负责会堂管理的
弟兄看到财务报表后很心疼这些开销，立
即提出一些想法以便降低铲雪费。第一次
参加完理事会后，我的心中充满感恩和羞
愧。我为教会的牧师和理事们在神的家中
忠心地摆上而感恩。 他们是那么地尽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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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神州行简报 

○朱森存 
 

今年 5 月份，我与妻子雅如带着两个
小孩回中国探亲两个月。我们上一次回国
是在 2007 年 6 月。感谢神这次给了我们更
多锻炼的机会，远超过我们所能预料的。
神使用我们带了十二个人决志信主，服事
了四十多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也给了我
十次机会在不同的场合锻炼作见证分享或
讲道。回顾这次归国经历，我们只有感恩
和赞美。“主啊！你真是太爱我们了，你的恩
典太大了，我们真不配！”一切荣耀归给神。 

预备：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全家更
多的经历了神，所以信心有所提高。首先
是在自己的工作上。虽然有人拦阻，但是
在 2008 年三月的一天，神特别用诗篇 112
篇来鼓励我。一直到去年感恩节期间神很
奇迹般的改变了一个反对的力量，使得我
的 Tenure 申请顺利通过，验证了他在诗篇
112 篇的应许。另外我妈妈去年 11 月份来
美国后，她的高血压，胃酸，和颈椎病在
三次祷告中分别得到神的医治。最后，神
也给机会让我自 2008 年秋季开始参与校园
团契的服事，学到了许多功课和教训。 

过程：带着两个小孩，回国旅途的辛
苦是可以预料的。这次我们计划好到北京
后先倒时差再回我的老家。在北京我们的
最大收获是与一位对信仰非常渴慕的研究
生有很深的交流。这位研究生是雅如父母
邻居的儿子。听说我们回到北京，特意来
拜访。我们谈了差不多六七个小时。其间
他就决志了。有趣的是，但我们谈到偶像
的权势后，他立刻借上洗手间的理由偷偷

把他颈上戴的与偶像有关的项链扔在马桶
里冲掉了，让我们很是感动。 

几天后，我们回到老家，温州的一个
乡村。我邻居是一位当地的教会负责人。
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从美国回来的，在农村
更加会有“明星”效应吧，我们被邀请去
对六十来位在温州进行假期主日学培训的
老师们作见证分享。在接下去不到一个月
的在老家的时间里，我也被邀请到附近的
一些教会的不同团契作见证分享。一方面，
温州的教会很蒙神祝福。牧师和传道人普
遍神学基础较深，讲道有力。我家附近的
一些教堂可以说是世界一流。花费七八百
万到一千万，没有贷款。设施齐全，带电
梯。其中两个我去过的教会光一个团契的
人就超过两百人。在一个中青年团契里，
我感到神的很大同在。另一方面，在我家
附近，由于是农村，很多弟兄姊妹的文化
水平比较低，读圣经的人很少，所以在真
理上的根基较浅，教会内部的问题也不少。
特别是，温州人做生意的很多，弟兄姊妹
在信仰上的信心挑战和试探很大。介于这
些原因，在这些教会我基于自己过去的一
些经历来所分享信心和智慧的主题。 

这次回国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和锻
炼是以祷告服事弟兄姊妹，需要很多信心，
灵力体力，和时间。除了很多次个人或几
个人的服事外，有一次八九个人弟兄姊妹
来到我们家，还有被邀请到一个村里，为
十来个弟兄姊妹祷告。由于每次服事前我
们都仔细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来作属灵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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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服事需要两三个小时。祷告的问题包
括身体疾病，信心软弱，家庭问题，和属
灵争战。譬如，有在家里楼梯口经常看到
淹死鬼（其实是邪灵冒充），有家里得精神
病，有得怪病的。感谢神，在过去让我们
自己经历过属灵争战，也听过一些牧师的
在这方面的教导，所以我们也基本上能针
对性的为每个人祝福祷告，用神的话坚固
他们，带人悔改，如果有需要也作医治释
放祷告和洁净他们的房子。神也与我们同
在，除了几位得常见病 (腰痛，肩膀痛，头
痛无力一段时间) 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
祷告得到医治，还有得怪病得到帮助。 

一位弟兄因为在生意上亏欠别人，去
年十一月在梦里看到一把刀插在钱袋上来
警告他。从此得了怪病，每天头痛的都要
頂墙，起初靠着吃药还能入睡。我们回去
的时候，药物也不怎么对他有效了，前一
天还打了老婆。他过去也梦到自己把房子
盖在沙土上。水一冲房子就倒塌了。正像
主耶稣所描述的“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
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 （马太福
音 7:26-27）在我们为他祷告后的当天晚上，
他没吃药就睡的香甜。而且当晚他做了个
梦，梦见在一大片麦田里他把别人盖了就
倒塌的很大的围墙盖得很结实。 

我爸的一个朋友大概一年前得了很
罕见的病。好像是在喉咙附近的神经萎缩，
总是垂着头，口水流不止，无法正常吃东
西，脖子附近的肌肉僵硬化，睡觉有时疼
醒。我们见他的时候他已是极其的瘦弱，
非常可怜。他的女儿是信主的，但是无法

让他也接受主，而且他的脾气也很急躁。
但是因为很多人长期为他祷告的缘故，当
我和我妈在五月底去他家里的时候，我妈
给他做了她身体得医治的见证。他也认真
的听我讲福音，而且立刻就接受主耶稣做
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此后神使他的疼痛
减轻，饮食和睡眠都提高。八月份我打电
话回家的时候，我妈告诉我他已平安去世，
像是睡着了。以前医生告诉他的家人说，
得这病的人死的时候会极其痛苦，所以让
他家人准备好了特强的止痛药。结果根本
用不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
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
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书 2：14-15）
想到他现在脱离了一起的劳苦和痛苦与神
同在，大家都非常为他感恩。 

六月下旬我要去北京开会。我特意安
排了三天时间在上海逗留。中间碰到了很
多超过十年没见面的亲戚和老同学。感谢
神的是，我不仅有机会在一个青年团契有
机会作见证，也能与所有碰面的亲戚朋友
分享福音。另外也参加了温州人在上海浦
东的主日崇拜。 
 六月底我们去了雅如的老家，石家庄的
一个郊县。我们在那里住了十几天。感谢
神，我们有机会带五个人决志，讲了两场
主日信息，另外给雅如多年残疾的表哥施
洗。07 年我们回去的时候带他信主，但是
找不到牧师给他施洗。令我们高兴的是，
虽然他没有机会聚会，在真理上还是缺乏，
我们也非常亏欠很少打电话回去关怀他，
他对神还是很相信的。其间我们也去北京
和天津探访了几位在 Penn State 呆过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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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
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约翰福音 4:35b

信主或者慕道的访问学者，受到他们的盛
情招待，同时也与他们彼此分享勉励。另
外神也给我们安排一些机会给陌生人分享
福音。一个晚上在北京大学的西南小门，
由于暴雨我们打不上出租车。我们在肯德
基店里等车时，听到边上两个大学生在大
谈神学。雅如借机给了他们一张福音光盘。
旅途中坐火车从天津会石家庄的时候，也
有机会跟周边的人分享福音，看到很多人
感兴趣。其中一人更是说我们的观念很另
类。可惜我们时间不够，只能留一些福音
资料给他们。 

结语：转眼回美已过三个月了。现在
回想，非常感谢神的 引领，保守和祝福。
另外，我们也意识到很多自己的软弱和灵
命肤浅所致的不足和亏欠之处。 

首先，我们更知道神的信实。在我们
真心愿意为他摆上的时候，他定会安排机
会。我们这次的经历，明显有神的安排，
是我们回去前绝对没有料到的。神也大大
祝福我们的家庭。我爸爸和哥哥，雅如的
大弟都在期间决志归主。真是感谢神的怜
悯，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若 不 是 蒙 
我 父 的 恩 赐 ， 没 有 人 能 到 我 
这 里 来 。”（约翰福音 6：65） 

其次，我们国内的禾场很大。我与几
位高校的研究生聊的时候，发现他们对前
途非常悲观。房价和物价太高，而他们将
来可能工作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人们在
寻求出路，但是不知路在何方。其实只有
神能给真正的出路，但是他们不知道神是
谁。当我与这些学生分享的时候，他们很
有兴趣听。但是时间毕竟太有限，我们与
人分享内容也不可能非常系统全面。所以

随身带一些福音资料会非常有帮助。我们
这次带了书籍《游子吟》《认识真理》和一
些单张。另外还带了一个 DVD 刻录机回去，
在国内买空盘来刻录，非常方便。 

再次，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祷告没有看
到果效。一方面，被服事对象所提供的个
人信息可能片面，或者认罪不彻底，所以
祷告可能没切中要害。另一方面由于时间
有限，我们只能一次性的服事，而很多的
问题需要持久甚至禁食祷告。加上我们的
信心也非常有限，代祷的支持也不够，而
仇敌的势力可能很大。一次给一位高中的
同学祷告。他住在一个较远的镇上，我们
已差不多二十年没见面。我只记得他在高
中的时候信主，但是后来有了精神病。这
次特意找到他。他妻子告诉我他现在一两
年发作一次，发作时不认人。当天我给他
做了一个释放祷告，结果回家后我反而大
大呕吐了一场。这是这次回国唯一的一次
生病。 

最后，我不仅讲道没有经验，说话速
度太快，发音不清口音重，而且祷告和读
经都很不够，所以非常感谢神使用我这不
配的人，给我们这么多的锻炼机会。“因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
林多后书 12：9）愿神在我们身上得到一切
的荣誉，也同时给我们更大恩典来服事他。 
 



磐石年刊 

第五期·2010 
47 

 

恩
典
之
路 

偉凡，宗珮（作者）与女儿们光允，光中，光心 

摄于二零一零十月三十日 

 

○莊宗珮 
 
七月的一個午後，

師母邀我去探望剛搬
到 State College 的畢師
母， “Ella Dr.?” 當
我一聽到住址時，反
應是有點兒耳熟，想
著沒準曾經去過附近

Yard Sale 吧? 當師母一路
開去，景緻愈來愈熟悉，等停下車時，我
望望四週，一棟位在高處的可愛平房，能
夠眺望滿山谷的美景，我立刻告訴師母，
奇 怪 ， 我 彷 彿 到 過 這 兒 ! 但 不 可 能 啊 ! 
Boalsburg 附近我一點也不熟，也壓根兒不
知道畢牧師一家搬到這兒來……算了，可
能是在夢境中的相似吧? 

進了房，和畢牧師師母開心的天南地北
聊上天，突然我有個念頭，居然想到地下
室看看，一般我不會這麼好奇的，但礙於
禮貌不便開口，孰料畢牧師直接問我們要
不要去地下室參觀，我馬上就邁下樓梯，
等我下至底層，我脫口而出問了畢牧師，
師母已過世父親的名字是不是 Hal? 原來數
年前的一面之緣，竟讓我串起神在磐石教
會和帶領畢牧師一家來此服事的恩典之路。 

時間倒退至 2004-2005 年間~ 
理事會沸沸揚揚為著尋堂、建堂、或買

堂的可能性；當時我擔任教會的司庫，對
於即將面臨的大筆財務計畫，心理一點兒
底也沒有；跑了幾家銀行，當時的存款讓
我得到的答案每每令人洩氣，但記得某家
銀行提醒我們，可以去聯絡 Pennsylvania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s (SBDC)

這個非營利組織，他們為想要成立 Small 
Businesses 的人，提供免費的財務規劃與諮
詢，經其轉介，擔任志工的 Mr. Hal Doran 主
動與我們聯繫，並邀請兩位教會司庫到他
家地下室的 Home-office 深談—回想起來，
這也就是我第一次踏入畢牧師現在的住所
—之後，Mr. Doran 還郵寄了一些資料及建
議過來，令我深受感動!  

2005 年買地建堂的構想，在 Christian 
Church 願意賣堂給我們的提案下停擺，和
Mr. Doran 的接觸也因著我離開司庫的職位
告一段落，接著教會於 2006 年六月正式完
成交易，獻堂典禮當天，我也特別邀請 Mr. 
Doran 來觀禮，分享我們的喜悅和神奇妙的
供應，猶記當天瑩琦還是他的專屬翻譯呢! 

多年來的四處流離，磐石總算有了自己
的堂，神也信實地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
我們!工作家庭從以前的三五家到今日數十
家，孩子們也日趨增加，第二代在美國成
長，面臨到不同語言、文化和信仰上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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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為愛情如死之
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
的烈焰。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
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雅歌書 8:6-7 

突，也讓我們這裡唯一的一間中國教會開
始深思 next generation 的需要，似乎是從
2008 年左右，禱告會開始模糊地為尋求一
位 youth pastor 來禱告，當時我的態度，和
數年前欲購堂時頗為類似，一是財務考慮，
二是想”哪個會說中英文的年輕人會願意
來這小地方服事屈指可數的 teenagers 呢?” 

直到 2009 年底到今年初，很奇妙的巧
合，神將”對下一世代基督徒的心意”的
感動，同時放在許多弟兄姊妹的禱告和
Pastor Jorn 舉辦的多次 workshop 中；四月
時，更令人想不到的事發生了，有一位中
英文流利的畢國安牧師輾轉聯絡上磐石，
甚至在四月底，自掏腰包從台灣飛來面試，
經過數月的禱告，多次理事會及家員大會
的再三討論、評估；雖然我們並不是個財
務上不虞匱乏的教會，但隨著聚會人數的
持續增加，我們願意來仰望神的供應，踏
出這信心的一步，為得著 State College 許多
失喪的靈魂，付上代價。 

感謝主，磐石從今年八月份開始，正式
成為有兩位全職牧者的教會!並預計於 11 月
21 日開始分中英文兩堂的主日證道，期盼

父母和我們的孩子們，能在神的國度裡同
心敬拜讚美；也願意為許多無法參與中文
講道的慕道友，打開另一扇窗!真理是沒有
年齡限制的，福音更是沒有語言及國界攔
阻的，我們彷彿看見，神已經定意為 State 
College 的選民舖上一條恩典的道路。 

猶記九月的首週主日，當我在領受聖餐
時，看到兩位牧師，同心站在台前，禱告
祝謝為著眾弟兄姊妹撥餅分杯時，心中滿
滿只有恩典……磐石曾經沒有堂、四處流
浪，曾經連一位牧者也沒有……如今就像
是神的應許:”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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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 你 要 知 道 耶 和 华 ─ 你 的 神 ， 他 
是 神 ， 是 信 实 的 神 ； 向 爱 他 、 守 他 诫 
命 的 人 守 约 ， 施 慈 爱 ， 直 到 千 代 ； 

                      申 命 記 7:9 

坐飞机。在神的恩典里 H1N1 也真没有想象
的那麽严重，可国内宣传的却很厉害。我
们也借机不用去探望许多亲戚朋友，省下
许多本来不多的时间专门呆在家里体会父
母的生活，观察他们的需要。 
    回来后，立刻投入到找房战斗，在网
上找到所有的 SC 的大小公寓的电话，问了
又问，连长期出租的都没有，更不用说我
们想买房只想租短期的。接下来，我们开
始看私人出租房子的，有一家虽然需要签
约一年，我们想也罢，先找个地方住吧，
下午准备去签约的时候，主管竟说房子刚
刚租出去了。在我们到之前一分钟，原来
看过这房的那人发来了签约传真。时间紧
迫，又给牧师打电话，感谢神，牧师说教
会里有一位姊妹愿意短期租，我们便去她
家看了，她家可是我们所有看过的房子中
最壮观的一家，房子很大也和很干净。这
位姊妹非常好，说住在她家不用担心什么
时候搬。这可真是对于我们找房人的巨大
安慰。 
    找房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加上女儿
对猫有过敏，大多的旧房都有过猫，可那
时市场上新房很少。有一座我看价钱比较
合适的，跟先生商量是不是开个价给出售

商，当我们正想给价的时候，出售商说有
人已经给了价了，问我们还想不想要。我
们一想，也许人家已经看了许久了，为什
么去争呢？看别的吧。于是我们又看到一
个稍微旧一点的房子，好在里面从来没有
过猫。开价后等来了回音，约好下午去签
约了。中午，出售商又打来电话说，原来
我们有意思的那房又要重新上市了，要买
的那一家人不想要了。什么？我当时有一
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我们不久便
住上了新房。 
    另外值得感恩的是神赐给我这段时间
在他里面寻求，盼望，和学习，在这段搬
迁变动的时间里，能够重新把原来收起的
东西找出，孩子也不用担心没人接，可以
更无拘束地参加课外活动了。虽然搬家后，
我从有工作到没工作，但神却让我们从没
房子到有房子。感谢神！能让丈夫有能力
来撑起这个家！是呀，神的恩典真是一言
难尽，在其间，神不仅给了我们许多耐心
和盼望的考验，神更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牧
师和兄弟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主里一起成
长、盼望。 
    神啊，感谢您在我们的每声呼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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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神创造天地。地
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
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这圣经的头三句话原本是解释神起初
造天地。虽是很久已前的事，但这仍然体
现神对我们个人的创作过程。我们心里原
本一片黑暗，但神的灵却一直环绕。一天
我们听到神说，你心里要有光，于是，就
有了光。 

几年前要回国接孩子，当时还必须要
到加拿大去申请回美签证。从尼加拉大瀑
布去加拿大只是一桥之隔。但却是两国之
分。一路行程极奇小心，生怕不能从加拿
大或国内回来。但总算看到了尼加拉大瀑
布的壮观。过后，总想带孩子到大瀑布去
看看。暑假我们终于上了路。可这次不同

的是，我们不仅不用办任何签证，我们还
步行走过彩虹桥，到加拿大对岸去体会当
年的感受和带孩子去经历那惊心动魄的景
象。 

回想生命，我们有许多的桥要穿越。
几年前，一位基督徒朋友用电子邮件发来
一段经文“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
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
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这段经文伴我走过了一段艰苦历程。最后，
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美国医师执照全项
考试，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神。在后来
做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的日子里，又穿越
了不少桥梁。一路争战，真希望能对世界
宣告这一切都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但这
不是事实。 

画家保罗高更曾说：“我闭上眼睛为的
是能够看到。”(I close my eyes in order to see. 
-Paul Gauguin) 感谢神，我在学习用心去看。
每当我用心去看的时候，我看到神的恩典，
而且处处都是。是因为这些恩典，我们得
以跨越障碍，穿越桥梁。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

 
 

 
 
 
 
 
 

 
 

穿
越
障
碍 

○
姜
东
胜 

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约翰一书 1：5 



磐石年刊 

第五期·2010 
52 

 

迦勒组是一群有小小孩的家庭组成的团契

小组，我们每周在一起查考圣经，一起分享生

命，彼此代祷，相互关怀，并一起在基督里成

长。如果你们是有小小孩的家 庭，欢迎加入

Group of Caleb!" 

Life Group（生活/生命小组）每周三 12:30 PM 聚

會. 着重于敬拜，代祷和医治。小组非常生活化，

经常举行聚餐，農產品採購,迎新送旧等活动來

增進肢體間情感交流。欢迎任何渴慕耶稣的人参

加，一起在基督里更新及享受神賜我们豐盛的生

命和生活！ 

迦 南 小 組  -- 我 們 小 組 多 是

在 State College 工作的家庭成

員。雖然我們從不同的地區和學校

來到這個溫暖的家， 但我們一起進

入神的同在，在祂的話語中一同學

習，在生活的難處中互相扶持，鼓

勵。也許因為工作的關係，有些家

庭會離開我們到新的地方。但正如

約書亞書 1:9 所說的：你當剛強壯

膽 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惶 因為你

無論往哪裡去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

你同在。
 

我们约书亚小组由年轻而富有能量的研

究生，博士生，博士后及家属组成，刚

强壮胆，探求智慧，向迦南美地挺进。 

注： 

年轻 – 刘年青 

能量 – 姚能亮 

智慧 – 贾智慧 

迦南 - 迦南小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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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九年十月 Highest 小組成立，由馬萱和瑩琦

負責帶領。組員多為女生，有本科生與研究生。目

前，可視為週五團契夜晚裡，「獨一無二的」親親姊

妹小組。為何說我們是獨一無二的呢？因為，在神

的眼裡，我們每個人的確都很 unique；因為，女生

的默契與情誼，往往在許多的「真情分享」過後一

點一滴被累積，而這些或許是在一個兩性綜合小組

內所不常見的。 

每一次的聚集，不論我們日子過得如何，姊

妹們圍坐一起的讀經、禱告，常能帶下神的同在與

祝福。不論內心有什麼樣的思慮煩惱，因著神的愛、

我們彼此的關懷與代禱，許多的問題都能找著出口

與答案。合一的「家庭」氛圍，是我們能夠經歷的；

一個彼此相愛的「家人」關係，更是我們對神、對

人敞開心扉後可以建立起來的。在耶穌基督裡更為

長進、走向「最高」之處，是我們的目標！ 

[键入文档的引述或关注点的摘要。您可将文

本框放置在文档中的任何位置。可使用“文本

框工具”选项卡更改重要引述文本框的格

式。] 

Paddle 小组 

“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感谢神，过去的一年，看到弟兄姊妹们的传

福音的热心和神不断的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神带领栾大端长老在去年圣诞节来我们教会

布道。今年复活节我们邀请到了冯秉程牧师来布道。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校园举行的布道会，有

差不多 350 人参加，产生很好的反响。同时我们听说更多的本科生（超过 300 人）来到 Penn 

State。禾场是越来越大了，可是可差遣的工人不够。愿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明白他

的国度的需要和给我们一个愿意摆上的心志。并且帮助我们不仅能在祷告上更多的摆上，也能

更多的走出去。愿我们能得着更多在 PSU 的华人，让更多的 Faculty，Professionals，访问

学者，PostDoc，研究生和本科生得以听到福音而认识神。愿神与我们大大的同在，带领我们

每个事工。一切荣耀归于他。 

Highest 小组 
「接納愛、愛接納」則是我們由衷盼望：

每一位走入 Highest 小組的朋友們，都能帶走

的禮物。耶穌愛你，我們也愛你！熱烈歡迎加

入我們這個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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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5
th
, 2010 提摩太 Timothy 小組：

念邗，宗珮，伯豪，Johnny，梁宇，郭立，

徐丹，安東，小舟，偉凡，Lisa，銘傳，玫

馨，Tiffany，玉婷，琇娟，雅丽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

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

樣。”(提摩太前書  4:12) 
“我們小組的特色好像一本百科全書，

小組裡包括有大學教授、研究生、廚師、

家庭主婦，且分別來自台灣、中國、香

港。”~~Johnny & Lisa 
“在提摩太小组，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里认识了神，从他

那里，懂得了什么是爱。”~~小舟 
“以前剛來 State College 時很不信主，

只要是基督教的朋友其實我都很排斥；直到現在畢業

後來到神面前，向神學習也改進自己… 
也很感謝偉凡和小組裡的每一個人，讓星期五的查經變得令人期待並且喜樂查讀，更是因為教會裡的兄

弟姊妹，使我的生活更豐富更滿足。 
偉凡跟宗珮就像大家長一樣帶著我們這些剛畢業和還在就學的學生們一起向神學習，與神同樂! 
感謝神讓我終於到教會來在神的面前看見自己；以後學習的路還很長，希望能在 Timothy 小組裡繼續跟

大家一起看見神蹟。”~~Tiffany 
 

 

 

 

 

 

 

 

 

 

 

 

 

 

 

 

 

 
Higher 小組主要是由一

群既活潑好動又願意更加認

識神的大學生組成的。我們

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就是

願意在神的話語上不斷地成

長，裝備自己，成為一個很

HIGH 的基督徒預備日後被神

大大使用！ 
 

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姊妹，

在主裡相聚，體會“主内姐

妹手足情，携手同心向主

行”的美好! 但願我們在真

理中扎根，在主愛裡成長，

接受裝備訓練，將主愛傳播

到地極! 

林师母，陳志芳，徐宏娟，

汪波，周瑾，甘雅丽，施丽，

林英，林秋吟，張惠玫，李

立，刘年荣，林文闻，賈智

慧，（彭源明和冯莉莉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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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工報告 
●陳偉凡 

 

回顧這一年，更多的，只有感恩。今年在崇拜事工上的最大突破就是─家庭崇拜。自
年初開始，牧者與 youth 同工進行交流、禱告，三月，開始加入英文詩歌及現代樂團配搭，
四月，推動首週主日父母與所有孩子一起敬拜，其餘週日歡迎八歲以上孩子參與；八月，
精通中英文的畢國安牧師加入牧會，十一月，開始英文家庭崇拜及中文敬拜講道兩場的
聚會。一切都是神的帶領! 

崇拜不只是音樂，而是從心靈和誠實的發抒，將最好的獻給神。詩歌歌詞代表我們對
真理的回應，曲調形式則能表達我們對神的愛慕之情及感恩。渴望弟兄姊妹看重音樂敬
拜的時間，在聖靈引導下自由自在的沐浴在神完全的愛中。 
 

崇拜事工大事記 
2009-9-8   教會開始為聘請 youth 牧師積極禱告 
2010-3    教會牧者同工開始尋求中英文敬拜及家庭崇拜異象 
2010-3-21   Pastor Jorn 教導 next generation 異象 
2010-3-28   在 Lisa & John 家中舉行 youth 事工分享聚會 
2010-4-10   敬拜同工開會討論家庭音樂敬拜 (昭瑞，劉強，偉凡，宗珮，林牧師及師母) 
2010-4-18   八歲以上孩子每週將與成人一同敬拜，首週日全家一起敬拜 
2010-4-25   畢國安牧師首次來訪証道 
2010-5-16   家員大會討論聘牧事宜 
2010-6-16   畢牧師接受聘牧 
2010-7-31   畢牧師舉家搬遷至 State College 
2010-8-1   畢牧師第一次正式講道 
2010-8-15   尋求中英文分堂聚會的可能性 
2010-9-5   牧師開始探訪家庭，了解父母對中英文分堂聚會的看法 
2010-10-3   宣布 11/21 第一次分堂聚會 
2010-11-21  英文家庭崇拜與中文堂正式開始 
 

教會大事记 
(11/2009-11/2010) 
○陈郁美整理 

 
11/26/2009   感恩節聚餐及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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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2009   CSSFM 聖誕節晚會 (Park Forest Baptist Church) 
12/13/2009   宣教年會(朱文正牧師) 
12/18-20/2009 聖誕節福音及培靈聚會(巒大端長老) 
12/24/2009  聖誕夜報佳音  
1/23/2010   清泉退修會  
2/6/2010   理事同工退修會  
2/12/2010   箴愛 Valentine 晚會(Paddle, Higher, Highest) 
2/19/2010   CSSFM 中國新年晚會（在 Assembly of God） 
3/19-20/2010  青少年飢餓三十活動 
3/21/2010   青少年主日及青少年事工異象分享(Jorn Junod 牧師) 
3/28/2010   青少年事工討論分享會(Jorn Junod 牧師主持，在黃讚富夫婦家) 
5/1, 30/2010  青少年同工訓練會(Jorn Junod 牧師) 
4/2-5/2010  科學與信仰佈道會(馮秉誠牧師) 
4/23-25/2010  畢國安牧師來訪  
5/15/2010   畢業生送別音樂會 
5/16/2010   聘牧臨時家員大會(通過進行聘請畢國安牧師) 
7/12/2010   迎接新學期，四十天接力禁食禱告  
8/1/2010   畢國安牧師正式開始在磐石教會服事 
8/14/2010   團契小組同工退修會 
8/20/2010   迎新活動共約 340 人參加 
9/25/2010   秋遊活動(Bald Eagle State Park) 
10/29/2010  團契電影之夜 (Faith Like Potatoes) 
10/29/2010  兒童 Fun Festival (youth group 組織) 
11/21/2010  英文堂崇拜開始  
 
8/25/2009-11/7/2010 受洗名单: 
盧春蘭(8/25/09) ；葉家濬，王榮英，赫子豪(10/4/09)；李三民(10/12/09)；林芳希，吳晉
(10/18/09)；孫隆(10/30/09)；賴月琳(11/22/09)；王秀軍(11/26/09)；馬辰威(12/6/09); 林
滿(12/8/09)；孫鴻哲，李小娥(12/13/09)；葛艾霖(12/18/09)；岳殿民，吳曉丹(12/22/09)；
王露，劉群芳，王冬妮(02/07/10)；崔今升(2/23/10)；姚能亮，施麗，周繼承，王月連，
黃迪，徐敏菱，王建軍(4/4/10)；余璟(4/18/10)；王小舟(5/28/10)；吳洛容，趙含(6/6/10)；
梁文興，Lijia Wang， Jackson Wong, Andy Luo (7/25/10)；王夢晨(8/3/10)；甘雅麗，劉金
萍，Sherry Shang， Janet Yang (8/8/10)；董迎暉，陳羽君，王音力(8/15/10)，肖恩(9/5/10)，
丁曉云(10/1/10)，劉年榮，張天佑(10/10/10)，魏萍萍(10/17/10)，閻怜妃，張珂慧(11/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