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袮！
耶和華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祂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角，是我的高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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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衛牧師
神的家，是神的愛建立的，因為神愛我們，差祂的

福，獻贖罪祭乃是為了滿足神公義的要求。耶穌基

獨生子來到世界拯救世人。聖經告訴我們：「神愛

督是神與人之間的偉大中保，是使人與神和好的贖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

罪祭，祂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了全部救贖。我們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很明顯的，神

罪和歷世歷代藉著祭物來贖罪人之罪，都得了赦免。

把福與禍，生與死的道路，清清楚楚放在人面前，
要全人類作出抉擇。
神的愛不只限於給選民，全人類都包括在神的愛裡，
神把惟一的愛子賜給人類，不但差派祂道成肉身來
到人間，還要祂為人的罪受死於十字架，使人的道
路因此不再是滅亡，反而得永生。猶太人棄絶了耶
穌，把祂釘在十字架上，神卻藉此完成救贖的計劃。

以弗所書 2:12 說：「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
色列國民以外，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
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以弗所書 2:13 說：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
著祂的血，已經得親近了。」以弗所書 2:19 說：「這
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
裡的人了。」基督降生之前，外邦人、猶太人彼此
分隔：猶太人視外邦人與救恩無分，是沒有指望的

約翰福音 1:29 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

人，外邦人則惱怒猶太人的自以為義。基督來了顯

孽的。」羅馬書 5:8 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

示猶太人與外邦人都有罪，並為他們預備了救恩，

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只有基督才能打破彼此的偏見和隔閡，使所有信徒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神叫耶穌基督為我們死，

與神恢復關係，在基督裡合而為一。

何等奇妙！不是因為我們好，而是因為祂愛我們。
要是你對神的愛感到沒有把握，請記住在你還沒有
歸向祂之前，祂已經愛你了。

教會是神的家，是由許多蒙恩得救的家所組成的；
而人的家，是由一對同心相愛的夫妻建立的，夫妻
是家庭的根基，家庭是教會的基本單位。丈夫愛妻

羅馬書 3:25 說：「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

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妻子順服丈夫，

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祂用忍

如同教會順服基督，如在生活中表現出來，就能成

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在這裡看見「贖

為蒙福的家庭。在生活中，愛情也要有好的見證。

罪」與「和解」的雙重意思，既除掉罪，又消除神

已故寇世遠監督在為人證婚時，勉勵的是：「欣賞

的忿怒。舊約時代的人用牲畜為祭，獻給神贖罪祈

對方的長處，接納對方的短處，記念對方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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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對方的難處。」這段話對夫妻在生活上大有幫

智慧充足的人，才能在教會中承擔不同的責任。凡

助。二人同心合意的在主裡有目標、有遠見，一起

需要與人接觸的崗位，應由具有這些資格的人來擔

禱告、服事，為主得更多的個人、家庭，使各家連

任。我們必須讓有智慧，靈命成熟的人來帶領教會，

於元首基督，家家為主而活，目標是廣傳福音，使

使神的家井然有序，使人們來到教會，感覺到溫暖，

每個家庭投入，把福音傳出去，使人人作主門徒，

有愛的吸引力。

效法約書亞 24:15 的宣告：「至於我和我家，我們
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斬釘截鐵地表示，他和
他一家都要事奉耶和華，再一次表現出屬靈領袖的
氣質，對神作出委身的承諾，成為我們的榜樣。而
我們的生活舉止，也應該叫周遭的人領會到全心事
主的益處，在神的家中應該盡本分。

不要等人來邀請，乃是自動自發的投入。更重要的，
每日讀經、禱告，裝備自己，使靈命豐盛，服事有
力。只要每個人肯付出，家就不孤單，並且彼此關
懷、彼此相愛、彼此寬恕、彼此勉勵、彼此扶持，
才能使人人成為基督精兵，就能攻破仇敵魔鬼的營

羅馬書 12:3 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

壘。先知瑪拉基說：「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

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

在教會作長老的，是教會屬靈的領袖，領導是出於

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

甘心樂意的服事，不是出於勉強，乃是作弟兄姊妹

們，甚至無處可容。」（瑪 3:10）如此使神的家興

們的榜樣，帶領眾肢體一同配搭服事主，在生活上

旺，更當記念主耶穌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

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接待人，善於教導，在
教會外有好名聲。教會領袖肩負重大責任，因為教
會是屬於永生神的。作執事的，意思是服事人的，
這個崗位是使徒在耶路撒冷教會中首次設立的（參
考徒 6:1-6），目的是要關懷會衆的物質需要，特
別是那些講希臘話
的寡婦。執事既然
也是教會的領袖，
他們的資格也要與
長老相仿，在神家
中各盡本分。
今天，在某些教會，
要求初信的信徒擔
任執事，是不適宜
的。在使徒行傳第
六章，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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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每位蒙恩的弟兄姊妹，都應盡力參於各項服事，

當保羅順服聖靈的帶領去馬其頓的腓立比，他首先
與一群婦女接觸，向她們傳福音，其中一個很有影
響力的商人呂底亞相信了，她和她的家人都受了洗，
就請保羅住在她家中。保羅和西拉看重家庭整體，
又幫助禁卒全家人信主受洗，呂底亞和禁卒兩家，
成就了腓立比教會的根基。他們熱心追求，奉獻金
錢供給保羅，成為保羅的同工，是保羅所喜悅的教
會，腓立比教會就是我們愛神、愛「家」的好榜樣。
最後用一首詩歌<愛我們的家>作結束：

每個人愛它，家就有光彩；
每個人付出，家就不孤獨；
每個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個人寬恕，家就有幸福；
讓愛天天住你家，讓愛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愛我們的家。

主恩的滋味
—WCEC 的宗旨，信仰與使命
呂允智牧師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

應該是主恩堂的滋味。基礎需要向內認定，持續鞏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固；使命則要向外發展，不斷更新。

（詩 34:8）

信仰的基礎

詩篇的這句詩裡面，提到了神的美善，人的信靠，



與恩典的滋味。因為經文中間提到「主恩的滋味」
，

基礎方面，一面是緊緊守住基督徒正統信仰裡，最

我特別喜歡這節經文，也盼望這句詩，成為對威明

核心的三位一體的神論。另一面是對聖經（完全無

頓主恩堂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描述。

誤）的堅持，以及對人們（社區鄰里）的落實關懷，



主恩堂宗旨

這也正是福音派信仰的重點。現在略述如下：

在主恩堂教會網站（wcec.church）上，記載著

1.

教會歷年來的宗旨：

罪人改變非常困難，原因就是人敗壞的自我中心根

以基督為中心，廣傳福音而成長
以上帝為榮耀，敬拜讚美而茁壯
以聖靈為引導，團契交通而溫馨

基督中心

深蒂固。然而信仰可以帶給人改變，關鍵在藉著重
生得救，同釘十字架，與基督聯合，得以住在主裡
面。只有以基督為中心，才能改變自我中心的人生。

以聖經為依歸，門徒訓練而進深

2.

以人們為對象，謙卑服事而廣闊

創造與救贖的永恆目標，是為著神的榮耀。人犯罪

這個宗旨文詞淺明，語句工整。在這五項裡，每一
項陳述都包含兩部分，前一句是教會信仰的基礎，
後一句是教會奉行實踐的使命。
信仰的基礎加上行動的使命，是主恩堂的宗旨，也

上帝榮耀

的後果就是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而蒙恩得
救的人最應該致力的，也是神的榮耀。總結宗教改
革所提出的「五個唯獨」裡，最終極的目標就是：

唯獨神的榮耀。
3

3.

聖靈引導

廣傳福音

因基督道成肉身，死而復活，救恩已經成就。然而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

神賜下聖靈，落實救恩，引導信徒進入真理。因此

16:15）

可以說：就基督而言，救恩是完成式。就信徒而言，
因著需要聖靈引導，救恩是進行式。
4.

聖經依歸

基督徒相信神是對人啟示的神，而神的啟示是六十
六卷新舊約聖經，是完全而無誤的，是有生命與能
力的。我們相信聖經高過人的理智，高過一切的傳
統權威，是教會與信徒生活行事的依歸。
5.

人為對象

信仰的中心是神，然而神的心意中，最關心的就是
人。對信徒最大的誡命就是愛神與愛人，兩者雖有
先後輕重，但是必須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教會的
福音信仰，必須落實在以社區人們為對象之中。
上述的基礎雖然看似簡明，但其屬靈的深度是超越
人類有限理性所能明白的。所以我們不斷盡力以理
智認識神，學習聖經，分析世事；更以全部的感情
與意志，盡心來愛神愛人。委身於建立與神與人的
關係，讓神塑造我們長大成熟，活出基督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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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命的目標

危機造成人心苦悶，缺乏安全感。這本來應該是
最需要基督徒發揮愛心，傳揚福音的時機，卻因
居家隔離，社交距離，而很難接觸到慕道友，更
難把慕道友邀請到聚會裡來。
主恩堂多年來推動三福事工，協調教會整體來傳福
音，極有成效。如今我們還需要配合展開更多的福
音預工，從個人與家庭開始動員，對身邊的人——
無論是親人鄰舍，還是同事朋友，周圍的社區，努
力關懷他們，尋求各種向他們傳福音的機會。不再
是等人來聽福音，更多是主動去傳福音，這是我們
當前應該致力的目標。
2.

敬拜讚美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詩 100:1）
基督徒的聚會是弟兄姊妹在一起向耶和華歡呼，疫
情期間卻因不能有實體的聚集，各自在家參與在網
路上進行的崇拜，缺乏了與其他信徒的「彼此對說，
口唱心合」
（弗 5:19）
。時間久了，參加敬拜的態度
就流於冷淡輕忽，甚至好像心不在焉的觀眾，對神
失去了敬虔渴慕之心。

而教會的五項使命：廣傳福音、敬拜讚美、團契交

可是當我們回顧歷世歷代的聖徒，許多不也是在各

通、門徒訓練、謙卑服事，是我們建造教會的具體

樣的困難限制下進行敬拜的嗎？主恩堂相對而言

內容。今年適逢教會四十週年，正是應該反省過去，

在聚會方面享有很好的恩賜與設備，然而擁有這些

策勵未來之際；又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發生蔓延，

並不代表就有出於心靈誠實的敬拜，盼望我們加倍

全世界產生翻天覆地改變。教會會遇到怎樣的衝

操練點燃對主的愛，未來無論是實體聚會或網上聚

擊？產生怎樣的挑戰？應該怎麼回應？這是我們

會，有火熱的心來到主面前。讓真正的敬拜從我們

需要詳細思考，全心禱告，一同尋求神的引導，然

的心靈，進到我們的家庭、小組、團契，與各樣聚

後化作行動的。

會中。

「

使

3.

團契交通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
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祂兒子耶穌基督
相交的。」（約壹 1:3）
團契不單單是人的聚集，乃是信徒在愛中、在光中，
也在真理中彼此交往。過去一年多的疫情期間，即
便借助於科技的發展，使得團契小組仍然可以在網
上聚會分享，可是長期不能彼此面對面，終究不利
於健康全面的團契關係，甚至導致了疏遠隔離，對
肢體相愛帶來前所未有的考驗。
我們的盼望，應當不只是期待疫情逐漸過去之後，
恢復如詩 133:1 所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
何等地美」那樣的肢體生活，更是在如今的考驗中，
致力於在神的真理中彼此相交，在神的恩典中彼此
相愛，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好讓世人

屬靈關係，操練聖潔多結果子的生活，增加對神的
認識與委身，更能成為對教會，家庭與個人的祝福。
這樣的門徒小組會繼續推動，盼望主恩堂不只是充
滿愛的大家庭，也成為充滿基督精兵的屬靈軍隊。
5.

謙卑服事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 10:45）
耶穌基督最震驚世界的榜樣，就是當世人爭先恐

後搶著為首做領袖之時，教訓祂的門徒要做僕人。
無論是在教會裡或教會外，門徒是透過服事人來服
事主。
去年當疫情嚴重時，許多社區診所、老人院與慈善
機構因物資短缺，遭遇極大難處。主恩堂弟兄姊妹
們以愛心行動，踴躍捐款，購買所需醫療防護材料，

認出我們是神的兒女。

幫助了許多有需要的機構。這次的行動，可以說是

4.

年輕人的責任，主恩堂所有成員都應該關懷社區的

門徒訓練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 28:19）

主恩堂的一項突破，讓我們看到社會服務並非只是
需要。基督徒是世上的鹽 ，是世上的光。一方面鹽
能防腐，光能照亮黑暗；但同時鹽也能調味，光也
能帶來溫暖。讓我們效法基督在世的榜樣，以榮耀

門徒不是消費者基督徒（Consumer Christian）
，是

神為目的，用謙卑服事的見證，來表明教會就是燈

向神奉獻委身，也對教會及彼此委身的信徒。塑造

台，吸引世人來尋求歸向耶穌 。

門徒是大使命的核心！合神心意的教會必定充滿
了基督的門徒。

2021 年是威明頓主恩堂的四十週年感恩紀念。為神
在主恩堂的恩典，我們獻上感謝。這四十年的時光，

疫情不僅給教會帶來嚴峻的考驗，也給每一個信徒

和我們當中許多人人生的年歲交織，帶來生命中豐

的屬靈生命帶來考驗。主恩堂在疫情期間開始推動

富的恩典和喜樂的回憶。讓我們為自己，為教會禱

門徒小組，有超過上百位弟兄姊妹願意參加。弟兄

告，求主賜下智慧，恩典與愛，讓所有的挑戰，都

姊妹兩三個人或兩對夫妻形成一個小組，固定時間

成為我們成長的機會，來更加榮耀神！

彼此分享神的話語，互相代禱，建立親密與守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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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威明頓主恩堂成立四十週年的

到了士師時代，神以士師治理以色列人。神

日子，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也是個感恩

用士師俄陀聶帶領以色列，使「國中太平四

的日子！

十年」（士 3:11）。接著是士師底波拉，「國
中太平四十年」（士 5:31）。然後是士師基

四十年不算短！教會從 1981 年成立到

甸，也使「國中太平四十年」（士 8:28）。

現在，有太多的事情我們可以回憶，有太

最後到以利，聖經告訴我們「以利作以色列

多的見證我們可以述說，更有太多的恩

的士師四十年」（撒上 4:18）。

典我們可以感謝。若是每一位威明頓主
恩堂的弟兄姊妹，無論是現在的或過去

撒母耳之後，以色列進入列王時代。掃羅在

的，無論是在主恩堂受洗的或不是在主

四 十 歲時 登基 作以 色列的 王 四十 年( 撒上

恩堂受洗的，當我們一同聚集來數算神

13:1；徒 13:21)，接著大衛作王四十年(撒下

的恩典，來見證神的作為時，就是用四十

5:4)，然後所羅門作王四十年(王上 11:42）。

天的時間也是不夠的。

這些都是聖經中四十年的例子。我們看到「四
十年」常是神用來劃分時代的一個單位。

聖經中常常用四十天或四十晝夜來代表
一段不算短的日子。例如：耶穌被聖靈引

董鎮生

到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又如
摩西兩次停留在西乃山上「四十晝夜」之久，在那
裡領受神頒布的十誡。所以我想來談談「四十」這
個數目字，藉此紀念主恩堂的四十週年。
無論是四十年或四十天，「四十」這個特別的數目
字在聖經中常被提到。
一. 四十年

挪亞造方舟後神降下大雨四十天，把所造的
各種活物都從地上除滅（創 7:4），顯示了神對罪惡
的審判。
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晝夜，不吃不喝專心領受神頒
布的律法（出 24:18；34:28），表示出神對與人立
約何等重視。
以色列的十二位探子窺探迦南美地四十天，讓以色

從摩西出生直到他四十歲，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

列人的信心大受考驗（民 13:25），這是神在觀看

學問（徒 7:22，23）。之後，神讓摩西逃亡到米甸

我們對衪的信靠。

的曠野，在那裡受訓練四十年之久。最後神又讓摩
西用四十年的時間，帶領以色列人經過曠野，來到
應許之地的東邊。在以色列人飄流曠野的四十年中，
有神的懲罰（使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倒在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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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十天（四十晝夜）

少年的大衛，用一塊石子殺死了向以色列人挑戰四
十天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亞（撒上 17:16），神給我
們再一次看到衪奇妙的作為。

（民 32:13），有神的恩典（賜嗎哪與水泉使他們

先知以利亞仗著神給的一頓飲食，走了四十晝夜來

一無所缺）（出 16:35；申 2:7；8:4），也有神的

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王上 19:8），顯明神就

苦煉與試驗（申 8:2）。

是我們的力量。

尼尼微大城的人因約拿宣告說：「再

在如今的世代，每一天

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而全

都接受很多的信息，有

城悔改免於滅亡（拿 3:4，5），顯示

好消息，也有壞消息。我

了神是那位有恩典有憐憫的神。

們都期待好消息，疫情
中期待病毒得到控制，

主耶穌在事工開始之時，被聖靈引到

暴亂中期待社會的公義

曠野，禁食四十天後戰勝了魔鬼的試

和平安，經濟衰退中期

探和引誘（太 4:1-11），顯示出耶穌

待經濟的復甦和人人都

是神的兒子，且是那唯一能抵擋魔鬼

有工作。但基督徒所期

的救主。

待的是比這些都更重要、

主耶穌在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四十

更好的消息，就是耶穌

天之久，講說神國的事（徒 1:3），

基督帶給我們的福音。

賜下大使命，且要與他們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太 28:18-20），表示了祂
就是那位常與我們同在的主。

譚
新
宇

「四十」本來只是一個數字，聖經並未賦予這個數
字特別的意義。但聖經中，卻用「四十」記載了許
多不同的事件。在其中，我們看到它象徵著：神有
審判（洪水），神會懲罰（曠野飄流），神給考驗
（十二位探子），神施展作為（大衛殺歌利亞），
神賜力量（以利亞），神施憐憫（尼尼微城），並

福音說，每個人都因自
己的罪面臨死路一條，
而耶穌基督已經在十字
架上死而復活了，所以凡信祂的人，肉體雖然暫時
死去，靈裡將有永遠的生命，而且將來還有一副新
的不死的肉體。就是在今世，因為得到這個福音，
基督徒的生活、社群、信仰也必藉此被改變，以此
為中心。彼得前書第四章就在教導什麼是以基督福
音為中心。

且神勝過魔鬼（耶穌受試探），又與我們同在（復

以福音為中心，而不是以情慾為中心的生活

活顯現）。同時，神也用「四十」來象徵著一個過

（彼前 4:1-6）

程，使軟弱的生命在主裡經過煎熬磨練的塑造，最
後成為合神用的器皿（摩西）。

不認識神、不認識福音的人生活在罪中，往往以情
慾為自己生活的中心（彼前 4:2-4）。彼前 4:3 描述

無論是「四十年」或「四十天」，每一次的出現都

這種以情慾為中心的生活，包括了行邪惡、懷惡欲、

代表著神永世計劃的一部分。威明頓主恩堂四十週

醉酒、荒宴、群飲、拜偶像。表面上可以道貌岸然，

年的慶祝很快就會過去，但神的時間卻永遠長存，

但內心裡是罪惡的欲念、詭詐的謀算。與人交往時，

因祂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神。我們求神繼續

追求狂飲狂歡，紙醉金迷。這種以情慾為中心的生

保守威明頓主恩堂下一個四十年，讓威明頓主恩堂

活，結局只有敗壞和死亡。

繼續成為神榮耀的見證，吸引更多的人成為主的門
徒。

我們來看基督福音的故事。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園
被抓，連夜在多處受審，將近一天的時間不得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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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經歷過不能入睡的痛苦，可以理解當時耶穌

完沒了的電視劇，讓人融入角色，活在自己的夢想

精神上受的折磨。不僅如此，彼拉多實在找不出祂

中，可以逃避現實的不完美。

的罪，就憑空給祂定個罪狀並判為死刑。然後將祂
鞭打到遍體鱗傷、鮮血淋漓，再讓祂背上自己的行
刑工具十字架，向城外的刑場各各他走去。在刑場
上，祂的手和腳都被釘在木頭上，然後整個身體被
掛起來。經過肉體的痛苦、精神的折磨、法律的冤
枉，觀眾的嘲笑，祂在十字架上死去。祂的死承載
了所有人類的罪，因此祂的死而復活，讓所有願意

督，與基督聯合。與基督聯合是多方位的，這裡的
重點是要在心志上聯合，決定走十字架的道路，決
心爭戰，準備在肉身受苦。爭戰是痛苦的，因為往
往是漫長的，還常常會失敗。但是不要放棄，不要
逃避，與基督一起受苦，爭戰到底必然得勝。

接受耶穌救恩、與祂同死的人將來也可以復活。基

對付壞習慣的一個方法，就是建立好的習慣，就是

督雖然全然無罪，卻為罪人在肉身受苦，這是福音。

養成與基督同行的習慣。神藉著疫情讓我們停下來，

今天，基督徒要過一個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必須
立定心志，在肉身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首先必
須承認自己情慾的罪，但是這並不容易。比如：當
我們獨處一室，可以隨便看電視、看電腦、用手機
的時候，我們會選擇做什麼？這時候往往就暴露出
我們深層的罪。也許是沉迷遊戲，也許是沉迷色情，
也許是流連八卦新聞，也

很多以前習慣的事情做不了，目的不是讓我們長吁
短嘆，夢想回到過去，而是抓住現在的時間，養成
好的習慣，就是與基督聯合的習慣。養成讀經、禱
告、靈修、參加團契和主日學、關心和服侍他人的
習慣，使生活更有意義、更充實。藉著神與人以及
人與人之間美好關係所產生的健康滿足感，來替代
壞習慣所帶來的虛假滿足感。

許是忙於股票分析，也許

以福音為中心，而不是以怨言為中心的社群

是長長的電視連續劇。當

（彼前 4:7-11）

我們發現自己生活的中

今天人與人的交往已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社交平

心不是基督，不是福音時，

臺給人們提供了同時參與多個社交圈的機會。如今

讓我們來到神的面前禱

網上社群的言論有什麼特點？一個表現是充斥著

告，承認自己得罪了神。

怨言，張口閉口經常都是抱怨和指責。人們自由發

從福音的角度，我們所對
付的敵人不僅僅是自己
的慾望，更是情慾背後的

表自己的看法，然後對異己口誅筆伐，恨不得把別
人打入地獄。在彼此的爭論中，暴露和放大別人的
罪，顯示自己的正確。

偶像。我們需要禱告，看到我們所上癮行為背後的

以基督徒為主的社群常常也有類似的表現，總覺得

偶像是什麼。沉迷遊戲，是因為經過一番努力可以

自己對聖經的理解和應用最正確，別人都是法利賽

成功，有成就感。色情和毒品類似，放縱自己得到

人。別人批評我的觀點，就是在論斷人；反之我批

感官的刺激，只要享受，不要任何約束，自己成為

評別人，就是聖靈的感動、神的義怒。這裡的經文

神。八卦新聞，滿足人的好奇心、偷窺的心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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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經文告訴我們要與情慾爭戰，方法是效仿基

提醒我們，在這個末世，需要格外謹慎、警醒，不

以福音為中心，而不是以成功為中心的信仰

要忙於發怨言、責備人、攻擊人。

（彼前 4:12-19）

再來看基督福音的故事。主耶穌被無辜地釘在十字

當苦難臨到時，人們會難以接受（4:12），因為這

架上，衣服被兵丁剝光拿走，祂被嘲弄與鞭打。面

個世界是一個追求順利和成功的世界。世界上每個

對這些兵丁，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駡，咒詛人家祖宗

人都信奉一些東西，而世界上的信仰，往往都是以

八代。主耶穌看到的不是自己即將面對的肉體的死

成功為中心，信仰的目的是追求一個成功的人生。

亡，而是看到藉著死亡可以對罪和撒旦的誇勝、看

人生的成功，往往離不開富裕的財產、顯赫的名聲、

到三天后的復活、看到祂站在寶座上對罪人的審判。 壓人的權力、肉體的享樂，等等。
主耶穌看待這些人是要接受審判而沉淪的可憐蟲，
基督徒和教會也可能陷入以成功為中心的誤區。接
所以為他們向神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
所做的他們不知道。這是福音。
以福音為中心的社群應該如何？我

受成功神學的教會，教導人只要有信心，就可以遠
離災病、生活舒適、全家蒙福。更有些教會把聚會
的人數、建築的大小、奉獻金錢的收

們的眼光理當不同了。我們應該不再

入作為追求的目標，甚至為達目的而

總是看自己是受害者，總是看別人為

妥協真理，與世界同流合汙。

壓迫者。我們看到萬物的結局近了，
最後的審判近了，我們伏在神公義的

我們回到基督福音的故事。耶穌基督

審判之下，對方也伏在神公義的審判

傳福音三年半，祂的教導、神蹟與權

之下。我不是受害者，而是一個罪人，

柄都讓人驚訝。當人們因此要擁戴祂

因神的憐憫我才得以存活。對方也不

在地上作王時，祂卻躲開了，因為在

是壓迫者，而是一個罪人，沒有神的

這個世界作王不是祂道成肉身的目

憐憫和愛，只有死路一條。

的。正如約翰福音 6:14-15 所記載：

所以，我們需要活出愛，需要在愛裡禱告（彼前 4:7）
，
特別是為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禱告。讓神光照自己，
也許人家是對的，我是錯的。如果確實是對方錯了，
願聖靈光照他，而不是靠我的罵戰改變他。以福音
為中心的社群，需要用愛遮蓋別人的罪（彼前 4:8）。
每個人都有犯錯的時候，以怨言為中心的社群，有
的人專門等人犯錯，然後抓住放大和痛擊，落井下
石。若以福音為中心，便知道對方不過是將死的罪
人，讓我們得饒人處且饒人，以慈憐的心帶別人從
失誤中走出來。有一個敏感的心，看到別人的需要，
去接待他，營造一個寬鬆溫暖的氛圍。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
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耶穌既知道眾人要
來強逼祂作王，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約翰福
音 18:38 也記載：「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這世
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
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耶穌基督對這個世界的政權從來不存太大的希望。
耶穌基督強調的信息是：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
他要把這個世界的罪人帶入神的國度。耶穌基督選
擇放棄世上的榮華，為了天國而接受十字架的試煉，
這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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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音為中心的信仰，認為苦難是不可避免的（彼

徒為主受苦、作見證，福音得到興旺。有時候，基

前 4:12-14，16）。這是對基督徒火煉的試驗，目

督教似乎是主流信仰，但已經腐化偏離了，比如中

標是成為神眼中被火淬過的精金。今天，有苦難臨

世紀天主教的腐化，那時候是馬丁路德等改教的先

到我們自己或家庭時，我們第一個反應往往是難以

驅，為主受苦，大聲疾呼，去偽存真，興旺福音。

接受。雖然苦難可以臨到別人，但離我自己很遙遠。
這是因為人潛意識中以成功為人生的主軸，沒有給
苦難留空間。但是不管是基督徒與否，早晚會從第
一個反應走出來，接受苦難的現實。接下來往往有
第二個反應，就是為所受的苦難而感到羞恥，心裡
問為什麼這個苦難臨到我而不是別人。然後因為這
個苦難而覺得自己似乎做錯了什麼，產生一種莫名
的負罪感。仔細分析，這還是以成功為中心的世界
觀，以為自己能夠掌管自己的命運，而受苦一定是
自己的錯。同時，心裡也因此對神有深深的抱怨。

基督徒具有雙重國籍，是這個世界國家的公民，更
是天國的子民。作為世界的公民，應當盡我們的責
任，關心社區和政治，積極參與選舉。特別是華人，
應當藉著選舉發出我們的聲音。但是作為天國的子
民，要明確自己有更尊貴的使命。對於教會而言，
有一些基要的問題不能妥協；但是對另一些重要而
不算基要的問題，需要彼此包容。比如很多政治或
選舉的議題，這些都不算信仰的基要問題。所以在
教會裡，政治觀點完全不同的人可以和平相處，共
同敬拜神。教會的講臺上不為任何候選人背書，不

作為基督徒，必須承認至終而言是神掌控我們的人

議論政治題目，希望避免在非基要的問題上引起分

生。當苦難來臨要相信這是神

爭，甚至分裂，而是靠著福音彰顯神的愛。因為我

為我們量身定做，要試煉我們，

們彼此相愛，眾人就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來（約

讓我們長大成熟。所以，我們

13:35）。

不要因苦難而自慚形穢，而是
如保羅一樣，藉著自己的軟弱，
誇耀神的能力（林後 12:5）。

我不知道美國未來會如何發展，是保留一個基督教
信仰的外殼，還是徹底世俗化，基督教被徹底邊緣
化。但我們需要明確傳講耶穌基督福音的故事，重

如今的疫情提醒我們，對於一個罪的世界，這個因

點不是著力於在世界建立神的國，而是把人從世界

罪而被咒詛的世界，歲月靜好是特例，是神特別的

帶入神的國。

恩典；而瘟疫流行，戰爭不停，是常態。現在所面
臨的各樣災難是末世的表現，是人犯罪以後正常的
結果，我們不要以為奇怪。

以福音為中心的信仰，要準備為基督的名受苦，而
不是逃避，因為這是神的祝福。以福音為中心的信
仰，雖受苦仍一心行

縱看歷史，橫看世界，基督徒為信仰受苦是常態。

善，因為要積攢財寶在

在彼得那個時代，教會開始面對明顯的逼迫，基督

天上。我們憑信心能夠

徒需要為信仰而受苦。歷世歷代，福音廣傳的時候，

看到超越眼目的未來

往往是基督徒為信仰受逼迫的時候。有時候是因為

與神永恆中的獎賞。在

基督教不是主流的信仰，比如彼得前書的那個時代， 末世審判后，基督徒得
比如宣教士進入中國、印度去傳教。然而因著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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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是永遠的生命。

彼此相愛與教會合一：
門徒的記號與終極的護教
李柏林

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
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約 17:20-21）合一
並非指體制上、組織上的統一（像天主教），也不
僅僅是指不可見教會（由古今中外所有真信徒組成）
的神祕聯合，或信徒在地位上與基督、與其他信徒

門徒的記號
主耶穌離世前最後一個晚上對門徒講了許多話，教

彼此之間的聯合。這裡的合一顯然是世人能看到的，
是在聖潔、真理與愛裡的合一。

導、勸勉、鼓勵、安慰，預備他們繼續在世上為主

薛華牧師稱門徒合一的表現為「終極的護教」
（"the

作見證。其中主耶穌提到了作主門徒的記號：「我

final apologetic"），「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

由一群在許多方面都不同的門徒一起組成的教會，

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

要活出合一、相愛的見證絕非易事。當世人看到門

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徒合一的見證時，有些人會認出並相信天父差遣了

13:34-35）世人如何知道門徒是跟隨耶穌、屬於主

祂的兒子來到世上。薛華指出，除非世人在基督徒

的人呢？藉著活出彼此相愛的生活。聖經中也吩咐

中看到某種合一的表現，我們不能期望他們會相信

門徒要愛鄰舍、愛人如己，但在這裡特別強調門徒

父神差遣聖子主耶穌的宣稱是真實的。預備好回答

之間的彼此相愛。

有關信仰理性方面的問題很重要，但我們不能忘記

上個世紀的護教學家薛華（Francis Schaeffer）牧
師指出，主耶穌給了世人判斷基督徒的權柄。我們
若沒有對其他基督徒表現出愛，世人可以認為我們
不是基督徒。當然，彼此相愛既然是一個命令，就
有被違背的可能。雖然一個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有可能在愛弟兄上有虧欠，不是總能做到彼此相愛，
而他並不會因此就失去救恩。但世人不可能、也沒
有興趣，從一個人的信仰、教義是否純正，來判斷
這人是不是主的門徒。我們若沒有彼此相愛的表現，

基督所禱告的「終極的護教」。在這個充滿彼此相
爭的世界中，基督徒在世人面前彰顯出彼此相愛與
合一，對見證基督至關重要。

相愛與合一的表現
世人可見的彼此相愛與合一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弟
兄相愛可以表現為彼此分擔重擔，是付出、犧牲的
愛（如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預備飯食，花時間陪伴、
代禱等），為愛與合一而甘願吃虧、受委屈。

世人就沒有合理的理由看我們為基督的門徒。主耶

愛是既關心人身體、生活上的需要，也關心屬靈的

穌視彼此相愛為門徒的標記、記號。

需要；不僅關心今生的需要，更關心永生的需要。

「終極的護教」

愛表現在不輕看與自己恩賜不同的人，不嫉妒蒙神
祝福或使用的弟兄姊妹，而是「與喜樂的人一同喜

在同一天晚上，主耶穌也為門徒、為教會的合一向

樂，與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羅 12:15）。愛表現在

天父禱告：「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

勇於認錯、說「對不起」，樂於寬容、接納與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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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仔細聆聽對方，不曲解對方的觀點、立場，不

思想神在基督裡對軟弱的我們之接納，才有可能真

妄自猜測別人的動機。愛也表現於用愛心說誠實話， 正去愛別人。
既不在聖潔、真理上妥協，又在表述不同意見時態
度謙和、言語溫柔，目的是為解決問題、爭議，力
求在真理上合一，而不是為了贏得辯論。即使最終
無法達成一致的看法，仍然「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林前 13:4），除去言語上、心中一切的苦毒，尊
重對方。
愛是謙卑承認自己是有限的、會犯錯的，並常常提

愛也是聖靈的果子。藉著聖靈更新的工作，我們的
心被改變，愛就從我們的心中流出。只有當我們先
經歷了主的愛、先被更新，才有可能流露出像基督
的愛。新生命是需要長進的，同樣我們的愛心、在
基督裡的合一，也需要經常操練，漸漸長進。

感恩與禱告

醒自己，每一位信徒不僅是按著神的形像樣式被造，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祕，各樣
更是由主耶穌寶血重價買贖回來，是屬基督的，是
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
神的兒女，是我們的弟兄姊妹，我們都是一家人。

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林前 13:2）在教會中運

活出相愛與合一

用恩賜服事固然重要，但若不是出於愛，這樣的服

很明顯，活出這樣的相愛與合一是非常不容易的，

事的日子，最令我敬佩的是心胸寬大、樂於包容接

因為我們生來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罪人，會優先滿

納、不會隨意退出服事、甩手不幹，而是存謙卑忍

足自己各方面的需要，喜歡得到而不願付出。神學

耐的心默默地忠心服事的牧長同工、弟兄姊妹，最

家卡森（D. A. Carson）注意到，即使在基督徒中，

令我羞愧的則是自己無論是在言語或行為上愛弟

也會常常建立「自己人」的小圈子（我們認為「合

兄的虧欠。

得來」的人），有意無意中排斥與我們不同的人。
儘管基督的福音已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種種障礙，
但在我們的肉體中仍然將人按種族、文化、經濟地
位、年齡、性別、個性、恩賜、黨派、政治立場等
劃分。若基督徒只愛彼此合得來的基督徒，我們的
愛就不是效法基督的愛，而是與世人的愛無異了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
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太 5：46）。

主恩堂年長的同工們常常強調教會合一的重要性，
為聖靈賜下並保守教會的合一而感恩。我們理當為
主恩堂的第一個四十年向主發出深深的感恩，特別
為主在風風雨雨中仍賜下合一獻上感恩。我們也為
主恩堂的下一個四十年禱告，求主繼續賜福，恩上
加恩、力上加力，保守弟兄姊妹「的愛心，在知識
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腓 1:9），藉著彼此相
愛和教會合一，表明我們是基督的門徒，見證天父

彼此相愛、合一靠我們自己做不到，但靠著神的恩

差遣了基督，吸引更多的人歸向主，並將一切的榮

典我們就有可能活出。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耀都歸給神。「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

（約壹 4:19）。我們愛的能力來自神對我們的愛，

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弗

是對基督犧牲、救贖之愛的回應。我們需要常常思

3:21）

想，並與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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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神面前沒有什麼價值。回顧在主恩堂聚會、服

威明頓主恩堂是在 1981 年第一個

在我們的一生當中，不斷地計劃、打算，走前

主日（1 月 4 日）創立的。四十年

面的道路；但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神

四 明
十 頓

來，神親手引領、眷顧、保守，我

不會強逼我們走某條道路，然而當我們走偏的

們所行過的路徑，都滴下祂恩典的

時候，祂總是用慈愛和恩典，將我們再帶回到

脂油 （詩 65:11）。許多次，有人

正路上來。創世記中所記載雅各的一生，不正

問我，在這個時代，是否相信神

是如此嗎？他謀算、巧取，和人鬥智，與神較

週 主
年 恩

蹟？我的回答是，每一個人會成為

力。雅各的本性卻因神的揀選和扶持，從伯特

基督徒，就都是神蹟；而主恩堂從

利開始認識神（創 28:10-22）
，走過毘努伊勒，

建立到如今，不但是神蹟，更是神

與神相見，靈命進深（創 32:22-32）。主恩堂

自己的作為。當我們還懵懂無知的

走過的 40 年，都是神的帶領，有高山，有低

感 堂
言 成

時候，神的大能已經預備，定規與

谷，有順境，有難處，有祂的塑造，有祂的管

動工了。「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

教；感謝主耶穌基督，祂一路與我們同在，伴

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

我們同行，引領我們逐漸走向屬靈生命成長之

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

路。

威

徐
大
本

立

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過你們的意念。」（賽 55:8，9）
感謝神，將威明頓主恩堂賜給我們，

教會必須建立在神所立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
（林前 3:10-11），除此以外，別無根基。教
會所傳的，必須是合乎聖經純正的道理（多

成為我們屬靈的家。從當初的 23 位會友，

2:1），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 2:15），

到現在這麼多的弟兄姊妹們，同奔天路，

包括堅守「三位一體」（林後 13:14）和「聖

同沐主恩，神也將信心、愛心與盼望擺在大家的心

經無誤」（提後 3:16-17）的真理及原則。「以

中和靈命的裏面。神帶領我們從「寄人籬下」（先

馬內利」是教會蒙福的根源，衆信徒的聖潔事

在 Bethany Baptist Church/Newport, Delaware，

奉（彼前 1:15-16）和同心合意（腓 2:2，5；

後在華美聯誼中心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林後 13:11），正是神與我們同在的彰顯。在

Center），一步一步走到有了自己的會堂（1993 年

教會運作的層面，本堂會規章程的確立（及定

6 月 13 日），更數度擴充迄今。這是主感動眾信

期增修）、會籍制與長執會的建立、牧職的健

徒忠心服事，甘心樂意奉獻，然而也更是神自己的

全和穏定、教會事工〔敬拜讚美/廣傳福音（植

作為，正如所羅門所寫的詩，「若不是耶和華建造

堂、宣教）/門徒訓練/團契交通/治理事奉〕的

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

均衡發展，都是這麼多年來，主恩堂蒙神保守，

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 127:1）每次到

繼續前行的重要因素。

教會聚會崇拜，總是存著敬畏之心，感恩不已，也
像大衛所作的詩，「至於我，我必憑你豐盛的慈愛

從歷史宏觀的視野來看，主恩堂這頭四十年，

進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聖殿下

處於北美華人教會興起、增長及成熟的一個重

拜。」（詩 5:7）

要時代。就華人在美國的歷史角度來看，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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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向神感恩。僅僅在一百三十多年前

教育等各方面都造成了重大影響。這些因

的 1882 年，以歐裔白人為主流的美國通過

素恐怕對於美國的華人教會將產生相當的

了「華人排除法案」（Chinese Exclusion

及長遠的影響。若是未來從中、台、港及東

Act），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純因種族而

南亞的新移民和留學生減少，加上現有成

歧視移民的法律，在上個世紀的初葉，有許

員老齡化，北美華人教會勢必走上新的發

多州也立法禁止華人購地置產，甚至華人

展方向，例如轉型成為以 ABC（American-

與非華人通婚，亦屬非法。第二次世界大戰

Born Chinese）為主，雙文化通婚增加，跨

期間，日裔美國公民被集中禁閉，是這個由

文化（尤其以美華亞裔為重心）、國際化等

移民構成的美國歷史上的重大污點。經過

走向。使用的語文漸以英文為主，周圍社區

亞裔和其他族群（尤其是非洲裔及拉丁美

福音事工日重。願神的心意向我們顯明。

洲裔）在 1960 年代民權運動中的共同努力，
1965 年通過了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
。
此後，亞裔（包括華人）才經由移民、留學，
甚至難民（尤其是越戰）的管道，來到美國。
當時來美的華人，多以港、台及東南亞為主。
除了在一些大型城市中由老華僑基督徒建
立的教會（多以粵語為主）之外，神藉著留
學生進而成為專業人士成立的許多校園團
契和查經班，在 1960 及 1970 年代，如雨
後春筍般地到處林立。這些團體有許多自
1980 年代，轉型成為教會。威明頓主恩堂
也是在這個 神恩典的時代洪流中，發芽、
成長、茁壯。

著新冠狀病毒的嚴峻打擊，感染和死亡人
數似乎仍然與日俱增，有效的疫苗仍無確
期；以美國而言，經濟萎縮，失業嚴重，疫
情又激化了許多社會問題，包括種族歧視、
族群對立等等。求神幫助我們，堅定我們的
信心，顺從主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太
28:18-20），廣傳福音。常以敬畏之心，持
守永恒的盼望，崇拜讚美真神。願聖靈感動
我們，愛主更深（可 12:30），追求屬靈生
命的不斷進深，更多認識、親近神，裝備自
己，為主所用。願 主激勵我們，遵從要信
徒「彼此相愛」的新命令（約 13:34-35），

目前在美國估計有兩千萬亞裔，其中華裔

愛人如己（可 12:31）。求主賜給我們謙卑

23%，印度裔 22%，菲律賓裔 15%，越南

的心，只以「僕人的心志」
（可 10:42-45），

裔 10%，日裔 8%，大洋洲裔 8%，韓裔 4%，

存著「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約 3:30）

巴基斯坦裔 3%，緬甸裔 2%，其他 5%。在

的態度，事奉神，服事人。願神繼續不斷地

美籍華人中，85%擁有學士以上的學位；失

帶領主恩堂走向未來，榮神益人。

業率在 3.5%左右；約 6%沒有健康保險(1)。
在美國社會中，華裔長久以來都被視為「模
範族群」。但是自 2018 年以來，因為美國
與中國的關係惡化，美國政府對移民政策的
緊縮，新冠病毒對美國在政治、經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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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恩堂的這第四十個年頭中，舉世面臨

註 (1) “ 2018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 , US
Census Bureau

威明頓主恩堂成立於 1981 年 1 月 4 日，到 2020

一． 草創時期（1981-1990）

年底就是四十年了。回顧過往，這四十年大致可以

威明頓主恩堂的前身是威明頓查經班，60 年代中期

劃分為四個時期。

後的十多年，一群在本地工作和讀書的基督徒，每

第一個十年（1981-1990）是草創時期，教會初生之
際，沒 有自 己 的 地 方 ，在 神的恩典下，首先在
Newport Bethany Baptist Church 聚會，後來在
1983 年搬到 Hockessin 的華美聯誼中心。
第二個十年（1991-2000）是安頓時期，開始設立長
老，在神的恩典下，教會在 1993 年於 Brackenville
Road 上，建造了自己的會堂，並開始定期差派短
宣隊到許多大學作校園宣教的工作，同時主恩堂詩
班也被邀請在附近的教會作音樂佈道的服事。

星期五晚上聚會查經，每月有一次星期六的大聚會，
邀請外來的講員傳講信息，主日則是各自參加附近
的美國教會或到費城的中國教會聚會。一段時期後，
聖靈漸漸感動弟兄姊妹，開始想到成立教會，大家
可以一同在自己的教會裡服事敬拜。1981 年 1 月 4
日下午 1:30，威明頓主恩堂正式在 Newport, DE 的
Bethany Baptist Church 開始主日崇拜，由教會的
顧問牧師聶樹德牧師講道並主持聖餐，一所由華人
創立的教會終於在神的恩典與帶領下誕生了，當時
加入教會的會友共有 23 位。教會成立之初，成立

第三個十年（2001-2010）是成長時期，教會落實

了同工會。【注：到了 1988 年，威明頓主恩堂正

「宣教與植堂」的使命，積極推動「三元福音倍進」

式改組，將同工會改名為長執會。】

的事工，並在賓州的 West Chester 和特拉華州的
Bear 地區建立了兩所教會。這時期，主恩堂也經歷
許多成長過程中的挑戰（growing pains），在神的
恩典下，教會在忍耐和老練上成熟長進。

教會成立後，積極展開尋覓牧師的行動，在神的引
導下，毛大衛牧師於 1982 年 11 月 18 日從臺灣新
竹來到我們當中，擔任教會的主任牧師。隨著教會
的成長，青少年的人數增加的很快，1986 年 1 月，

第四個十年（2011-2020）是一個突破時期，在神的

董溥強傳道來到我們當中，擔任主恩堂的第一位英

恩典下，神差派多位忠心良善的牧者來到教會，建

文部牧者，他於 1987 年被按立為牧師。自教會成

立了一個美好的牧養團隊，釐定教會的異象和各樣

立至今，威明頓主恩堂歷年來全時間牧會的牧者，

事工的優先順序，帶來了主恩堂目標的定位和行動

可參考文中附表，我們為每一位上帝的僕人，衷心

的落實，一步一個腳印，走出教會的方向！

感謝神的帶領和預備！

主恩堂牧者
主任牧師
Senior Pastor
英文部牧師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毛大衛
David Mao
董溥强
John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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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秋天，教會搬到位於 Hockessin, DE 的華

【成立家庭小組】

美 聯 誼 中 心 （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為了推動關懷和探訪事工，教會在 1995 年 6 月開

Center），一方面便於向華人傳福音，同時也開始

始了至今仍然採用的「家庭小組」，把會眾和常來

可以在上午舉行主日崇拜了。這時教會成長的很快， 教會的朋友按地理及家庭組成分為小組，藉著每月
會友人數從 23 人增加到一百多人，青少年和兒童

的聚會幫助大家瞭解聖經的真理，分享屬靈的經歷，

的人數也在 60 - 70 人之間。華美聯誼中心（CACC）

並且相互關懷，組成一個愛的大家庭。在教會和 UD

的場地漸漸不敷使用了，教會開始為未來的聚會場

的校園，同時分別設立了每週五聚會的查經班，希

所禱告。在神奇妙的帶領下，威明頓主恩

望能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

堂和教會的會友以財團法人的方式，在

以達到「往下紮根、向上結果」

1987 年 5 月購得了 CACC 臨近一塊 10

的功效。這一段時期，神特別祝

畝多的土地，教會劃分到 2.4 畝，滿足了

福教會，把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

日後第一期建堂的需要。【注：在 2001

我們，成年會友由 1995 年的 153

年底，耶和華以勒的神賜恩給威明頓主

人增加到 2000 年的 248 人。當

恩堂，教會擁有了土地的全面所有權。】

我們行在神恩典的道路上，就經
歷到「神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二． 安頓時期（1991-2000）

祂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 65：

【教會建堂】

11）。感謝神一路的帶領和供應！

購得土地後，威明頓主恩堂更加迫切為

【按立長老】

教會的建堂禱告，耐心等候神，眾人深知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在

1988 年主恩堂的同工會改制為長執會，1991 年教

神一步步的帶領下，教堂於 1992 年 3 月破土興工。

會按立了汪嘉林及石翔為首任長老，協助毛牧師在

經過一年三個月的建堂時期，會友們踴躍投入許多

屬靈方面引導信徒。之後，在 1993 年按立了徐大

義工的服事，不辭辛勞。神大大地祝福教會，不論

本為長老，並在 2000 年按立了董鎮生及黃昭彥為

人力、財力都沒有匱乏，這個總面積兩萬兩千平方

長老，幫助牧師在教會裡看顧牧養弟兄姊妹在屬靈

尺，花 費一 百 一 十 三 萬的 禮拜堂，逐漸矗立在

方面的需要。主恩堂歷年來參與事奉的長老執事的

Brackenville and Limestone Roads 的交叉口，一

名單，可參考文末附表，每一位同工的事奉，神必

座美觀實用的教堂終於落成了，在 1993 年 6 月 13

紀念！【注：2010 年，教會按立李柏林為長老；2018

日，舉行獻堂感恩禮拜，教會邁入了一個新紀元。

年按立譚新宇為長老。】

主恩堂牧者

1991

1992

主任牧師
Senior Pastor
英文部牧師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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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毛大衛
David Mao
韓中地
Ben Han

聶樹德
Edward Knettler

陳福財
Steven Tan

1999

2000

【積極宣教】

增長的果效。第五是主恩堂在植堂上的突破，2000

「宣教與植堂」是威明頓主恩堂從神領受的使命。

年的 4 月 23 日，在賓州的 West Chester，建立了

如今，有了自己的會堂，安定下來之後，就自然地

威徹斯特主恩堂。這第四和第五方面的事工，在教

走向普世宣教的方向，這一段期間，教會主要的行

會第三個十年裡，有更顯明的發展，我們將在下面

動有五個方面。第一是國外的培訓工作，毛牧師和

有進一步的說明。

教會有負擔的同工們，定期的參與亞洲許多城市和
農村地區的傳福音與聖經教導的培訓服事。

三． 成長時期（2001-2010）

第二，主恩堂從 1994 年開始，積極的組織美

【三元福音倍進訓練】

國境內大學校園的短宣工作，當時許多學校

威明頓主恩堂從 1997 年底，在

的查經班資源不足，教會就有計劃的組織 5-

毛牧師的推動下，開始「三元福

7 人的短宣隊，造訪許多開車可以到達的校

音倍增佈道訓練」
（簡稱
「三福」）
，

園，包括俄亥俄州的 Bowling Green，Findley

訓練弟兄姊妹如何傳福音。「三

和 Toledo 三所大學，紐約州在 Binghamton

福」是美國甘雅各牧師在六十年

的州立大學，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維吉尼亞州

代初期所創，目前已是一個全球性的福音運動。
「三

在 Lynchberg 的大學，也遠達佛蒙特，西維吉尼亞，

福」的特色是不但有課室教導傳福音的內容，更有

田納西和肯塔基州等地的一些學校和華人教會。同

一系列在隊長帶領下的實際探訪行動，幫助學生學

工們預先安排好配搭的團隊，包括敬拜、信息和聯

習如何面對慕道友談論福音、解答問題，進而領人

絡等等的工作分配。出發前的差派和事後的分享，

歸主。這種訓練方式和拯救靈魂的喜樂，大大地激

大大的提升了會友參與宣教的熱情，這方面的事奉

勵參與者在三福事工上持續的委身。

一直持續到 2007 年。第三，1994 年起，成人詩班
開始嘗試以詩歌與短劇的形式傳福音，在賓州、新
澤西州和馬里蘭州的一些教會舉行音樂佈道會，數
年的服事，也帶來很好的果效。

從開辦到 2019 年春，主恩堂舉辦了 24 期「三福」
訓練，有 198 位教會會友參加了培訓。其中有許多
如今已搬遷或參與教會其他方面的事奉，目前有 26
位三福的隊員仍然忠心待命，隨時預備作得人的漁

第四是從 1997 年底開始舉辦的「三元福音倍增佈

夫。三福同工積極參與傳福音，在 2004 - 2011 年

道訓練」，在毛牧師的帶領和許多同工忠心的參與

間，探訪記錄顯示，共計作了 364 次探訪，帶領 185

下，這事工一直延續到目前，二十多年的培養，為

位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感謝神賜給我們服事

教會傳福音的事工奠定了踏實的基礎，也帶來教會

的機會！

主恩堂牧者
主任牧師
Senior Pastor

2001

2002
毛大衛
David Mao

中文部牧師
Mandarin Ministry Pastor
英文部牧師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林國新
James Ling

2008

2009

2010

吳榮滁
Peter Wu
葉俊明
Chun-Ming Yeh

慕安迪
Andy Moore

高偉林
Bill Engle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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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堂植堂】

威徹斯特主恩堂成立後，教會開始為南區植堂的異

威明頓主恩堂的第三個十年，也是神帶領教會擴張

象禱告，並在 2004 年成立以南區家庭為主的恩典

地界的時期，先是於 2000 年 4 月 23 日，在賓州的

小組（後因增長而改名為恩典團契），作為神帶領

West Chester ， 建立 了 威 徹斯 特主恩 堂（ West

南區植堂的指路標。兩年多下來，在黃昭彥長老、

Chester Community Evangelical Church）；接著

李景昆、徐鳴和方激弟兄等同工家庭的經營下，神

於 2007 年 9 月 9 日，在特拉華

把得救的人數不斷地加添給我們。2006 年 10 月，

州的 Bear 地區，建立了新城主恩

南區植堂委員會成立了，接著主恩堂在 2007 年 5

堂 （ New Castle Community

月 20 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通過教會南區植堂

Evangelical Church）
。在此同時，

議案。2007 年 9 月 9 日，新城主恩堂在 Bear 地區

教會也積極 幫助 恩惠 團契 （ 在

的 Cornerstone Methodist Church，舉行了第一次

Dover, DE ） 與 恩 慈 團 契 （ 在

聚會，新城主恩堂誕生了！2011 年 1 月 30 日，胡

Salisbury, MD）兩個查經班的事

明智傳道就任新城主恩堂的中文部牧師。【注：胡

工，定期安排同工參與他們週五

明智傳道於 2013 年 5 月 18 日按立為牧師】南區

的聚會和主日的活動。

植堂的落實，是神自己的供應，也要感謝神賜給教

90 年代的後期，主恩堂在差傳執事黃昭彥弟兄（注：
2000 年選立為長老）的推動下，帶來教會植堂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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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群不計代價付出、甘願擺上的弟兄姊妹，這是
教會最大的財富。

象，當時地點的考量有北威明頓、紐瓦克（Newark,

【毛牧師退休】

DE）和賓州威徹斯特（West Chester, PA）附近。

說到威明頓主恩堂，就不能不想到毛大衛牧師，因

由於教會看到已有一些會友因工作關係搬遷到賓

為這兩段的歷史有太多的重疊和互補。1981 年 9 月

州這一帶，並且當地的中國家庭也越來越多，威明

毛牧師來美參加才成立半年的威明頓主恩堂的第

頓主恩堂就在 2000 年 1 月決議通過在賓州威徹斯

一屆退修會，2003 年底毛牧師退休，放下教會主任

特植堂，並成立植堂籌備小組，包括徐大本長老、

牧師全時間的工作，成為教會的榮譽牧師。這只是

陳海儀姊妹與黃呈熙弟兄等同工。在神的帶領下，

在主恩堂服事的轉型，毛牧師繼續維持一些講臺、

威徹斯特主恩堂於 2000 年的復活節 4 月 23 日在

輔導和團契方面的事奉，同時也竭力幫助附近的一

West Chester 的 Advent Lutheran Church 開始了

些華人教

第一次聚會，威徹斯特主恩堂誕生了！成立初期，

會，成為多

母堂的毛牧師、眾長老和許多弟兄姊妹也定期的在

人的祝福。

不同的事工上參與事奉，幫助這初生的教會可以穩

直到如今，

定的成長。2003 年 6 月 22 日陳欽文牧師回應了神

教會成立

的呼召，從台灣來美就任威徹斯特主恩堂的中文部

將近 40 周

牧師，2005 年 9 月 8 日王永達牧師（Rev. Peter

年之際，毛

Wang）加入威徹斯特主恩堂，擔任英文部牧師。我

牧師仍然是弟兄姊妹在做人和事奉上的榜樣。毛牧

們的神是耶和華以勒的神，凡事都有預備！

師待人謙和，是神的良善又忠心的僕人，終生持守

聖經，面對同工、會眾或朋友，常以提摩太後書 2:24-

擔任全職同工；並於 2006 年 1 月獲得南卡哥倫比

25 為他事奉的態度，「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

亞國際大學神學院的神學碩士，同年 11 月按立為

溫和和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用溫柔勸戒

牧師。師母謝曉薇畢業於台灣大學中文系，多年來

那抵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

是文字事奉者，長於教導聖經及個人關懷。呂牧師

道。」願上帝紀念這位為神國度奉獻一生的忠僕，

和師母在教會的事奉，帶來弟兄姊妹對屬靈生命的

相信將來在天上必有榮耀的冠冕為他存留！

追求，並積極參與特拉華大學的校園工作。

四． 突破時期（2011-2020）

接著來到威明頓主恩堂的傳道人就是兒童部事工

邁入第四個十年，神恩待教會，在幾個方面突破教

主任劉清莉老師（Ching-Lie Fritz），她是在 2014

會過去在組織和硬體

年 7 月 1 日就職的。這是主恩堂的一個

擴建上的思維，帶來教

新的開始，在這以前，教會的兒童事工都

會新的氣象。首先是上

是由長執會的兒童事工執事擔任，隨著教

帝賜給教會一個同心

會的擴展，希望加強兒童方面的工作，就

合意完美配搭的全職

在 2013 年底決定請一位全時間的同工來

牧 養 團 隊 （ Pastoral

帶領。劉清莉老師出生於印尼，高中時期

Staffs）
，這是一個教會

受洗，並於 1995 年獲得印尼東南亞聖經

健康成長的首要條件。

神學院的道學碩士，來美後，在費城福音
堂聚會，並參與兒童和青少年的事奉。來

【主恩堂的教牧團隊】

到主恩堂後，建立了完

2011 年底，呂允智牧師和謝曉薇師母回應神的帶

整的教會兒童部主日學

領，從新澤西州搬來威明頓，於 2012 年 1 月 1 日，

的事工系統，配搭星期

呂牧師就任為威明頓主恩堂的中文部牧師。呂允智

五 晚 上 的 AWANA 節

牧師出生於臺灣，成長於福音派的校園團契，打下

目，成為許多孩子渴望

紮實的聖經基礎，大學和來美學習工作時期，專業

的活動。

於建築工程設計。來美後，在紐約基督徒證主教會
聚會，1991 年按立為長老。於 1999 年蒙神呼召全
時間服事主，先後在美國校園團契和更新傳道會，

主恩堂牧者

2011

2012

2013

中文部牧師
Mandarin Ministry Pastor
英文部牧師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兒童事工主任
Children Director
青少年事工主任
Youth Director/MInister

2014

在 2014 年底，威明頓主
恩堂在教會英文部教牧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呂允智
Paul Lu
柯百恩
Brian Coday

方睿祈
Richard Vaughn
劉清莉
Ching-Lie Fritz
葛天佑
Daniel God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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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的組成上，做了一個重大決策上的突破，決定

半工半讀之外，也保持在教會的事奉。來到主恩堂

教會同時需要一位英文部的牧師來牧養講英文為

後，和師母 Lacey Godsave 建立了與青少年的互

主的成年會眾，以及一位全時間的青少年事工主任

信，訂定學生事工團隊（Student Ministry Team）

來餵養教會裡的青少年。從教會成立到如今，主恩

的規則作門徒訓

堂和許多北美的華人教會一樣，會眾主要是一群從

練，並建立了青

外地移民來美說中文為主的基督徒，英文事工方面

少年週五聚會和

的需要，主要是為了他們的孩子。教會初創的時候，

主日學的系統，

由於孩子數目不多，這方面的工作就由幾位家長來

也重整青少年的

負責；但是後來人數增加了，就開始有一位全時間

活動，包括和其

的英文部牧者，來帶領講英文為主的成年人和青少

他教會與社區服

年兩方面的牧養工作。這種英文部教牧同工的安排

務的活動。在他們辛勤的耕耘下，逐漸贏得孩子們

方式，多年來一直限制了主恩堂英文部的發展，主

的心，樂意邀請他們的朋友來到教會，參加星期五

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牧者的時間有限，無法同時兼

晚上的聚會，成為他們一周裡嚮往的時刻。

顧這兩方面的工作，此外，在經驗和恩賜上也可能
無法滿足這兩個層面會眾的屬靈需要。感謝神的恩
典，威明頓主恩堂在成立將近 35 年之後，終於體
會到教會發展英文部事工上問題的癥結所在，2014
年底，教會就開始為英文部兩方面的尋牧工作迫切
禱告。
耶和華以勒的神，奇妙的帶領葛天佑傳道（Daniel
Godsave）來到威明頓主恩堂，於 2015 年 8 月 1
日就職為教會的青少年事工主任。葛天佑傳道出生
於田納西州一個敬虔愛主的家庭，在芝加哥的慕迪
聖經學院獲得學士和聖經碩士。葛傳道自幼就在教
會中參與兒童與青少年方面的服事，在芝加哥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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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上帝最後成就的，就是帶領方睿祈牧師
（Rev. Richard Vaughn），在 2018 年 9 月 1 日就
職為威明頓主恩堂的英文部牧師。方牧師和師母
Virginia 是在 New Castle, DE 出生長大的，從
Liberty 大學畢業獲得教牧學士和基督教輔導碩士
學位。三十多年服事主的經歷裡，他在特拉華州、
新澤西州和賓州不同的教會裡，擔任過兒童牧師、
青少年牧師和主任牧師，有豐富的牧會和輔導的經
驗。來到教會後，積極探訪同工，認識會友，整合
教會英文部成人的事工需要，並融入教會青少年和
兒童部門的事工，建立了一個比較全方位的事奉團
隊。2019-2020 年教會英文部的年度主題是「我們

是連接於基督、會眾和社區的屬神的教會」
（We are

青少年工作，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有連續性的幼兒

the Church， Connecting to Christ， Congregation

到大學前的基督教教育，我們希望可以幫助教會的

and Community），著實帶來教會本身的一體感和

孩子，在進入大學時有比較踏實的屬靈根基，得以

對社區

面對新環境的挑戰，維持在基督裡的信仰，在今天

關懷的

的時代，這是極其重要的。

責任感。

此外，在中英文堂合作的推動下，主恩堂開始有比

2021 年

較清晰的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的行動，

一月底，

有如週期性參與 Urban Promise， Food Bank，

方睿祈

Randy McDonald House ， Sunday Breakfast

牧師因

Mission 和本地的工作營（Work Camp）等等。最

個人和

明顯的是在 2020 年三月起，在世界新冠狀病毒的

家庭的考量，辭去主恩堂英文部牧師的工作，在四

疫情下，威明頓主恩堂推動了全教會的愛心行動

月底離開，回應神的帶領，回到住家附近的一間教

（Loving Actions），鼓勵弟兄姊妹以金錢奉獻，教

會，繼續牧養神的群羊。 回顧方牧師在教會兩年半

會也在防疫物品不容易購買的情形下，透過不同的

多的事奉，影響到教會多方面的成長，帶領主恩堂

管道，買到各類的口罩、面罩、防護服、眼罩和各

步入平衡的雙語教會和緊密銜接的第二代基督教

類的消毒劑等，並主動聯繫本地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教育系統，同時建立了英文部稍具規模的同工團隊。 和機構，和許多的養老院，贈送這些物資給他們。
如今，教會再次面對英文部牧師的尋牧工作，但我

同時教會更藉著弟兄姊妹的參與，把許多口罩以教

們知道耶和華神會按時差遣好牧人來到我們的當

會的名義送給鄰舍和朋友，我們感謝神讓我們有機

中，以知識和智慧牧養我們！

會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彰顯神的愛！

【教會事工上的互補和擴展】

【教會副堂擴建】

在新的教牧團隊的帶領下，可以看到教會事工在多

主恩堂首期的建堂工程在 1993 年完成後不久，由

方面的互補和擴展。幾個明顯的例子，首先，兒童

於聚會人數的增加，教會主日學的教室就嚴重的不

事工在劉清莉老師的整合下，和葛天佑傳道帶領的

足，許多房間在主日上午需要安排 3-4 個不同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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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途，牧師的辦公室更是經常成為臨時教室。教
會就在 1999 年成立了擴建委員會，蕭明華弟兄為
召集人，教會的擴建包括三個部分：加大原有的蓄

四十年在神永恆的時間裡，是微不足道的短暫，但

水池、副堂的加建、擴建教會停車場。由於工程費

是對一個開創以傳福音為宗旨的獨立教會，卻是一

用的考量，教會決定先作第一專案，副堂和停車場

段漫長的時光，其間充滿挑戰。主恩堂的歷史有如

為第二部分。

聖經中的歷史一樣，有順境，也有逆境，我們學習

整個過程的進行非常曲折，2007 年拿到 building
Permit，2013 年春天完成蓄水池的擴建，2015 年
底開始進行副堂的興建工程，和新停車場的修建，

到在困境難處下，只有回歸真理、認罪悔改、仰望
等候。神的恩典是夠用的，一步一步帶領教會開往
水深之處拯救靈魂，同時引領神的兒女往高處行，
在真道上長大

直到 2016 年

成人，最後走出

11 月底完工，

教會進入社區

教 會 在 2016

服務人群。

年 11 月 26 日
舉行副堂獻堂

展望未來，我們

感恩禮拜。這

不知道神對主

座九千多平方

恩堂的帶領，

尺的副堂建築

書法：與主同行 作者：劉仁華

和其他的兩項工程，帶給教會比較完整的使用設備，

但是我們深
知昨日今日

前後費時 17 年，其間，教會經歷多次外在經濟的

直到永遠，我們的神是永不改變的，就是那位撒母

起伏和本身人事的波動，但是信實的神聆聽祂兒女

耳稱之為「以便以謝」的神（撒上 7:12），直到如

的禱告， 在祂的時刻賞賜給我們一座以教學為主實

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我們知道祂會繼續幫助我們，

用的副堂，包括一座美輪美奐英文部的聖堂。我們

引導我們，我們需要持守神託付給教會的責任（弗

深深的體會到詩篇 127:1 的話，「若不是耶和華建

4:11-13），認定耶穌基督頒布的大使命（太 28:18-

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

20），信實的神一定會祝福威明頓主恩堂，保守教

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我們要讚美耶和華！

會一直行在祂的心意當中！
附註：每一個時期教會所發生重大的事情，都記載
在教會定期出版的甘霖刊物中【第一個十年，在
1990 年出刊的甘霖第 7 期；第二個十年，在 2001
年甘霖慶祝主恩堂二十周年特刊；第三個十年，在
2011 年的甘霖第 2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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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光
1968 年初我來到 DuPont 公司工作時，大學時期的

都會來我們的查經班，他常隱隱約約的提示我們，

詩班指揮一直叮囑要先找一教會參與事奉。經過兩

要準備把這個查經班變成一個神的祭壇，真正成為

個月的搜尋，發現在 Silverside Road 上有三家中

一個神的家。

國人，週末在一起有查經聚會。沒想到這就是我們
主恩堂萌芽的根源和起點。

1972 年，弟兄姊妹們覺得這個屬神的家應該有個正
式的名字，也為以後的成長打下根基。於是在特拉

在那裡週末聚餐後有禱告及查經，人數雖少但卻有

華 州 註 冊 成 立 了 “ Wilmington Chinese Christian

很多的愛心和屬靈的帶領。那時期來到 Wilmington

Fellowship”，並且激起更積極的宣教事工。那時，

的華人，幾乎都是從台灣來的，有工作的，但大部

除了一些在弟兄姊妹家中的聚會，主日大家都還是

分是學生。這查經班漸漸在華人圈中為人所知，參

各自去美國教會參加崇拜。

加聚會的人逐漸增多。但最初創始的三個家庭，有
兩家都已經離開了。

我那時在 DuPont 的 Newport 廠上班，經同事的介
紹，開始每週日到 Newport 的 Bethany Baptist

每個月的大型聚會（其實只有十幾二十人）都會輪

Church 崇拜，並參加了他們的詩班。那時我家是這

流在朱懿楨、柴昌業這兩對夫婦家中舉行。開始時，

教會唯一的外國人家庭，但他們從牧師、長執，到

每月有江守道弟兄來講道及帶領查經，後來又經常

詩班指揮，都對我們關心有加，並常問及我們查經

有很多知名的牧師，如周主培牧師、沈保羅牧師、

班的進展。一年多後，牧師 Dr. Painter 正式邀請我

林道亮牧師、李秀全牧師、唐崇榮牧師、林三綱弟

們查經班到 Bethany 浸信會開設中文的主日崇拜，

兄、徐華醫生等，經常不遠千里而來，為我們這小

並且開放了教會的 lower level 聚會廳及廚房，供我

小查經班領會。

們有大型聚會時的使用。在這期間，那些知名的牧

難以想像，神不斷將大把大把的祝福傾倒給我們。

師們還是充滿了愛心，不辭勞苦來到我們中間，教

尤其是後來，唐崇榮牧師只要是從印尼來美傳道，

導、培訓我們 。後來查經班家庭及孩子 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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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hany 浸信會又開放了兩幢他們教會旁的房子，

結果，真的有一天（記得是禮拜三），下班時前往

供我們主日學使用。

華美聯誼中心的路上，發現這個房子插上了出售的

到了 70 年代晚期，由於沒有自己的牧師及教會，
有效的關懷和牧養是缺失的，因此有了成立教會的
議題。

才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坐著輪椅來開門。我
問能不能進去看一下她的房子，她說這房子今天才
上市，而且她的地產代理又不在，請我以後再來。

1981 年 1 月 4 日（開年的第一個主日），威明頓

不過，從她的眼神裡看出，說不定她覺得我還可信，

主恩堂假 Bethany 浸信會正式成立。當時共有 23

於是同意讓我進去看看。

位弟兄姊妹加入教會。稍後，主恩堂開始尋牧，我
也有機會到台灣去見毛大衛牧師，開始了與毛牧師
幾十年的學習，淨化與感恩的共事。

這是一幢很大的房子，約有 5800 平方呎，裝飾精
緻，而地下室全部是按高標準完成的。她聽了我的
讚賞，開始告訴我她的故事——她先生是義大利人，

幾十年如一日，看到毛牧師的真、誠，全心擺上，

是當時這裡最大的建築商，且擁有此區最大的洋菇

溫柔敦厚，遭到別人破壞性批評時，也從不為自己

農場。她先生要把這房子蓋成她最喜歡的樣式，於

辯護，只求教會合一。神把毛牧師賜給主恩堂，實

是到 Florida 去運回了著名的 red tile roof，在賓州

在是我們主恩堂大大的福氣。

找到最好的石材，蓋成了這房子。他們住在這裡多

還有一件事，是我親眼看見，親身經歷的——就是
在這幾十年主恩堂的發展過程中，神往往會在難以
想像的事件及時間裡，把興風作浪的人帶離
Wilmington，還回教會的平靜。
1985 年，我還在 DuPont 任職，但自己也開了一家
公司在 Kirkwood Hwy 上，由
於業務蒸蒸日上，辦公室空
間已不夠使用，於是想在
Wilmington 近郊買一個辦公
室，週末時常驅車到處搜尋。
當時看到了一幢紅瓦石墻的
大房子——6129 Limestone
Road,

在

7

號 路 及

Brackenville Road 的 交 界
處，離華美聯誼中心只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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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立時我就走進前院敲門，幾乎等了 10 分鐘，

年直到如今，但現在基於他先生剛去世，她已經沒
有心情繼續住在這令她傷心之地，在極端無奈的心
情下，決定立時要賣掉這房子。
經過約一個多小時的談話後，我告訴她我願意買，
不過請她給我兩天時間去安排購買事宜，她也答應
了。不料，兩天後，我準備好一切要與她簽約時，
她 竟 說 昨天 已 經有 人
把這房子買了去。我大
吃一驚，但她也頗帶歉
意的說，我那時候沒與
她簽約，而這新的買家
當 時 付 了現 款 訂金 要
買。她告訴我買主是在
Greenville 的 Witsil 地
產公司。

哩之遙，很為心動。暗想如果有一天能有此房該多

我真是有很多的不甘心，一個禮拜後，經由朋友介

方便。

紹，我去拜訪了 Mr. Witsil。他說他買這塊地產是作

為長期投資用，並無現時使用的計劃。我也開門見

們……，直到有一天他開車經過 Brackenville Road，

山的說，我卻有現時使用的計劃，問他可否把這

看到了我們的主恩堂，他終於突然懂了為什麼。

property 轉賣給我。

Mr. Witsil 也是位基督徒！

於是開始有四天的交涉與簽

1989 年州政府決定要拓寬 7 號路

約，最後他同意把這房子加上

及 Brackenville Road，必須把這房

11.4 畝地賣給我。條件是我先

子前院的三分之一的地切除，以便

付款買下這房子加一畝的地，

他們的工程施工。雖然我們極不願

其他的 10.4 畝 的 地，簽 一

意，但也無法違反他們的計劃，於

option contract，答應在兩年

是州政府同意收購此房產並付賠款。

內按現在議定的價格買下。

幾個月後，州政府把這房子推倒了，

有了這幢房子，我常邀毛牧師

剷平。這轉角上的 Landmark 地標，

來小坐，因為毛牧師喜歡種

紅瓦雲石的房子就灰飛煙滅的消失

菜，於是我們合力在後院開了

了。

一個菜圃。毛牧師師母常來菜圃工作，休暇的時候
我們常會扶鋤遠望坡下的這一塊長著油菜的 10.4
畝地。春天，油菜花開，一片金黃，隨風起伏景色
真美。毛牧師說，說不定有一天我們會在這片金色
的花叢中蓋一座我們自己的教堂。
這個夢想一直在我們心中蕩漾，約一年後，我們在
主恩堂的執事會中提議，考慮用教會的名義，買下
這塊地作以後建堂用。沒想到，弟兄姊妹都有此共

今天撫情反思，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經歷——從這紅
瓦雲石的大房子上，種下了一顆也許比芥菜子還小
的期望，神卻在不知不覺中為主恩堂的誕生與成長
預備了奇妙的計畫。
這房子當日的榮華靚麗，轉眼
間不復存在。現在代替它的，

是聳入雲霄主恩堂的十字架。

識，於是決定用股份方式（WCEC partnership）由
弟兄姊妹認購來買這地。於是有十幾家參與買下了

主啊，這讓我們聯想起，這也

這塊地。那時為了不失去這塊地的 option right，有

幾乎是主您自己的寫照。你犧

家庭甚至緊急用信用卡貸款來補足此款項。
幾年後，主恩堂向 WCEC partnership 買下了 2.4
畝建堂，終於，我們有了可以自己舉行主日崇拜的
教堂。

牲了自己，卻帶給了我們的無
盡的盼望，無窮的生命。主啊，
感謝你!!!

後來有機會再遇見 Mr. Witsil，他說他簡直不知道為
什麼那 時候 會 把 這 麼 有價 值的地輕易轉讓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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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居所我的家
—記威明頓主恩堂 2016 年加建副堂工程
呂允智牧師

「萬軍之耶和華啊，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詩 84: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詩 127:1）

威明頓主恩堂的歷史中，除了 1993 年蓋教會正堂外，
2016 年加建副堂是個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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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正堂興建過程——此事詳情請見林
克光弟兄見證文章。

1982 年

教會剛剛成立，就有了建堂基金。

1987 年

看到合適建地，購地 2.4 英畝。

1991-1993 年 正堂工程完成（10/21/91 破土，
6/13/93 完工）。
1996-2000 年 增購基地約 7 英畝（許多土地為
會友所奉獻）。
1993 年

正堂的建造，包括了可容三、四



2016 年副堂興建過程

約在 2000 年，長執會就提議建造副堂。由於未達
共識，經長時間討論才開始設計申請。設計由身為
土木工程師的沈自強弟兄負責。2012 副堂建築申
請核准，於當年先行增建停車場與蓄水池。
2014 年重啟擴建副堂計劃。經過比價後，交由
WATTCO 工程公司興建。這個公司負責人 Seth
弟兄是基督徒，當年建造威明頓主恩堂正堂的營
造商，正是 Seth 弟兄的父親。

百人聚會的聖所，以及兩、三百人用餐的團契

副堂工程原定 2015 年開工，因為 DELDOT 交通

廳。地下室有兩大兩小教室，二樓有圖書館，詩

局要求增建人行道，增加許多手續而延期一年。

班房，辦公室，禱告室等空間，起初足可供應全

2016 年副堂工程於 3 月 27 日復活節破土開工，

教會使用。但隨著教會人數成長，包括中英文部

在 11 月 26 日感恩節工程完成舉行獻堂聚會。

崇拜，各個團契查經班，再加上兒童與青少年事

工程費用與奉獻

工，在同時聚會的時候，以可用的空間而言，各



級主日學與團契的場地就明顯不足了。特別有時

2017 年會員大會時，執事會主席蕭明華弟兄（他

UD 校園團契也需要回來聚會，在週五晚上與主
日早上，同工們常常為了場地的安排煞費苦心。

是建築工程師，也是此工程的聯絡人）報告了整個
工程的支出，約為美金 208 萬元，包括：
建築工程：162 萬元（開始是 159 萬元，因為工
程變更，最後約為 162 萬元）。
其他支出：約 46 萬元（包括：整地與停車場—23
萬 5 千元；人行道工程—10 萬元；下
水道工程—11 萬元；植樹與景園—7
千元；工程設計—8 千元）。
新堂擴建總支出：約 208 萬元。
來自以往建堂基金與經常奉獻：約 75.4 萬元。
弟兄姊妹特別信心奉獻：約 62.6 萬元。
銀行貸款：70 萬元（於兩年半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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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堂基礎裡的紀念盒

在工程開始，基礎打混凝土時，我們放了一個盒子，裡面放了
這些東西：
*一本聖經，代表教會建立在神的話語上。
*盒子裡有幾張兒童主日學小朋友的畫，畫出他們心目中的
教會。
*另外還有教會的週報，記載了當時的各樣聚會與團契，各
項事工與報告。
*還有約一百多張小紙條，是之前受難節崇拜時，每位弟兄
姊妹所寫下向神的感恩禱告。
*盒子裡還有一份宣言，包括詩篇 84 篇，以及下面的話：

威明頓主恩堂擴建工程奠基感恩紀念：
在神的恩典中，我們同心興建此擴建工程。
在奠基時獻上感恩，也獻上我們自己，願主使用。
求主賜給我們愛主、愛人、愛教會的心。
保守教會傳揚福音，靈命成長，造就信徒，榮耀主名。
威明頓主恩堂

主後 2016 年 4 月 17 日

這個盒子置放在副堂東南角的基礎裡面，也就是松
柏團契房間的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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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的兩個感恩聚會

由復活節主日 3/27，到感恩節週六 11/26，工程
總共用了八個月的時間。
以下是副堂興建開始與完成的兩個聚會的信息綱
要，供大家回憶並感謝記念主的恩典。
*破土感恩聚會（3/27/2016）
信息題目：根基建造在磐石上
經文：馬太福音 7：24-27
信息大綱：
(1)兩種人：聰明人與無知人。
(2)兩種基礎：磐石與沙土。
(3)同樣考驗：雨淋，水沖，風吹。
(4)兩種結果：堅立與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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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堂感恩聚會（11/26/2016）
信息題目：你的居所—我的家
經文：詩篇 84 篇
信息大綱：
(1)神：大能領導，永恆生命，王權統治。
(2)人：離鄉客旅，遊子歸家，殿中蒙福。
(3)家：異邦到回家，漂流到生養，哭泣到讚美。
結語
威明頓主恩堂的正堂建於 1993 年，
副堂於 2016 年完工。
據說當初正堂建造完成，獻堂聚會時有許多社區未信主的華人參加。然而副堂的獻堂感恩聚會，參與者以
教會弟兄姊妹為主，社區同胞來的並不多。二十三年間，環境雖有許多變化，主的大使命沒有改變，然而
福音的傳揚比以前更加不易。
創世記記載神六天的創造，前三天的創造使空間成形——光，天與海，陸地與植物；後三天的創造就是
充滿這些空間——光體，水裡魚空中鳥，動物與人。
這樣的關係，也可以成為教堂（建築）與教會（信徒）的關係。工程建設雖然大致完成，我們相信神仍
在工作，要讓這個教堂裡充滿得救的人，充滿主的恩典。弟兄姊妹不僅在過去盡心盡力的奉獻擺上，如
今更要忠心的傳揚福音造就門徒，讓神的榮耀藉著教會彰顯。
讓我們以新舊約聖經的兩節經文，記念主所做的美事，並且也彼此勉勵：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林前 3:11）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賽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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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恩堂內部傳達相關資訊，並鼓勵捐獻。
（呂牧師，饒承恩）

在討論募集資金時，一度認為在一兩週之內募齊
五萬元的目標是否太高，事實證明我低估了神的
恩慈與教會弟兄姊妹的愛心，第一次的募款行動

呂學明

就得了$62,150。在此真要感謝神的帶領與弟兄
姊妹的慷慨解囊，募款的達標，見證了神的偉大，

去年三月下旬，一個尋常的下午，接到呂牧師的

鼓舞了團隊的士氣，也讓後續的關懷行動得以順

電話，提到教會看到新冠病毒的肆虐，打算成立

利開展。也因為這樣，團隊同工確立每週一次的

愛心行動小組，看看我們是否能對社區的需要提

定期線上討論，一是確保貨源及關懷進度，二是

供一些幫助，問我有無意願加入幫忙。當下有些

準備每週日向弟兄姊妹的報告。後來因為關懷對

猶豫，因為不知道要做什麼，能做什麼，怎麼

象多，社區需求增加，又在週二增加了一次線上

做…，一堆問號在眼前飛來飛去。又因當時已在

會議，以及成立了微信群組，隨時聯絡。

英文部有些服事，和中文堂的弟兄姊妹好幾年沒
在一起聚會，關係比較疏遠，還能推動事情嗎？
倒是牧師對我信心十足，鼓勵我參與，並告訴我
人都找得差不多了，應該沒問題，所以套句聖經
的話，事就這樣成了。果然成員倪灝弟兄、王曉
路弟兄、白玉鋒弟兄、饒承恩弟兄都是多年熟識，
在許多的領域中也共事過，彼此私下也有深厚友
誼，家庭中亦互有往來，整個團隊在牧師帶領下，
主恩堂愛心行動（Loving Actions）於三月底成
軍，行動的經文就是

「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
的人更當這樣。」（加 6:10）。

愛心行動初期，有兩個特別的關鍵點，一個是貨
源，這包括去哪裡買，買什麼，買多少，貨物品
質，及如何取貨；另一個是去哪裡確認關懷對象，
我們關懷的對象優先次序是什麼。這些在初期都
是未知，尤其是貨源，包括口罩、防護衣、乾洗
手液、及消毒紙巾，有一陣子就是有錢也不一定
買得到，更別提買到的物資品質是否合乎防疫標
準（那一陣子所有醫療物資都缺貨，並且有許多
的貨物品質不符標準）。靠著神的帶領，及曉路、
玉鋒的努力，以及不少弟兄姊妹提供的管道，經
過曉路和玉鋒的認證，我們的貨源充足，玉鋒帶
著黃健弟

愛心行動的第一次線上討論就確立了幾個方向：

兄不辭勞

募集資金，尋找物資來源，社區服務項目及對象。

苦多次當

分工方面如下：

天往返康




蒐集本地社區與醫院，警消救難人員等抗疫

州取貨，

行動的需要。（呂學明，倪灝）

讓後續的

尋找合乎標準的醫護器材的供應。（王曉路，

物品捐贈

白玉鋒）

暢通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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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懷對象方面，一開始我們著重在醫療機構及

下，有些人因為工作或看病必須外出，卻無口罩

警消人員，也確實提供了不少物資，但隨著疫情

可用，於是我們發起了草根愛心行動（Grass

的發展，養老院及社區服務機構成為重點協助對

Roots-WCEC Loving Actions），向鄰舍有需要

象。一些社區養老機構，由於種種原因，口罩及

的人贈送口罩，藉機可以表達對他們的關懷。一

隔離衣嚴重短缺，

些弟兄姊妹到教會協助包裝愛心口罩，每十個一

我們 的愛心行 動

包，貼上有教會名字的標籤，上面還有一句話

是他 們僅有的 物

“We care, because God is Love!”為增強效率，

資來 源，倪灝 及

胡群麟弟兄還特地錄製了包裝生產線流程，讓每

承恩 在這方面 扮

一包口罩井然有序的包裝、排列，等待弟兄姊妹

演了 極其重要 的

拿到社區發放。

角色 。這兩位 弟
兄天天馬不停蹄，
將所 需醫療資 源
一一 親送至各 機
構，有時碰到修路改道，要繞遠路方能達成使命。
我們最遠的地方是 Middletown，是由清莉老師送

總收入：$91,701
總支出：$72,669.51
（餘款 $19,031.49 列入專戶供未來防疫所需）
第一階段（4/11 - 5/9）

達的。牧師及師



醫療物資及清潔消毒用品

母坐鎮教會，將



一線醫護人員午餐

所有資源歸類整



物資捐獻等值

理，方便所有到

第二階段（5/9 - 6/11）

教會領取物資的



醫療物資以隔離衣、口罩及手套為主

弟兄姊妹能最有



以非營利機構之養老院、老人中心、社區醫

效率地獲得所要的

院及鄰近社區（grass roots）為主要服務對

物品。麗珠姊妹不

象

斷地指導我修正愛



一線醫護人員午餐

心 口 罩包 裝 袋 的 名



食物銀行（Food Bank）

條位置，方便義工們貼在包
裝袋上。
這裏面還有一個小插曲，就
是愛心行動後來擴增到向社
區有需要的人贈送口罩的服
務。在初期口罩緊缺一般民
眾不易在商店買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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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愛心行動的活動紀錄：

購買物資清單

服務機構 - 醫院 (13)



口罩（N95, KN95, 醫用）- 65,080 片



St. Francis Medical Center (NJ)



手套 - 50,000 隻



Jennersville Regional Hospital (PA)



消毒棉簽 - 28,800 隻



Virtua Our Lady of Lourdes Hospital (NJ)



消毒纸巾 - 27,648 片



Delaware Psychiatric Center



隔離衣 - 5,160 件



St. Francis Hospital (DE)



防護面罩 - 456 件



)MeadowWood Behavior Health Hospital



消毒噴霧劑 - 220 瓶



Delaware VA Hospital



護目鏡 - 135 付



Christiana Hospital



乾洗手液 - 24 瓶



Nemours Dupont Children Hospital



體溫槍 - 4 枝



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 - NYC



Columbia University Hospital -NYC



NYU Hospital - NYC



Long Island Jewish Hospital, NY

服務機構 - 養老院


Brackenville Center



Parkview Nursing Hom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Kentmere Rehab. & Healthcare Center



Mary Mother of Hope House



Delaware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ssociation



Brookdale Nursing Homes – Hockessin



Cokesbury Village Nursing Homes



Brandywine Nursing & Rehab. Center



ManorCare Health Services - Pike Creek



ManorCare Health Services - Wilmington



Regal Heights Healthcare



New Castle Health & Rehab. Center



Shipley Manor



Cadia Broadmeadow



Newark Manor



Kutz Home



Hillside Center

服務機構 – 其他 (11)


Longwood Fire, Police, EMS First
Responders



Delaware State Police - Trooper 1



Baylor Women's Correctional Institute



The ministry of caring – Mary Mother of
Hope House



Sunday Breakfast Mission



Exceptional Care for Children



Woodlea Elderly Apartments



City of Wilmington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ojourners’ Place



Casa Guanajuato



Hockessin Method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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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草根愛心行動 - 9300 片口罩（每袋含十片口
罩）：

廿年風雨中的守望

小組團契

袋數

小組團契

袋數

温柔

97

信實

23

喜樂

59

豐盛

68

良善

115

和平

3

節制

92

恩友

5

裘峻

粤語

15

英文

6

恩慈

131

松柏

2

每個週三，八點整開始，在北區週三禱告會某個

仁爱

299

職青

5

忍耐

10

總計

930

這次的愛心行動雖然目前暫時告一段落，但是並
沒有結束，我們不知道疫情未來的發展，也不確
定會有哪些因疫情而引發出來的挑戰，同工團隊

成員的家，無論有琴伴奏還是無琴伴奏，讚美的
歌聲一定會響起！過去幾年，多少個週三的夜晚，
急切地奔向某一個熟悉的家門，人未進屋，先被
讚美的音樂與歌聲感動。記得是一個風雪交加的
夜晚，匆匆趕到黃呈熙家，打開門，一首歌撲面
而來，歌詞深深地打動了我：

依然待命準備投入協助。透過這次的行動，我們

「當你覺得寂寞孤單，你內心將要破碎，要記得

見證了神的恩典，同工之間的配搭合作，家庭小

有人在為你禱告........」

組的社區關懷，及所有弟兄姊妹無私的奉獻，不

那首歌結束的時候，我的心難以平靜。是的，我

住的禱告，展現了主恩堂這個大家庭的溫暖力量，

們都有困難的時候，也許你不知道，真的有人在

也貢獻我們的心力使福音在社區中廣傳。在服事

為你禱告。昨天別人為自己禱告，今天你為別人

的過程中，在需要人力協助裝袋、搬運、整理、

禱告，在神的國度，我們藉著禱告，彼此扶持，

網路義工登記等等時，總有弟兄姊妹們的參與，

彼此激勵。

更有姊妹們精心製作的愛心布口罩提供給需要的
人，在在顯出神奇妙的安排。

北區週三禱告會人不一定很多，但禱告的內容非
常豐富，有為國家的禱告，為國際局勢的禱告，

神啊！你大能的雙手是我們的力量，你睿明的智

為執政掌權者的禱告，為少數民族未得之民的禱

慧指引我們的方向，你豐盛的恩慈是我們的源頭，

告，為小組團契的禱告，為肢體病痛的禱告，為

求主紀念所有的弟兄姊妹及同工在這次行動中的

主日敬拜的禱告，為教會事工的禱告......

付出，繼續賜給我們熱心及關愛世人的心，也感
謝神的光照與同在，讓我們能不斷彰顯你的慈愛。
阿們！

我還沒有加入主恩堂之前，先在北區週三禱告會
聚會了有一年。那時我一個人在本地工作，週末
回芝加哥，週三禱告會是我一周中的一次不可缺
少的屬靈大餐。在禱告會，我記住了不少我未見
過面的弟兄的名字。記得我們常常為邱南榮弟兄
禱告，當時他每周的病情發展，治療進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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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介紹，因為禱告會的成員常常會去看他。

分享。毛牧師的河南口音非常好聽，他耳朵不好，

他治療時的副作用讓我們為他擔心，接下來放療

所以說話聲音很大，但中氣十足！初聞他八十六

效果明顯又讓我們開心，後來聽說他回單位上班

歲，覺得像，後來知道九十多歲，驚訝又感謝神。

了，我們大聲讚美主！有一天我在教會，聽身邊

毛牧師服事主六十多年，神使用他又看顧他，讓

一位弟兄說——在他治療的過程中有許多的弟兄

他的晚年依然為神發光發熱。認識他不久，電影

姊妹為他禱告，他的腦瘤得到醫治——這不就是

《無問西東》正流行，說的是西南聯大的故事，

南榮弟兄嗎！南榮問我，彼此從未交往過，我怎

當時的校長是梅貽琦先生。有一天，毛牧師說他

麼知道他的名字？這都是禱告會的緣故，在這裡，

當年參加了梅校長的追思禮拜，讓我十分感歎。

無論你認不認識，你的需要就是我們代禱的內容。

世界真小，而這禱告會卻又真大，大到在歷史的

神知道我們每個人的需要，但禱告加深了我們對

風雲中，可以橫跨時間與空間，輕易地找到一個

主的信心，我們的神是聽禱告的神。在禱告會多

結合點。

次經歷了主的信實，雖然是為他人禱告，受益的
卻是我們自己。
過去十幾年，我參加過不少禱告會，我覺得北區
禱告會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親切。禱告會基本上十
個人左右，在四五個成員家中輪流舉行。八點準
時開始，九點半準時結束。有敬拜，有讀經短講，
有禱告事項的分享與跟進，有分組禱告，有禱告
後的簡單交流，當然，還有每個輪值家庭主婦準
備的點心與甜羹。

毛牧師對《以西結書》的講解深入淺出，讓一部

說到敬拜，不能不提到 Tony（周從迪）和慧容。

難懂的先知書讀起來趣味橫生。毛牧師常常結合

Tony 對音樂的熱忱表現在琴聲與歌聲，無論是

自己經歷的故事穿叉在短講之中，讓我受益匪淺。

鋼琴還是吉它，有他在的時候都是充滿熱情！慧

講經時，毛牧師常常發問，最能回答他問題的莫

容領的敬拜莊重穩健，詩歌的選擇都是匠心別具。

過於董鎮生長老。董長老聖經功底深厚，毛牧師

我們的讚美敬拜有多好？讚美敬拜人不多，卻聲

問的問題他立馬就可以回答。原來董長老教過許

部齊全。女聲有筱如和慧容負責高音與中音，男

多的舊約主日學，《以西結書》他教過。後來禱

聲部 Tony 可以唱任何聲部，而董長老一定可以

告會的聖經分享改為查《詩篇》，論到《詩篇》

唱第二聲部。每當我自己從外面進來，都會被歌

更顯董長老的聖經功底，許多詩他都能背誦。董

聲感動，有一次譚啟的太太聽了我們的敬拜，竟

長老在禱告會的作用不僅僅是在教導，更重要的

然感動得哭了，我們知道，我們敬拜時，聖靈與

是消息來源，我們禱告紀念的弟兄姊妹們怎麼樣

我們同在。

了？他常常傳來第一手的信息，因為他會去探訪

在禱告會比甜羹更誘人的是毛牧師的聖經短講與

我們禱告中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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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華弟兄很低調，不過他也常常帶給我們一些

骨幹 Tony 和慧容的加入，敬拜更有活力。十幾

第一手的信息，比如余嘉全弟兄化療效果如何？

年前，三個家庭要麼回臺灣或者去大陸，只有董

又在試用什麼新的方法，他常常為我們打聽，甚

長老一家，還有 Tony 一家算元老級家庭。這些

至親自陪著余弟兄去醫院。後來周正華弟兄因工

年，人員往來變換，但傳統不變，對神的敬拜不

作需要去了佛羅里達，每次回來，一定會來禱告

變，對神話語的追求不變，對神的信心不變，對

會，甚至還要開放家庭，他們夫婦把禱告會當成

肢體的關懷不變，對教會事工的支援不變。鐵打

了家。把禱告會當家的還有李照斌夫婦，他們雖

的營盤流水的兵，然而北區週三禱告會更像一個

然在上海臺灣開拓福音工場，每次回來，一定會

守望台，在風雨中為弟兄姊妹的需要，教會的需

來週三禱告會。

要，神國的需要，守望、祈禱。

禱告會成員的年齡從二、三十歲，一直到九十多

在風雨同舟的日子里，禱告的夥伴們來了又走了，

歲。禱告常常是分組，有時兩人一組，或三人一

換了一批又一批。在這些禱告的夥伴中，不能不

組，基本上是老中青三結合。如果有一天年輕的

提到鄭正東弟兄，他八十多歲，每次禱告都會參

弟兄沒來，我，Tony，和呈熙一不小心就進入

加，有時董長老帶他來，有時他自己開車來。在

「年輕」組。我的組員常常是呈熙與 Tony。奇

某個下雪天，在我前面有一輛車在雪地裡倒車，

怪，禱告時的 Tony 變得不如領詩那樣熱情洋溢，

總也倒不好，路面滑。我私下裡想，誰倒車，技

禱告時的呈熙兄也不像在教主日學那樣妙趣橫生，

術這麼差。最終車是倒好了，從車上下來的是鄭

我想是敬䖍的緣故。

弟兄。我心為之一震，為了參加禱告會，鄭弟兄

當然，點心水果甜羹應該是北區禱告會的特點，
尤其是對於像我這樣當時還是一個人在此工作的
日子，非常有誘惑力。說到點心，臺灣女士個個
有絕活，像毛師母、淑平、慧容，都會做特色點
心。唯一能給大陸同胞爭面子也只有曉靜了。太

要克服的困難可真不小。後來，他永遠的離開了
我們，在我的心裡，依舊存著他笑眯眯的樣子。
他喜歡唱歌，在禱告會唱，在詩班唱，在彌賽亞
的詩歌劇裡唱，我想此時他肯定在天堂唱我們一
起唱過的讚美詩歌。

太來后，常常打趣，說我去週三禱告會的動機是
點心好吃，可以說亦然又不盡然。
來賓州一幌就是五年了，有一天突然想起這北區
週三禱告會的歷史有多久？當年第一批禱告會成
員還在我們當中，那就是當年四個發起家庭之一
的董長老和許夫婦。廿年前，威明頓主恩堂就有
週三禱告會。幾個住在北區的家庭去教會路途較
遠，就決定在北區辦一個禱告會，當時有汪嘉林
/李文英夫婦，宋建田/徐綺蓮夫婦，李照斌/歐陽
盛蓮夫婦，和董鎮生/許 𤧞 夫婦。後來隨著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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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此文紀念北區週三禱告會的鄭弟兄。（照片
左下是鄭正東弟兄）

內信主的，來到美國與志誠團聚後，曾帶領小組
查經，她熱愛事奉和教會生活。他們家後來有了

張仁榮

三個孩子。幾年前因工作關係搬到其他地方，仍
然積極投入當地教會的服事。

威明頓主恩堂恩慈小組成立於 1994 年，名字取

潘再其和苑云青夫婦。潘再其 2004 年來美國與

自聖靈的九個果子之一。

云青團聚時還是一個帥哥，進入 UD 學習后，來

恩慈小組的創始組長是呂學明王維華夫婦。我們

到恩慈小組聚會。從對信仰沒有一點認識到逐步

家 1997 年 10 月份因工作調動，從佛州邁阿密搬
到特拉華，最初住在離維華家不遠的地方，就被
安排在恩慈小組。當時恩慈小組一半是 UD 學生
和家屬，一半是已經工作居住在本地的。每次聚

瞭解，後受聖靈感召，決志信主，在主恩堂受洗，
夫妻二人一直同心事奉。非常奇妙的是神不但給
了再其弟兄在杜邦的工作，還給了他和云青四個
可愛的孩子。神的恩典真是豐豐富富地在他們家

會，都有 10 多家老少參加。儘管學明和維華有

彰顯出來。

四個小孩子，他們還是願意開放自己的家聚會。

茅又生和林洋夫婦。茅又生和林洋因工作搬來特

學明介紹他們家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歡迎各位

拉華州，就一直參加恩慈小組的聚會。林洋姊妹

來我們家聚會，各位的到來使我們家蓬蓽生輝！」

和小組的弟兄姊妹一直為又生的得救禱告，經過

當時帶領查經的是吳慧生弟兄，吳瑞璋弟兄，李

十年左右的聚會，2020 年三月茅又生真的是

柏林弟兄，還有黃鴻媚牧師。在他們的帶領下，

「又生」了。很多恩慈小組的組員在聆聽又生弟

小組的成員都有不同程度的成長。最值得一提的

兄的受洗見證時，熱淚盈眶，內心只有感謝主。

是在 UD 讀計算機博士學位的諸東弟兄，他常常

張海冰和沈運夫婦。沈運姊妹十幾前從波士頓來

在分享時發愁自己學業的壓力，提出對聖經的質

到特拉華工作時還是單身一人，沈姊妹在聚會分

疑挑戰，但後來重生得救，在主恩堂受洗歸入主

享時提到，每次和在上海的父母通電話時，父母

的名下。UD 畢業后，進入費城西敏寺神學院讀

都督促她要成家。神真的很看顧祂的兒女，帶領

神學，畢業後成為牧師，他和任謹姊妹有三個男

她和張海冰弟兄成了一家子，生了一個女兒。他

孩子。

們的小姑娘非常美麗可愛。

不久我們家和一些組員搬到主恩堂教會附近，小

其他家庭也蒙神的祝福，忠心擺上，篇幅有限，這

組聚會的地點就不限於維華家了。歷任恩慈小組

裡就不一一介紹了。二十多年來，恩慈小組一些成

的組長有：呂學明/王維華，張仁榮/陳岱純，鄭

員由於工作先後離開，到了特拉華州以外的地方，

亞軍/沈堅，殷嘉銘/楊靜慧。

但同時神又帶領一些新的家庭來到恩慈小組。我們

恩慈小組還有幾家人在主裡的成長非常值得分享。

小組的一些成員從青年到了中年，有些已經是祖父、

閻志誠和王薇夫婦。閻弟兄 1998 年開始在 UD 讀
書，於主恩堂受洗，熱心教會服事。王薇是在國

祖母級了。
在威明頓主恩堂成立四十周年之際，回顧恩慈小
41

組的感恩見證，充滿了主的恩典。特別看到恩慈
小組遵守了神的教導：「生養眾多，遍滿全
地」！！願主繼續帶領弟兄姊妹，使我們相信順
服，廣傳福音，愛主愛人，彼此相顧，活出盼望！


我已在詩班服事了好多年。因為唱詩歌使我更親近神，對祂的愛、憐憫和鼓勵，有更多
的認識和領受。雖然在詩班中我的年齡最大、能力最小，但我覺得有這機會能和大家一
起學習，實在值得緊緊抓住。
除此，詩班的弟兄姊妹每週至少相聚一次，形成一個和睦同居相親相愛的團體，何等地
善，何等地美，因此我常常期盼相聚的時間快快來到。每次穿上詩袍獻詩，我心裡特別
覺得虔敬。因為這是獻給神的，為要譲神得榮耀，譲會眾得安慰鼓勵，我們只是祂的器

孫
渝
珠

皿為祂所用，這是件多麼喜樂的事！
今年初，詩班慧容姊妹希望詩班成員在靈命上繼續操練，交給我一本 Terry York 寫給詩
班的書《詩班靈修》，每週一課，共 52 課，幫助詩班班員靈命進深。於是我每週自己
先讀，並寫下靈修心得。有時當我讀到一課，心受感動，又想到有首詩歌剛好可以配合，
就立刻到 Google 去找，找到後，連同課文一起傳送給詩班弟兄姊妹。感謝讚美主，這
樣我不但服事了詩班，也造就了自己。

所以能為主做工服事衆弟兄姊妹，真是我們的福氣。我們不要怕自己力量不夠，對於教會事工只要甘心情
願去做，全心全意投入，就像聖經告訴我們寡婦投入庫中的一個小錢，必受到主的稱讚（可 12:41-44）。
聖經還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就是做在主身上，能得主的賞賜（太 10:40-42）。希望弟兄姊
妹在各樣服事上，都能盡心盡意盡力主動尋找服事的缺口，甘心樂意的參與，以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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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團契弟兄姊妹
使徒約翰寫信給該猶説：「親愛的兄弟啊，我願

神，這是唯一得滿足的途徑。英國哲學家羅素說，

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

有三件事使人快樂－－銀行裡有一本簿子、家裡

樣。」（約三 2）

有個好廚子、自己有個好胃口。很顯然地，他的

使徒約翰關心該猶的身體和靈性的健康。健康與
靈性平衡發展，這是健行團契的目的。健康是要
留心自己身體的需要，包括飲食與運動，也要學

快樂是屬於物質層面，是倚賴環境的快樂，一般
人環境好就快樂，環境不好，又遇見倒楣的事，
就快樂不起來了。但真正的快樂，是有主萬事足。

會約束自己，有節制地時刻保持最佳的狀態，以

健行團契兩者兼顧，既活動了身體，也顧及靈性

便事奉主。活動、運動的方法有很多，但一般人

需求。弟兄姊妹彼此分享個人在主裡的領受，舉

認為走路是最容易、最有成效的，因為走路時全

凡夫妻的相愛、家庭的美滿、兒女的成就，是一

身都在動，從頭頂到腳跟都在動，更使血液流通

樂也。慕道友來了，就和他們分享信主蒙恩的見

順暢，如此百病遠離，是長壽的秘訣。

證，一則建立友誼，二則完成主託付傳福音的使

靈性的成長，是要渴慕神，要深深領悟到：我是
一無所 有的 、我是 無 能為
力的、 我是 無助的 、 我需
要神。 挪威 的神學 家 哈列
司 比 O. Hallesby 說 ：
「『無 助感 』是推 動 人來
禱告的 第一 個因素 。 當人
知道自 己是 一無所 有 、無
能為力 、無 助時， 就 會來
尋找神 。」 他不是 倚 靠物
質和自 己， 乃是專 心 倚靠

命，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大家談天說地，從個
人家庭到國家世界，自由交談，互相勉勵，其樂
無窮。每星期一上午十
點半到下午一點，在
Christiana Mall 相聚，
每次總是難捨難分。健
行團契如此豐富，你不
羨慕嗎？期待你們快來
參加，和我們一起齊步
走喔！
（毛大衛牧師師母）


每週一上午，主恩堂有一群弟兄姊

數位弟兄：毛牧師、石長老、王寄秦、張浦、馬

妹及朋友們一起健行、聚餐及交談，

非幻、方健雄等成立了弟兄會。週一在 Hibachi

從 初 創 到 現在 已有八年之久 了。

聚餐，分享基督徒生活方面的專題。不久他們決

2012 年 4 月我們由上海返回，Ruth 大姊提起，

定改為以健行方式在 Goldey Beacon College 後

弟兄們一一退休，卻不像姊妹們常有交流，因而

面的 Northpointe Trail 進行，並邀請姊妹們同行。

建議成立一個弟兄會。嘉生大哥 5 月初即邀請了

周一的健行團契就此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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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時的 Northpointe Trail 落葉滿地，行走有時

更增強了弟兄姊妹的互動，同時幫助社區朋友了

不安全，大家同意張浦的建議改在四季如一，晴

解我們的教會。

雨皆宜的 Christiana Mall 健行，至今已八年。每
星期一早上，不定數的弟兄姊妹三三兩兩的就在
購物中心中結伴交談健行。毛牧師、師母不僅固
定參與，更經常是最早到達的。九十餘歲的毛牧
師健步如飛，步伐穩健，是我們的好榜樣。中午
大家聚在購物中心的美食廣場一起用餐，通常二
十餘人，有時多達四十人左右。大家天南地北愉
快交談，交換意見及新消息、新科技。散後，即
可在購物中心或 Costco 完成一週所需的購物。
這種開放式的團契，也是我們與社區朋友傳福音
及交流的好機會。烹飪高手方健雄及馬非幻弟兄
更常發揮烹飪專長，熱心地在教會指導大家做特
別麵食：各色餃子、饀餅、蔥油餅、韭菜盒子、
牛肉麵等等。大家在歡笑中著手備食，其樂無窮。

自從新冠肺炎蔓延以來，健行的活動也暫停了。
但是大家仍藉著健行團契網路，彼此交通。盼望
瘟疫早日結束，我們可以再共聚健行，分享福音
見證，也求神保守每位的安康。
（張浦 李學美）


我們因為身體有些小問題，有很長

加，這不能不歸功於張浦歷年來每星期溫和的關

一段時間沒有參加健行了。非常懷

懷，充滿吸引力的通知，及各種活動的規畫。每

念那溫馨的時刻，彼此笑臉相迎，

次，我們都在一起拍照留念，大家還彼此提供買

碰到誰就和誰作伴，一路暢談，如

食物的折扣券，使參與者無不盡興。願這團體中

果想少走一點路，還可偷懶換與後來的人同行。

的每一位，無論是交友，或是傳福音，都蒙神那

今天看了那份長長的參與健行者的名單，非常感
動。當初只是由幾位弟兄們開始的弟兄會，如今

至高者的祝福。
（劉嘉生 王詠涵）

竟能吸引了這麽多喜好運動及交友的朋友們來參

早在 2018 年以前，就風聞教會

員。個中原因還是一個「懶」字作祟，怕自己發

的健行團契活動非常有趣，既

「懶」病不想去健身的時候，會為已經在健身房

能健身，又能有一些 Social life。

註冊繳費，而感到內疚。因此，當已經參加健行

好不容易等到了不用上班的年

團契一陣子、跟我一樣偶爾會犯犯懶病的另一半

紀，享受了幾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日子，卻意識
到自己的生活太放縱隨興，軀體老化得很快，該
鍛煉鍛煉，可是又不願意到健身房註冊，成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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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吆喝，我也就參加了健行團契。
健行團契的活動很簡單，就是每週一上午大約 10
點半開始，在 Christiana Mall 裡大步行走，走到

11 點半或 12 點，便在購物中心裡的美食廣場自

和貴州的梵凈山等處旅行，必須承受有時候一天

行購買午餐，然後大夥把餐桌椅排成一長條，坐

在崎嶇山路走上幾個小時的辛苦，大有助益！否

在一起邊吃邊聊。剛才走得大汗淋漓的人，吃大

則我可能會是那個坐在山腳下，幫同伴看管衣物，

餐，可以吃得心安理得；剛才

等人家回來告訴我玩

像逛街、散步一樣走動，全身

得 多 愉 快的 人 。另 外 ，

仍 然 乾 爽 的 人 ， 吃 盤 青菜 沙

參加健行團契與團友

拉，也很自在。

們一起步行、吃飯時
天南地北的聊天，也

參加健行的人，有教會裡的弟

獲得了許多寶貴的小

兄姊妹，也有沒來過教會的朋

道消息：例如選哪一

友們。大家都因為一起走路，

個醫生作為家庭醫生

或是一起坐下來吃飯聊天，而
逐漸熟稔起來。有時候成為基
督徒太久了，沒有什麼與非基督徒接觸的場合，
所以健行團契還提供了一個頗好的傳福音的機會
呢！大夥兒聊天的話題，各式各樣都有，天文、

比 較 好 ， 有 關 於
Medicare,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方面的瞭解，
如何降低房屋及學區稅，等等這些坐在辦公室裡
學不到的知識。

地理、政治、健康、旅行、宗教、新聞、時事、

可惜新冠病毒一來襲，Christiana Mall 這種室內

兒女、家庭、養老等等，難以數計。從各桌不時

的空間變成是個不太安全的地方。健行團契也就

傳來的笑聲，不用猜你就知道大家都聊得很愉快。

沉寂下來了。現在每星期一上午看著窗外，還常

有時候到了下午兩三點，有人還不捨得離開那裡

常想到健行團契的團友們在聚集時的高談闊論以

呢！

及爽朗的笑聲。盼望很快的，這樣歡愉的景象能

自從參加了健行團契以來，雙腿練得健壯一點，
這對於我後來到廣西桂林，陽朔、黃果樹大瀑布

夠再重現！
（林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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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就好了。我還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回到了美國，
經 過 同 事 Ben Huang 的 介 紹 ， 再 次 去 看 了
Delaware 當地的一位眼科專科醫師，結果是：我

邱南榮
感謝主恩堂的弟兄姊妹們，過去這四年來一直為
我和我全家禱告，這一路走的真的很辛苦，但我們
的神要讓我們知道，祂一直陪著我們一路走來，感
謝主。神救贖我、醫治我，無非要我得救後，為祂
作見證，為祂傳福音，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來榮耀
祂。如經上所說的「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
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
患難的人」。（林後 1:4）

當時我心裡就開始慌了，就跟秀霞提及這事，秀霞
就要我馬上去找家庭醫生做腦部檢查。就在 9 月
21 日，腦部的檢查報告出來了，家庭醫師打電話
來找我，找不到，只找到秀霞，就要我親自打電話
回去。於是，我打電話給家庭醫師時，她說我腦部
長了一顆腦瘤，這腦瘤或許壓迫到視神經，但不管
如何，是必須手術快點把它拿出來。我聽到時心裡

極其害怕，就馬上在辦公室跟神禱告：「神啊！求
你憐憫孩子，若這事真的臨到孩子身上，懇求主讓

以下的見證是我在 2016 年親身經歷的，我跟你們

孩子有夠用的恩典，求主醫治我，帶領我經歷這手

分享，並不是要誇我多麼堅強，而是要讓你們知道，

術以及治療和恢復的過程。讓我、秀霞和兒子

我是多麼的軟弱，我這條命是神憐憫我，是弟兄姊

Nathan 有信心經歷這件事，讓我們一起來學習怎

妹日以繼夜不斷的禱告求回來的。

麼樣來倚靠你，來信靠你，你是又真又活又良善的

2016 年是我信主耶穌基督整整 15 年，感謝上帝

神。阿們！」

在 15 年前，讓我這不配的罪人能得到耶穌基督的

良善小組的同工：景昆、秀蓉、詠來和來巍，聽到

救恩。我所堅信的神，再次救我脫離兇惡。

消息的當晚，馬上就到我們家，跟我們一起跪下來，

2016 年年初，我發現我的右眼看東西，開始慢慢
地變的模糊。剛開始還以為可能是因為工作太勞
累，每天都工作超過 12 個小時多造成的；另外，
也有可能是因爲現在年紀比較大，眼睛開始退化
了。所以想說，等一陣子後，再去找眼科醫生做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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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睛還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流淚禱告求神醫治我。這是一個多麼討主喜悅的
事，正如我當時在週五團契小組帶查經時，所查到
的一段經文：「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
功效的。」（雅 5:16）

查。一直拖到 7 月底，回台灣的時候，去見了一

從 9 月中一直到 10 月底，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就一

位台中榮總的眼科醫生。結果，醫生說：眼睛查不

直為我能找到合適的醫生和治療方法禱告，求神

出有任何問題，醫生還提到：若眼睛沒有問題的話，

預備這一切。良善小組、黃牧師、週五團契的弟兄

就要往腦部去查。我當時只是聽聽而已，沒有放在

姊妹們，一起為我禱告。呂牧師、大本長老、董長

心上。後來又去家鄉附近的一間眼科診所再次檢

老和石長老，為我按手流淚禱告。豐盛小組的黃姊、

查。診所醫生卻說，是因為我工作太累，導致眼底

馬大哥和弟兄姊妹們，還有教會其他我沒參加過

水腫了，所以眼睛模糊了。他還說休息一兩個月應

的小組，也一直為我禱告，求神醫治我。我也把我

的代禱事項送到 Columbus, Ohio 的高台福音基

活；我的仇敵發怒，你必伸手抵擋他們；你的右手

督教會、Midland, Michigan 的查經班、台灣的幾

也必救我。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耶和華啊，

所教會和香港的恩語堂教會，懇請當地的弟兄姊

你的慈愛永遠長存！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造的。」

妹一起為我祈求。

真的很感謝神，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的帶領和安慰，

呂牧師和師母陪我們去了醫院好幾趟，因為路途

神的預備是豐豐富富的。

遙遠，不是很早要到醫院，就是很晚才回家。感謝

11 月 1 日，我就住院做腦血管的攝影。這個血管

神，都有司徒和宇妍全家、源石和炎嫺、小軍等兄

攝影檢查危險性極高，一不小心就會中風、麻痺或

姊幫忙接送 Nathan。彥博和張燕聽到消息後，就

殘廢。感謝主一切都順利。第二天，11 月 2 日早

馬上關心我，請我吃飯，安慰我。我記得在一次和

上 7:30 左右，我就被送進開腦手術房，醫生說這

彥博吃完午飯後，我難過和害怕到哭了，他就很有

個手術比腦血管攝影更加危險。

憐憫心地拍拍我的背，對我說：沒關係，我們都在
為你禱告。天華兄在我手術前，找了幾位弟兄和朋
友：Tony、源石、永成、浩男、明宏，請我吃飯，
給我打氣、鼓勵和祝福。這些弟兄姊妹們
的關懷和愛心，正如哥林多前書 12:25-26
說的：「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
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
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在尋找醫生的過程中，難免心裡會有害
怕，但是神透過很多弟兄姊妹們的禱告，
讓我們心裡有平安。Hank 和琪舒在我們
作最後決定前，介紹我們去見了一位放射

師母在我被推進手術房前，給了我詩篇 34:1-8 這
段經文，叫我不要害怕：「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
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
耀；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你們和我當稱
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祂的名。我曾尋求
耶和華，祂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
恐懼。凡仰望祂的，便有光榮；他們的臉
必不蒙羞。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便垂
聽，救我脫離一切患難。耶和華的使者在
敬畏祂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你們要
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
祂的人有福了！」

科醫生 Dr. Shah。見了放射科醫生後，更加確定

我人還清醒的時候，就一直呼求主耶穌基督：「主

要手術，不能再拖了。於是，10 月 24 日在 Hank

耶穌啊，求你跟我一起進去手術房，不要離棄我。」

家，當時炎嫺姊也在，就做了接受手術的決定。決

一直呼喊到麻醉藥讓我失去知覺。後來，我彷彿聽

定做手術後，我心裡還是難免會懷疑和緊張。但是，

到一個聲音：「孩子醒來吧！」我眼睛就睜開，好

神卻藉著炎嫺姊的禁食禱告，和莊教授及其他弟

像見到主耶穌似的，心裡很平安，正如所謂的「我

兄姊妹的禱告，讓我們得到了印證和平安，也告訴

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伯 42:5）。

我們，這個 Jefferson 的醫生 Dr. Kevin Judy 就是

醒來之後，只覺得頭被包的很緊，但聽說我已經經

神要預備給我的。神當時賜給我一段經文，詩篇

歷七個多小時的手術了。我立即讚美神，將榮耀歸

138:6-8「耶和華雖高，仍看顧低微的人；祂卻從

與神。主耶穌，是你救我脫離險境，讓我又活起來

遠處看出驕傲的人。我雖行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

了，感謝主！這一切榮耀歸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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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被推到 ICU 去恢復。一位腦外科醫生來
檢查我的視力，我能看見了，哈利路亞讚美主！
主啊，你救了我，使我再次能看見。我們的神
是又真又活又奇妙的神，主啊，榮耀歸於你！
因神的保守，手術三天後，我就可以出院回家

張麗珠

休養了。當時，朝陽親自來接我們。回家後，

2018 年底，女兒懷孕了。從懷孕一開始就一直不

頭痛加上因藥物的關係胃很不舒服，但是弟兄

適，二個半月瘦了 13 磅，還常常需要打點滴補水

姊妹的愛心多到不能勝數。每天都有弟兄姊妹

分。因親家倆都退休了，他們答應女兒、女婿，產

煮東西來探望我和我的家人。很感恩，每天早

後去幫忙三個月，我就放心了。

上一醒來，就感謝神，讚美主：主啊！你又讓
我活起來了，你救了我的生命，榮耀歸於你。

已超過預產期一個星期了，終於決定引產。過了
18 個小時，還是沒動靜，我告訴女婿不能再等下

以上是我手術前後的親身經歷，當時寫這事時，

去了，終於決定剖腹生產，母子平安，感謝主。產

還不知道將來還會發生什麼事情。術後的一年

後一周，在半夜被電話鈴聲吵醒，女婿在電話的另

內，沒想到癲癇發作。從此以後，這病就一直

一頭斷斷續續的哭著說，女兒進了急診，左腦有二

跟到現在。感謝神，祂沒有棄我而不顧，每次

根主要血管破裂（後來才知是三根） 。當時我大

總是在我最艱難的時候，用祂那大能的手，親

喊：
「耶穌，救命啊！」

自牽我一起走過那死蔭的幽谷。猶如詩篇 23
篇所說的：「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
安慰我。」

看到全身到處插著管子的女兒，看到醫護人員在
她右側身體捏過的處處青紫，我真是心疼、心碎。
她右側全都癱瘓了，連自己的先生都不認得了。情
況雖很危急，但我卻有從神來的平安，相信神會醫

經歷過這次的苦難，正如約伯所說的：「我所

治她，天天按摩她的右手、右腳。幾天後，在整理

說的是我不明白的；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

她的頭髮時，突然聽到「媽媽，No！」感謝主！

道的。」（伯 42:3）我也更深地體會到：「你

這短短的一句話，帶給我們希望。

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
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
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
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

在加護病房幾個星期中，因她無法表達自己，又全
身插管，再加上多種藥物的副作用，她很痛苦，用
左側踢抓過猛，護士只好綁住她的左手和左腳，限
制她抓掉管子，傷到自己、傷到護士。當換到一般

親愛的弟兄姊妹朋友們，我將這事榮耀歸與神。

病房後，她還常常在半夜要自己下床（她忘了自己

以後，我們再次攜手同心，一起來服事這位又

是半身不遂的）
，有一晚，需要五位護士把她安撫

真又活又奇妙的上帝吧。阿們！！

下來。在住院中，她幾次向我提起，醫生在她大腦
內安裝了晶圓，她的婦產科醫生和她先生共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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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奇怪的想法。當時，我想這些幻覺可能是因她的

我決定帶她回 DE 兩個星期，希望換個環境，吃睡

大腦受傷，希望會慢慢恢復正常。

能改善，頭腦能獲得自行修復的機會。在離開洛杉

轉到復健中心，第一天早上搬進去時，手腳都不能
動，到傍晚去看她時，居然右手和右腳都能舉到
90o，這是靠眼睛控制手腳運作。事實上，她只要
閉上眼睛，就不曉得她的右手、右腳在哪裡。之後
她身體的機能每天都突飛猛進，簡直不可思議，只
是情緒不太穩定。因她家裡有電梯，她可以很容易
地從臥室到其他樓層，所以很快就讓她出院了。但

磯前，還請護士留言給她的神經專科醫生，請他推
薦一位 Johns Hopkins 的精神科醫生，好做會診
跟進治療。我並在 Johns Hopkins 的網站上申請
醫生預約。當安排預約的服務員打電話來，要與我
確定看醫生的日期時，得知從醫生弄清楚女兒的
病情，到開始試藥直至身體對藥物適應，需要超過
兩個星期的時間。所以最後也就只好作罷。

不料出院那天，社區停電。
（我到過她家這麼多次，

兩個星期過去了，是回加州的時候了。女兒在機場

這是唯一的一次，主啊，我真是看到你的幽默。）

安靜地等候飛機，但當登機時候到了，她拒絕上飛

她居然從一樓爬到三樓的臥室，我簡直不敢相信。

機，我把她的手臂都拉出青紫了，還是不肯登機。

感謝讚美主！回家後的那

因為是暑期，每個班機都爆

個星期天，她就開始回教

滿，且有很長的候補名單，

會做禮拜及參加小組聚

為了保證能上飛機，我每天

會，真是感謝大家的禱告

買兩張飛機票，但到機場後，

和神的醫治！看到她快速

女兒在停車場就是不肯下

恢復，且親家倆可以幫忙

車，直到拖過飛機起飛的時

到九月，我就回 DE。

間。有一天她下了車，進入

但兩個星期後，突然接到
女婿的電話，說她半夜醒來，翻箱倒櫃，奪門而出。
我馬上飛去加州，發現她不吃不睡，煩躁不安，無
法休息；並且不肯去所有的復健，就是去了，在車
上想吐，到了後，不肯下車。結果是因為有腦中神
經傳導物質不平衡的現象，需要精神科醫生給她
對症下藥，以達暫時的平衡，讓她的大腦得到休息，
在深睡中自行修復，神經細胞再生，與身體的其他
器官連上，並在復健中重新學習大腦和右側的協
調。我要求女婿給她找精神科醫生
（psychiatrist）
，

航站樓，但一轉眼，女兒就
不見了，花了半天的時間，
終於在另一個航站樓找到她，當然，飛機早飛走了。
那週，我們生活在 I-95 和機場中間，開車到機場
她不肯下車；當開離機場，她又要我再載她回機場，
我們在 I-95 北上和南下線上來回開好幾趟。一方
面，她認為她若回洛杉磯，會死在那裡，或者一下
飛機，就會被抓去關起來；但另一方面，她又覺得
應該回加州看顧她的兒子，可是恐懼感遠超過她
的意志。她心裡的掙扎是那麼的強烈又無助。

女婿說她已經有神經專科醫生（neurologist）
。但

之後，有一天半夜，我去她的房間查看她時，發現

問題是這位神經專科醫生開錯了藥，我女兒就開

她在剪她的長髮，並剃掉半邊頭髮，堅持要去

始自己減低藥量，想最後停止服用。

Johns Hopkins 作 MRI，要證明晶圓在她腦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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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精疲力竭了，向神大聲呼救。女兒終於同意，若

兒終於簽了自願住院表，把病房定下來。吁！我終

MRI 結果看不見晶片，證明這是她的幻想，她必

於可以喘口氣了，若她不簽表，病房馬上轉給在等

須要上飛機回加州。

候（waiting list）的病人。她再拖下去不治療，會

送她到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ospital 急診，
急診室病人滿滿。因她半夜剃頭，已開始傷害自己，
她馬上被送進精神科急診室。當她看到其他精神
病人的動作行為，害怕到沒人能安撫她，但醫院又
不准家人進入精神科急診室。醫生只好把她送到
一般急診室，讓我進去陪她。醫生診斷她有極嚴重
的產後憂鬱症，又拖了三個月沒治療，建議她住進
醫院的精神科病房，好接受評估，對症下藥，且讓
身體對藥物適應。同時，要求我女婿送女兒病歷的

能在她的母校接受最好的治療！
但問題又來了，女兒的健康保險只能在加州用，保
險公司不付在外州就醫的醫療費用。本來以為浪
費掉的幾千美金機票費，現在卻變成了她無法回
加州接受治療的證據。主啊！主啊！你是掌管明
天的神！是從不誤事的神！Johns Hopkins 的
Social Worker 經驗豐富，具有律師的智慧，遊說
保險公司支付一切費用。我滿心感謝我們的神。

電子檔到 Johns Hopkins 的急診室。當談到女兒

我每天開車來回二個半小時，去醫院看女兒，陪她

用藥的歷史時，急診室的 Neurologist 同意，女兒

作運動，玩腦刺激遊戲，同時也恰巧幫助了一位憂

需停止服用她洛杉磯醫

鬱症非常嚴重的太太，她天天

生開的藥（還好，女兒前

哭，不喜歡醫院供應的自助餐，

陣子已開始減藥量）。

不願吃飯。我帶些中國點心給

Johns Hopkins 的精神
科病房分多層樓，從病
情輕微的到極嚴重的。
當時，在輕微樓層（叫
VIP Floor）的病房已全
占滿，且等候名單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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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腦部永久的損壞。感謝主神蹟般的安排，讓她

她，鼓勵她起來走走。每到吃
晚飯時間，就把她從床上叫起
來，一起吃飯，且分給她我帶
去的晚餐。哎，不知她現在改
善了沒？求神憐憫保守。
女兒家裡雖有住家奶媽，但女

三個月之久，倘若住院，她必須住進病情較嚴重的

婿天天催她回家。十天後，女兒自己去要求醫生讓

樓層。當晚我們在急診室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

她出院，醫生看她的身體對藥物已適應了，勉強答

一位醫院的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來告訴我

應。當醫生一答應，女兒馬上感到頭痛，痛到止痛

女兒，那天早上，有一位病人將從 VIP Floor 出院，

藥都無效，並且吐了一地。她還是怕回加州，但我

我女兒可以馬上搬入，我馬上朝著天感謝耶穌，主

相信靠藥物的控制和詩篇 23 篇神的安慰，必能減

啊，謝謝你信實廣大。VIP Floor 的主治醫生又是

輕她的恐懼感。第二天，我拜託呈熙送我們去機場，

產後憂鬱症的專家，若不是神的安排，是不會這麼

如此我女兒就不敢不下車（非常感謝呈熙和淑平

巧的。但女兒害怕，不肯住院，接著，又有 3-4 位

夫婦在這段時間的幫助和支援）
。在候機時，她說

醫生輪流來勸她，我也答應她每天去醫院看她，女

她很冷，我給她加穿一件我的大外套，她還是全身

冰冷；我卻因心裡七上八下的直冒汗，擔心她不肯

回來的人（當時紐約市的疫情還沒有洛杉磯嚴重）
。

登上飛機。當飛機起飛

我們的神是活生生的神，是

時，我心裡大喊「哈利路

宇宙的真理，祂就是愛。當你

亞，讚美主！」

經歷過被祂的愛覆蓋，體會

Johns Hopkins 為她在

到祂那穿透身心，讓你全身

加州 UCLA 醫院的產後

感到溫馨平安，無法用言語

憂鬱症醫療輔導中心註

形容的愛後，世上一切的事，

冊，做跟進治療，孫子也必須帶去。因每週她還有

都顯得不那麼重要了。當你信靠祂，進入祂的安息

其他五個復健，母子倆由一週五天減到一週三天

時，再大的動蕩，我們也能承受。就如約伯，當他

的療程。假如塞車，需開車 45 分鐘才會到 UCLA

親眼看見神時，連他自己想問的疑題都被拋在腦

醫療輔導中心。我這個小孫子可真給外婆面子，在

後，只有讚美！只有感謝！又如所羅門王，雖然一

車上很少哭。主啊！感謝你，你知道我是無法忍受

生擁有智慧、名望、地位、財富，他在傳道書裡卻

嬰兒的哭聲的。經過二個月的輔導及在藥物控制

說，一切都是虛空、一切都是捕風，只有神能填滿

下，再加上一週五次的復健，女兒的身心大有改善。

我們心裡那權勢、地位、財富無法填滿的洞。

雖然女兒還有很長的恢復路程，但在這過程中，屢
屢經歷的神蹟，讓我深深體會到神的信實和主權，
祂是不誤事的神。在去年那幾個月中，祂一直在引
導我，淑平是祂派來的天使，在電話中 confirmed
我的一些想法。很多人擔心，腦血管剛破裂不久的
人，乘飛機在空氣壓力與在地面不同的高空，危險
性相當高。當我看她從洛杉磯飛到三藩市沒問題
時（過渡時期在兒子家待幾天）
，我更是決定帶她
回 DE。主啊，謝謝你的引領，要是沒回 DE，沒
接受 Johns Hopkins 的治療，女兒現在可能成為
精神病醫院的永久居民，並且無法好好地做復健。
當新冠肺炎疫情在洛杉磯最嚴重時，神保守我平
安地飛到女兒那裡；在 DE 封城之前，祂保守我平
安地飛回 DE。主啊，我深愛你，你是我最知心的
朋友。我要的單單是你，不是其他的好處。有你同
在，是人生最大的祝福。我也非常感謝陳敏惠姊
妹，在清晨五點鐘的送機；並冒著生命危險，在晚
上九點鐘接我這個從當時疫情最嚴重的洛杉磯飛

天堂和地獄是非常真實的！根據許多臨死被救回，
或已被醫生宣佈死亡後，再回生的人的見證：在他
們回生前，曾到過兩個極端不同的地方。有些人經
歷一處是被愛籠罩、非常暖心、燦爛光彩的地方，
同時能聽到上千首樂曲，不但不變成噪音，反而能
清楚的分辨每一首歌。有些人經歷到完全相反的
地方，處處烈火焚燒，痛苦無比但又燒不死；有些
人經歷被巨大人獸重複毆打虐待，是痛不欲生永
無止盡的地方。
福音的朋友們，在你現在還有選擇餘地的時候，不
要錯過這個能讓你得到永遠平安喜樂的機會。你
只要有像小孩子信靠父母的心，相信耶穌基督為
你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復活，為你在天家預備住
處，賜你永生。接受耶穌基督作你的主和救主吧，
將來在地上睡了，才能在燦爛、充滿喜樂的天堂裡
醒過來，享安息、敬拜神。
福音的朋友們，耶穌基督在等著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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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聚餐，飯後意猶未盡，再到我家繼續暢談，一起
去同組弟兄姊妹的度假屋滑雪，一起去郊外的
Lums Ponds 野餐做遊戲，一起去 DC 看櫻花。在
我懷孕的時候，組裡的幾個弟兄姊妹還每周來我

何穎

家為我禱告與我們交流。在學習聖經的同時，深深
感到主內彼此的愛。當時我想，做基督徒真是大大

雖然已經搬離特拉華幾個月了，得知 2021 年是主
恩堂成立四十週年，忍不住要投稿甘霖，與更多弟
兄姊妹們分享這些年所經歷的神的愛。

的有福啊！
後來我才知道，蜜月期過後的考驗期真的很煎熬。
2012 年我們的孩子出生，有脖頸歪斜的問題，需

我和先生一直是有神論者，但是不知道哪位是真

要常常去醫院理療。我坐月子期間把腰扭傷，嚴重

神。我們曾經去過很多不同派系的教會，由於各種

到根本不能正常起床。我的先生從孩子一個月開

原因都沒有信。2008 年底搬到特拉華的時候，我

始每天晚上起來餵孩子奶，睡眠嚴重不足，不久他

和先生心裡有感動，在網上找教會來到主恩堂。一

得了高血壓。再加上遇上了不舒服的人和事，這一

到主恩堂就被大家的熱情接待感動。接著參加週

系列的打擊讓我突然有崩潰的感覺。那段時間也

五團契，在跟大家一起查經禱告交流中，讓我們更

因為孩子要去醫院，很少去教會，除了幾個要好的

多的認識神，兩位牧師和長老非常關心我們，常常

姊妹之外，我們跟其他弟兄姊妹都疏遠了，甚至迴

和我們交談，來過家訪，為我們解答了不少疑問。

避。當時很沮喪，感覺不到愛。

經過一段時間，我們確認了這就是我們要找的神。
在 2009 年 8 月的同一主日，我和先生一起受洗
成為基督徒。

孩子的脖子在經過快一年的理療還不見很好效果，
我們聽從醫生的建議做了手術，手術也沒能完全
恢復，醫生說這種問題一般還需要再做第二次手

成為基督徒的前幾年，真是常常沐浴在神的愛中，

術。那時候我們真的很失望，身心很疲憊。好在我

一個弟兄笑言我們新受洗的基督徒是在蜜月期。

們倆都是基督徒，我們堅持每天一起禱告。我先生

雖然是在 2008/2009 經濟危機期間，很多公司都

也會在和我抱頭痛哭以後安慰我說，我們要相信

不雇用需要工作簽證的人，但是我居然能很順利

神會帶領。但那時我心裡是矛盾的，信心是軟弱的。

找到 UD 的工作，並且成為我們部門第一個、也
是唯一一個需要辦工作簽證的人。我們繼續積極
的參加週五團契，因為我們覺得這是系統學習聖
經的最好途徑。在教會中也開始學著服事，我們跟
著石長老和浣芳姊一起去 Salisbury 參加主日敬
拜、作見證。我還參加了三福班，跟著弟兄姊妹一
起去向慕道友講解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們當時所
在的家庭小組，大家不僅關係友好真誠，而且互動
很多。記得以前大家一起去同組弟兄姊妹開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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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
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
探過於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
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
得住。」
（林前 10:13）

就這樣，直到有一天我們決定去香港，因為我先生

都跟牧師聯繫了，就去看看吧，結果去的第一天就

的媽媽年紀大了，身體很不好，他一直很希望能夠

被這個小小的教會所吸引。

有機會回國幾年，可以常常去看望他媽媽。突然就
有個工作機會，我們幾乎沒怎麼考慮就決定去了。
走之前我們去見了孩子的醫生，告訴他我們可能
第二次手術需要推遲，因為我們要去香港。結果那
個醫生很驚喜的告訴我們，世界上做這種手術最
好的醫生就在香港，他還立刻給了我們那位香港

這個 50 多人的小教會，讓我看到神的愛是多麼的
深刻。他們租用的空間不大，唱詩歌卻是那麼的洪
亮。他們中間很多是年輕夫妻，連服事了七年的牧
師也不過三十多歲，很多人卻能夠在每天五點半
六點起來晨讀聖經。他們常常為教會租用的場地
租金能按時交足禱告，

醫生的名字和聯繫方式。當時
我們覺得很奇妙，驚喜之餘突
然意識到這可能就是神的安
排。到了香港，我們很快聯繫
上醫生，他已經退休了。但是
他把他的得意門生，香港骨科
協會會長推薦給我們。手術非
常的順利成功，孩子的脖子恢
復到了正常，把我們這幾年心
裡的焦慮和耽心一下子消除

「為此，即使現今你們必須暫時
在百般試煉中忍受痛苦，也要滿
懷喜樂。這樣，你們的信心經過
試驗便顯明是真實的，比那經過
火煉仍會壞掉的金子更加寶貴，
使你們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時得
到稱讚、榮耀和尊貴。」
（彼前 1:6-7 聖經當代譯本）

了。哈利路亞讚美主。

卻依然在一個公寓裡
辦了教會幼稚園，就
是想讓孩子們從小能
接受聖經的教導。好
些夫妻都是兩三個甚
至四個孩子，家庭條
件非常簡樸，卻讓我
從他們身上看到愛神
的人那種滿足和感恩。
他們中間有些弟兄姊
妹可能對聖經的一些

我的信心開始慢慢恢復，可是還是不夠。經過那段

內容還不夠完全理解，卻一點也不影響他們去街

時間的低谷，我對人性的虛偽醜惡感到厭惡，這也

頭發耶穌基督是救世主傳單那份愛主的熾熱。他

讓我在香港幾乎沒怎麼去教會。這樣在花花世界

們還常常會被有關部門監控甚至帶去問話，卻沒

的香港晃了一年多，我們全家又搬去了深圳。深圳

人膽怯，還互相用聖經話語彼此鼓勵。

是一個非常有愛的城市，我們都很喜歡。在香港和
深圳那段時間，主恩堂的弟兄姊妹們繼續鼓勵和
關心著我們，他們幫忙照看著我們的房子、車子，
甚至家用物品。有姊妹打電話跟我聊天，提醒我神
的恩典一直都在。每次回美國度假，大家一起聚會，
姊妹把房子留給我們住。這些肢體間的愛，讓我又
開始想念教會的生活，於是我開始在網上尋找教
會。很神奇的是，我本來想找一個離我家近的教會，
結果因為記錯我家附近地鐵名字，居然陰差陽錯
找了一個開車都要將近半小時的教會。我想既然

因為這群弟兄姊妹在逆境中表現出的喜樂，我開
始反思。我聯想到我這個北美的基督徒是多麼的
幸福，享受到那麼多信仰和物質的自由，以至於我
以前對於神的恩典的理解，就是一切順利。這樣如
溫室中花朵一般的信心，當然很容易被風雨給擊
敗。有了這樣的看見，我的信心開始在教會的學習
和弟兄姊妹的鼓勵中重新增加。我對神的愛有了
更深的理解，我更加感恩的去面對生活，神就這樣
繼續帶領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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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工作原因，有段時間跟先生兩地分居（他在北

我很開心。我為此深深的感謝神，雖然我打遊戲的

京，我在深圳），我迷上了打一款國內非常有名的

行為很不好，但是神仍然用我救贖祂的迷途羔羊。

遊戲，常常在網上組隊打到半夜甚至通宵。自己也
知道不對，還請教

「神救了我們，以
聖召召我們，不是
按我們的行為，乃
是按祂的旨意和恩
典。這恩典是萬古
之先，在基督耶穌
裡賜給我們的。」
（提後 1:9）

會師母姊妹們幫
我禱告，就是改不
了。現在回想起來，
神有祂的計劃。我
經常跟不同網友
打遊戲，一般都是
一邊打一邊聊天。
有一次的隊友是
一個青年人（比我
小 12 歲）。我們

聊天時，我突然說起自己是基督徒，然後他說他家
附近就有天主堂，我一聽就立刻開
始解釋什麼叫基督教。後來我們還
常一起打遊戲聊天，直到我搬回美
國，因為國內遊戲經常需要升級，
而我在美國用不了國內版本（人稱
國服），所以也就不再玩遊戲了。

要上小學的時候，我們準備回美國。先生因為工作
原因，想在中國多待幾年。而我因為在深圳沒有找
到合適的學校，先帶孩子回了美國。半年以後我們
都覺得這種方式對家庭不好，也不是神喜悅的，就
在商量著要不我再帶孩子去北京，或者他就回美
國。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能在暑假前找到工
作，他就辭職回美。因為去香港和深圳，我已經快
三年沒有上班了，當時一個人在美國帶孩子，在找
工作的時候，對於工作強度和交通時間挑三揀四
的，所以我對工作也沒有抱太大希望。結果春節一
過，我就得到一家銀行的工作面試，很快得到錄用
的答覆，就等著最後一些書面手續的完成。我和先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
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
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
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賽 41:10）

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說想去教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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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神繼續讓我看到祂的奇妙安排。在孩子開始

生都覺得這是神的旨
意要他回美國，他立刻
去跟公司辭職，因為工
作交接需要時間，所以
要到暑假他才能回來。
這時，很戲劇化的事情
又一次發生了。那個銀

他人在安徽，我立刻請深圳教會的牧師幫他介紹

行因為經濟問題，所有不重要的職位都停止招人

當地的教會。他開始去查經，很快他就信主了。接

了，我那個職位在等了快三個月以後也沒了。當我

下來不到一年時間發生的事情，可以用不可思議

把這件事情氣急敗壞的講給我先生聽的時候，他

來形容。因為他做銷售工作，經常不能避免得說些

居然笑著告訴我，這就是神的旨意，神要讓我們一

不誠實的話，不符合基督徒的原則，他居然辭職了，

家人在美國而不是在中國團聚。就這樣，我繼續沒

然後告訴我他找了個教會姊妹開的公司，準備去

有工作，而我先生在暑假回到了美國。而在這個過

上班。再後來，他告訴我他去深圳了，居然就在我

程中，神再次讓我看到，那個銀行工作不適合我。

以前所在的深圳教會一個姊妹開的小公司上班。

在我工作機會沒有以後，我有個好朋友身體抱恙，

現在他已經是教會一個小組的組長，在他的朋友

需要常去看醫生，我剛好有時間可以陪著她一起

圈看他分享團契活動照片，看到以前認識的一些

去看醫生做檢查。神讓我先生回美國，但是不是在

弟兄姊妹和這個我從沒親自見過面的網友弟兄，

特拉華，而是去了別的州，我們需要搬家。就這

樣，我們在年底搬家了。我在搬家不到一個月
時間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交通堵塞很嚴重的
大城市郊區，我的新公司離我家不到二十分鐘
車程。每每想起這些事情，我就忍不住大聲讚

徐秀蓉

美神長闊高深的信實和恩典。
回首信主這十幾年，如果沒有經歷過低谷，我
可能還是那個溫室裡的花朵，信心靠順境。如
今，我已經從這些年的經歷中得著神所賜予的
平安。因為我深信在我們經歷困難的時候，神
一直在看顧。神帶領我們去香港醫治好我的孩
子，指引我去深圳找回我跌倒的信心，甚至我
打遊戲祂也在使用我找回丟失的羔羊，讓我再
一次感受到帶人信主的喜樂。感謝主恩堂讓我
們認識神，成為神的兒女。感謝我們的弟兄姊
妹們給我們的愛和關懷，最重要的是感謝神對
我們的愛。在我們信心軟弱抱怨的時候，神一
直陪我們走過生活的高山低谷，為我們安排更
好的遇見，讓今天我和先生更信心滿滿的繼續
跟隨主。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處在順境，
那麼請你喜樂地感謝主恩；如果你現在處在逆
境，請你仍然保持信心，因為神都知道，神都
有安排。

6 月 14 日早上醒來時，就感覺渾身有說不出的難
受！想起床時，意外發現自己不能站立，由先生幫
忙，勉強扶著上了廁所。之後我本能地站起來準備
去刷牙，不到兩三秒鐘又再次倒下。不知所措中，
先生再次把我扶到床上，靠著床頭，說可能是餓了
的原因，就急急忙忙下樓，沖了一大杯蜂蜜水，又
拿了一根香蕉，端上樓來叫我喝，讓我吃。而我卻
沒反應，先生不斷地說，快吃呀，快喝呀，情急之
中就開始給我餵水餵香蕉。我自己努力去吃喝，卻
看見大部分水又都從嘴裏流了出來，才意識到自
己不對勁了！先生又試著拉我，想讓我自己坐起
來，我卻是不能，渾身軟得像麵條一樣。緊急中，
先生給大兒子和大女兒打了電話，讓他們倆迅速
從費城趕回來。兒子在回家的路上打了 911。
樓梯上傳來咚咚的聲音，小女兒拄著拐杖（她的右
腳在兩個多星期前的 5 月 27 號做了手術，剛剛可
以自己拄著雙拐走動），一面問著媽媽妳怎麼了，
一面從樓下一步步艱難地爬上樓來。看到我如此
虛弱的樣子，她坐在床頭邊開始小聲的啜泣起來。
不久，兒子和大女兒都回到家裡，直奔臥房，兒子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
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前 5:16-18）

撲倒在我懷裡，一聲聲喊著「媽媽我們回來了」，
我們相擁而哭泣，大女兒在一旁不斷地帶著哭腔，
詢問我的病情......在我病危中，上帝終於把這個家
帶到一起！
急救人員很快來到家裡，為我做了心肺、呼吸、脈
搏檢查，沒發現任何異常。同時我們覺得還可以自
己去醫院，就讓他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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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讓小女兒放了一首《房角石》詩歌，唱完歌，禱

移到另一個病床上，卻發現我完全做不到這些時，

告完之後，大家一致決定應該把我儘快送到

就在我的身體下鋪上一個四角帶孔的單子，然後

Christianacare Hospital 急診室。兒子把我從樓上

從天花板上下放一個帶網套的鉤子，把我整個人

背到樓下，又從樓下抱到車子裡。路上，我發現自

吊起來，然後再放到另一個床上。以後做各樣 CT，

己的頭完全不能自己保持立起，牙齒也開始不能

MRI 掃描檢查時都這樣，每次把我吊起來，就像

自控地打起架來，兒子就讓我靠著他的肩膀，同時

被打撈上的一條大魚！我從內心深處，感謝醫護

還不斷的說著「媽媽我愛你！」看著氣喘吁吁，渾

人員想出各種辦法幫助我，也深深感覺到自己的

身汗濕透了衣服的兒子，我的心不再哭泣！

完全無能...... 「主，你是我的房角石，我的盾牌，

在匆忙中我們忘記了帶醫保卡，門口的接待人員
說，不用擔心，只需要病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就可

吃喝拉撒，護士全都打包了，醫護人員像眾天使一

以進入。（感歎：住在美國是上帝賜給我們的美好

樣圍繞著我

禮 物 ！ Living in America is a great gift from
God！）當被問及什麼原因，發生什麼事情，要求
進急診室時，我兒子說是“menopause”（更年期綜
合症）
，我先生說是“insomnia”（失眠）
，“She could
not stand”（她站不起來了）。等了不到一個小時，
大約早上 10 點多，我就被送到急救室，當班的各
種醫生不斷地來詢問病情，雖然身體非常虛弱無
力，講話也非常吃力，但感謝神，祂自始自終使我

喝水，連杯子也端不起來，身體上的排泄物，也需
要護士幫忙。飯菜、麵包都需要切成小小塊，每吃
一口飯，就要用全身的力氣。我因此而流許多汗，
不斷濕透衣服和床單，需要護士不時地、來回地換。
窘迫中，我表示歉意，護士卻說：「我們的工作就
是來幫助你的，每個人都有自己身不由己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為此羞愧。」

的頭腦清楚，能應對醫生護士的各種詢問。經過

在我自己完全不能自理，更不知道自己身體到底

Covid-19 的檢測，第二天的淩晨 2 點多，我被轉

出了什麼問題的時候，內科主任醫生請來多方頂

移到住院部。由於疫情期間不允許家屬陪床和探

級醫生多次會診，做各樣檢查，極力找出病因。他

視，臨走離別的時候，先生十分地不捨和擔憂，因

們每天早晚都來告訴我好消息，說做過的各種檢

為他發現護士醫生都非常忙，並且意識到，我平時

查都是正常的！他們講話都非常地溫和謹慎，沒

輕易能做到的吃喝拉撒都不能自己做了，丟下我

有讓我感到一絲絲的恐懼。

該咋辦呢？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來，我的幫助從造
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雖然醫生還搞不清楚我為什麼肌肉無力，但很快
地，我 手腕 上 就 戴 上 "Fall Risk" 的腕帶（wrist
band）。當我被轉到樓上病房，護士試著讓我自
己移動身體或稍稍側身，想要把我從一個病床轉

56

我唯一的依靠！」

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必歡呼喜樂

的尿是多少，她們有一
次找不到量杯，兩護士

第二天，6 月 15 日早上，由於長時

猜有多少，一個說是

間平躺在床上，壓力使本來就痛的小

250 毫升，另一個講

腦和背部，更是達到一個不能忍受的

300 毫升，最後找到量

地步。止痛藥已經吃到不能吃的劑

杯，竟然有 350 毫升，

量，左手因為長時間打點滴的緣故，

她們為我一下能自己

針頭處瘀血青腫得不能動一點點。我

排出這麼多，開心不已！

很想試著側起身來，以減輕對背部的
壓力，結果花了好長時間，試了好幾次都不行。眼

夜裡，換上另外一個護士值班，主動提出在我背上

淚在這個時候像斷了線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

可以放熱水墊，還可以調溫度，這樣背部的疼痛一

流......不能控制的哭聲把一位年紀 75 歲的老護士

下減輕好多！當天晚上，我開始數開心的事情，數

帶到我的床前。她撫摸著我，詢問中講起她的故事，

著數著，就越數越多起來。神安慰了我，又轉過來

她雙膝蓋做了手術，在家休息了六個月，剛剛回來

安慰我的家人，神的憐憫和恩典是人無法測度的，

上班。她感謝讚美上帝的神情深深打動著我，我說

遠遠大過我所求所想！

你這麼大年紀應該可以退休了呀，她告訴我，她非
常喜歡她的工作，能幫助病人是她的快樂！交談
中，眼淚在不知不覺中止住了。
下午，兩位理療醫生來看我，做完檢查後，其中一
位醫生特意留下來對我講了許多安慰鼓勵的話，
還交待我數數開心的事情。他讓我不要吃以前幫
助睡眠的藥了，可以試著自
己睡覺。我當時心想，一下完
全停掉，這一步邁得太大了
吧？中間是否應該有個小橋
樑過度一下？後來，出院回
到家，才知道每天晚上默想
神的話語，成了這道小橋樑。
那天晚上，小護士還主動來
幫我把手機充上電，連上網，終

第三天，6 月 16 日清晨，一位墊著腳走路、哼著
小曲的小護士，蹦跳著來到我的身邊。聊天中，知
道她來醫院工作只有三個月，還在一邊工作一邊
讀書哩！聖靈藉著她將喜樂從上澆灌下來......
傍晚，神經科醫生來檢查我身體疼痛的地方，為了
搞清楚我的病因，他決定給我頭部和頸部做 MRI
的檢查。當晚上 10 點多，戴上
耳機及黑色的眼罩後，我躺著
被一群邊說邊笑的護理人員送
入狹窄的檢測道裡。除了聽到
一些哐當哐當的敲擊聲外，大
部分是非常喜慶、敲鑼打鼓的
聲音，我心格外地平靜。朦朧中，
在黑暗裡，看到一顆明亮的晨
星，和要倒塌的耶利哥城牆，兩幅

於和先生及孩子們聯繫上，剛剛擦乾眼淚的我，不

圖像呈現在我眼前！「主說，我在這裡，正在為你

知道從何而來的智慧和力氣，安慰起家人，還竟然

爭戰，請等候神！」檢查完，被送回病房，竟然呼

給他們講起笑話來：通常護士每次要量我排出去

呼大睡了幾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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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6 月 17 日早上，那個理療醫生又來到病

拉回來？在寫作的過程中，每當回顧剛剛走過的，

房，陪我在病房周圍走了兩圈，確定我能用 Walker

歷歷在目的場景，我會被神的愛感動流淚，同時也

自己走路，上下床都沒問題。交談中才知道，他本

深刻認識到自己是何等的軟弱、無知，和自以為是。

來不是在急診室工作的，因為疫情的緣故，主動要
求來這邊幫忙。這天下午，主任醫生來通知，告訴
我能出院了，並且說，看到我現在身體的變化，他
自己非常受鼓舞，還安排出院後需要跟進醫療的
事項。在這疫情特別的時期，出院後的安排為以後
進一步恢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從被抱著進入醫院，到

在你愛的懷抱中，我願意降服，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
永遠在你懷抱中，你是我的主。
感謝神，叫我在完全無助中，經歷祂，認識祂，信
心就再一次被堅立！

自己扶著 walker 從醫院

我要頌揚那造我們的主，

走出來，三天三夜，至少

因為萬事祂都看見

有十多位醫生來看過

我要頌揚頌揚那造眼睛的主，

我，多少個護士來照顧

因為萬事祂都看見，

過我，都數不清了。教會

我要頌揚頌揚那造耳朵的主，

弟兄姊妹們持續、迫切

因為萬事祂都聽見，

的禱告；醫生、護士白天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晚上日夜不停的照顧，

一切祂都知道，祂都明瞭，

如天使般圍繞著我。出院後，弟兄姊妹們除了繼續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的禱告支援之外，還送來美味可口的飯菜，以及自

一切祂都知道，祂都明瞭！

己辛苦種的，選摘下最好的菜，送給我們......我何
等人也，竟然享受如此的待遇！

這首歌非常地熟悉，卻好久沒唱了，有一天正在冰
箱裡拿東西的我，腦海裡突然冒出這些歌詞和旋

比起教會弟兄姊妹們更加嚴重的病痛，我這三天

律來。在今年初，小女右腳的手術，就約定在 6 月

在醫院的經歷雖然算不了什麼，但心裡有感動要

12 日。五月中，醫院主動打電話來找我們，把她

把它寫下來。一方面是為了見證我們所信的神何

的手術時間提前到 5 月 28 日。如果按照原定的 6

等真實，另一方面是刻意提醒自己，不要在安逸中

月 12 日，我 14 日意外進入醫院急診的話，會是

忘記神的國度和旨意，也不要在以後肉身漸漸衰

怎樣的情景！真不敢相信，原來，神早知道將要發

敗的日子裡，失去戰勝病魔的勇氣和對神持守到

生的事情，而且祂做事，真不誤時！！

底的信心及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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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我願意降服，我願意降服，

讓我們的心一起仰望那掌管一切，知道一切，坐

誰曾想到，因為更年期綜合症及失眠，就會造成生

著為王的主！在暴風雨中，「我們有這指望，如

命的危險？當死神悄然降臨，我卻全然不知時，當

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

醫生迷惑不知我的病因時，是誰把我從死亡線上

（來 6:19）阿們！

還記得 2020 年 2 月 6 日那天早上，像往

喝。抿著乾乾的嘴唇，挺著咕咕叫的肚子，

常一樣，我匆匆忙忙地一邊吃早餐，一邊

打開電腦，一邊聽著傳道的聲音，一邊把

把早上做好的飯菜放在飯盒中。當我拾起

聽到的，一個字一個字地敲打下來。

差點被遺忘的工卡時，突然間，四年前的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饒恕呢，因為公義

畫面不知為何非常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腦海

的緣故，什麼意思呢，因為我欠上帝的太

中，那是韓國經理因小組不再續我的合同，

多了，我沒有資格去跟其他欠我的人追討，

陪我走到公司門口收走了我的工卡的畫

再想一下，因為我們欠上帝的太多了，我

面。沒有多想，一個油門直踩到辦公室。

沒有資格去跟其他欠我們的人追討，因為

屁股還沒坐熱，兩位經理走到我身旁，把

上帝按著祂貴重的恩典憐憫了我，當我向

我帶進了小會議室，說我被公司開除了，

另外一個人追討的時候，我就等於把上帝

還有 45 天在公司內部找工作的機會。如

貴重的憐憫當作是垃圾丟到了湖裡去.....」

有需要可找他做推薦，但我現在必須就要

不知為何，這竟成為我那時唯一的安慰。

離開。大經理陪我回到座位，讓我把重要
的東西帶走，看著習以為常的檯面，卻霎
時間不知該帶走什麼。經理把耳機取下來
放到我手中，說這是我的，如果事後想起

正樹

好想永遠停留在那刻不願離開，確切地說
不想面對困難重重的明天。晚上躺在床上，
突然一個問句打在我的腦袋裡，我怎麼這

還有什麼的話，給他打電話。這句話彷彿也在暗示

麼確定我就有明天呢？我說不想面對明天，明天

著早點離開吧，否則大家看著都挺尷尬的。是的，

也不一定會來呀。每天能醒來都是恩典，都不掌握

抬頭不小心掃到大家眼光悄悄地投向我。像四年

在我手裡。如果明天還是如期到來，神若再讓我醒

前一樣，經理陪我走到門口，這回他沒有收我的工

來的話，我就要好好面對那天我該面對的困難。同

卡，而是讓我留著未來 45 天面試時候用。最後的

樣地話語激勵著我，每天起來面對我所不想面對

道謝告別時，眼淚還是不爭氣地跑了出來。

的事情。

也不知道怎樣地鼻涕眼淚伴隨著回到家，一到家

接下來的日子，每天都是跪著禱告開啟新的一天，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傻傻地待著。怎麼辦？我將失

因為實在無力馬上進入解決問題的狀態。禱告時

去的不僅僅是工作，還有我的合法居留身份，好不

大部分時間話都說不出來，就是靜靜地坐在那裡，

容易拿到的工簽（工作簽證）啊，怎麼又要面臨身

向神敞開心中各種害怕，不願面對但又必須做的

份的折磨呢？如果 45 天內找不到工作的話，我的

各樣事情，和各種不願發生但很有可能會發生的

工簽就要進入 60 天的倒數。在這之前要麼找到工

最壞情況。只要我能欣然接受別人的拒絕，我就能

作，要麼再次回到學校，要麼就必須出境。向身邊

大膽投簡歷。慢慢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打開電腦修

的弟兄姊妹尋求幫助後，各種電話訊息不斷地響

改 簡 歷 ， 投 遞 申 請 ， 在 LinkedIn, Indeed,

起，但我後來卻無力一一接起或回應。突然想起有

Glassdoor, Monster 各大網站中找工作機會。也

個聽寫講道信息的任務馬上就要截稿了，我唯一

感謝一路下來，有弟兄姊妹的禱告、扶持與工作機

想做的就是把任務完成，連飯都不想吃，水也不想

會的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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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月後，離 45 天有效時間不到 10 天的時候，

又回到黑暗中，雙膝落地，心中徘徊，等候新的光

迎來了許多面試機會。3 月 13 日那週五，我竟然

源，尋找新的一扇門。一邊繼續投遞簡歷，一邊渴

一次收到了五個面試的機會，從早上 9 點半一直

望美國疫情能早日控制下來，也許被凍結的 offer

面試到下午 5 點，與五個不同面試官，面試三個

會再次回到我面前。可是現實情況是感染人數只

不同公司的職位。那天我心裡不時哼著「我要向高

增不減，還超越了國內成為世界感染最多的國家。

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

工作找尋的情況，之前收到多少面試，現在就有多

耶和華而來」，以舒緩我緊張的情緒。

少拒信，連之前沒回復的公司也陸陸續續送來拒

3 月 19 日在離工簽 60 天開始倒數不到四天的時
間，我終於等來了 HR 的喜訊，問我是否願意接
受新的工作搬到 Brooklyn。當然！！當我向 HR
爭取能否在四天內把 offer 做出來，郵件剛發出去
沒多久，新冠狀病毒疫情在美國開始爆發，手機電
視各大媒體滿滿都是被感染人數激增的實事報導。
也因為這疫情，HR 隔天回復說 offer 被凍結了，
就是一種不拒絕也不接受就懸掛在那的狀態。之
前所有 面試或 內部
推薦的機會，也因著
疫情爆 發全部 紛紛
撤銷，昨天還清清楚
楚看到 的職位 就在
一天不 到的時 間內
一一下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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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這時曾經面臨過失業同時又有身份困擾的姊妹，
紛紛給我電話來鼓勵我。每次通話都是 2-3 個小
時以上。聽著她們雲彩般的見證，神如何在她們身
份快要截止前一天，讓她們找到新的工作，我相信
神也會同樣地帶領我走出困境。每天繼續用經文、
禱告和見證，來安慰那像坐過山車一般起起伏伏
的心情。經過又一個多半月的煎熬，因為弟兄姊妹
的推薦，我在 4 月 15
日終於收到這段時間
內唯一一次面試的機
會，眼看我的工簽也將
要在 5 月 22 日截止，
心情也越發著急起來，
多麼希望可以趕緊拿

我就像 處在黑 暗的

下這個面試，因為面試

環境裡，突然有一扇

通過後工作身份的轉

門打開了，我就快跑

移操作也需要時間。以

衝上去，快要來到門

往面試一般都集中在

口，門就關了。另外一處又有一扇門開了，我又快

一天，但這次面試卻偏偏在我趕時間的時候來拉

步往門衝去，快要到達門口的時候門又關了。來來

長線。三輪面試，每週一次。過了一輪才有下一輪。

回回好幾回，心裡想著下一回我一定要快手抓住

第一輪有驚無險地通過了，4 月 22 日迎來第二輪，

門的把柄，但門又開的時候，還是無法在門關前抓

面試雖然不是很理想，但心裡總覺得還是有機會

住把柄。而這次，我錯過的不僅僅是我眼前這扇門，

的。從時間來看，這也許就是神要帶我走出困境的

這扇門關的時候還伴隨著其他門一起關上的聲音。

時候了，在身份截止前帶我走出困境。

內心平靜還沒有幾天，一早起來打開郵件就收到

竟然是黑暗中那唯一一扇開了後沒關上的門。我

了拒信。那天我彷彿一下又跌入了谷底，我真的不

不情願地拖著自己的腳步慢慢、慢慢地走到門前，

知道怎麼辦。神啊，你不是要在這個時候帶我走出

希望它在我慢悠悠地回應中能關上，但它卻沒有。

困境嗎？如果不是這家，還有哪家公司可以呢？

來到門前，依舊敞開著，不情願地把一隻腳踏入門

經過又一輪以淚洗臉，雖然非常不情願，但我還是

內，又馬上收回來。直到時間的壓力彷彿一股力量

說服自己開始準備申請學校的材料（這將會是第

把我推入門內後，回頭才明白，也許就像牧師提到

四個研究生學位），或者辦理旅遊簽證的打算。當

的那樣，同樣的地方，環境沒變，人沒變，困難挑

我已經坦然接受轉身份這個選項的時候，第二天

戰也沒變，但我的心改變了。從前我還沒認識主，

同一職位的經理問我是否想要進行第三輪面試，

但如今我是新造的人了。也許在哪裡失敗，就要在

我心裡納悶，昨天不是才拒絕我嗎？馬上搖頭打

哪裡站起來。今天正好是回去最初老闆的第二個

消這念頭，因為現在沒時間疑問了，迅速地給經理

月，雖然情況沒有很好，工資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二

回復「當然！！」
定下第三輪面試時間 4 月 30 日。

有多，轉工簽也還沒有消息，還有可能會遭拒。但

第三輪面試出奇般地順利，看著各方面都向著我

不知道為什麼，我竟然開始喜歡我曾想要逃的地

的時候，是這個時候了，等候耶和華的，必如鷹展

方。如今我的困境雖然還沒走出來，但我明白未來

翅上騰。神啊，我來了，我準備好等你帶我走出困

不在我手裡，而是在神的手中，我只能走好眼前每

境。

一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

雖然我不願再提「但」字了，但事實就是又一個峰

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 6:34）

迴路轉。因為疫情緣故，移民局取消了加速辦理，

一路走來，無論是往前，往後，往左，往右，往上，

轉工簽需要 3-6 個月且時間不定，小組決定不考

往下看，到現在我仍舊看不清看不懂看不明我走

慮我了。儘管我努力向經理爭取，因為 H-1B 工簽

的是什麼路，但這回真的明白，一定不是我想像的

有相關法規，只要移民局收到工簽轉移的申請我

那樣，但願我不再用我的想法限制神的作為。「天

就可以馬上工作，但經理最終還是回絕，讓我等收

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

HR 的拒信。神啊，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呢？如果你

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 55:9）

不給我，就不要給我希望。為什麼一次又一次地給
我希望，然後又把希望帶走，門開了又關，開了又
關，開了又關......同樣地，哭喊後依舊是沉默，我
仍然聽不到回應。
還剩兩週不到的時間，一位姊妹無意地提到我來
美國第一個老闆的公司。曾經是我最想離開的地
方，每次想到心都會疼的經歷，無數的懊悔，傷心，
眼淚，挫敗，恐懼，痛恨，掙扎，妒忌，爭吵，壓
抑，憤怒，著急，委屈......打死都不想回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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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絕望走向盼望：
我和妞妞的故事
饒嬈
妞妞四歲半了，她紅嘟嘟的臉蛋，漂亮的大眼睛，

第一次手術結果沒有發現腸梗阻，刀口倒是很快

跟著哥哥一起唱歌、玩耍，作為母親，有說不出的

就癒合了（一周左右）。可是手術後孩子依然不能

喜樂與滿足。醫生說她的生命也許不會像其他孩

吸奶，全靠胃管給食。在半個月左右時，肚子突然

子那樣綻放，但在母親的眼裡，她的生命卻充滿了

變大，經過各種檢查，在 2016 年 3 月 24 日又做

活力，在主愛的環繞中茁壯成長。然而，妞妞成長

了第二次手術，結果灌水是能通過的，醫生就懷疑

的每一個階段，都是浸著眼淚與期盼，完全是主恩

是偽性腸梗阻，意思是沒有真正的堵塞，但是蠕動

典的見證。回顧過去的四年半，有一節經文常常給

速度很慢很慢，就這樣一直在腸道外餵養（深靜脈

我們一家帶來鼓勵：「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

營養液注射）。直到 2017 年 3 月份，妞妞 1 歲多

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

時做了一次腸鏡，驚奇的發現小腸部分實在是有

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

狹窄的地方，連微型鏡都通不過。2017 年 5 月 4

的心懷意念。」（腓 4:6）

日，第三次手術又一次發生在妞妞身上，目的是測

帶著爸爸、媽媽、還有哥哥的美好希望，妞妞降生
了。可是妞妞總是吐奶，醫生認為她是腸梗堵，而
且要手術！天哪，出生只有三天的孩子要承受那
麼大的痛苦，孩子哭，全家也在哭…

試小腸部分能否正常工作，結果成功了，這也是妞
妞最難受的一段時光，小腸外接（人造肛門），好
在小腸能完成 60%的營養吸收。
在妞妞出生前，我常來教會，雖然對神沒有真正的
認知，但是我知道神很愛我一家。妞妞兩歲那年，
我聽了《遊子吟》作者馮秉誠的佈道，讓我在三維
的空間去認識和想像神，我豁然開朗，我們的神是
明明可以知曉的，我能做的就是承認自己是罪人，
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主。信主之後，我知道所有的重
擔因有天父的看顧，不需要自己一個人承擔，儘管
妞妞的病情依然不穩定，但是我心裡有了盼望。在
妞妞手術期間，常常有弟兄姊妹、牧師來關懷、探
訪我們，這都是神的恩典！
2018 年 1 月 11 日，我們充滿期待，妞妞接受了
第四次手術，目的是將小腸與大腸對接，同時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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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狹窄的小腸部分，幸運的又一次成功了，甚
至在同年 3 月 9 日拔掉了兩年多來使用的營
養輸液管！就在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時候，磨難

馬非幻

再一次打擊我可憐的妞兒，就在 2018 年 4 月
25 日醫生發現上次小腸與大腸連接處，長了
很多息肉，於是他們又給妞妞作了第五次的手
術。做完這次手術后，就一直沒能使用腸道餵
養，到現在仍然靠營養液管。好在神的保守，
她性格開朗活潑，每天都開開心心，快快樂樂。
感謝神拯救了我們，讓我們有平安喜樂及永恆
的盼望！
有一首歌我常愛唱：「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
助從何而來，是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在
我人生最痛苦的時候，每一天就靠著仰望和敬
畏耶和華，感謝和讚美主！妞妞第五次手術住
院時間特別長，妞妞的臉也小了一圈。這段時
間，我常哼《因祂活著》，因為我知道誰掌管
明天。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2020 年 2 月突發
了一場意想不到的急症，住進了醫院，經歷了生平
第一次漫長 15 天的住院，頭髮從黑變白，體重減
輕了 15 磅，腰圍和臉部小了一圈，背也彎了一截。
外型上有了重大的改變，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已
進入了古稀之年，從駿馬變老馬，從馬哥變成馬
爺爺！
2 月 3 日星期一，照例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們一起，
有說有笑、快樂的在 Christiana Mall 走路、午餐，
然後再到 Costco 買菜。正當開車時，突然感覺到
腹部靠近胃的地方，一陣無法忍受的劇痛，全身冒
冷汗，我勉強撐著把車開到了 Costco，這時已經
是天旋地轉，腹痛加劇，腹瀉後更加劇痛，幾乎昏
厥。於是迎捷立刻開車把我送到了醫院，在急診室

每當女兒生病住院，我非常的軟弱，在我迷茫、

裡漫長七個小時的等候，經過各種檢查，終於診斷

絕望、無助的時候，神總是給我們打開一條出

出是膽結石引發的急性胰臟炎（當時我的胰臟脂

路，讓我們能夠來到你面前得到安慰和改變，

肪酶高達 5200 U/L，一般正常指數~35 U/L），難

讓我們能聽到你的聲音比蜜還甘甜。感謝主！

怪痛得無法忍受。感謝神！他們立刻為我注射強

感謝呂牧師、師母以及良善小組的弟兄姊妹、

力嗎啡止痛，並在六樓產婦部門找到一個空床位

還有很多很多教會的弟兄姊妹的扶持與幫助，

（別誤會，由於產婦不多，目前一部份產婦病房暫

讓我們從困境中走出來。在此並不是說有神就

改為一般病房），讓我可以立即住院，做進一步的

不會有難處，而是在發生的每件事中，都會有

觀察和治療，這樣就開始了我 15 天住院的日子。

神的許可和美意。我的人生經歷中最美的祝福
就是認識了主耶穌，跟著祂一起走十字架的道
路，直到永永遠遠。神常常用你的愛和恩典來
遮蓋我們，用最好的祝福來充滿我們，使我們
常常能夠過一個得勝的生活，成為榮耀神的見
證。

因為胰臟發炎作祟，連帶併發了其他器官的問題，
肺部栓塞引起了呼吸缺氧、心律不整、血壓上升...。
動員了各專科的醫生來會診，更換過五次病房，其
中五天還被送到加護病房急診，身上插滿了各種
輸液針管，通上血壓心電器，抽體液的胃管及氧氣
管，兩隻小腿還套上防止血栓水腫的按摩裝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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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情況真像是被捆綁要送上刑場的犯人。幸虧

我感恩，由於我以前沒有生過什麼大病，所以從來

那時我是迷糊的，否則我會不忍心讓迎捷看到我

也沒有徹底的作過全身檢查，但這一次藉著生病，

這不堪一擊的弱者模樣。

全身徹徹底底的檢查了一遍，還帶回了一本 150

在住院的兩個星期中，不准喝一滴水，也不能吃任

頁的詳細醫療報告。

何食物，只靠著點滴來維持生命，我虛弱的不堪一

我感恩，教會牧長弟兄姊妹的愛心關懷及恆心禱

擊！心裡不住的禱告呼求神，「耶和華啊，求你可

告，讓我心裡平穩安靜。

憐我，因為我軟弱。耶和華啊，求你醫治我，因為
我的骨頭發顫。」又想到詩篇 17:8 說，「求你保
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

我感恩，孫渝珠姊、二姊及姊夫在急診室長時間的
陪伴。

蔭下...」「我有許多的罪，求你赦免我，不要離棄

我感恩，迎捷當醫生的大姊提醒我們該問醫生的

我，求你讓我能夠活著出院，因為我還有許多事沒

問題，二姊每一天帶著餐點來醫院從早到晚的陪

有和家裡人交代，萬一有什麼事發生，求你來幫

伴，使我放心不少。

助。」每次默禱後，我心裡就安定許多，不再胡
思亂想。

我感恩，女兒、兒
子放下工作、家

住院期間，教會弟兄姊妹的代禱和親人關懷是我

庭，從外州趕來

精神的一大支柱。記得牧師和師母在病床前引用

探望，使我心裡

了詩篇 121 篇的經文為我禱告，
「我要向山舉目。

得安慰。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

最後，要感謝神

而來。衪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
蔭庇你。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衪要保護你
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
到永遠。」我們的神真是隨時隨地看顧保護的神。
經過大家同心的禱告和醫院細心的醫治護理，我

賜給我賢慧的妻
子迎捷，用愛心
及耐心，挑起照
顧我的重擔。
許多事明天將臨
到，許多事難以

終於出院，身體也逐漸康復。

明瞭，但我知主

這一次的經歷，有許多方面，都要感謝神！

要領我向前。

我感恩，我發病的時間是在疫情蔓延之前，如果
是發生晚一點的話，醫院的治療就沒有那麼方
便、順利、安全了。

掌管明天，衪必

哈利路亞！一切
感謝讚美都歸給
我的主、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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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炎嫺
去年兒子離家上大學之後，居家日子悠閒許多。經

深深感動！家中，先生工作之餘還要調理我的三

師母建議，先生和我每天抽出時間一起禱告。於是

餐，兒子隨叫隨到側侍。只有當我在身體軟弱，無

我們每晚一同禱告，自家人、小組、教會、社區、

力承擔任何事情時，才能謙卑下來安靜思想，省察

國家……，有時也選一首詩篇誦讀。這段時間，日

自己過往隱而未現的驕傲，認為先生和小孩不能

子過得既感恩又喜樂！然而這世界並非就將如此

沒有我，且很多事「必須」、「一定」要我親力親

平靜安穩，令人躁動、不安，恐懼的日子，悄然來

為，對小組也是如此。為此，我來到神面前承認自

到！新冠疫情自武漢爆發，逐步漫延全世界，帶來

己的罪，求主赦免我的過犯，除去我的罪惡。藉着

前所未有的劇烈震盪和巨大變化！剛開始覺得瘟

這次疾病，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

疫離我們遙遠，但最終來到我們當中，且大大的影

我感謝主的教導，也體會到弟兄姊妺互為肢體的

響了我們的生活！

愛！主將我們放置在組長的位置，無非要磨練、得

今年 3 月 19 日，兒子的學校因疫情關閉，我們南
下接他回家，也立即將他做隔離處置。之後，我開
始咳嗽，猜想只是犯了季節性過敏罷了。然而一段
時間之後，不但咳嗽持續，也開始感覺身體發冷，
有時甚至覺得連講話的力氣都沒有，不過並沒有
發燒、喉嚨痛與呼吸急促等其他常見的新冠病毒
症狀。經過兩次電話診斷及藥物治療未見改善後，
在醫生的指示下，於五月初做 Covid test、X-ray
和血液抽檢，報告全數正常，沒有感染。雖然沒有
確切診斷出致病的原因，然而感謝主的保守看顧，
在這段期間，吃了兩回抗生素及類固醇，使用過敏
藥劑，也配合中醫針灸和中藥治療，於 7、8 月中，
病情慢慢好轉，體力也慢慢恢復。

着我這個人，磨去我的稜角：多年來常有做錯事、
說錯話，對年輕家庭多有照顧不周，傳福音不得時
且不得體……等林林總總，盼能得弟兄姊妹的包
容諒解。
回想過去，先生和我在 2001 年 6 月任小組長至
今，日子點點滴滴的過去，神的恩典卻源源不停的
流淌。仁爱小組的弟兄姊妹，在主裡相伴、互相扶
持，靈裡一同成長；為福音的緣故，共同奔走天路，
也彼此見證生命的成長，相互激勵，如同家人。這
次生病讓我感觸尤深，與其説我們是小組長，倒不
如説是被小組所關愛的家人。組裡目前有 4 位「成
公」人士：大本長老、謝永成、湯秉文和秦篤捷弟
兄，他們時常幫助年輕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不僅
是我們屬靈的長輩，也是我們的模範和導師。箴言

在這段難熬的時期，教會牧長、秘書、弟兄姊妹和

16:31 說：「白髮是榮耀的冠冕，在公義的道上，

小組成員不斷為我代禱、藉經文鼓勵、燉補食

必能得着」、父親是兒女的榮耀」，為小組裡有他

物……加油打氣，有如至親家人一般。這份愛令我

們而感謝神！盼望我們未來還要一同得神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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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手一起走向恩典之路，如詩篇 65:11 所説的：

要盡力傳福音高舉釘十架的耶穌，不灰心喪膽，只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

要信靠順服祂，來到主前悔改、認罪，神說：「我

油！」

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
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
（賽

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大家庭，因著疫情的籠罩，弟兄

57:15）憂傷痛悔的心，祂必不輕看！正如週三禱

姊妹在不同的團契、事工、禱告會和主日敬拜中，

告會中，眾弟兄姊妹們同心合一的禱告，求主施恩

透過雲端網路依舊相聚在一起，因為我們互為肢

憐憫，神在歷代志下 7:12-14 應許說：「我若使天

體，彼此互容互愛，「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

閉塞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

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肢體就一

行在我民中，這稱為我民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

同快樂。」（林前 12:26）因着「基督為神兒子治

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

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望和膽量堅持到底，

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阿們！

便是他的家了。」我們是神的兒女，在疫情中，更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林洋
我是恩慈小組的林洋，我想藉《甘霖》與大家分享

骨（尾椎上方），CT 掃描上本應看到白白的骨頭

我爸爸林家義信主得救、病得醫治的經歷。願他的

的地方，被一個 8 公分葡萄柚大小的腫瘤侵佔，

見證傳揚神奇妙的大能，歸榮耀給神！

骨頭被吃掉，破壞了神經，難怪疼痛難忍。排尿神

一. 惡疾來襲，心力交瘁
2015 年我爸爸直腸癌三期末在北京做的手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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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也被破壞，造成他無法排尿。由於腫瘤瘋狂發展，
短短幾周內他體重掉了 10 多磅。

謝主保守他一直平安。2018 年夏天我父母來到美

看到他那麼虛弱，幾乎無法走路，又承受那麼大的

國。2019 年春天，他開始腰腿痛，我們一直當年

痛苦，我心裡非常難過。因為疼痛，他必須加大安

紀大筋骨痛那樣治療的。後來疼痛加劇，不能坐只

眠藥劑量才能入睡。有一次他說做夢夢到腿疼，醒

能躺著，晚上無法睡好覺。我們開始懷疑，打算要

來後發現腿真的很疼，原來是痛醒的。我爸看病找

找癌症醫生看。還沒等我找好，誰知我爸因無法排

醫生全要由我一個人安排做決定，對美國的醫療

尿，7 月 22 日就先進了急診。隨後的檢查結果觸

體系，我自己也不太瞭解。我感到心力交瘁，因為

目驚心，癌症指數 CEA 高達 20 多，腸癌轉到骶

每一個決定都是生死攸關，我肩上的擔子太重了。

最讓我擔心的是，我爸爸不認識主，沒

他分享治療經驗，如同雪中送炭。神藉

有得救。我告訴師母，師母寫在週報上，

著弟兄姊妹的愛和關心，讓他經歷到神

請全教會為我爸爸信主得救，身心靈得

的慈愛和憐憫。

醫治禱告，也為我有從神而來的力量照
顧家人禱告。

三. 求醫問藥，信心成長
感謝主！看病過程非常順利。神體恤我

二. 教會扶持，肢體關懷

是容易焦慮的人，祂親自引領一切醫療

感謝主，我得到許多教會弟兄姊妹們的

過程的進展，掃清一切障礙，雖病情緊

關心和幫助，給我送吃的，幫我照顧小

急，但一天也沒有耽誤。祂用最短的時

孩，分享治病信息，最重要的是大家的

間為我們預備最好的醫生，我們非常信

禱告，讓我感到神的大能托住我和我全

任，超過人所能籌算的。舉個例子，約

家。我很感動，幾位姊妹告訴我，她們

醫生的時候，護士說正好明天有人取消，

每天照著禱告單為我們家禱告。陳玉姬

否則就是 3 周以後了。感謝主！求醫問

阿姨特別告訴戈媽媽為我爸爸禱告。

藥這一路，經常是這樣巧合，更有許多

黃牧師和林傳道兩年以前就對我們家
特別有負擔，一直為我先生茅又生信主
禱告。2018 年 9 月份到我家探訪，本
想給我先生傳福音，卻碰巧遇到我父
母，給他們講了福音。從此就一直為他
們得救恆切禱告。因為黃牧師他們真心
的關心，神也特別啟示黃牧師關於我爸
爸得救的時間。他們明知時候沒有到，
卻願意再次探訪為他禱告，用神的話帶
給他安慰。那次我爸爸果然還沒有預備
好，但他非常認真地說，
「再等些時候，
讓我多瞭解一點聖經。」於是，他開始
尋求真理，並拿出擱置已久聽聖經的小
機器，時常在聽。
我把姊妹群和三福群大家的代禱轉發
給我爸，他很感動。這是他的原話：
「感
謝你的教友為我禱告，我深切感到這裡
是一個充滿善意和真愛的世界。」他以
前沒有經歷過放療，心裡沒底，潘震跟

從神派來的天使如雲彩般環繞著我們，
真實地感受到神大能的手在一步一步
引領著我們。
8 月中放療加化療開始，我每天在他進
治療室之前為他禱告。在此之前，我從
來都不敢在父母面前禱告，因為他們曾
經對我的信仰有偏見，有一次孩子生病，
看到我為孩子禱告，覺得我很沒出息。
所以我一直沒有辦法在父母面前開口
禱告，很怕他們論斷。感謝主！潘震新
宇探訪之後，我就從這個枷鎖中釋放出
來了！神使我能夠放膽在他們面前禱
告。雖然在患難中，但我覺得我自己和
神更親近了，靈命成長了，信心增加了，
力量也增長了，我更深地經歷神的信實
和神的恩典。我為我爸得救迫切禱告，
請求神憐憫，不但救他靈魂，並且給他
更多的時間飽嘗主恩甘甜。神給我一句
話：「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
燈火，祂不吹滅。」（賽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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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神的預備，奇妙救恩

五. 受洗蒙恩，恩待保守

8 月 23 日，是一個週五，我早晨禱告時咯咯地笑

五天以後 8 月 30 日，牧師師母，黃牧師林傳道到

出聲兒來，不知道為何這麼喜樂。那天卻是陰雨連

家裡為我爸施洗，那天他非常高興，重生得救，正

綿，我們去見外科醫生討論手術的可能性。醫生指

式受洗歸入主名下。之後的治療也出人意外的順

著電腦裡的影像告訴我：腫瘤非常 advanced，已

利，感謝主的恩典！三十次大劑量的放療，同時做

經發展到末期，病入膏肓，脊柱這裡都是神經，不

化療，神的大能托住他，賜給他夠用的體力，平安

可能手術。這位醫生非常悲觀，告訴他時間不多了，

渡過艱難的治療。神恩待保守他，治療開始後很快

讓他以兩個月當作將來。我們聽了這樣的診斷非

他就不疼了。他沒有經歷嚴重的副作用，胃口一直

常震驚，也很沮喪，我媽很氣憤，認為醫生不應當

不錯，什麼都吃得下，體重沒有再掉，血相也基本

這樣殘忍不給病人希望。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醫生

正常。整個治療過程中，因為有耶穌同在，我爸和

接著說，「你
應當轉向神，
醫藥不能做
的，神能做！」

我們全家心裡都有平安。
治療結束一個月後，最近又做了一次 CT，看看治
療效果如何。感謝主！醫生對治療結果非常滿意，
癌症指數恢復正常；CT 顯示腫瘤縮小後的骨化，

下午回家後，

醫生告訴我，癌細胞死亡後呈現出白白的骨化狀

我爸發燒了。

態。他很高興地給我看影像，並且讓我拍照保存。

到了週日，已經三天，燒還沒有退，人很難受，不

被腫瘤侵佔的骨頭又長回來了！

知道第二天的放療能否繼續做下去。人的盡頭，是

神的醫治太

神的開頭，在無路可走時，這兩天他一定是在認真

奇妙了！感

地尋求神。神借外科醫生的話推了他一把，最終跨

恩行神蹟的

出信心的一步，他對我說，儘快安排他受洗。我很

上帝！我爸

驚喜，當時立刻撥了戈媽媽的電話。電話那頭傳來

目前不需要

戈媽媽喜樂又有力量的聲音，
「是林洋啊，這麼巧，

再治療了，

我正在為你爸爸禱告呢！」我聽了笑了，我爸也笑

只需定期隨

了！雖然素昧平生，卻充滿了信任，我爸在戈媽媽

訪檢查。神

的帶領下毫無攔阻地接受了耶穌，做了決志禱告。

的大能在我

感謝主！電話放下，他的燒奇妙地退了！
回想神的救恩何等奇妙！主把我爸帶到美國，讓

一次得勝，

他親身經歷神，這麼兇險的疾病突然臨到他，也是

不但靈魂得

神為他量好的，因為神知道他的心思意念。我也清

救，身體也

楚我爸的脾氣，固執、理性、凡事掌握在自己手裡，
但凡醫藥還能給他一絲希望，他是不會謙卑下來
信靠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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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身上一次

（父親順利完成全部放化療，高興地
敲響勝利的鐘聲。右為作者母親）

得醫治！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為他

我爸成為基督徒這一年來，我看到他靈命的成長：

的代禱！感謝神垂聽我

他的脾氣變好，渴慕神的道，喜歡參加週五晚上和

們的禱告！榮耀歸給主！

平小組的查經。他雖然還要對付種種放療後遺症，

我也看到他信心在增長。

但我常常看到的是他的喜樂，而不是抱怨。當他遇

他很欽佩和敬重做牧師

到不確定的事情時（最近的 CT 報告顯示肺部有

的神的僕人，他說我家老二很有愛心，長大了能做

陰影），他心裡非常平安。我們不知明天將如何，

牧師多好啊！哇！我很驚喜，我剛信主時，絕對捨

但我們知道神掌管明天。

不得把我兒子獻給神。他捨得，可見信心之大！

願一切讚美榮耀歸給神！

六. 雙重恩典，祝福滿滿
2019 年底，另一個醫學奇蹟又在我爸身上發生：
被腫瘤破壞了的排尿神經完全恢復，他終於摘除
帶了四個多月痛苦不堪的導尿管！我曾經問過我
爸爸的泌尿科醫生，像我爸這種情況的病人有恢
復自主排尿的嗎？這位醫生 50 幾歲，應該見過不
少病例，他回答：「根據我的經驗，沒有。」過去
做醫生的小曉姊妹也告訴我，浸潤性的癌細胞把
神經包裹住，與神經長在一起，所以得癌很痛，神
經復原也很難。但我爸治療不久就不疼了，並且最
終神經完全恢復，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奇蹟！我
爸的幾位醫生都驚訝在我爸身上有這樣出乎意料

（作者先生茅又生欣然受洗）

的治療效果！感謝主！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神給我們家祝福滿滿，不但我爸蒙恩得救，我先生
茅又生做了 17 年慕道友，因為看到神在我爸身上
行的大能，於 2019 年 11 月由石長老帶領決志信
主，2020 年 3 月 8 日，受洗歸入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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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2020 年 3 月 24 號開始，我們特拉華州政府
宣佈「封州」以來，已經過了二十幾個星期，一百
多個日子了。雖然數星期前有些商店及公眾場所
開始了部分開放的措施，每天的電視新聞還是不
斷地報導大批人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死亡人數
成千上萬的增加著。我們屬於易染病的族群，遵守
官方建議，不到非不得已是不邁出大門一步的。身
體的活動量減少了，與外人面對面的接觸也幾乎
沒有。除了通過網路參加教會的聚會，或是和兒子
在視頻上通通話，我好像是過著一種靜態的生活，
感覺牆上時鐘的指標也轉動得越來越遲鈍。
每天夜幕還是悄悄地鋪蓋大地，眼皮也還是隨之
逐漸的乾澀、沈重。然而等盥洗完畢，上了床，神
智卻又逐漸清醒，陳年往事一件件的浮現在腦
中……
遙遠的落腳處
那時我們在美國中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工作，
後來該州開始瀰漫著經濟蕭條的氣息，不久，遭到

林
素
芳

裁員的打擊。沒有工作就沒有經濟來源，我們面臨
了一個令人緊張焦慮的情況。當地教會恩友堂的
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經過了一陣子投寄履歷表
和等待的日子，自強終於得到一份遠在 1500 英哩
之外特拉華州的工作機會。在這之前我們根本不

是一個少年人，現在已經是一間中學的優良教師

並兩個孩子的爸爸了。

知道特拉華州在哪裡，看了地圖後，我心想「神哪，

教會聚會的人數逐漸增加，華人活動中心的教室

怎麼帶我們去那麼遠的地方？」

越來越顯得狹窄、不敷使用。後來換成使用他們的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第一件事自然是要找教會。回
想我們首次進到威明頓主恩堂，那竟已是三十多
年前的事了！主恩堂當時在華人活動中心的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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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子 Richard Liu 接受洗禮。Richard 當時還只

禮堂來聚會，主日崇拜後也在那裡共進午餐。兒童
們則使用該中心的教室上主日學。使用完畢，所有
的桌椅等等都必須歸還原來的擺設位置。

教室裡聚會，舉行受洗、入會典禮的時候，就使用

是神的恩典，一直增添聚會的人數。弟兄姊妹逐漸

一間美國教會的禮拜堂。記得我們加入主恩堂成

有建堂的想法，並且發現自強是學土木工程的，便

為會員的那天，正好是劉嘉生弟兄和王詠涵姊妹

邀請他參與建堂計劃。當會友人數達到百人的時

候，計劃就開始付諸實行了。教會裡人才濟濟，有

消息很快的傳開來。當時借用我們教會的 Tall

負責籌募基金的，有主管尋找合適地點以及洽商

Oaks Classical School 的家長和教會的弟兄們合

購地事宜的，自強則專注於工程建設方面。大概有

力清除了牆上的污跡。小城裡的美國教會聞知此

一年多，他公餘的時間都用在設計、繪製工程圖、

事，也紛紛來電關心。當然，大家為這件事情也迫

並與教會內外各單位機構洽商工程上面。

切向神禱告，祈求祂看顧保守。那時好像是王寄秦

大家同心合力，甚至親身參與油漆、鋪地磚等等工
作。姊妹們還以打折的價錢跟幾家超商洽購禮券，
然後各家再根據禮劵的面值購買這些禮劵回家，

弟兄擔任教會的長執會主席，他召集了一些弟兄
們，輪流在教會的圖書館守夜，希望能夠監測到夜
晚進出教會院子的可疑車輛或人員。

等去超市的時候就用這些禮劵去買菜。就是弟兄

不出幾天，警方破案了。原來是幾個在夏夜裡無所

姊妹的熱心奉獻，加上這樣的「蠅頭小利」，終於

事事的少年人，半夜三更開了一輛吉普車，到我們

在 1993 年 6 月，一座潔白、高大、美麗、可容四

的教堂來作怪。可是當他們搗蛋完畢，開車從院子

百餘人的八 角形教堂

出去時，教堂對

就矗立在這 優雅恬靜

面老人院的一名

的 「 好 開 心 」

工作人員也正好

（Hockessin）城。

從他們那裡走出
來透透氣。所以

「神哪，感謝你的帶

當員警到老人院

領，我明白了……」

詢問事發當晚有

「滾回家」

否看見什麼的時

那是 1998 年左右的夏

候，他們立刻就

季吧？一天清晨，毛牧

提供了絕佳的線

師來教會的時候，發現

索。從此，弟兄們

牆上有人用漆噴了兩

下班後，不用再拖著疲憊的身子去守夜了。我們緊

個巨大的英文字-“Go Home”！這個中文意思為

繃了一陣子的神經，也就都鬆弛下來。

「滾回家」的字樣，帶著極具種族歧視的挑釁意味。
更令人髮指的，牧師還發現了兩支箭：一支射在大
門的壁燈下，一支射入關閉的兩扇大門中間的夾
縫裡。不管這名「射手」的目標是牆上的壁燈，或
是兩扇玻璃大門，他都很「奇妙」的失手了！

「神哪，他們要我們滾回家，但是威明頓主恩堂就
是我們屬靈的家呀！當有人欺負我們的時候，你
讓我們看見屬你的兒女們不分膚色彼此相愛、相
助，何等溫暖。那些壞蛋的手臂可能強壯有力，但
是你讓他們的弓箭射不中原本易碎的玻璃門。他

感覺到被人歧視，甚至被攻擊，心裡挺不好受的。

們趁暗夜來攻擊我們，你卻讓他們的蹤跡湊巧被

我想：「神哪，這裡是人人平等、自由的地方，怎

人瞥見。主啊，謝謝你，蒙你保護的兒女何等有

麼會這樣？」

福！」

圖中植物為黎巴嫩的香柏樹 Cedar of Leb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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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學習的日子

席一職嗎？我這個跟著一大群弟兄姊妹在臺上獻

雖然有幸自年幼就信主，從兒童主日學、青少年團

詩都會發抖的人，個性內向、不果決，怎麼能在眾

契、大專團契、教會聚會，及至負笈美國，參加了

人面前做領導？但是禱告之後，聽到的是更多弟

校園查經班，畢業後進入教會，這幾十年的時間裡

兄姊妹鼓勵的聲音。那時賴啟明弟兄是長執會主

也參與了一些

席，而且他不是第一次任主席之職，能跟這麼一

服事。但是當

位有經驗的人學習，我心裡便篤定了一些。

2001 年被選為

副主席主要負責的是一年一度的退修會、感恩節

兒童執事，我

特別聚會，還有年度預算等事宜。有牧師、主席、

卻感覺肩上的

長老、各執事和家庭小組長們的協助，感覺那一

擔子頗沉重。

年過得還蠻快的。

兒童執事服事
的對象是兒童：包括了活動範圍只局限在嬰兒床
上的嬰兒、蹣跚學步的幼兒、能聽懂大人說話但注
意力很短暫的幼稚園兒童，還有一到五、六年級的
學齡兒童。教會有任何聚會，兒童部門就要有相對
配合的活動，而且必須按年齡層分班，每一班多半
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老師。舉凡周日的嬰、幼兒
看顧，兒童崇拜、主日學，兒童詩班，週五晚的
AWANA、暑假的兒童暑期聖經學校、教會退修會

就在我準備迎接第二年的實習機會時，卻得知賴
主席次年要離開美國前往臺灣工作。我這隻菜鳥
不管多麼驚慌失措，還是被推上台，擔任長執會主
席的職務！「主啊，這怎麼行呀？」為此，我不知
禱告了多少次。但是隱隱約約的，「我不能，但神
能！」（註 1），「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
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 12:9）
這些話語在往後的日子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期間兒童的特別活動、佈道會、培靈會、感恩節、

自 2004 年到 2009 年六年的時間裡，主恩堂經歷

耶誕節等等，林林總總，專案繁多。

了許多前所未有的變化。最先是在這教會牧會 22

回想那兩年，只要有一堂主日學的老師忽然缺席，
甚至只是遲到，就足以令我手忙腳亂，更遑論如果
找不到足夠老師的時候要如何推展事工了。

年，我們敬愛的毛大衛牧師於 2004 年榮退；接著
成立聘牧委員會，陸續請來中文部主任牧師及助
理牧師，還有英文部牧師。數年後，兩位中文部牧
師因故先後離開他往，教會再度尋牧、聘牧。

「主啊，謝謝你激發了許多弟兄姊妹的愛心。他們
當中有的人自己的孩子已經長大，可是還願意參
與兒童事工。也謝謝你讓我在服事的同時更享受
到與孩子們一起成長的快樂！」

神祝福我們，使我
們的人數繼續增
加。而租用我們教
堂 的 Tall Oaks

興奮忙碌地度完了兒童執事的任期，出乎我意料

Classical School

的，會友們居然推我出來擔任 2003 年的長執會副

學生人數也增加

主席一職。副主席的任期結束之後不就是要接主

了。有一度在教堂

圖中植物為所羅門印 Solomon’s Seal 和沙崙的玫瑰 Rose of 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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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側，他們弄來了一個有三間教室的大型拖車房，

量噴出來的 水

星期天的時候我們就借用這三間教室，做為中文

恐怕早就把 教

堂的成人主日學教室，暫時解決了主日場地不敷

堂的地毯全 部

使用的問題。但同時我們也發現停車場不夠用了。

淹壞，損失 可

冬天下雪的時候，草地上無法停車，即使教堂外面

就慘重了。」

馬路邊也停了車，還是有許多晚來的人，因為找不
到車位而無法進來聚會。2006 年，Tall Oaks
Classical School 遷往他處，拖車房也隨之歸還。
於是場地再度不敷使用。雖然教會好像不斷地遇
到挑戰，但是神也一直
賜下祂的恩典，甚至於
2007 年的時候，讓我們
在 Newark 成立了第二
個分堂：新城主恩堂。
記得我第一次主持長
執會議時，本來就覺得戰戰兢兢，又是在一個嚴寒
的下雪天的晚上，更令我手腳冰冷。會議進行到一
半，忽然警鈴大作，那震耳欲聾的聲音幾乎使我的
心臟從口裡跳出來。

頭兩年，在「友愛中華」福音機構服事的蘇百達牧
師是副主席，2006 年該他接任主席時，神卻帶領
他到休斯頓去牧會了。會友們投票贊成長執提名
委員會的建議，讓我續任主席，蕭明華弟兄為副主
席。2007 年尾，蕭弟兄向長執提名委員會表示他
因故不能接受提名，結果 2008 年我又被選為長執
會主席，直到 2009 年期滿，才交棒給以前曾經擔
任過主席的王寄秦弟兄。
「神啊，大部分的執事們都比我聰明能幹，更具有
領導能力，你卻願意使用我擔當了一連三任的主
席職位。在兩千多個日子的服事歷程中，有時曲折
顛簸。謝謝你讓這幾位忠心愛你的長老來幫助，以
及可愛的執事、家庭小組
組長們鼎力合作，否則我

「神啊，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心裡大聲呼喊。

真不知道如何渡過。」

將近 20 人的與會長執們，都衝出會議室要一探究

「讚美主！你是偉大、全

竟。當時教堂裡並沒有煙味，大約三、四分鐘之後，

知全能的神！我感謝你！

我們發現原來在教堂正堂右前方、靠近邊門上面

讓我在你的院宇裡學習，

的一個水管凍裂了，正不斷地噴出水來。有人趕緊

並且經歷你慈愛的同在與

去關了在地下室的水源總開關，大夥兒七手八腳

幫扶。」

拿拖把、水桶清理場地。忙亂了約莫十分鐘後，消
防車也呼嘯著駛到教堂大門。

註 1：第一位進入中國的
基督新教宣教士馬禮遜名言。

「主啊，謝謝你的保守，你真是不誤事的神。水管
破裂的時候，我們正好在教會開會，可以立即處理。
要不然等保全公司通知我們去處理的時候，那大

美編注：文中配圖植物名
稱或寓意皆與聖經有關，
你都知道嗎?

Dogwood (十架木)和耶穌之心(Heart of Jesus, Caladium)
圖中植物自上至下為野地的百合花(Lily of the field, Ane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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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開始推動一個月的連鎖禁食禱告，鼓勵大家
專心尋求神，以默想神的話語代替我們肉身的需
要。除此之外，所有教會的聚集：主日崇拜、禱
告會，小組查經聚會，主日學等，藉著網路不間
斷地進行。教會為了顧念社區的需要，呼籲弟兄
姊妹遵行聖經的教導：「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孫渝珠
「你怎麼樣？孩子們都好嗎？」在電話中我擔憂

Loving Actions，積極募款，購買防護用具，贈
送給附近有需要的單位，甚至遠達紐約市。

的問兒子。他和媳婦在 NYC 從事醫護工作。他

感謝讚美主，疫情雖然仍在進行，何時結束仍是

總是說：「我很好，不用擔心。」那是新冠病毒

未知，但在這三個多月困坐圍城的日子裡，神讓

疫情開始兩星期後的一天，他告訴我說，經測試

我有機會省思。縱觀歴史，尤其是舊約聖經裡，

血液他是陽性。雖然他沒有任何感染病毒的症狀，

以色列人犯罪背逆神，上帝降災給他們，懲罰、

但我仍憂心如焚。請教會為他禱告，求神驅逐病

提醒，卻也安慰他們，「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毒，增加他自身免疫力，並叮嚀媳婦嚴加留意觀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穏」（賽 30:15）。現在我

察。經過三週的自我隔離，他的身體已恢復，產

們的處境，疫情仍然氾濫，人心險惡，社會不安，

生抗體，並可將體內血漿捐贈其他患者，增加患

經濟蕭條，和那時的以色列並無太大差別。這不

者自身抵抗力。真是感謝讚美主。

是偶然，卻像是必然的。我們做基督徒的，對現

兒子的經歷讓我體會到，當
任何苦難臨到我們時，不要
擔心懼怕。因為神是天父，

在的情況不應漠視，而應正視。讓危機變轉機，
讓不冷不熱的我們，轉變成有活力、有熱情的人，
滿有以拯救人靈魂為己任的精神。

祂統管萬有。若不是祂許

我們首先應該從自身開始，要常常反省、認罪悔

可，我們連一根頭髮也不會

改，過敬虔聖潔的生活。讓自己的好行為和見證

掉在地下。我們信靠祂，乃

成為別人的祝福，讓信望愛成為我們克服壓力、

是憑祂的話語、人的見證，

挫折、煩躁的武器。我們不灰心喪膽，「不是顧

和對神不變的信心。

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

疫情開始至今已三個多月。對於每天在各種媒體
聽到看到的，起初我存著不真實、是其他人的事，
與我無關，離我很遠…的心理。直到親人和教會
弟兄姊妹被感染，甚至住院，才覺得事態嚴重，
甚至感覺到切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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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4），成立了愛心行動

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 4:16-19）。
願神用祂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不斷地幫助我們。阿們！

但是覺得一家人應該一起進退，就定了加航 1 月
28 號去美國 2 月 28 號回北京的往返票。
一月份疫情越來越嚴重，幾乎是在禁飛的前兩天，

楊柳

神把我們帶到美國，讓我們享受了一個月的藍天
白雲的自由時光。祂奇妙的帶領我們選了最適合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冬冬和妹妹的學校，以意想不到的學費減免，給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

他們最有愛心的老師和同學。教會 Lucy 和 Amy

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詩 91:1-2）

幫我們尋找離學校近的住處，秀蓉和景昆敞開家

二十年前，沈川和我雙雙拿到全額獎學金赴美留
學，他去 UD，我去夏威夷大學。在夏威夷的時
候，我在海裡受洗成為基督徒。兩年後，我碩士
畢業去特拉華找沈川，神憐憫我們，他也受洗歸
入了主的名下。帶著弟兄姊妹和朋友們的祝福，
2004 年我們在威明頓主恩堂結婚，隨後開始參

門讓我們與他們同住。冬冬和妹妹愛上了這裡的
一切。
怡然自得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
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 1:3）

加詩班、敬拜團，和兒童主日學，我們這個小家

3 月 16 號因疫情嚴峻學校開始停課，我們的回程

庭就這樣和主恩堂一起成長。

機票也再被取消。我們開始尋找單獨的公寓居住。

沈川在德勤做了幾年後，覺得繼續往上爬並不是
神對他的呼召。我經歷在四大和 Chase 的職業生
涯後，也開始厭倦寫字樓裡的生活，2013 年在
深深禱告後，沈川帶領我們一家四口海歸北京，
只留下了北威明頓的房子沒有賣掉，也算給好朋
友們一點念想，可能以後我們還會回來。
定回美國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
步。」（箴 16:9）

神 奇 妙 的 提 供 了 月 租 1100 超 棒 的 威 明 頓
downtown 的公寓給我們，我們把租車費也省了，
天天走路去 riverfront。5 月 2 號回程機票再次被
取消後，神又用三分之一的價格提供給我們在大
洋城一棟臨海的房子，讓我們享受祂的創造與美
好。
在大洋城的一個月，我們見
過很多次的日出日落，海豚
和海鷗，甚至見到了大海的
怒潮與風浪，真感受到祂是

海歸創業七年很艱辛，但神大能的手一直托住我

創造天地、給海水定界限的

們。2019 年 12 月初，還不知道會有疫情發生的

主，有誰能抵擋祂的憤怒

時候，老公說這個寒假不能讓孩子再稀里糊塗的

呢？我也曾在陽臺上向神敬

過掉了，雖然不清楚孩子們以後要不要回美國讀

拜的時候，見到月亮自海面冉冉上升的美景，感

書，寒假可以先去感受一下。正好他也想回美國

受到祂是又真又活的主。那段時間神讓我們安息

看看朋友和弟兄姊妹們。我當時雖然業務繁忙，

在祂懷中重新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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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心似箭

數算恩典

「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他的道路，耶和華

「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

也喜愛。」（詩 37:23）

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雖有千

經歷了四個月神滿滿的恩典，我們開心的收拾行
李，準備坐 6 月 2 號的飛機回國。和眾多朋友道

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
得臨近你。」（詩 91:5-7）

別後，6 月 1 號，婆婆安排的接機朋友說查不到

今天我和女兒在上海一間高居 32 層的江景套房

航班信息，我們才發現其實早在 5 月 15 號這個

裡隔離，昨天第三次核酸測試依然是陰性，所以

航班就已經被取消了，只是我們從來沒有接到通

買好了後天回北京的高鐵票。回想這過去半年的

知。那一天沈川難受自責了一整天，一直在禁食

旅程，感慨萬千。過去的六個多月，看似居無定

禱告，冬冬心疼得開始給爸爸找機票。國內團隊

所，卻都是最好的住處，接觸的人和去過的地方

需要他，雖然在美國也每天熬夜工作，但是他必

也多，但我們從未懼怕過新冠。在網上敬拜這幾

須要回去了。

個月，我們全家每週一起禁食禱告，和喜樂小組

接下來還要找住處，感謝神早預備好了 Ashely 姊
妹家在 UD 附近的 townhouse，三個房間正好夠
我們一家用。經歷了四個月的假期，我們一點遊
玩的心思都沒有了，就想早點回家，恢復正常工
作、學習和生活。我們開始了有規律的一起學習、
運動，並持續刷票的生活。因為五個一政策，機
票奇貨可居貴的出奇，感恩婆婆找人買到兩張東
航紐約直飛上海的機票，6 月 17 號沈川帶著冬冬
先回去，留下我和妹妹本著能省則省的原則，等
待加航確飛。
之後朋友們歡送我們一遍又一遍，機票一遍又一
遍的取消，租車和生活成本令人窒息。終於，當
加航再次取消，改期到 9 月 18 後，我們決定放
棄加航，自己再花錢買回國機票。感謝婆婆又為
我們購得 7 月 29 號東航紐約直飛上海的機票，
健康碼和簽證過期等攔路虎被一個個踩在腳下，
終於順利回國。

的弟兄姊妹更加親密的交流學習和成長，真的感
覺我們是個大家庭。石長老和浣方給我們許多的
關愛和幫助，組長周功耀帶領著喜樂小組的弟兄
姊妹一直為我們禱告，珂珩姊和佩華姊對我和妹
妹關愛有加。Steve and Ashely 一家對我們照顧
最多，從生活到運動到孩子教育和靈命成長及社
區服務，他們一家都做了最好的榜樣。收穫這樣
一份相識恨晚的家庭友誼真的很開心。鄒宏俞欣
家一直對我們敞開，是妹妹最喜歡串門的地方。
思蓉大程，倪灝 Angel 和姜雲月飛三家的友誼，
慧芳、閻浮、梅舒佳、露露、玉珍一直對我們的
牽掛。袁昆和談飛幫忙，朱莉特地投食送菜，神
通過弟兄姊妹對我們的愛真的數算不過來。
這次回美國，看到主恩堂的弟兄姊妹，真的被他
們經年累月在主內忠心的服事和彼此相愛所感動。
雖然是由我們這樣的罪人組成的教會，但愛既完
全就把懼怕除去，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看到神還
特別祝福青少年團契，真的很開心。感恩我們在
北美有一個屬靈的家，願神繼續祝福主恩堂成為
主愛的管道，直到見主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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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寶霞

1994 年我從香港移民來到美國，與先生住在賓

決志後，神忠實的僕人黄迎捷姊妹每週固定時間

州。幾年前先生病逝，女兒就邀請我來特拉華州

仔細的、耐心的為我講解聖經，教我如何向神禱

與她同住，她家就住在主恩堂教會的附近，出入

告，指引我上福音真理班學習，還邀請我參加他

經常都看見那在藍天白雲中閃閃發光的十字架。

們豐盛小組，慢慢地讓我真正認識到自己是個罪

我先生生前是基督徒，他是一個非常善良謙恭的

人，但主耶穌卻用祂的生命和鮮血為我洗淨自己

人，所以我對基督徒一直是有好感的，現在又經

犯下的罪。

常路過教堂，不免引起我的好奇心，很想一探究
竟.....

2019 年 9 月 8 日是我受洗的日子，在這一天神
洗淨我的罪，並接納了我成為衪的孩子，給了我

有一次和朋友經過教堂，我就把我這種感覺和想

新的生命。我自己知道我不配，非常的感恩，從

法與她分享，沒想到她也有同樣的想法，於是我

這天起，立定決心與主同死、同復活、得永生，

們約好週日一起來教會。通過她女兒好友陳靜姊

讓我的生命充滿平安與喜樂。

妹的介紹，週日這天我們一起來到了主恩堂教
會，一進門就有位漂亮的小姊妹過來迎接我們，
並熱情的為我們登記，招呼我們在大堂椅子上坐
下。過了一會兒，有人帶領大家唱詩歌，那種肅
穆虔誠、發自內心的美妙歌聲，讓我震撼！
聚會過後，有幾位弟兄姊妹過來與我們一起用
飯，湯秉文弟兄及黄迎捷姊妹向我們介紹教會和
福音，讓我們知道：天地間有一位神，名叫耶和
華，祂創造了完美的宇宙及其中的萬物和人類。
但不幸，人類犯罪導致死亡，但神愛世人，為了
救贖他們，竟讓衪的兒子耶穌道成肉身降臨到世
上，為我們死，並死在十字架上，用衪的寶血洗
淨人類的罪，再用祂死而復活的生命帶給我們新
的生命。只有當我們認罪悔改，相信衪是為我死
且為我復活，信靠祂，就能重生得救進天國，得
到這永生的恩典。我們當下被聖靈深深地感動
了，立即決志，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們的救主和生

就在我受洗後的第三天早上，突然肚子劇痛難
忍，冷汗濕透了全身，我知道我的痼疾膽結石又
發作了。從前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必須馬上去急
診住院取石，但是這天，女兒上班去了，家裡只
有我一個人，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我忽然想
到了神，於是忍著劇痛，呼求上帝，不住的禱
告，求神憐憫，祈求衪的大能幫助我脫離痛苦。
不出幾分鐘，奇蹟發生了！我的劇痛突然消失
了！完全不痛了！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實
在是太神奇了！這是我從未有過的經歷！我知道
是神聽到我的呼求，是祂伸出慈愛的手把我從痛
苦中救了出來，是神救了我！當我驚喜萬分時，
我感到神真的就在我身邊，與我同在！衪真的是
愛我如珍寶，如果沒有主賜給我的大恩，醫治了
我的疼痛，我是不可能這麼快就好的！哈利路
亞！讚美主！

命的主。我非常感謝，在我第一次走進教會，就

感謝上帝與我同在，感謝衪賜我平安信靠的心，

蒙主的光照和憐憫！

信靠主真是有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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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使我死而
李鴻

「我祈求神來保護我，神始終
在我身邊保護我。」

2018 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在

歷了三次死而復生，但我現在

辦公室忙著工作，忽然左眼眼

非常的活躍，還可以在這裡和

前一黑，什麼都看不見，只是

各位交流分享，這是因為有神

漆黑一片。頓時心裡好害怕，

在守護著我。我一直禱告，祈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接下來

求神來保護我，祂一直就在我

的一段日子，左眼一直都有被

身邊。

雲霧遮蓋的現象。懷著忐忑不

我在經 歷三 次心臟 停 跳後 ，

安的心，約見了家庭醫生。醫

「奇跡般」地復活，我非常感

生聽了我的描述，馬上要我去

恩上帝垂聽了我的禱告。我第
一次心 臟停 跳是發 生 在去 年
10 月 16 日，在等待午餐食物
時，突然倒地不省人事，然後，
我心臟奇跡般地自我復跳，存
活下來，並於 11 月 7 日接受
了第一次心臟射頻消融手術，
三天後出院回家。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 11 月
24 日接受最後一次手術後，
第一次走下醫院的病床，我僅
僅是從床上下來走了五步，但
覺得就像是馬拉松的最後六哩，
那種不能停下來，只能用意志
來堅持的感受，令我記憶深刻。
因為我在這之前經常長跑鍛煉，

然而，手術五天後，在 11 月

我習慣性地認為我的身體狀況

13 日，我的心臟又一次發生

一直非常好，跑步幾英哩只是

停跳，並且又一次神奇般地自

小菜一碟。但我萬萬沒有想到，

我復跳，存活下來。在這次心

這一次我的病竟是如此嚴重。

臟驟停之後，我就接受住院治

生病期間，收到了眾多兄弟姊

療，於 11 月 15 日晚間，轉院
到賓大醫院。可是在轉院的第
二天上午，我的心臟第三次停
跳，在接受醫生和護士的緊急
救助後，再一次神奇般地死而
復生，並在接下來的幾天，接
受了一系列的手術，在感恩節
前走出了醫院，回到家休養。
到目前為止，我恢復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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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正證明著禱告的力量。我經

妹的祝福代禱及關懷，非常感
謝大家的愛與我同在。在過去
的六個月中，我的健康在不斷
地恢復中，我目前康復得很好。
現在要說我是否完全康復還太
早，但我對神極有信心，滿有
希望。我把我和我家人的一切，
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我想見證，
主使我死而復活，正如祂能成

在我身上所發生的事情，真的

就許多人想不到的事情。在神

遠遠不止是一個奇跡，我的故

沒有難成的事！

見眼科專家並且照超聲波。當
超聲波結果出來後，她致電要
我去見她，在她辦公室裡，她
向我解釋結果，同時要我約見
血管專科醫生。經過幾番周折，
已經是 2019 年二月底了，所
做的檢查報告顯示，我頸部血
管部分堵塞，手術在等著我了。
記得在見專科醫生看檢查結果
的前一天，心情相當複雜，有
點生死未卜的感覺。而那天晚
上，同好友 Face Time，也沒
吐真言。她告訴我：有首聖詩
《我心靈得安寧》很好聽，咱
們一起唱吧！我同她一起唱，
唱完後，我心情平靜下來了，
當晚用這首歌向神禱告，求神
賜平安去面對第二天見專科醫
生看結果的現實。那個晚上，
主賜我安睡，感謝神。
手術前，醫生告訴我手術方案，
為了防止術中出現中風，他不
會讓我在手術過程中完全被麻

我心靈得
--寫在兩次血管手術後

朱小丹

醉。相反地，會一直跟我對話，
確保我頭腦清醒。謝謝主內弟
兄姊妹為我禱告，早上六點鐘，
我心極為平靜地被推入手術室，
到十一點被送到觀察室，醫護
人員一直同我對話，不讓手術
出現中風的意外。感謝神的保
守，手術後醫生對家人說：手
術成功！
經過一天住院觀察後，醫生讓
我出院了。回家後一直感覺良
好，但一週後身體出現異常，
約見醫生後，他讓我馬上做超
聲波，結果是心臟有條血管也
堵塞了，再做手術！

心得安寧。我很感恩，

死，去完成神的救贖。祂死了，

因為當身體再次出現

但神讓祂復活了！這就是奇異

狀況時，醫生沒有草

恩典！復活得勝的主讓信靠祂

草處理，而是當機立

的人，有豐盛的生命和永遠的

斷給我檢查，和安排

盼望。當人生遇到艱難時，有

第二次手術。手術後

主同在，享有主賜的平安喜樂。

他 很 幽 默 地 說 ： No

想著、禱告著，手臂依然疼痛

more surgery. This is it! 到

難受，但我心靈得安寧、得平

此為止，不再有手術了！

安。阿們。

回想起一個月兩次手術後，身

手術的那段時間，得到家人的

體不適，手臂疼痛，特別是夜

扶持和幫助，心裡感恩不盡。

深人靜，疼痛讓我輾轉

而從發病到手

不能入睡時，呼求主耶

術那幾個月內，

穌憐憫，主讓我看到，

沒有出現中風，

我的痛苦遠遠比不上祂

真的是得到神

所承受的痛苦。祂被鞭

的憐憫眷顧和

打得渾身傷痛，背負沉

保 守 。 正 如

重十架走上刑場，被釘

《我心靈得安

十架時，忍受著那言語

寧》第一段歌

難以描述的痛苦和羞

詞所描述的：

辱，就是為了犧牲自己性命成

有時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穩，

為贖罪祭，去拯救世人，因為

有時遇悲傷似浪滾，

「世人都犯了罪，虧欠了神的

不論何環境，我已蒙主引領，

榮耀」，而「罪的工價乃是死」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一個月內接受二次手術？我心

（羅 3:23；6:23）。面對死亡，

又害怕了。告訴主內弟兄我的

人不能自救，人只有通過神的

擔憂，他透過微信安慰我，同

救恩，就是主耶穌基督道成肉

時不斷為我禱告，使我在主裡

身，來到世上，甘願上十架受

願我們在主內心靈得 安寧，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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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突然聽說表姊夫住院，原因是

清楚的講明了基督信仰，夫妻二人

在當地做核磁共振，發現股骨頭上有

就清楚明白地做了決志禱告。

腫瘤且形狀很不規則。一家人急忙跑
到城裡醫大三院，又去二院做介入切

第五天假體到了，表姊跟我說，你

片病理，雖然全身檢查沒發現其它器

姊夫之前很憂慮，但這兩天情緒好

官有腫瘤，但醫生認為 50%的可能是

多了，感謝我的禱告，感謝主感謝

惡性的，最後決定在二院做手術，表

神。我說好的，已經發出請求，為

姊聽到後基本崩潰了。因為病灶是在

他手術的成功禱告，會有很多弟兄

股骨頭下面一點，所以訂了三維列印

姊妹參與，你們自己也隨時隨地向

的金屬假體，準備來替換股骨頭。

蒙

我在對話中感到他們非常焦慮不安，

恩

就向他們大致介紹一下我所信的上
帝，並且告訴他們，如果願意相信，自己也可以
向上帝求，而且可以向神求最好的，大大的張口，
比如手術方案、團隊、手術過程、術後復原、醫
療費用，事無巨細都可以求，我也會為他們禱告。
又說我們現在就一起禱告吧，求上帝醫治，你同
意我說的，在結束時就說阿們，還沒等我開口，
姊夫就急忙地說阿們了。晚些時候我給他們發了
些馬太福音中的經文，包括：耶穌治好許多病人，
兩個人同心合意禱告天父必成全，摸著耶穌衣裳
繸子病得醫治，並詩歌《醫治的神》，姊夫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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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神求。表姊問，以前我們沒有信
仰，有時遇到事情，別人告訴我們
念佛，前幾天做骨穿和取病理結果
時，也還在心裡默念，現在我倆成為基督徒，就
要向神禱告，父神不會怪罪我們吧？如果明天家
人有念佛語也不影響咱禱告吧？我說從現在起不
要再念了，你們先前不認識神，上帝不會以過去
的事情來怪罪你們。祂賜給我們的是最豐盛的，
我們只向上帝求，只向上帝下拜，天地萬有都是
祂的。可以告訴家人不要給我們念佛，如果他們
仍執意要念就是他們的事了。於是又送他們幾首
詩歌：《天父世界》、《一定是你》、《保護我
的是耶和華》，因為姊夫特別喜歡唱歌。

認真看了聽了。

表姊又讓我組織幾句簡單的禱告話語給他們，因

第二天表姊寫下平生第一篇禱告詞，求神賜姊夫

為她不知怎樣禱告，於是我找到三位姊妹，和他

手術儘快進行，術中順利，其他部位安好，手術

們二人一起在群裡禱告。又告訴他們，現在你們

成功，達到最佳目標。到第三天還沒能決定何時

自己只要說「耶穌救我」就行，或者直接讀經文。

手術，我們又一起禱告。送幾首詩歌後，告訴他

於是又發給他們幾段經文，箴言 9:10、以賽亞書

們可以學著唱，比如《有一位神》是講述真理的，

41:10，和詩篇 23、詩篇 121。姊夫進手術室了，

《壓傷的蘆葦》直接引用聖經，因為上帝的每句

姊又寫了求主耶穌賜手術順利平安。進手術室前，

話都大有能力。第四天假體還沒到，即使到了也

又找來姊妹們一起禱告求主與他們同在，與手術

不會立刻安排手術，於是問他們若在手術前仍有

團隊同在，手術達到最好的效果。手術很複雜，

時間的話，我可以介紹個朋友，將耶穌是誰給他

用了五小時，但非常成功。於是發幾首歌，《感

們講清楚一點。早上 10 點請傳道去看他們，更

謝神》，《親眼見你》，《生命中的雲彩》。

第七天聽說姊夫痛得厲害，我說，我們做基督徒
真的蒙福，主賜我們權柄，可以為自己禱告，也
可以為萬人代求，求主減緩姊夫疼痛，儘快恢復，
減少姊和家人疲累，求主與你們同在，做隨時的
幫助。姊說她現在一有時間就在心裡默默禱告，
遇到你姊夫疼痛或異常癥狀，更是不住禱告求主

幫助，感謝你們為我們禱告，更感謝主幫助我們。
半個月後，姊夫拆線順利出院，一個月後已經能
自己拄拐行走了。現在他們每週上福音班的課，
每天不僅為自己禱告，還為她親姊姊及自己的孩
子禱告。這樣單純的信何等有福，感謝神！

跨過時空的感恩
馬靖
有一個家庭在網上看到 8/30/2020 主恩堂的主日

作和家庭，聯繫不多，後來幾乎沒有了他們的音

崇拜，留下一封長信在留言區。1996 年在泰國，

訊。我偶爾會收到阿姨群發的轉發鏈接等等，我

他們經朋友介紹認識劉嘉生叔叔和王詠涵阿姨，

馬上回信，不過他們鮮於給我單獨回信，因此我

得到兩位長輩無私的幫助，並且在他們家的查經

不知道他們的近況，很掛念二老。

班慕道認識主。第一次參加網上的主恩堂崇拜，

剛剛收到這個鏈接，我非常開心和感動，我相信

因多年不見二老，非常

一定會有弟兄姊妹看了我的這個信息後，替叔叔

想念他們，留言問候，

阿姨在這裡告知他們的近況。提前謝謝您們。

該 信 的 原 文 如 下 。
（陳岱純註）

我剛剛也看到了貴教會小小年紀的詩班獻詩：神
的恩典大大小小......這是我看到的最美的，最棒

尊敬的威明頓教會弟兄

的，最有希望的兒童小詩班，有了他們，威明頓

姊妹和牧者，

教會哪裡會擔

非常開心能連上這個鏈接，雖然我是通過王阿姨

心 後 繼 無

收到的，可是可能因為他們年事已高，這幾年很

人？！真的很

少收到他們回復我的郵件，請代我在主裡問候劉

為您們感恩，

嘉生叔叔和王詠涵阿姨。他們是我的恩人。

這個小詩班的

1996 年，我在他們上海朋友的幫助下，到泰國
投靠他們，雖然素不相識，但是卻得到他們無私

成員已經多過
很多教會成員了......

的關懷和幫助，因著參加他們家的查經班，使我

多麼盼望我能在偶然的鏡頭中看到我熟悉的叔叔

真正和更多明白這位永生主。

和阿姨的身影。80 多歲了，一定不失夕陽之美和

後來我來到英國生活和定居，叔叔和阿姨也曾數
次來英國探望我們，非常開心。最近幾年忙於工

溫和。
他們的晚輩 馬靖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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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展
2019 年 5 月，一個主日的中午，我正在威明頓主

總是打打鬧鬧、爭爭吵吵的，這樣的場景十分罕

恩堂的飯廳裡，有一個小男孩突然氣喘吁吁地跑

見。「我看見弟弟這個樣子就是很難受。」姊姊

到我跟前說：「瑞瑞的手指出血了！妳快去看看

抽泣著回答。「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開始質

吧。」瑞瑞是我兒子，一聽這話我就立即放下手

問弟弟。原來小朋友在地下室的教室玩，一個叫

中的飯碗，跟隨他往過道走去。

凱文的孩子非要把其他孩子關起來，瑞瑞就用腳

兒子在茅又生弟兄的陪同下，捂著手一臉沮喪地
朝我走來，原來是左手小拇指壓傷了，血已經把
包著的紙巾滲透了。我一把捏住那指頭，一邊進

82

蹬著門予以抵抗，但是不巧的是他的手指正好放
在門樞紐那兒，凱文的力氣遠大過他，手指就這
樣給壓傷了。

行壓迫止血，一邊大聲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進了急診室，醫生清理完傷口，瑞瑞他爸志豪看

命令出血立即停止！」以前每每遇到受傷流血，

到那手指，轉頭對我說：「沒想到壓得這麼厲害，

如此禱告之後出血即停，屢試不爽。這樣差不多

全爛了！」他扭曲的臉顯出從未見過的痛苦。孩

了吧！我正想就此作罷，茅弟兄卻在旁邊很認真

子躺在手術枱上，我試著問他說：「傷得這麼慘，

地說：「李展，妳要帶他去看醫生。」正在猶豫

以後還和凱文玩嗎？」「媽媽，聖經裡不是叫我

之時，呂牧師恰巧從過道經過，目睹剛才那一幕，

們要饒恕人嘛？」兒子的回答令我既感動又驚訝。

就對我說：「我帶你去見一個弟兄，他以前在國

在準備手術的時候，我給牧師微信了受傷情況，

內做過醫生。」我就尾隨牧師又折回飯廳，來到

請教會弟兄姊妹代禱。這時醫生進來了，第一句

裘峻弟兄面前，裘弟兄看了瑞瑞的手指後，很嚴

話就說：「受傷的部位正好是指甲根床，以後指

肅地說：「這需要縫針。」縫針嗎？去哪個醫院

甲有可能長不出來哦。」兒子一聽醫生的話顯然

縫針啊？我們對此地醫院不是很熟悉，游有文弟

害怕了，我安慰他不要怕，只要信。實際上，我

兄在旁邊插嘴：「杜邦兒童醫院。」我馬上打孩

自己也倒抽一口涼氣，但是作為一個長期代禱的

子爸爸的手機，結果聯繫不上，裘弟兄正自告奮

人，靈裡面馬上反應：「我奉耶穌基督的名不接

勇要開車送我們去醫院，結果孩子他爸及時出現

受這個可能，因我相信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

了。一出教會門口，孩子就哇啦哇啦地嘔吐起來，

能！」然後心裡又禱告神說：「主啊！求你感動

最喜歡吃的肉丸子污穢了一地，爸爸取車回來嘎

醫生的心，取消剛才的話，讓他說出正面有信心

吱一聲刹在面前，有文弟兄揮揮手，催我們上車，

的話。」整個手術過程中，我都在另外一個房間

並說他會負責清理。我們就頭也不回地衝向醫院

迫切禱告。手術結束後見到孩子，他對我說：

去了。

「媽媽，我後來又問了醫生，我的手指甲會長出

瑞瑞的姊姊在車上一路淚如雨下，「妳哭什麼

來嗎？他說他相信會的。」哈利路亞！神已經回

呢？」我十分不解地問道，因為平時姊弟倆在家

應了我先前的禱告。

回家路上就接到凱文媽媽的電話，非要上門賠禮

孩子經歷這個過程，到底還有上帝的什麼美意？

道歉，小雨瀝瀝的，我們不讓他們冒雨登門。回

我對瑞瑞說：「這件事情的發生絕對不是偶然的，

到家，浣方姊打電話來問情況。沒多久聽到敲門

上帝也不會讓你白白吃苦，你想想為什麼是你被

聲，凱文一家不顧我們反對硬是來了。我對凱文

壓了？你有沒有什麼破口？現在一隻手不能打遊

說：「給你布置一個家庭作業：請你每天晚上為

戲了，是不是有上帝的管教？」他跟我說：「上

瑞瑞手指的康復禱告好嗎？」凱文點點頭。

帝跟我說要我以後少打遊戲。」「什麼時候？」

後來在教會的微信群裡，弟兄姊妹們為瑞瑞的手
禱告。我們節制小組的李鴻弟兄還專門帶四個孩
子上門探訪，並捎來幾盒精美的點心。方方姊妹
也帶他的小兒子上門問候，還送來五彩冰棒。有
天發現我的手機多了幾條語音留言，原來是儀君
姊妹的兒子牛牛，給瑞瑞說了些安慰祝福的話。
瑞瑞的好朋友約翰的爸爸，當天晚上登門為瑞瑞
抹油按手禱告，並且分享了自己小女兒嬰孩時期
舌頭受傷，被主醫治的信心見證。跟瑞瑞一起玩
的小朋友們都知道這事，也為瑞瑞禱告，這麼多
的愛心令人非常感動。

我好奇地問。「就剛剛在吃飯桌上的時候，妳在
收盤子，我聽到上帝雷一樣的聲音。」「那好，
上帝既然對你說話了，你是該收斂了。」能聽到
上帝的聲音，感覺所有的遭遇都值了。
新指甲在假指甲的遮蓋之下如何生長根本無從得
知，只有把康復過程交託給神。冬去春來，有次
孩子在博物館的電梯裡，手重重地碰到牆上，老
指甲飛出去了一片，指頭露出醜陋的真相，存著
盼望，我們繼續忍耐等候。沒想到康復的過程如
此漫長，快一年了，指頭尖的新肉雖然長好，但
是老指甲脫落以後，看到的新指甲只有原來正常
指甲的一半長度！天啊！有粉紅部分，也有我們

手指受傷後帶來諸多不便：馬上鋼琴考級，準備

平時會剪掉的白色月牙部分，但是整個長度只有

了那麼長時間，不得不飲恨放棄。最喜歡打的籃

正常指甲的一半！

球也只好練習單手投球。繫鞋帶要求姊姊幫忙，
背書包要找媽媽搭手。眼看回國探親的日子也臨
近了，這該如何向疼愛他的爺爺奶奶交代？我只
好禱告神，求主在我們回國之前，除去所有的石
膏繃帶和包紮，並且爺爺奶奶問起來能夠輕描淡
寫的帶過。後來每天晚上都是志豪給孩子清理傷
口，我是不敢再去瞧一眼的，恍然領悟最開始壓
迫止血的鎮定，全然是上帝的恩典。神實在憐憫
垂聽禱告，一個月以後，孩子的包紮就完全去掉，
沒有給旅行增添任何麻煩。醫生把脫落的指甲縫
在上面，竟然在爺爺奶奶面前矇混過關，以為只
是一點瘀傷。

緊張的情緒再次催逼我迫切禱告，我問主到底還
有什麼阻攔了神的醫治？神光照我，讓我看到自
己裡面還有隱藏的苦毒。也許在剛受傷的時候覺
得沒有那麼嚴重，以至於可以輕易的饒恕，但是
隨著時間的推移，那看不到邊際的康復，使苦毒
的情緒在不知不覺中又悄悄地滋生出來。洞悉一
切的上帝豈能不知呢？我在主面前禱告，願意徹
底饒恕，把苦毒連根拔出。每天這樣宣告，並且
為著完全的康復，禱告更加殷勤迫切。一天多次
為此呼求主的憐憫，每晚上為指甲按手禱告，奉
耶穌的名，命令粉紅色的部分繼續生長。還常常
抹油禱告，宣告耶和華拉法是醫治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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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甲在我們的信心中漸長，今年七月份的時候，
終於長出了正常的長度。除了新的指頭肉顏色偏
粉，與老肉的交接處還有一圈縫針的印記外，這
左手小拇指與右手幾乎一模一樣，正如我們所禱
告的，那細微不一樣之處都是恩典的記號！
感謝神！祂是何等的信實仁慈。祂讓我在這個過
程當中看見手足情、教會愛，看見孩子純潔和美
善的心，難怪主耶穌要我們都回轉成小孩子的樣
式。看見信心和忍耐結出的果子，看見「那等候
耶和華的必不致羞愧。」神哪！有什麼比你更美
好？我心永遠追隨你！——我心永恆！

戈媽媽（陳晉玲）
威明頓教會成立 40 年了！在這 40 年中，神與我
們教會同在！教會的牧師長老敬畏耶和華，學像
主耶穌牧養羊群，是好牧人！神的恩典，神蹟奇
事豐豐富富充滿教會，滿有見證！神的名得到高
舉！榮耀讚美神！
馬可福音 16:15-20 記載：「祂又對他們說：你們
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
得救，不信的必然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
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
好了。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後來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邊，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
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威明頓教會渴慕主的話語，聖靈感動，把傳福音
放在首位。教會組織了「三福」傳福音培訓班，
滿有成效！許許多多的弟兄姊妹通過威明頓教會
認識主，受洗歸向主，其中就有我在中國的親人：
二個弟弟，一個弟媳，一個侄子，一個侄女，一
個妹夫，共 6 人先後來到美國，在威明頓教會聖
靈感動受洗歸向主！奇妙的主，奇妙的帶領！哈
利路亞！威明頓教會傳福音的腳蹤何等佳美！
主耶穌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威明頓教會的
牧師長老和弟兄姊妹們尊主為大，在主裡面互相
愛護，互相幫助，彼此代禱。弟兄姊妹中有人遇
到難處的和患疾病的，大家就會齊心協力為他們

賽 49:23

禱告。神的憐憫也顯明在多位有各樣難處和身患
癌症的弟兄姊妹身上，如：陳玉姬、李典豔、潘
震、林洋的爸爸......慈愛的天父救他們脫離死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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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谷，賜他們生命，使他們更加的愛主，為主

主，基督的慈愛救恩就圍繞著我們！以賽亞書

作美好的見證！

53:5 說：「因祂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

我對威明頓教會也有著特殊的感情！我在中國的
這麼多親人在威明頓教會受洗歸向主，感恩！我
們一家在教會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來我們和教
會的牧師長老弟兄姊妹們一起敬拜主，事奉主，
心中滿滿的感恩！我的三個外孫，凱茜、凱琳、
凱文，從小在威明頓教會參加兒童主日學，在教

鞭傷我們得醫治。」主耶穌每天醫治我的靈魂，
醫治我的肉身，二十多年來，我從沒進過醫院看
病，我只進主的聖殿教堂敬拜主！我深深相信：
主耶穌是天國的大醫生！哈利路亞！最近主耶穌
又賜給了我第四代，我的外孫女凱琳生育了一個
寶貝女兒，感恩主耶穌的愛！

會受洗歸向主。現在三個孩子長大成人，聖靈帶

神的恩典訴說不盡，在當前的疫情中，我看到了

領他們傳福音，成為事奉神的基督精兵！感恩！

不信主的人是多麼慌亂，而我們信主的人是多麼

多年前我的先生戈尚德安息主懷，教會的牧師長

的有福。大家安靜在主的腳前同心合一禱告！神

老和弟兄姊妹們為他舉辦追思會，真是有太多的

保守的大能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顯得是何等的真

感恩！在威明頓教會這個充滿主愛的大家庭裡，

實！哈利路亞！最後在威明頓教會成立 40 週年

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喜樂！

之際，我有幾句感言，是有一天半夜醒來，聖靈

我自己也曾是一個內心驕傲、苦毒、怨恨、脾氣
急躁的罪人，教會的牧師長老和弟兄姊妹們關心

感動賜下幾句滿有亮光的話語，要與弟兄姊妹們
分享，彼此共勉！

我，幫助我，聖靈澆灌我，把我從罪的捆綁中釋

世上做人要當心，撒旦魔鬼要害人。

放出來！主耶穌十字架寶血洗盡了我一切的罪孽！

儆醒禱告最要緊，熟讀聖經記在心。

悔改重生後，我真正認識到：讚美、讀經、聚會、

心要寬來氣要平，寬宏大量過光明。

禱告、感恩、悔改，是多麼重要！只要我們敬畏

耶穌領我進天門，永永遠遠享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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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靜儀
巴拿巴出現在聖經記載教會初成立的時候。他是

巴拿巴後來和保羅因爲在是否要帶領馬可同行的

生在居比路（现在的賽浦路斯）的猶太利未人。

事上意見不同而分開（徒 15:39-40）。但二人關

原名是約瑟，被使徒們稱為巴拿巴，此名是「勸

係並未惡化，這可見於保羅後來在寫給哥林多、

慰子」的意思（徒 4:36）。可見在使徒中，他是

加拉太等教會的書信中都提到巴拿巴，足見二人

有著「會關心和鼓勵人」的名聲的一位好弟兄。

之間並無嫌隙。

巴拿巴在奉獻上特別盡心盡力，將田地都賣了，

而當時被保羅拒绝的馬可，日後卻成了彼得的密

價銀全數交給使徒。顯然他是一位慷慨又敬虔的

切同工（彼前 5:13）。而保羅晚年時，也特别想

弟兄（徒 4:37）。直到今日，巴拿巴仍一直是教

念馬可，並稱讚「他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

會鼓勵信徒奉獻的好榜樣。

（提後 4:11）。所以誤會早已化解，馬可在巴拿

當原先逼迫基督徒的掃羅在大馬色見到異象，悔

巴的認可和帶領下，成為使徒的得力同工。

改信主，並開始傳講福音的時候，耶路撒冷的門

史籍記載，巴拿巴和其他使徒一樣，最後因福音

徒們並不信任他，「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領他

被人打死，為主殉道。

去見使徒（徒 9:27）。保羅從此能和使徒們交往，
並放膽傳道。這事顯明巴拿巴多麼地心胸寬廣，
能賞識並栽培有能力的人，是一位温暖的弟兄。
巴拿巴是最早被耶路撒冷教會打發去外邦傳道的
弟兄。因他是個好人，满有信心，被聖靈充满，
講道大有能力（徒 11:22-24）。他後來又找了保
羅，一起在安提阿同工宣教，建立教會。安提阿
教會也成為外邦教會的典範。可見巴拿巴滿有宣
教的負擔和恩賜，後來和保羅在宣教的路上同行，
在早期傳福音至外邦的事工上貢獻極大。他自己
必然也活出了美好神僕人典範的見證。
巴拿巴又帶領安提阿教會捐款，去供應在猶太面

總結這位巴拿巴，是個慷慨、寬容、謙遜，卻滿
有宣教負擔，大有講道能力，更能與人和睦同工
的主的門徒。
聖經中雖然未收藏任何他的筆墨之作，他也未被
列入十二大使徒（加上保羅，十三位）之中，但
早期教會史中對巴拿巴是極為推崇的。在現今世
風日下、世道沈淪、是非混淆的世代中，巴拿巴
的好品格、好行為是我們的好榜樣，值得我們效
法。願我們受激勵，在教會、工作、週遭環境中，
實踐出對人的關心、寬容、慈愛和幫助。在主恩
堂成立四十週年之際，也求神帶領教會不斷培養
出堅守真道、愛傳福音的信徒。

對饑荒的信徒。可見他的確是一位有愛心又有說
服力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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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平
幾年前，教會英文部（主體是青少年）進行了一

在主恩堂裡各位弟兄姊妹的服事不正是這樣嗎？

個調查：教會對你意味著什麼？有人說，教會是

陳永樂和程芳華夫婦善於種植花草，每個季節都

大家聚在一起來敬拜神的地方。有人說，教會是

為主恩堂的花圃種上當季的花朵，讓每個路過和

第二個家。有人說，教會是每個星期來見朋友的

來主恩堂敬拜的人都能感受到神創造的美好。陳

地方。雖然從聖經角度而言，這些都不是教會的

源石和鄭炎嫺夫婦特別能關心人，經常無私地幫

準確定義，但它們代表著教會在大家心中和生活

助別人。2016 年 9 月我父親過世，我回國奔喪

中的意義和重要性。

時，十年級的女兒因為已經開學，不能同往。源

教會的希臘詞源 ekklesia 的原本意思是人們的公
眾集會。聖經裡，教會一詞最早出現於馬太福音
16:18，耶穌基督說：「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

石炎嫺夫婦把我女兒接到他們家，每天接送她上
學和照顧她的飲食起居，讓她生活得和在家裡一
樣。他們的無私幫助，讓我們一家都感受到神的
愛！

能勝過他。」這裡教會有一個明顯的含義，就是

疫情期間主恩堂的 Loving Actions 團隊也是一個

指屬於和相信基督的人。這與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肢體相互配搭，榮耀神的美好例子。既有負責對

1:2 對教會的定義是一致的：「寫信給在哥林多

接社區抗疫需求的呂學明和倪灝弟兄，又有負責

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

採購醫護物資的王曉路和白玉峰弟兄，還有負責

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

與主恩堂會眾交流，鼓勵捐獻的呂牧師和饒承恩

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所以聖經裡

弟兄。再加上會眾們的積極捐款和許多弟兄姊妹

的教會，就是指基督信徒的聚集體，而不是聚集

幫 助 物 資 的 包 裝 和 分 發 ， 主 恩 堂 的 Loving

的地方。我們可能在家裡聚會，也可能在一個借

Actions 為特拉華州幾十家機構 （醫院、老人院、

用的場地裡聚會，也可能在一個宏偉的教堂裡聚

警消單位、慈善機構）捐助了八萬多件防護用品，

會，也可能像現在疫情期間一樣各自在家但在網

向社區傳遞神的愛！

上聚會。

主恩堂成立四十週年了，有弟兄姊妹離別，也有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

新加入的弟兄姊妹，但神的旨意不變，祝願主恩

（林前 12:27）保羅又將教會比做基督的身子，

堂的弟兄姊妹們繼續努力，在我們的社區裡做光

而信徒們根據不同的恩賜，在教會裡有不同的事

和鹽，榮耀神的名！

奉，正如一個身體，不同的肢體有不同的功能，
彼此互相搭配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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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尚德
「以風為使者，以火焰為僕

「耶和華轉了極大的西風，把蝗蟲颳起，吹入紅

役。」（詩 104:4）暴風雨的

海，在埃及的四境連一個也沒有留下。」（出

風、雨、雷、電，都是神的器

10:19）這些蝗蟲完全在神的控制之下，這是神對

皿。神用東南西北風來展現祂

埃及的老百姓極大的憐憫！「祂沒有按我們的罪

的大能，和祂的拯救。近期是

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

颱風季節，颱風的威力對人類

（詩 103:10）是神的憐憫，叫我們脫離罪惡的捆

的影響很大。現特將有關於風

綁，使我們得救。「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

的讀經心得與大家分享。

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一）神使用東風：「摩西向海伸杖，耶和華便
用大東風，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開，海就成

（四）神興起北風：“北風啊，與起！”（歌 4:16

了乾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

上）人在世上不可能一帆風順，有順境，也會有

右作了牆垣。」（出 14:21-22）神用大東風，使

逆境。但是困難是對信徒的考驗，是一種化裝的

大海一夜成乾地，讓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祝福。人常常在遇到困難時更加親近主，向神迫

脫離罪惡。「耶和華這樣拯救以色列人…。」

切祈求；因此遭遇困難，往往使人更加認識主，

（出 14:30）現在神通過聖經，天天在帶領我們，

並且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使我們信徒的靈

叫我們認罪悔改，跟隨耶穌，走永生的道路。

性更進深一層。

（二）神吹來南風：「南風啊，吹來！吹在我的

六年前我的腹腔絞痛異常，當時出汗、發熱，驗

園內，使其中的香氣發出來。願我的良人進入自

血後肝指標十分高，後來査出是膽總管有結石，

己園裡，吃他佳美的果子。」（歌 4:16）南風象

醫生認為需要把膽切除掉。然而我們靠著信心向

徵了神的恩典，溫暖的季節是神賜福的日子。

神祈求，弟兄姊妹們也爲我代禱，神垂聽我們的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太 6:11）

禱告，不久就不痛了。感謝神的恩典，四年前移

神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遠遠超過我們

民來美國，體檢時竟然查不到結石了，我們的天

所求所想的，我們要凡事謝恩，不要在富足的時

父將我的病治好了！病痛期間，我不斷地禱告，

候放鬆警惕，忘記了神的恩典，也不要在外面的

讀經，更加熱愛主。

物資豐富時，裡面的靈性反而衰退了，以致遠離
了神。

總之，東風是對我們的拯救，南風是神的恩賜，
西風是憐憫，北風是對信徒的考驗。我們信徒每

（三）神轉了西風：當蝗蟲落在埃及的四境，遮

日都領受神所賜各樣的恩典，千萬不要作個忘恩

滿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法老說：我得罪耶

的人，而要不住的凡事謝恩才是！

和華你們的神，又得罪了你們…求耶和華你們的
神，使我脫離這一次的死亡…」（出 10: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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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不義。」（約一 1:9）

（注：本文為戈伯母提供，是已回天家的戈伯伯於
1996 年寫的讀經心得）

We Are

Glad

Pastor Richard Vaughn
English Ministry Pastor

Being here at WCEC the past two years
has given me great appreciation for what
God has accomplished through our church
family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When I was
considering the call to WCEC as the English
pastor I was excited and
to hear that
WCEC had planted two other churches who
are vibrant and growing. I was also
that
WCEC had a heart for missions both foreign
and local. I remember my first Christmas eve
service two years ago when my wife and I sat
in awe as we listened to a beautiful, God
honoring music presentation. Driving home
that evening we were
and blessed that
God had led us to a church with a heart for
Godly worship.

Christ and trains them to serve Him. I am also
and privileged to work alongside Pastor
Lu who has been given a gift and heart to
proclaim God’s Word faithfully. The English
Ministry of WCEC is blessed with members
who use their gifts and talents to serve God
in a variety of ways. We have gifted
musicians, we have talented media
individuals who make our live-streaming
possible, we have skillful teachers who
proclaim God’s Word each week and a host
of people with a heart to serve God
whenever needed. All these dedicated
servants of God make the heart of a pastor
and thankful. The English Ministry is
also
for a beautiful English Chapel and
fellowship which is part of our new building.

We are also
that God laid it on the
hearts of our elders many years ago to begin
an English Ministry and that people like
Michael and Wendy Battalora have
continued to carry out that vision. I am
for the six pastors who have gone before me
and how God has used them to build the
English Ministry over the past years. As an
English Ministry we should be
that 5
years ago God sent a young couple with a
heart for God and developing teens. Daniel
and Lacey Godsave have been such a
blessing to the parents and teens of WCEC in
setting a pattern for teens to grow and serve
God for His kingdom. We are also
at
WCEC that God has given us Ching-Lie who
has developed a children’s ministry that
reaches boys and girls with the gospel of

As WCEC celebrates 40 years of the Lord
doing great things for us it has not been
without its difficulties and trials and
especially the year of 2020. The year brought
Coronavirus and many challenges to the way
we do ministry. I am
that God has given
us a leadership team which has met those
difficulties with a spirit of change and
determination to continue moving forward
for the Lord.
In Ephesians 4:4-11 we are told to be
in the Lord at all times: again I say, be
. I believe WCEC is a church family of
blessed and
people. The Lord has done
great things for WCEC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great things in
our future and for th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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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Years Later:
My Testimony of Being Called by God to WCEC
Pastor Daniel Godsave
Youth Director of WCEC
Some of you who will be reading this have
heard my story, some of you have not. The
following is a brief refresher (more details
below). I was raised in Tennessee. In high
school, I felt called into ministry. I pursued
that calling at Moody Bible Institute in
Chicago. After finishing school, I moved to
Oregon to pursue my now wife, Lacey. Over
a year after that, I found myself two months
into serving full time at a Chinese American
Church in Delaware. That was five years ago.

There are a few things remarkable about
my story. First, I find myself fortunate I have
already had a taste of living in every major
geographical area of the US. Second,
growing up in the US, Delaware is one of
those small east coast states which most
Americans (hopefully) know exist but only
know of it as one of the small insignificant
states somewhere on the East Coast. No
offense, I now love Delaware, but it was
honestly one of the last places on the planet
I imagined myself moving to. Finally, growing
up in a predominately white town in the
South, with my primary exposure to Chinese

90

Gospel Jam, April, 2017

culture and people being the local Chinese
buffet, one simply does not imagine they will
one day be a youth minister at a Chinese
church. But here I was and here I am still. In
this article, I hope to give the reader a
glimpse into how God led me to this church
and all the ways I am thankful that he did.
Since high school, I had felt God was
calling me into cross-cultural ministry. My
brother, Keith, (some of you have met him,
he’s a missionary in Uruguay whom the
church now supports) preceded me in
ministry. Watching him become a missionary
and bringing the gospel to the people he
served sparked in me a desire to do the same.
God grew that desire until by my senior year,
I was sure that’s what he was calling me to
do. For a long time I assumed that I would
become an overseas missionary like my
brother. So I applied and was accepted to
Moody, graduated with a BA, then an MA.
During that time I met the woman I would
marry, Lacey. Upon graduating from Moody,
I had looked into various opportunities, but
had not settled on anything. So being a
young guy with nothing to hold him back, I
moved to Lacey’s hometown of Bend,
Oregon. Bend is a beautiful small city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For a year, I
worked part time jobs, and enjoyed dating
Lacey in the best outdoor environment on
the planet. Eventually, I asked Lacey to
marry me. Then I realized something. I really
needed a better job.

Initially, I had planned to pursue a church
planting internship in Australia. When this
fell through, I served locally as a volunteer in
a church, as a youth ministry coworker and
also as a leader of a young adult small group.
But when I got engaged, I knew I needed to
find a full time ministry that was more stable.
So I started applying for jobs. First in Oregon,
then Idaho, then Colorado, etc., going
farther and farther east until I had applied to
positions in over 30 churches from Oregon to
Massachusetts. Among those was this
Chinese
American
church
in
Delaware. People often ask me when I tell
them where I serve, what brought you to
that church? The honest, sometimes
embarrassing answer is, I found it on a
website while living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country. I sent in my resume, then sent
more information, then had a video
interview, then to my surprise, immediately
landed an in-person weekend interview,
then got hired, all in the course of a couple
of months. But I do not believe for a moment
that my coming to WCEC was a blind
accident. God led me here. And looking back,
I am incredibly thankful he did.
When I came in 2015, I must confess the
first year was really hard. I was living in a new
environment, in a culture very different from
my own, and figuring out what it means to
direct a ministry full time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was very inexperienced overall.
There were certainly times I wondered if
God had really called me here. In the end, it
was not my skill set or comfortability level
that kept me at this church. It was the
relationships I formed with the youth.
Whenever anyone has ever asked me what I
like most about where I serve, I without
hesitation answer, the youth! I have never
met a more wonderful group of talented,
smart, fun and committed young people.
Not in 2015, and not now in 2020. From the

moment I got here, the youth welcomed me
with open arms. When Lacey joined in early
2016, they instantly included her as well.
They made it very easy for me and Lacey to
serve them and grow along with them.
A year in, and I really started to ground
myself in this ministry when I went on my
first mission trips. First to Advent Taiwan in
July 2016, then on my first Work Camp in
August 2016. Advent Taiwan 2016 was tru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I spent 3 weeks with
close to 20 youth and team moms. If you
want to get to know students, spending 3
weeks with them in close quarters working
long hours planning and teaching lessons
while also exploring Taiwan, is a great way to
do so! I followed this trip up almost
immediately with my first work camp. In
some ways, my first work camp was more
impactful than my first Advent Taiwan.
Instead of spending weeks with over a dozen
students, I was spending one week of
focused time with 5 boys. During that week
we had tons of fun together, had deep and
meaningful conversations and learned more
about God and ourselves. In part because of
that trip, these are students I know well.
Each of these boys would become leaders in
the youth group. Some are still key leaders in
our church as I write this. Future Work
Camps, Project Brother Loves, and Advent
Taiwans would go on to become key
moments in the lives of our youth and in my
own growth and journey at WCEC.

Work Camp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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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key event to my journey and the
journey of the youth has been our retreats.
Youth Winter Retreats and Spring Church
retreats have served as catalysts for spiritual
renewal. The Spring Retreat of 2017 in
particular was a turning point for our youth
group. The spiritual health of our youth
group has not always been a straight line. In
2015 and 2016, many (certainly not all) of
the youth were not crazy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During times of
musical worship, I often recall more people
talking than singing. Then came the Church
retreat of 2017.
On the final night of the retreat, as we do
every retreat, we had a time of open sharing.
I recall the format of this clearly. The youth
were sitting in a large circle. Some adults
were also there on the outside of the circle.
I had asked a few of the older students to
share ahead of time. Otherwise I left it open
to anyone to share. After a moment of
silence, one of the students I had asked to
share spoke up. What he shared deeply
saddened and troubled everyone in the
room. He confessed that he had experienced
thoughts of suicide previously that year
which he nearly acted on. When the room
had somewhat recovered from the initial
shock of hearing this and the grief that
followed to know one of their dear friends
nearly ended their life, the rest of the youth
cascaded into open sharing. Some confessed
sin. Others shared how they were bullied at
school. Others shared how hard it was to live
under extreme academic pressure from
parents. Eventually the youth broke into
small groups to pray for each other. When it
came time for the sharing to end and to go
upstairs for snacks, they did not want to
leave. They wanted instead to stay and
worship with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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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worked miracles that night! That
student who confessed thoughts of suicide
went on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leaders we have had in our church
and youth group. Students like him changed
the atmosphere of worship and vulnerability
at WCEC Youth Group. I shudder to think
what would be different if he had listened to
those thoughts of suicide from the enemy.
Thankfully, God had far better plans. That
night resulted not only in revival among the
youth, but the parents as well. Many parents
were driven to have the necessary but hard
conversations with their youth. Parents
were humbled to seek Christ as much as
their kids. This led to annual parent nights,
where we come together every summer as
parents and students and ask open and
honest questions to each other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This would not be the last retreat like this.
In fact, this set a precedent for nearly every
retreat since then. At every youth winter
retreat and church retreat alike, students
have openly shared their problems and
grown out of them! They came to realize
that their identity was not in their academics.
It was not in becoming an engineer, doctor
or lawyer. It was not in their successes. It was
not in their failures. It was not in their
inability to meet expectations. It was not
even in pleasing their parents. Instead, their
identity was in Christ (Galatians 2:20)! When
they embraced that, when their parents
embraced that, change began to happen.
And it began to happen in me as well.
Winter Retreat 2018

Before coming to WCEC, I had often
struggled with the label that I was stupid or
slow. Truth is I’m not stupid, but I have
struggled with my ability to focus and was
very sheltered growing up. But I had often
concluded when someone made fun of me,
that I was stupid and that thought consumed
my identity. When I began to see the youth
under my pastoral care embrace their
identity in Christ, I could not help but be
changed as well in my own identity. You see,
following Christ is not just about a one-time
event of praying a prayer and being baptized.
Following Christ means embracing a lifetime
of claiming an identity that is grounded in
Christ and becoming like him every day. The
youth were embracing this. And because of
them, so was I.
And so the journey at WCEC continued.
New leaders rose up, graduated to new
adventures, younger students rose up to
take their place. Still Lacey and I had the
pleasure of getting to know students as they
grew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and not only
teaching them but having them teach us. As
time went on, more and more youth invited
their friends. Attitudes changed from not
just inviting Christian Asian friends to also
bringing their non-Asian friends and nonChinese friends. At various times, we have
had Caucasian, Korean and Indian students
join our youth fellowship guided in Christ.
Our youth group grew numerically and
spiritually. We said goodbye to senior classes
and those students went on to lead in

Serving with students and parents at
Sunday Breakfast Mission, October 10th, 2020.

college fellowships and church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o my joy, some of those
college students went to UD and a new trend
started. Because to truly invest in the long
term spiritual health of WCEC, some
students have embraced a call to stay
around and continue to serve their peers.
Then COVID happened and ministry itself
changed dramatically. We moved to online
Youth Group. Since the shutdown, sadly
some students stopped coming and have yet
to return. Others have returned and
thankfully most did not leave but stuck with
it. Because they realize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not dependent upon their
friends or flashy programs, but upon their
love of Christ and identity in him. Not only
that, but they have continued to invite their
friends and new youth have been joining the
past few weeks. Thankfully, we are now back
to partial in-person youth meetings. The
next year, 2021,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WCEC, has its share of uncertainties. But I
have no doubt God will continue to do great
things in the lives of our youth.
There is much more I could say about the
last five years. God has worked so much and
accomplished great things. But as I reflect on
my time here, although it has certainly not
been without its struggles, I am eternally
grateful God called me here. I am grateful
because I have had the pleasure of being
used by God to impact the youth of WCEC.
And more so, God has used the youth of this
church to impact Lacey and me.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s next, I am certain God has
much more great things planned for these
youth. And I am incredibly happy God led me
here to be a part of those great things. 

Date: October 13t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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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ess the Lord

Ching-Lie Fritz
Children Director of WCEC

“Unless the Lord builds the house, its builders labor in vain.
Unless the Lord watches over the city, the watchmen stand guard in vain. . .
Sons are a heritage from the Lord, children a reward from him.”
Psalm 127:1, 3
I am eternally thankful for the vision the
Lord gave to the people before me, to see the
need for and start a Children’s Ministry that
guides children into being faithful teenagers
and wonderful adult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God has supported this work, and volunteers
have kept the program alive.
Years before I even arrived, the Lord
prepared me to take on this ministry. When
living in Pennsylvania, I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 AWANA program my kids were attending.
But I never imagined I would be leading it
someday. Nor could I have imagined the
amount of work it takes to run a children’s
ministry. If the Lord had not done something
in my life then, and put people in my path to
help me along the way, I could never have
led this program. I would have been lost.
Thank you,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e good
Lord.
Thank you to sister Pialan Shi, the
children’s deacon before me who supported
me in my very first days of leading the
ministry. This is a challenging ministry. One
that requires constant preparation, planning,
and effort. It would never have been possible
to do by myself. Thank you to Yuan Yunqing,
Yuna Wilson, Wei Lai, and Jing Chen, who
have continued to make that vision a reality.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m.
Over the 6 years I’ve worked here, the
Lord has always given me resources beyond
my expectations. Even when I thought it was
impossible to succeed with an event, the
Lord provided. For example, we lost six
volunteers at the same time COVID-19
began affecting us, and I thought we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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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longer be able to continue our ministry.
But when we moved online, I realized we had
exactly who we needed to reach the kids
over Zoom. Every year, we struggle with
finding volunteers for Sunday School, but
every year, a new group of people step in
willing to teach. Previous volunteers are
always ready to come back when we need
them, and that’s always been amazing to me.
I’m always waiting for the Lord. I trust him to
open doors for us. The foundation has to
come from the Lord. That’s my principle.
Thank you to those volunteers. Your
work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our church,
and our children’s futures.
When I took over AWANA, I had no one
to figure it out with me. It had been operating
for years at WCEC, but it was new to me. For
Sunday School, I had Pialan, but I struggled
to lead this new area on my own. From the
beginning, AWANA leaders stepped in to
help me. They were humble and kind to
follow me even when I was still learning, and
were always patient to show me how to
handle things. If they would have criticized
me, I would have been miserable. Instead,
they taught me everything I know. They gave
me the major support needed to make the
AWANA ministry happen, and always asked
for and trusted my decisions. AWANA is so
unique, and I’m thrilled with everything we’ve
accomplished there.
Thank you to Reverend Paul Lu, Elder
Hsiang Shih, and Elder Jensen Dung. In the
beginning of my ministry, they always had
words of encouragement for me, and were
happy to help in everything. They always

asked How are you? What do you need?
What can I do? The Lord’s grace and love
shone through them.
Thank you to Pastor Vaughn, who has
been a mentor to me the past 2 years. He
was someone I could really relate to, who
knew about the children’s ministry and could
directly help. He was always on my side,
utilizing his particular knowledge whenever I
had a problem. I never felt alone knowing I
had his support. I truly look up to him and
appreciate the great wisdom and advice he
has given me to further develop the ministry.
All of us, together, have accomplished
fantastic new things this year, and over the
past 6 years.
My favorite event is always VBS. The
energy is palpable: excited voices and
laughter everywhere, and people sharing
their love and passion with each other. I love
seeing the volunteers and kids together,
having fun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It feels
like the culmination of everything we’re trying
to do. With the kitchen team, teachers,
everyone here and working together in
harmony. Kids coming from outside the
church to take part, the youth group banding
together to make things fun, parents
volunteering their time to support the next
generation. For those 5 days, we are one big
family. Thank you for investing in them with
me to share God’s lov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COVID-19 brought a new set of
challenges, and I’m disappointed that we
can’t have regular VBS and other events.
However, I am so happy that God has given
the desire to host VBS at home to ten
different houses. To carry on even though
we’re apart, to continue to build bonds in our
community and with the Lord. It’s a very
different and unexpected situation, but we
have handled it well. I hope that soon in the
future we can be together again.

Since I joined the ministry, we have
started new traditions. Our kids have
participated in Operation Christmas Child,
sending shoeboxes gifts to children in need.
All over the world, these gift-filled boxes
become tools for local Churches to share
God’s love and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Since 2016, WCEC has also become a dropoff location for our community. We are
grateful to be a part of this global mission.
The Philadelphia project for pre-teens
brings them to the city for the weekend to do
community service. I’m so happy that the
Lord has given us the opportunity to reach
out to the community and give back. Through
this ministry we have served the homeless.
We passed out meals, and were met with
overwhelming gratitude. People who cried,
who spoke of the kindness of our children,
and who we were able to touch with the
Gospel.
Going to the nursing home across the
street is another new tradition, where we sing
Christmas carols and put on our plays. We’ve
taken the kids to work in a food bank a couple
of tim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doing much
more work and ministry in our community in
the future. In the past, we’ve been focused
on AWANA and Sunday School, but I want
us to build more bridges. It is the church’s
mission to go out into the world and help
people, change lives, do good, and I want to
raise our kids to take that mission into their
hearts. Not only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by teaching our kids to know and love the
Lord, but strengthening their desire to serve
the Lord by helping other people.
AWANA teaches to know, love, and
serve, but we haven’t been serving enough.
I look forward to the Lord opening doors for
us to reach out to more kids. I look forward to
growing the love our kids have for the world.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serve our kids,
church, community, and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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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 & Recharge -- Walking Down
Memory Lane 2005 to 2020
Wendy Battalora
We Started Out in the Children’s Department
1. When my family first visited WCEC, our little
2-year-old son was terrified of being left with
Mrs. Fung in the nursery (where Ching-lie’s
office is now). Mrs. Fung is no longer in the
nursery. The 2-year-old is now a high school
senior. And even the church nursery has
relocated to a building that did not exist back
then.

2. The children’s ministry was what drew my
family to WCEC. It had a very rigorous
program, with Friday night AWANA for 2
hours and Sunday morning Sunday school,
choir, and worship service from 9:30AM to
12:15PM. WCEC, however, was less of a
place for families to do church together. It
was not unusual to see a child in Cubbies
falling asleep on a Friday night.
3. Through the church, I learned about the
Chinese School of Delaware. My family of
non-Mandarin speakers joined CSD, and so
our Sunday afternoons were tied up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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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2.5 hours. Later I found out that
some church kids go for 2.75 hours of church
program in the morning, 2.5 hours of
Chinese school in the afternoon, and still had
to do Math Plus and Chinese folk dance or
yo-yo or dragon dance. I was astounded and
thought, “Wow, these Chinese kids live a
very scripted life!” I am sure that those kids
still had to practice piano or violin and do
homework when they got home.

4. In our early years, WCEC hosted the most
spectacular VBS in all of our memory.
Jerusalem
Marketplace
(2005)
and
Bethlehem Village (2006) were definite
winners. The entire basement classrooms,
hallways, and staircase were transformed
into custom hand-crafted wall coverings and
decorations to create the make-believe
world of ancient Israel. There was not a
piece of plastic wall wrapping or publishinghouse printed poster. ALL the kids and
adults were dressed head to toe in costumes

of their own making. For some years VBS
was held during weekday evenings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 adult participants.

5. I can’t talk about the Children’s ministry
without mentioning Showguei Yeh. As the
children’s ministry deacon, Showguei ran
both the Friday night AWANA and the
Sunday school children’s program. There
was no children’s ministry staff. She was
always smiling and deflected all praise off of
herself. I remember that at one church
retreat at Elizabethtown College, she packed
her minivan with so much stuff — “just in
case” some child needed this or that.

6. Showguei drafted me to do the Children’s
Worship, which used to meet from 11:15AM
to 12:15AM. Showguei wanted the teachers
to commit to the entire school year from
September to June. But none of us could
match her zeal because it would mean giving
up adult worship services or Sunday school
for such a long period. So we bargained for
two teams of two teachers. One team did the
Spring and Fall, and the other team took
Winter and Summer. Two teachers made up
each team to take care of 25-30 3rd-6th
graders. My “partners-in-crime” included
Luoyi, Sandy Englehart, Hsiaoju Wang,
Yingxia Chen, Yuna Wilson, and others.
Leishu Wu and Ying Liu were in the other
team.

7. To control the children’s distractions from
interacting with their buddies, we had a seat
assignment system. Each child drew a seat
ticket from a bag, and that would be his/her
official seat for the day. Theoretically that
was what’s supposed to happen. But usually
the children beat the system by trading their
seat tickets so that they could sit near their
own buddies. And somehow every year, the
6th grade girls always ended up on the back
row. I think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less mature specimens
in the room.
8. My one contribution to the Children’s
Worship was handing over the role of
leading praise from the teachers to the kids.
The first batch of kids to take on the role was
Shing-shing Cao, Allison Hsu, and Pastor
Yeh’s girls. Later, Pearl Battalora, Allen &
Arlo Shen, and Kristen Chou took over. The
most memorable team for me was the KellyLucy Wang, Rebecca Yang, and Helen Li
troupe. But all of them were great with
getting the class to move, and it was much
more fun than if the adults were leading the
singing and dancing. The full-body singing
during the children’s worship was what made
me really love this part of church. The energy
and the enthusiasm from such high active
body motion was something very few adults
in the whole church experienced. King David
would have ap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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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very season the children’s worship
teachers would get a fresh box of curriculum
material by Group Publishing. If truth be told,
I initially did not like the songs in the CD
because I was unfamiliar with them. But in
time we all grew very fond of them. Every
Sunday the list of songs were specified by
the curriculum. Even in 2015 we were still
using the song lyrics printed on plastic
transparencies. My favorite songs included
“Brotherly Love”,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Genesis 1:1”, and “He Cares for
You”. These songs are from the albums from
2012 and 2015. The most regular “staff” in
charge of the transparencies were Leo
Battalora, Dennis Chu, and Brian Pan.
10. The box of worship material had the
message/sermon completely scripted with
exactly what the teacher and the children
would say. The box also had some props or
object lesson materials. My favorite part was
having complete freedom to use the material
however I liked. The creativity to redesign
the message was what I loved about
teaching. And on a very rare occasion, all
thirty children suspended their fidgeting and
whispering and fixed all thirty pairs of eyes
on me while I was speaking. Those moments
were the heaven-come-down-to-the-churchbasement experience burned into my
memory.
11. At 12:15PM, The children in the children’s
worship were all ready to bolt out of the room
to go to lunch and to enjoy what little bit of
*free time* they had. There was only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which the parents were
required to come check out their 3rd-6th
graders. The practice was quickly
abandoned.
12. Children’s Worship in the old format came to
an end in 2015. Since then, the child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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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 moved to the first hour on Sundays
at 9:30AM and included all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6th grade. This coincided with the
start of Ching-lie Fritz’s tenure as children’s
ministry staff. It also ended my decade stint
with the children.

13. Most churches have AWANA clubs on
Wednesday evening. Showguei Yeh drafted
my husband, Michael, to do AWANA. I was
not involved with AWANA and was always
relieved when everybody cleared out of the
house on Friday nights. My contribution to
the AWANA operation consisted of tapping
Forrester Wilson to take over the role of
game master from Feng-ji Yeh.
14. Some of the most troublesome kids in the
church became my favorite people. In the
messages I gave on Sunday mornings, I
would sometimes tell the kids that they will
be the future deacons, elders, teachers, and
pastors of churches. We are all work-inprogress.

15. Because the Sunday church lunch and the
Friday night AWANA both use the fellowship
hall, the tables and chairs must be set up and
put away every week. It used to be that after
the Sunday lunch, the tables and chairs
would stay until Friday afternoon. Then the
Yeh family would pack them away as they
prepared for AWANA meetings. Later on the
UD student fellowship took care of tearing
down the lunch setup on Sundays. For as
long as I remember, the youth group has
always been in charge of setting up the
tables and chairs on Sundays after the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Growing Older with My Children
16. The Friday Night Youth Group used to meet
in the cavernous main sanctuary. The youth
would be allowed to sit only on the centerleft section of the pews for large group
teaching. Then the small groups would break
out to different “rooms”: pastor’s office, front
lobby, and sanctuary stage, sanctuary rear
— wherever the youth can sprawl out and be
in whatever body position they want to be
after a long week of school. It was always
difficult to round up the small groups back for
the closing. We always ran late, and the
parents were always made to wait for us to
finish. It’s not unusual to run close to 10pm.
The parents never complained because they
either believed that the youth were rubbing
on more holiness or that the parents
themselves were still preoccupied with
chatting among themselves.
17. The parents who helped out in the youth
group usually sat in the last rows of the pews
in the sanctuary. We would pray while the
youth were doing game time. I remember
praying with Weihaw Wang, Joe Chou, and
Hsiaoju Wang in the room that is now Pastor
Vaughn’s office. Hsiaoju (Grace) usually
delivered the longest and most eloquent
prayers. Serving in the children’s and youth
ministries put me in contact with people in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18. I remember several youth deacons in my
time with the youth ministry: John Lin,
Jingkun Li, Joe Chou, Pialan Wu, Haiqiang
Chen, and now Gang Situ. We worked with
Pastor Bill Englehart, Pastor Brian Coday,
and Minister Daniel Godsave.
19. Year 2000 was the Year of the Dragon.
Many families, including mine, produced
babies in that year. When these little
dragons were promoted to the youth group
in 7th grade, they presented quite a

challenge. Usually the incoming 7th graders
would be absorbed into different small
groups for the Friday night meetings. But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of them and
because they were … well, walking and
breathing dragons…, no small group wanted
to absorb these newcomers. So for the first
time in youth group history, a special small
group was created for just the 7th and 8th
grade boys. This group was managed by
Pastor Brian and Joe Chou. All the other
small groups were led by a high school
senior or junior. The good that came out of
the chaos was a special bond among those
boys: Alex Ye, Alex Cui, Leo Battalora,
Eddie Huang, Michael Chen, Harry Wang,
Jonathan Zhang, etc. When this class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they
represented a body of 17 students and left
quite a large hole in the youth group. As with
all things, life moved on.

20. The youth group game time was started by
Pastor Brian. It’s still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riday Night Youth Group. Joyce Li was the
first game leader for the YG.
21. Working in the media room has always been
the coveted position for the youth, especially
for the boys. It gave them a legitimate place
to participate in worship services without
having to be seen or supervised by adults.
Consequently there were some activities
among the dedicated members of the
English ministry media team that did not
always correspond to what the Chinese
ministry media team might consider to be
essential work. Ahem. Jimmy Yeh was the
first one that I noticed working in the media
room high above the sanctuary. Manning the
media room operation was literally part of the
rites of passage for generations of boys after
him. In 2016 the English service was 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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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green chapel in the West Wing. And
the media room became a media “table” with
zero privacy. In 2020 the covid19 pandemic
cemented the age of YouTube livestreaming for our worship services. With the
staple of Dwight Effinger and John Yaschur,
the median age of the media team suddenly
climbed way above the mid-teens.

22.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youth group is
the summer workcamps. My 2004 Toyota
Sienna has been the pack mule for most of
the youth workcamps since 2014 to the New
York Catskills. On that trip, Leo Battalora,

Elena Hu, and I were part of a crew with two
other Korean church middle school teams.
Before we could paint the house, we had to
haul away all the trash and recyclables from
the homeowner’s lawn. Her kitchen ceiling
had a large gaping hole into the attic, and the
house smelled of dog urine. Workcamps
opened our eyes to how some Americans
live.
Our
inconsequential
property
improvement made our homeowner happy,
and all the middle school workers were crazy
caring to one another. I will make sure that
my Sienna will continue to serve God after it
leaves my possession.



The New West Wing
23. The English adult Sunday school used to
meet in a trailer where the new West Wing
building now stands. The trailer was a
property of the Tall Oaks School which held
classes in the basement classrooms as well
as in the trailer classrooms. When Tall Oaks
relocated to Bear, the trailer was removed.
Years later, the church board actually briefly
considered setting up another trailer building
to accommodate the need for classrooms.
But in the end, the church approved and built
the current West Wing. Good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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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he commission of the West Wing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Building
Committee and later the Interior Design
Committee. Being part of the Building
Committee gave me yet more connection
with the people in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I was always very astounded at how good
those committee members were at 心 算
(doing math calculations in the head).
Andrew Shen, Rich Shiau, and Ben Hsu
were the people I remember the most. Most
people in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do not

know that Andrew Shen, our resident civil
engineer, drew up the architectural plan for
both the main building (1990) as well as the
West Wing (2016).

25. Being afflicted with a fascination for how
things are put together, several times a week
I would go by to check on the construction as
the building was going up. Oftentimes I
would see Pastor Paul Lu there as he had a
past career as an architect. Anyways, when
the drywall was being put up, I was quite
horrified that the walls of the chapel were not
going to be a simple
surface but have
various protrusions
from the framing
required
to
go
around the support
structure. It turns out
that almost nobody
notices the various
protrusions on the
wall near the ceiling.
26. On one of my trips to see the construction, I
talked with the painter. He told me that once
upon a time he was a student in the Tall Oak
School when it was still meeting in the
basement classrooms at WCEC.
27. Keheng Xie Dripps, a new sister in our
church at the time, helped pick out the
bathroom tiles, grout color, bathroom stall
divider color, and all the paint color for every
room except the new choir room. Our church
is blessed with many terrific human
resources!
28. The finishing touches to decorate the new
West Wing were mostly done by me,
Keheng, and Susane Magness, a
realtor/decorator staging homes for sale.
Susane and I went to Home Goods and
picked out wall hangings and put them up on
the walls. Later I added Bible verses to go

with the various wall art that inspired me.
Working with Susane and Keheng opened
my eyes to how physical spaces are put
together coherently. Keheng helped with
picking out the kitchen cabinets and tables
and chairs. In furnishing the new building, I
had the biggest shopping spree of my life:
the solar shades in the building, book cases,
wall art pieces, all the chairs and tables.
Haiqiang
Chen,
Michael
Battalora,
Marriah/David Ma, Forester Wilson, and
others did the bulk of the assembling of the
chairs in the chapel.

29.
“Aunt”
Ruth
Liu, a.k.a. James
Liu’s grandmother,
decorated
the
Evergreen Room. I
admired her sense of
aesthetics
very
much. Many in the
English ministry do
not know this trivia:
The two windows behind the stage beige
curtains were unnecessary in hindsight.
After I purchased the beige curtains to cover
up the windows, I realized that the curtains
were too long. I then asked Ruth Liu to
shorten the curtains. That was a non-trivial
contribution as the curtains were black-out
curtains and were very heavy at their length.
In 2020 Aunt Ruth made many cloth face
masks for our church. I took a couple, and
they are by far my favorite face masks.
30. Marriah and David Ma, Dwight Effinger, and
I worked on putting together the ceiling
projector, hanging the beige curtains, and
assembling the podium and communion
table. The podium and the communion table
in the green chapel were contributed by the
late Elder Huang’s wife in memory of her
husband. Elder Huang was Tony Huang’s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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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English Ministry Adults
31. The adult English ministry certainly changed
over time. During Pastor Bill’s time, a group
of adults met weekly for Sunday school in the
trailer and monthly for Saturday evening
fellowship in private homes. EMF (English
ministry fellowship) met at various people’s
houses, including Jenna Ngian and Samuel
Tay’s home, Emil and Helen Shen’s home,
the Englehart’s home, and the Battalora’s
home. Other regulars included Amy Chang,
the Gilberts, the Fungs, and Bunny Chang /
Ferdi Kouemeni.

32. English Ministry deacons during my time at
WCEC have been Emil Shen, Greg Gilbert,
Roger Fung, Michael Battalora (2010-2016),
and Wendy Battalora (2016-2020). Li Ang
Chen will be taking over my post after I retire
at the end o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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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The current set of English ministry adults
started meeting for Sunday school around
2012. Rightnow media has been the staple
for our Sunday school curriculum. Our
classes are usually moderated by Dwight
Effinger. We had grown in attendance so
much that we started using the West Wing
pink lounge even before the official building
permit was granted.
34. The Cross Cultural Couples Fellowship was
inaugurated in June 2010 at the home of
Yingwei and Pialan Shi and was guided by
Pastor Peter Wu. Some of the original
members who still are members are the
Effingers, the Battaloras, and the Haughtons.
CCCF usually meets in the homes of the
Lempers, Haughtons, and Battaloras. A day
beach trip is usually standard in the
summers, and Yuna Wilson has organized
many camping trips for the group.

UrbanPromise and Bridging WCEC to Local Missions
35. “To forge a purposeful and vibrant church
that bridges Asian American Christians to
the local community through meaningful
service and engagement” was the English
ministry mission statement approved by the
Elder & Deacon Board in August of 2017,
and I am glad to have a hand in crafting the
statement along with Marriah and others.
What many current members do not know is
that WCEC used to be called “Wilmington
Chinese Evangelical Church,” and in 2000
“Chinese” was changed to “Community”. But
how can WCEC be a community church?
The DNA of the church has not changed
much. Rare have been the ones who joined
WCEC without having some Chinese
heritage or without marrying someone with
Chinese ancestry. With this mission
statement, instead of expecting the
“community” to come join our church, our
church went out into our local “community”.
Currently we are active partners with the
UrbanPromise School, Food Bank of
Delaware, and Sunday Breakfast Mission.
36. Nov. 4, 2017 was the first time our church
started volunteering our time on Saturday
mornings at the UrbanPromise PowerUp
Day, and we had about 30 participants. Even
though we never again sent that many
volunteers at once on any single PowerUp

Day, our church is also the only
group that, with very few
exceptions, consistently sends workers
every month to help with their mailing,
cleaning, yard work, and organizing donated
books and “stuff”. WCEC can be very proud
of that.

37. I have learned that cleaning the toilets is not
our church’s favorite way to serve the
UrbanPromise School. The simple reason is
that in China and Taiwan, students do the
janitorial work. Should the students in
America do the janitorial work at their own
school? Having cleaned latrines in my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wan, I definitely
would agree with this way of having students
take ownership. How about at our church?
38. Speaking of taking ownership, I am most
impressed with Urban Promise’s method of
cultivating the winning culture of High Five. It
is amazing to me to hear the children calling
out each other for exemplifying these five
character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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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st of These
unimaginable
happened:
worship
39. The smallest half-life creatures have
services held regularly in the fellowship
upended our world in 2020. When our
hall, Sunday in-person dropped
church crosses the
by 75%, and Sunday lunch
40th
anniversary
stopped being a regular fixture
milestone, covid19
of church life! Do not ever look
most certainly will not
down on the small insignificant
have
faded
into
creatures of our world!
oblivion. 2020 will be
remembered as the
year in which the


Reflect & Recharge
40. For the last five in the early Spring, the
English Ministry celebrated service
rendered from its many indispensable
coworkers and volunteers. We would eat
a good meal while we do the
remembering, reflecting, and recharging.
Writing this article for the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 Shower of Blessings
is a big walk back in time as I process
both digital photos and mental images.
Shower of blessings, according to my
understanding from this stage of my life,
comes from looking back and reflecting. If
truth were to be told, we are just human

beings doing the work. Not everything
went according to our ideal or to our plan.
Whether anything was initially viewed as
good or bad, as appreciated or
unnecessary, or accomplished with zeal
or foot-dragging, they take on different
values as time goes on. Life events
happened, but how we view them also
changed. We live and learn in the
laboratory of life that Our Father has put
us in. My big takeaway is this humble
word called humility. Until the Game is
over, don’t be too quick to call something
good or bad. Just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as
Apostle
Paul
remonstrated. I will now
end this with one of my
favorite verses.

For now we see only a
reflection as in a mirror;
then we shall see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then I shall know
fully, even as I am fully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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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EC – Our Family’s Blessed Journey in Faith
Li Ang Chen

Let your gentleness be evident to all. The Lord is
near.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but in every
situation, by prayer and peti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s to God. And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your hearts
and your minds in Christ Jesus. (Philippians 4:5-7)

Our family joined WCEC at the 2013 Black Rock Retreat, invited by
Jennifer and Tony Chou.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journey in faith together with the church family. The boys,
Daniel and David, grew up in the Youth and Children’s ministry, and
became responsible and always willing to serve. Piano has run through
their lives, thanks to sister Jennifer, who taught them since they were
very little. Thanks to those lessons, music became a natural language,
so they could serve the church with their worship. We thank uncle Joe
for his dedication to Youth, bringing Daniel close to God, and the
AWANA co-workers who taught the word of God to David from his early
age. Special thanks to sisters Lei Shu and Yanny, who would always
tell me about David’s growth in God – Praise the Lord!
Memorial weekends were grafted in our hearts at the Blackrock retreat
– beautiful hikes, fresh morning air, warm campfire testimony, sweet
fellowship, delicious food!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our family
joined, we did not know many people. The sister across our room
welcomed us and took our sons for a walk, to allow Jay and I to join the
morning devotion. Their family joined ours for meals, giving u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 that was Joy and the Situ’s, such a dedicated and
caring family. Later we met and had great fellowship with many many
car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 Praise the Lord!
Summers became memorable with the Gentleness group, camping at
Cape Henlopen and trips to beautiful settings, such as the Finger Lakes.
We thank Grace and Joe Chou for their coordination on the first couple
of years, and sister Dan Jiang, our campsite neighbor, for welcoming
our family to our first ever camping trip! Tasting different style delicious
breakfasts, sharing the classic Saturday night hot pot, and gathering
under the trees for the Sunday service with elder Dong’s pr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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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gave us precious moments with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also
enjoyed many cherishing times with the Gentleness group at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potlucks, and Saturday night bible studies.
Special thanks to sister Jane for passing along their boys’ clothes to
our boys - we will pass along to younger boys at church later! Praise
the Lord!
Christmas season was always busy with youth orchestra rehearsals,
community outreach at nursing homes, and Salvation Army “Ring-theBell.” All this culminating in the celebration of Jesus’ birth at the
Christmas Eve service! Jennifer and Tony would pour their hearts into
the rehearsals, giving opportunity to all the youth at church to
participate, and hosting a special celebration for all seniors to make it
special for them! We also thank Paul Wu for his dedication to the youth
orchestra, coordinating all the busy work “behind the scenes”! Such
lovely music ministry for the church and for Jesus – Praise the Lord!
2020 has been memorable in its own way as the year of the pandemic.
Our family came closer together during the long drawn quarantine!
Adjustment from the old routine to the new has had its ups and downs,
but the blessings have been more than we could count! The boys
learned to manage the hydroponic system built by Dad, and they
harvested beautiful tomatoes, cantaloupes and eggplants, and
experienced God’s provision. Our neighbors, sisters Eileen and Tao,
coordinated community grocery provisions, so that we did not have to
go out too many times. Wendy and Michael Battalora hosted zoom calls
with around the world subjects and outdoors “socially-distanced” porch
gatherings, blessed with their beautiful lake view. Pastor Vaughn
continued to meet with Daniel, David, and Jay for some one-on-one
“brothers’ talk.” Dwight, John Yashur, and the media team ensured that
Sunday services were streamed flawlessly on YouTube. Lacey &
Daniel Godsave continued to care for all the youth by hosting
enthusiastic FNY meetings – zoom did not take away the spontaneous
fellowship amongst the youth! Special thanks to Situ and Paul Wu for
helping Jay with his job search – thanks to the stable job at DHSS, our
family has been navigating smoothly through the pandemic. Praise the
Lord!
2021 marks WCEC’s 40th year anniversary – thanks to God for all the
church families, thanks to the sisters and brothers for each one’s love,
dedication and care! So many beautiful memories, so many blessings,
so many lives and families touched by the Love of Christ, the Grace of
God,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Spirit! Many more years to come,
many more blessings to shower us – may we all continue to grow in
Faith and Fellowship. Praise the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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