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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詞 
 

母會廿五週年誌慶 

 

回顧過去——不忘神的慈愛信實，謙卑順服心存感恩。 

展望將來——超越過去成敗得失，勇往直前迎接挑戰。 
 

（參考經文：申命記 7:7-9；羅馬書 12:2；腓利比書 3:13-14） 

 

謝建邦 

林芳蘭 仝敬賀 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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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 簡 史 
 

陳國志牧師 

 

貝城華人基督教會是神的家、主的身體、聖靈的殿，神設立、建造、牧養、供應、保

守、帶領這個教會 25 年至今。祂是我們的牧者，我們是祂草場的羊，是祂的子民。人、事、

物雖有改變，但祂的權柄、能力、信實、慈愛、公義、聖潔，永不改變，祂不僅是我們的

救主，也是教會的主。祂是耶和華以勒的神，是以便以謝的神。祂常與祂的教會同在，讓

我們經歷祂實在是又真又活的神。盼望通過這次 25 週年慶祝，弟兄姊妹的分享、見證、團

契，把榮耀歸給神，也叫來的人得益處、得激勵。 

神在教會奇妙的作為也藉著與人同工來完成祂的旨意與計劃，人若成為聖潔，必作貴

重的器皿，合乎主用。 

 

一、創始之期（1979~1985） 

神恩召、揀選一批愛主的弟兄姊妹先後在 LSU Baptist Student Center、Chapel on the 

Campus 及 Southside Baptist Church 藉著查經班團契事奉主、服事人，許多負責帶領的人如

今都是全職的牧師、傳道人或者宣教士（如崔滬生牧師、謝建邦牧師、章開第牧師、陳興

福牧師、曾興才牧師、楊敦興牧師、羅競知牧師，以後又有崔勝洪牧師、劉以琳傳道、林

明月頁牧師等人）。 神不僅藉這些同工創立這個團契查經班，目前也使用他們在各地牧會、

宣教。 

除了週五晚的中英文團契、查經聚會外，主日敬拜請外來講員（如黃存望牧師、周主

培牧師等），和以上幾位年長的弟兄輪流傳講聖經的信息。至今我們都甚懷念在團契裏彼

此相愛、關懷、代禱的生活。神也把得救的人數加添，初信得到栽培，看到神藉這批同工

們的事奉，奠定教會初期的模式。 

 

二、教會成立（1986~1993） 

1986 年 8 月田雅各牧師是第一任牧師，同年底通過教會章程，組成第一屆執事會。教

會在田牧師的牧養下，得救人數增加，信徒對真理的認識打下美好的根基。1990 年 9 月，

由 30 個左右的家庭同心為購堂奉獻，購得現在教堂。更在弟兄姊妹日夜整修後，於 9 月

30 日第一次在此舉行主日崇拜，並於 10 月 6 日舉行獻堂典禮。1993 年按立史定勝長老及

丁兆蓉師母以及陳國志長老及夏自珍師母。 

 

三、教會建造（1993~1999） 

田牧師退休後，由陳興福牧師、申湘雲師母來牧會。教會在陳牧師牧養下，信徒靈命

更成熟豐富，信主的人數愈加添，主日學課程更具規模，校園團契、查經班也設立，對內

裝備聖徒，對外傳福音、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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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9：Brooke Mote 是英文部半職青少年主任（Director）。 

1997~2001：Karen Law 是英文部全職助理牧師。 

英文會眾也在兩位傳道人牧養帶領下，得著豐富供應及成長。 

 

四、教會宣教（2000~2011） 

陳興福牧師、師母去猶他州牧會，由陳國志牧師、夏自珍師母來牧會，2005 年 1 月按

立夏宇明長老、周咸和師母；2008 年 2 月按立李世康長老、傅蒸蒸師母及劉雲啟長老、袁

秀娟師母。在眾長老、執事及差傳委員配搭事奉下，教會對外宣教有負擔，先後有幾次詩

歌短宣 （Little Rock, AR、Jackson, MS、Slidell, LA、Mobile, AL.、 Lafayette, LA、Ruston, 

LA 及 Shreveport, LA），中國及台灣短宣，並認領國內二個團隊及支持宣教士以及差傳機

構，教會的主日學、探訪關懷、校園團契、天糧團契（餐廳）及英文事工，在四位長老們

負責下更有成長。教會詩班、AWANA、VBS、兒童事工及許多長期委身事奉的執事及中

英文部同工，他們的事奉也蒙神賜福。 

2001~2007： 彭加榮是英文部傳道，目前與 Christian 師母在 Michigan 牧會並按立

為牧師，一方面在神學院進修。 

2007~2010： 滕茂坤是英文部傳道，後按立為牧師與 Nina 師母，目前在 Houston

牧會。 

2010~2011： Pastor Todd Willey負責英文部青少年事工（半職）。 

2011 年 3 月始： Pastor Bill （William Englehart）是英文部的牧師，負責英文會眾的牧

養。 

 

過去這廿五年讓我們看到神是信實的神，主的愛又是何等長闊高深，聖靈的引導幫助，

弟兄姊妹同心、忠心事奉，同工配搭使教會得救人數加增，信徒靈命成長。因為主要為祂

自己名的緣故，使教會成為金燈台，成為聖潔榮耀的教會歸給祂作新婦。回顧過去，我們

要數算主恩不盡，我們也相信神必繼續使用祂的教會成為祂恩典的管道，多人的祝福，願

榮耀歸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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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顧 與 感 恩 
 

陳興福牧師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名。我的心哪……」 

（詩篇 103:1-2） 

 

自從 1999 年 1 月離開貝城，蒙神差遣到鹽湖城，10 年後又蒙差派到櫻桃山，已經過

了 12 個年頭。17 年前回應了神的呼召，放下了 Texaco 石油公司的工作，全家從 New Orleans

搬到貝城，開始了全職事奉的道路。在貝城牧會的 5 年半期間，是一段非常值得感恩和懷

念的日子。那段常在 LSU 附近地區奔走探訪，與弟兄姊妹們和睦同居甜美服事的年日，實

在是令人難忘。 

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神將一些弟兄姊妹因工作關係陸續從美國各地調派到貝城

來，1979 年在 LSU 的 Baptist Student Center （BSC）成立了查經班，1981 年起在 Chapel on 

the Campus 聚會，1984 年遷至 Southside Baptist Church 直到買了堂搬到現址。由於弟兄姊

妹的同心、福音的大能和聖靈的工作，聚會人數不斷增加。於是在 1984 年成立了講壇委員

會，開始了主日崇拜。由當時講壇委員會裡的四位弟兄：崔滬生弟兄、謝建邦弟兄、章開

第弟兄和我輪流講道（現在都已經是全職牧師），也常請外面的講員，其中黃存望牧師（前

中信總幹事）和周主培牧師（基督使者協會的創辦人）常來幫助我們。1986 年正式成立教

會。神帶領了從中國來的田雅各老牧師到貝城，成為我們第一任牧師，7 年後 1993 年退休。

同年，神呼召師母和我回到貝城，擔任第二任牧師，直到 1999 年，神帶領我們去鹽湖城。

接著由陳國志牧師擔任第三任牧師直到如今。感謝神豐富的預備和奇妙的帶領。 

過去 25 年，貝城華人基督教會蒙神恩典與祝福，歷年來同工們的忠心、同心、愛心和

信心，使教會不斷增長，在早期的 15 年裡共有 12 位弟兄姊妹蒙神呼召全職服事。小小的

教會能出這麼多傳道人，實在是非常少見的現象。這些全是出於神的恩典，聖靈的大能所

成就的，願一切感謝頌讚都歸於神！ 

回顧過去，福音之所以能夠興旺，神常將得救人數加添，又有許多傳道人被主興起，

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 高舉基督聖名： 

聖靈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高舉基督，見證基督，榮耀基督（約翰福音 15:26-27，16:14），

將人帶到基督面前，認罪悔改，為罪為義責備自己（約翰福音 16:8），接受耶穌為他們的

救主和生命的主。 

約翰福音 12:32「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因此，教會的講壇、

各種聚會、團契、活動，若以基督為中心，傳講基督，見證基督，高舉基督的名，聖靈就

會大大地工作，將人帶來教會，帶到基督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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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重聖經教導： 

聖靈是聖經的作者和老師。當我們注重聖經教導時，真理的聖靈要引導人進入真理。

貝城早期查經班時代，只有週五晚上團契的聚會，聚會以讀經為主。同工們對神的話非常

嚴謹並堅守正統純正的信仰，以至於弟兄姊妹們在真道上能夠扎根。根基比較穩固。當弟

兄姊妹們看重神的話，渴慕神的話，願意去遵守時，聖靈必大大作工。 

 

3) 看重主前代求： 

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牧師說：「多禱告多有能力，少禱告少有能力，不禱告沒有

能力。」越禱告不僅越有能力，也使我們越有智慧、異象、膽量、勇氣、信心和愛心。若

能常為慕道朋友們天天提名禱告，在主前代求，神就開始預備他們的心，給他們機會，可

以聽到福音。 

 

4) 彼此相愛同心： 

弟兄姊妹相愛同心，神必與我們同在。 

腓立比書 1:5「……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換句話說，福音興旺的關鍵就是同心合意。

當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福音自然就會興旺起來。彼此相愛，是教會對外最美好的見證。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 13:35 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

門徒了。」啟示錄 3:8 神應許當我們彼此相愛，祂必賜給我們一個敞開的門（open door），

一個傳福音引人歸主的門，是祂開的就沒有人能關。 

歷年來，貝城教會同工們相愛同心，有神的同在（哥林多後書 12:11），以至於教會

蒙神更多的恩典和祝福。 

 

5) 積極參與福音： 

主耶穌的大使命（馬太福音 28:19-20），每個教會都必須遵守。教會不傳福音就沒有

存在的價值，就成為死的教會。 

早期同工們，在校園內外，積極地作個人佈道、探訪、關懷、傳福音，相信現在的同

工們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個人不傳福音，靈命很難突破和晉陞；教會不傳福音，就會冷

淡退後。 

聖靈工作的另一個原則就是「去」。我們願意去，聖靈就工作。我們去，人自然就會

來。這是大使命的關鍵。應當繼續不斷地去，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到那些未信主的人中間，

向他們傳福音，福音的大能必會彰顯（羅馬書 1:16），就會有人得救。傳福音是積極主動

的傳揚，不是消極被動的防守。 

多年服事和牧會的經歷，深深體會到個人佈道的重要性。歷年來，大多數的人都是在

個人佈道、家庭探訪時決志信主的。因此，我們當積極地去，不斷地去，去未信主人的家

裡、到學生的住處去探訪，作面對面、心對心（face to face, heart to heart）的佈道。當年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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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志牧師、卻國峻弟兄經常和我搭配探訪，師母和姊妹們常作婦女的關懷，史定勝長老夫

婦及其他弟兄姊妹們都積極地參與。若全教會能夠總動員，弟兄姊妹們都願意去，聖靈就

必大大工作，福音自然會興旺。 

聖靈是行動的聖靈，祂的心火熱要引人們到基督面前。願我們的教會能繼續成為一個

去的教會。 

 

貝城華人基督教會是神所愛的教會，是主耶穌親自設立的教會。過去 25 年蒙神保守使

用，未來必將更大蒙主使用。如今，雖然大多數早期的同工已蒙神調派，離開貝城。但感

謝神，祂又揀選並興起了另一批愛主的同工，在此忠心地服事。弟兄姊妹雖常有搬遷走動，

多數早期同工在貝城的服事已經是「過去式」（I was），但那位永遠是「現在式」的（I AM），

就是超時間、超空間、超歷史的神，卻永遠不會離開我們貝城的教會。只要我們遵行以上

的原則，神就必常與你們同在，聖靈就必繼續地工作。深信在我們的大牧者、大元帥主耶

穌基督的帶領，以及陳國志牧師、兩位長老和執事同工們相愛同心的服事下，教會往後將

比先前更美好、更興旺，將更大的榮耀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和天上的父神！ 

 

02/24/2011 

 

 

 

史 前 時 期 
 

章開第牧師  美恩 

 

前些日子，在 UBC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華人教會 UCBC 服事，忽然台下有一對金童

玉女，酷似當年 Baton Rouge 的柯君重、傅智美夫婦。會後，發現真是他們，當年 LSU 法

學院的研究生，如今已經是大律師了。熱情不減當年，提起當年趣事，有如時光倒流。附

上我們的團圓照，以資共享，也考考老友們的記性。 

話說當年，1979 年夏天，我們剛剛從 NJ 研究所畢業，被 Ethyl Corp 的研發部僱用。

來到 Baton Rouge 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查經班。苦尋兩週才通過當地華人找著了博士生黃

海美，那已經是週五傍晚了。雖然她說你們可以下週再來，我們倆兒忙不迭地趕去 LSU 的

一個大教室。誰知道，當晚因為我們的加入，LSU 查經班立即增長了 50%，因為除了我們

倆，黃海美、蔡信雄、洋子夫婦，就是一位何老教士在帶領查讀約翰福音。這大概是我們

對早期的貝城教會增長最大的供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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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貝城只住了五年半，1979~1985，當年或許因能源危機促使重工業南遷，主也

將一些專業的華人基督徒帶來。LSU 的校園一直是我們的福音園地。當年，我們家的 BBQ

以及美恩的美食會，包有兩三道的甜點，是足以讓海外學子們，在我們家不待到半夜不歸。

與其說我們服侍了許多同學，不如說，是他們陪伴著我們渡過在異地他鄉的寂靜單純的年

月。在吃喝談笑之間，基督的愛和同胞情自然而然地傳達了。主實在恩待我們，讓我們未

曾知曉教會增長或植堂策略之時，就在彼此相愛相交的享受之中，見證了福音的能力和同

工的喜樂。主也照著祂的應許，不斷地將相信的人加給我們。附帶的照片，有徐華醫師夫

婦南下傳福音時，在浸信會學生中心的合照。以及主內新肢體受浸之後，在 Chapel on the 

Campus 的湖畔留影。 

主調兵遣將，由外地遷入或從自己弟兄姐妹長出好多家的同工。史定勝長老夫婦、崔

滬生牧師夫婦、陳興福牧師夫婦、謝建邦牧師夫婦、莊文思教授夫婦、馮國昌夫婦、蔡信

雄夫婦、劉正奇夫婦、趙仰慈夫婦、曾興才牧師夫婦（當時還是情侶一對）等等。當然，

頂要緊的是當時初蒙恩，又謙和、又追求的陳國志牧師以及夏自珍師母夫婦，都是我們當

年在主裡打拚的同伴。只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有牧師、長老或執事的頭銜。有汗水也有享

受，有眼淚也有歡笑，有堅持也有退讓。點點滴滴都是主的恩、主的愛譜出的樂章。 

在沒有牧師的情況下，主日崇拜開始了，同工會建立了，規章寫下了，教會也在政府

立案了。時有神僕遠道而來教導我們，如今已經主裡息勞的周祖培牧師、黃存望牧師，都

是我們的顧問牧師。貝城雖非華人群集的大都會，弟兄姐妹的流動率也很高，但是，這許

多年來主卻使用祂自己興起的工作，造就了諸多的同工以及牧者。實在是一個安提阿式的

差傳教會。記得 1985 年初，我們即將遷居到波士頓，教會為我們辦了一個惜別會。那幅合

照裡，我們還都是黑髮人哩！當時，還有壹張三對夫妻的照片，手臂上還抱著他們的寶貝

兒女。也請大家猜猜他們是誰？廿年堂慶之時，有機會「回家」服事神的話語，呈現給大

家觀賞，既感恩又晞噓。這幾張留影所寫照的，是否是神美好的預定與安排？唯有貝城華

人教會的弟兄姊妹心知肚明！ 

值此廿五大慶，實當前來共襄盛舉；時值我們又要隨雲火之柱，從溫哥華前往波士頓

聖經教會赴職，不敢耽延。只得以言代人，懇請見諒！唯有數算主恩，願◎神的名得著榮

耀及稱頌。感念◎神恩，讓教會的歷史裡有您與我；深信，貝城教會的美善，也注入、成

為我們的生命的一部份！ 

 

章開第、美恩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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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BR 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1979 至 1989 教會簡史， 
目睹神的作為 

 

崔滬生牧師  趙申 

 

欣逢貝城華人教會 25 週年紀念，蒙長執會之邀，為文以誌。至高神在貝城的作為，信

徒們同心合意事奉所達之目的，實是榮耀神及主基督的名。也明證基督徒蒙恩得救後，只

有神的大恩，才有事奉的機會，為主的身體盡上正面的努力，才得見主所賜的結果。 

回顧 32 年前，筆者工作南調，1979 年開始目睹神在貝城華人中的作為。前後十年光

景，自查經班前身至植堂，立案，呼召第一位全職牧師。實實在在看到福音的大能，迎接

新重生的弟兄姐妹，歡迎信徒們，擔任同工侍奉，迎新送舊不下百餘人。個人一家的靈命

成長，成聖經歷也是在貝城帶職侍奉中見到聖靈之帶領。十幾年中，貝城至少有 12 位弟兄

（包括蔽人父子）蒙召走上全時間傳道工人的道路。此結果絕非人為，只有造物、造人的

主可有此成就。 

1979 年中，幾位信徒不約而同為華人成立每週查經班，人數不多。謹就所憶，陳述簡

史，以見證神在祂自己家中，信徒們身上成就的大事。福音不只是帶人得救，福音也是信

徒天天依靠的生活動力。信徒可時時經歷從舊自己中，神所顯明的地方經歷死而復活的大

能。在看起來是「施給（捨去）」的方面，實是「領受（穿上）」了新生命而成長。每經

一段靈程，才知蒙福之處有難以描述的豐盛（彼前 1:20-25）。 

教會前身是 LSU 華人查經班，起初形式是一非正式聚會，早年開始人不詳。筆者有幸

蒙主帶領，1979 年 5 月在貝城開始定居十四年。我夫婦在 60 年代來美求學，初信主三年

中，勤習聖經，實蒙主祝福，1965 年，會同另一信徒夫婦在校園開始學生查經班。是年華

人使者協會也正式成立。半工半讀，侍奉主的生活，勞苦中有神賜的喜樂。1969 畢業，離

開 Syracuse 時已見查經班茁壯，成為三十餘信徒之聚會。今日仍有同工在當地華人聚會中

侍奉，但未能獨立植堂。來到貝城之前，我一家五口曾在華人教會及美國獨立浸信會中各

有四年侍奉，並受托為執事等職，神之造就及訓導深令我們感恩。小兒崔磊來貝城時已十

三歲，他九歲蒙召，定意一生全時間侍奉同代華人。我夫婦以戰驚敬畏之心，輔育家中未

來的牧者。箴言 1:7；9:10 是家訓，也是在查經班侍奉的基本態度。聖經中大多是我們尚

未領悟，尚未體會到的，或不敢履行的真理，只有憑信心勤讀，而不敢臆測或淡化。1979

秋開始參與 LSU 華人查經班，當時帶領的是一位年長的姐妹何教士，經常參加的約十人，

姐妹居多，記得有黃海美、王慧玲、唐惠芝、Amy Wong、陳洋子等。不久何教士舉家北

遷，臨行推薦滬生接替，並受弟兄姐妹接納，我受命重新開始十幾年前帶領查經的事奉，

是時尚無主日聚會。我們全家另外在當地獨立浸信會敬拜，稍有侍奉。感謝主，約 79 年底

神帶領章開第夫婦一起同工。60 年代中滬生曾勤讀倪柝聲弟兄著作，故知章弟兄有深厚聚

會所教導，愛主之心，極為可佩，但行道傳道細節與我浸信會的堅信多有出入。雖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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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內彼此相愛並無妨礙。不知者以為方法不同便有齲齬，實與情不附，彼此切磋求證，

鐵磨鐵，實是主賜的磨練。後來我弟兄先後蒙召，被按立為牧師，即可為證。 

為收奉獻，支出經費等，早在 1980 年開始即成立組織以應行政需要。經數月禱告，觀

察及等候主的帶領，1980 年三月一日晚在寒舍邀請到查經班主要人員，如黃德牧、杜英、

劉正奇、章開第夫婦、莊文思夫婦等一起開會，滬生任臨時主席。記得是夜反常寒冷，首

次啟用木柴壁爐，熒熒火光，恰如弟兄姐妹火熱侍主的心境。經討論後，決定以學生工作

為主，公推研究生黃德牧為主席，其他同工互選分擔各部責任。查經班工作正式開始。1980

年夏，史定勝弟兄一家南遷，任教於 LSU，並有校園查經班經驗。感謝主有史弟兄與我配

搭為探訪同工。更感謝主的恩典，數年中，有原已信主及查經班事工帶領信主的人數大增。

其中包括馮國昌夫婦、謝建邦夫婦、陳興福夫婦、陳國志夫婦、曾興才、楊敦興等弟兄姐

妹。當時沒有植堂異像，主日上午參加美國教會崇拜的也只有少數學生和就業家庭。我們

一家繼續參與當地教會的崇拜及事工，為孩子們日後在教會中的侍奉作準備。 

查經班信徒日增，空間不夠，時間受限，最後只得由校園遷出，1985 在 Southside Baptist

交誼廳安定下來。 

我個人自校園開始與使者協會同工已近二十年，1983 年被邀為董事，故時有開會與宣

道人磋商的機會。1984 年開始在貝城有每月一次的主日敬拜聚會，時在下午。事前安排外

來講員領會，經常幫助本會並指導我個人進修及準備崔磊侍奉的是黃存望牧師。記得其他

講員有周主培、吳勇、徐驊、朱斯白、Houston 的黃長老及 New Orleans 教會牧師等。可惜

所缺的是本乎聖經，有關新約地方教會真理的教導和實踐。大約 1984 同年，同工會原則上

同意起草教會憲章及條例，因本人過去侍奉教會的經驗，被推為起草人。收集逾十份華人

教會的憲章為參考，多次由同工會審議，對初信不久的同工，這種參與，實在要求過份，

一倆位有背景立場者容易堅持己見，兩年工夫使我領會到中國神學及文化背景有兩大突出

點，第一是不願明確鑒認基督徒身份，似乎有為人為己的退後轉換留餘地的頃向，此乃反

對教會有正式會員資格的根源。第二是不願事先明訂教會立場及會員訓誡，扶正的條例，

原因是惟恐驚退不信的聽眾，也不願自己或他人受指責，因此疏忽了馬太 18:1517 的訓教

來處裡爭端。對植堂的模式及合經訓的運作，有了岐見，這份憲章不得落實。但教會人數

繼續增加，實是神的恩典。1985 年已辦理教會的註冊登記，並開始每週主日崇拜，當時預

算以 65%的奉獻收入支持海內外宣道事工。同時禱告求主賜下牧人。因供應每週主日講台，

一月一次邀請外界講員，本地數位弟兄按次序宣揚福音，滬生逐漸自知對聖經領會極為有

限，種下日後入神學院進修之因。當時謹以敬畏主的心，憑禱告勉強擔任講台重任，求神

為祂自己名的榮耀賜福於會眾。陳興福弟兄也勉力分擔講台，陳弟兄於 85 年左右移居 New 

Orleans，半工半讀在神學院進修，後回貝城牧會，足見神的憐憫，允許萬事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 

1986 年初，經黃牧師介紹田雅各牧師初訪貝城，老牧人含蓄，雖在蔽宅交通十餘日，

誠如黃牧師事後所言，對其神學思想一時難辨。當時教會無人牧養，又加上我們親見為田

牧師取得居留權的手續，極為順利，故延聘田牧師事，似已得主的驗證。86 至 89 年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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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導，並受輔導，滬生自動於 86 年底退出使者董事會，以專心任執事之職。憲章、條例

不再討論解釋，牧師以一紙概念取代全部草案。是時也明白神允許以經歷，文化偏重的人

治代替了法治的觀念。後因靈恩運動問題，屢次求見請教，均以召請第三者趙仰慈弟兄在

場而不得要領。是時也，我夫婦進退困難，只能靜侯主的安排。1989 年小兒崔磊大學畢業，

在黃存望牧師牧養的教會開始全職侍奉。同年貝城教會全體執事認為我們道理上的分歧，

當離開以求教會合一。自知「眾人以為美的事當留心去作」，我夫婦乃忍痛揮淚離開，為

近十年的同工及會眾，只有在主前記念。 

經友人之邀在居所附近的 Quail Ridge Community Church 開始敬拜，心存觀察、學習

之心。未料主竟允許在 1990 至 1992 年間被推選任長老之職，與數位長老協同治理 200 多

會眾。對長老治會的體制有了深入瞭解，有時輪到以英語講道的機會，為日後全職侍奉作

了準備。數算神的恩典，經歷神的大愛，我夫婦只有頌讚感恩之份。 

近數年來蒙神憐憫，藉弟兄姐妹，牧師長執，愛主愛人的心，在我夫婦植堂宣道及晚

年專任翻譯教會真理叢書的事工上獻上了大力的支持及代禱的援助。我夫婦心中極為感激，

此外也為我的「母會」祈禱主的恩賜和帶領。為主豐收華人靈魂，在信徒生命中，多結成

聖的果子，一切的作為都能為主的名添加榮耀。將來千禧年中在主面前共同侍奉的子民，

會有許多貝城的聖徒。 

 

主內，崔滬生，趙申謹志 2011 年二月一日 

 

 

 

我 深 知 我 所 信 的 是 誰 
 

李世康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祂能保全我所交付祂的，（或作他所交託我的）直

到那日」（提後 1:12 下）。回想過去 12 年神在我們當中的作為，對貝城華人教會的保守

和供應讓我們更深知我們所信的是誰。神的信實是何等的廣大，神的慈愛是何等的深，神

的恩典是何等的豐盛，神的憐憫是何等無限。在過去 12 年中讓我看到神是何等的偉大，人

是何等的眇小；神是何等的大能，人是何等的無能；神是何等的信實，人是何等的小信；

神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善，人的籌算是何等的有限。我們時常感覺到許多虧欠、無知、軟弱，

但神不誤事。我們經常犯錯誤，神從來不會錯。我們能說什麼，只有感恩和讚美。 

我和我的姊妹是因神的憐憫在 1995 年 5 月遇到極大苦難的時候才向神降服歸信耶穌。

神藉著祂的見證人陳台勝弟兄夫婦、胡宏仁教授夫婦、陳興福牧師和師母、許多新奧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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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會和 Woodlawn Baptist Church 的弟兄姊妹的幫助使我們度過了人生中一段艱難的日子。

雖然我信了主，但我沒有把自己交給主。我們不願太多的參與，所以決定去講英文的教會，

一直到 1999 年一月。因我們的孩子在教堂裡經常哭，我們只好停止去教堂聚會。後來神感

動我們，決定去華人教堂聚會。我們在 1999 年 8 月開始至今近 12 年，看到神大能的手所

作的工，我不得不俯伏敬拜祂。 

但我們剛來時，教會也正處在困難時期。當然從外表也看不太出來，陳興福牧師和師

母去鹽湖城牧會，陳國志牧師回應神的呼召開始全時間服侍。我們所敬愛的陳台勝弟兄夫

婦在 2002 年離開貝城去波士頓。像我這樣並沒有很好裝備的弟兄，因有一個願意事奉的心

開始在教會裡有所參與。感謝神藉屬靈長輩給我們學習事奉的機會，讓我們在事奉中成長。

他們在忠心和良善上都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他們的信心、愛心、謙卑都給年輕一些

的弟兄姊妹帶來了很好的影響。我們知道貝城華人教會不是一個完美的教會，但在新老一

代交接上在 2000 年代是很蒙神祝福的。我們這批當時是三十多歲的人，儘管當時我們的孩

子都很幼小，我們都願意積極參與事奉。回想起來雖然有所付出，但有神的保守和憐憫，

我們並沒有失去什麼，神的恩典實在是夠我們用。感謝神把陳國志牧師和師母、史定勝長

老和師母、夏宇明長老和師母、許梅驪姊妹、劉正奇弟兄、馮國昌弟兄、卻國俊弟兄、李

正美姊妹、陳洋子姊妹、游文河弟兄等屬靈長輩放在我們身邊，他們給我們許多的關懷，

包容和忍耐。神把教會的擔子從他們身上慢慢地放到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我們也盼望我們

也能把教會的擔子在未來的 10 年放在年輕一代的身上。 

當然教會過去 12 年也遇到了不少難處。2001 年當有弟兄犯罪顯明後，教會面對如何

處理上有不同的看見，因此產生一些分歧。當時教會聚會人數減少，弟兄姊妹不太願意敞

開交通，也不太願意事奉。但神並沒有放棄我們，祂仍然在做工。神可以差遣祂的工人來

幫助我們。2002 年陳邦林弟兄夫婦來到我們當中，雖然他們也是年輕弟兄姊妹，但神讓我

們在生命的建造上有正確的看見。在那一段時間神藉著生命團契的聚會讓我們這兩代同工

間有很好的生命的交通，幫助我們更有合一的事奉。我們都更渴牧神的話語，更願意向主

禱告。加上有傳福音熱忱的周廣聞弟兄來到我們當中，教會在 2004 年似乎有一個小復興，

當時中文崇拜一般有 120 人左右，多的時候甚至高達 140 多人。但在此以後我們有個願望

想擴建教堂，雖然也有尋求，成立了建堂基金。後來可以看到那時的看見可能是錯的或者

是我們缺乏信心，無論如何神都沒有開路。之後幾年神就相繼把黎俊弟兄、姜節超弟兄、

蔡信雄弟兄、陳竑竣弟兄、夏長老、史長老、許梅驪姊妹、毆尚黎弟兄、Sam Ng 弟兄、謝

暉弟兄等十多個家庭帶到別的城市。雖然過去幾年教會人數下降，同工也有缺乏，但我們

仍然看到神在許多方面的祝福。神在每個時期都興起一些愛主委身的同工。總的來說，教

會牧師和長執同工是一個合一的團隊。教會的基金並沒有缺乏。校園事工在陳國志牧師、

劉雲啟長老、謝暉弟兄、羅結才弟兄、劉祺弟兄等弟兄姊妹齊心努力下，神藉此彰顯祂的

大能使這一事工有很大的發展。神也使幾個不同的團契過去十來年中在不同的時期發揮它

們的功用：雪湖團契、鄉音團契、守約者團契、接福團契、活水團契、光明團契、恩愛團

契和天糧團契。神可以使一個團契復興，他也允許一個團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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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的 12 年，讓我們更有信心繼續走在主的道路上，願主在祂的教會得著當得的

榮耀。願頌讚、權柄、尊貴都歸至高無上的神，阿們！ 

 

 

 

恩 典 的 冠 冕 
 

劉雲啟 

 

袮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袮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 65:11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之間，貝城華人基督教會已經成立二十五週年了，回顧過

去神對教會英語事工和學生事工的供應、保守和帶領，心裡充滿了對神的敬畏、讚美和感

恩。 

學生事工和英語事工是針對大學生、研究生和青少年的事工，神托付給教會的異象是

把耶穌基督恩惠和平的福音傳給年輕的學生和我們的下一代，把他們帶到神的面前，也透

過他們把這好消息傳給人。神是何等的信實、可靠！祂保守教會持守這樣的異象，興起了

一批又一批神忠心的僕人，在校園事工，在青少年事工辛勤耕耘，流淚撒種，結實百倍！

神借我們小小的教會，也借我們這些卑微的瓦器成就了大事，從起初到如今有幾百名學生

和青少年接受基督做他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如今他們在東、在西、在南、在北各自在自

己的崗位上事奉主、見證主、傳揚主、榮耀主。正如詩篇所說的：「神啊，袮的作為是潔

淨的，有何神大如神呢？袮是行奇事的神，袮曾在列邦中彰顯袮的能力」（詩 77:13-14）。 

教會的前身是在 LSU 成立的校園查經班。從查經班到團契，許多教會屬靈的前輩都參

與支持了校園事工，田雅各牧師、陳興福牧師、申湘雲師母、陳國志牧師、夏自珍師母、

史定勝長老、丁兆蓉師母、夏宇明長老、周咸和姐妹和許多其他的屬靈前輩們都在信心和

愛心上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如今只有一些仍然留在教會像迦勒一樣事奉主，大部分已經離

開了貝城，但他們作工的果效到如今依然伴隨著他們。 

從一九九八年起，校園學生事工有了大的發展。教會每年在新生來的時候，與學生會

配合安排接機、買菜、提供傢俱，舉辦迎新會，並在每年的感恩節、聖誕節、春節舉行愛

宴招待這些海外遊子，每年春季教會都舉行郊遊，煮小龍蝦或燒烤，藉著弟兄姐妹的愛心

把神愛人、救人的好消息分享給他們。如今想起那些當年火熱事奉的弟兄姐妹們，崔勝洪

牧師、孫靜師母、黎俊弟兄、歐尚黎弟兄、姜節超弟兄、李雲龍弟兄、李銀梅姐妹、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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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弟兄、陳邦林弟兄、周廣聞弟兄、謝暉弟兄、陳竑竣弟兄等等，已經離開貝城，但神仍

然在貝城教會留下了一批至今仍在校園學生事工上忠心事奉的同工。他們愛神愛人的心激

勵我們，他們中許多人已經步入中年，但他們作工的果效到如今依然伴隨著他們。 

試想在二十五年的光陰中，弟兄姐妹因基督的感召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愛！開了多少次

的 party，多少次的禱告、探訪、關懷、郊遊、野餐、電話、買菜、接送……若不是基督的

愛激勵我們，人能做什麼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校園學生事工充滿了挑戰和艱難。不僅學生流動性大，而且學生的組成也在改變。隨

著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生活條件的改善，留學生的人數、組成和自身的條件都在變化。

校園的事工在兩年前似乎跌入了低谷，但神用祂的話語堅固我們不至搖動，也教導我們象

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一樣等候神。感謝神把勞苦、忍耐的心志賜給教會，讓我們

流淚撒種，辛勤耕耘，也歡呼收割。如今教會的校園事工有了發展，主也把得救的人數加

添給教會。我們求神記念謝暉弟兄、羅結才弟兄、劉祺弟兄、陳牧師、李世康長老、Brother 

Jerry Parker 的勞苦忠心，也記念在學生事工最艱難的時候，教會、各團契和眾兒女是如何

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特別是每個團契都參與的每月一次的校園聯合團契，滿了神的祝福。

神啊，願袮的名得著當得的榮耀！ 

在此，我也特別為神興起的學生同工感謝神！他們在學生中作了愛心和信心的美好見

證！神啊，求袮記念他們並照袮豐盛的恩典賜福他們的一生。求袮記念馬佳弟兄、馬興茂

弟兄、宋玉軍弟兄、趙濤弟兄、陳小瑋弟兄、李壽培弟兄、毛德明弟兄、陳潤強弟兄、吳

張晗弟兄、陳雪峰弟兄、陳甦人弟兄。求袮記念劉炤元弟兄、肖年弟兄、林政穎姊妹、楊

路得弟兄他們默默的事奉，特別是看到最近校園每週的禱告會，看到袮的恩手帶領，看到

施慶鋒弟兄、楊蘊蘊姐妹、王華波姐妹、劉炤元弟兄、林政穎姐妹、肖年弟兄、楊路得弟

兄在聖靈裡的禱告，感恩的淚就止不住地流。求袮復興我們的禱告，復興我們的校園事工，

求袮得著更多合你心意的工人。求袮吸引更多的學生基督徒更愛主，這是我們的禱告！信

實的神，榮耀的主，袮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袮從萬人中揀選我們，袮從塵土中抬舉我們，

一代過去，一代繼起，願袮的國度降臨，帳幕擴張，願袮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願袮的名得著當得的榮耀！ 

我門一家是九七年來到貝城教會的。在過去的十四年我門不僅在中文事工上親身經歷

了神豐盛的恩典，在英語和青少年事工上也讓我們經歷見證了這位又真又活的神。神把幾

位不同的僕人帶到英語會眾和青少年中間，按時分糧，忠心牧養，使教會從未有過缺乏。

我們在這裡求神記念你忠心的僕人和使女 Karen Law、Brooke Mote、Timothy Peng、Johnny 

Tang、Todd Whirley在主裡的忠心。在此也代表貝城華人基督教會向他們深深致謝。 

感謝神藉著這些傳道人和父母配搭讓我們養育敬虔愛主的後裔，使神的國度代代承傳，

後繼有人。如今這些當年的孩子們已經長大成人，有的已經成家立業，有的是醫生、工程

師、專業人員，有的在攻讀博士、碩士，有的還在讀大學，我們時常聽到他們在各自的崗

位，在各自的教會愛主，事奉主的好消息，他們彼此之間，他們與各自的傳道人之間還保

持多年的友誼和聯繫，我們的心在主裡是何等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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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藉著 Karen Law，Brooke Mote 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認識神，多少次她們在週末

請孩子們吃飯，也帶他們參加許多的活動。感謝神讓彭牧師（Timothy Peng）能與年輕人

打成一片，成為籃球場上和場外的朋友。感謝神借彭牧師和兒童同工在教會開展 AWANA

事工。感謝神藉 Johnny 牧師培訓同工，並把高中大學生帶到台灣進行暑期短宣。感謝神藉

Johnny牧師使英語會眾的主日敬拜規範有序。感謝神藉 Pastor Todd 使青少年有機會去參加

數千人的 Christian Camp。感謝神在教會沒有英語牧師的日子，把 Anthony Battaglia 弟兄，

Billy Pukett 弟兄帶到我們中間，用神的話在講壇上和主日學裡教導我們的年輕人。 

求神記念過去和現在在英語事工和青少年事工默默無聞、忠心擺上的同工。Stephen and 

Christine Jones、夏宇明長老、羅文玲姐妹、李正美姐妹、吳晰瑩姊妹、劉惠敏姐妹、李世

康長老、Sam and Wendy Ng、Tim and Janice Go、Ronny and Katherine Reed、Brother Aaron 

Hughes 和蔣華莉姐妹、Teresa Fong、Alice Huang、Elun Hsu、袁秀娟姐妹、黃椿齡弟兄、

Les Edmiston 弟兄、Albert Chee 弟兄、Jared Albin 弟兄、傅立凌弟兄、Charlene Yang 姐妹、

James Zhang 弟兄、King Ho 弟兄、Sophia Elliott 姐妹、Rebacca Chia 姐妹、Jonathan Liu 弟

兄、Jeff Lieu 弟兄、Jason Fang 弟兄。神啊，求袮保守他們，按袮豐盛的恩典厚厚地賞賜他

們。願袮記念歷屆的英語執事，特別是李正美姐妹、劉惠敏姐妹、羅文玲姐妹他們全然的

擺上和全人的投入更是有目共睹。若有人愛袮，這是袮所知道的。 

神啊，我們感謝袮！當英文事工缺乏牧者，缺乏同工的時候，袮讓我們仰望你的恩典，

從沒有缺乏！天天賜瑪哪餵養我們，主的恩典夠我們用！感謝神把一批年輕愛主，忠心而

有恩賜的高中、初中生賜給袮的教會，讓他們從小就在神的家中學習事奉。真的是人人事

奉，人人為祭司！感謝袮讓 Suvy Qin、Mary Liu、Cece Li、Lucy Guo、Lucy Xu 和 Wendy Xu

把週日的敬拜程序打成漂亮美觀高水準的 Power Point Slides。感謝袮每週二和每週五 Agnes

都準時地通報敬拜出席人數和做報告事項的 slides。感謝袮讓 Poul、Brandon 和 Jeffrey在影

像的事奉。感謝袮讓 Alex 每主日忠心地控制調節音響。感謝袮 Allen、Jeff、Orson、Frank、

Kelvin、Jennifer 用他們的音樂天賦帶領音樂讚美敬拜。感謝袮每當收奉獻、守主餐的時候

總有 Mary和 Frank 在那裡幫忙。感謝袮讓 Jennifer 可以協調老人公寓的探訪。我們為每主

日在台上禱告、讀經、領詩、伴奏的年輕人讚美感謝袮，我們為孩子們每主日奉獻的每一

塊錢，每一個硬幣感謝袮。神啊，我們把這批年輕人交託袮，求袮引領他們今生走在袮的

正道上，就是到老也不偏離。神啊，願袮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願你袮吃奶和嬰孩的口

中建立能力，願袮的名在如今和以後的世代永遠被傳揚！ 

貝城華人基督教會已經二十五歲了，回想過去的時光，不禁心生許多的感慨。感謝神

在教會和每個兒女身上的作為。祂在我們中間成就了大事，讓我們經歷了祂無盡的恩典和

慈愛。「獨行奇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祂榮耀的名也當稱頌，直到永遠。

願祂的榮耀充滿全地。阿們！阿們！」（詩 72:18-19） 

是啊，人生能有幾個二十五年呢？就如神的僕人摩西在詩篇九十篇說：我們一生的年

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轉眼我們將如水沖去，如睡一覺，我們的生命中，我

們的教會裡面什麼是可記念，可書寫的呢？神啊，求袮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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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我們也禱告神在今後的日子保守、引領和興旺我們的教會，使她聖

潔沒有瑕疵，裝扮整齊，迎接主的再來。也衷心祝願貝城教會和神的兒女們繼續聽主道，

守主道，行主道，作一個討主喜悅的教會。願教會和神的兒女在今後的二十五年更忠心愛

主。當我們見主面時就像保羅一樣說：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

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

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 4:7-8）。 

 

 

 

貝城教會啊，我的成長之地！ 
 

許梅驪 

 

1981 年來美之後，在生活和就業準備上不得不花上很多時間和心血。待到 1989 年到

貝城來開業行醫時，我的心才開始安頓下來。在貝城又見到在上海看我長大的田雅各牧師，

心中浮起了溫馨之感。我來貝城時，年紀已經不輕，信主也很久，但是在生命道路上曾經

有過不少折騰和躊躇。我在貝城教會有十九年之久。目前，雖然離開貝城兩年有餘，但是

這裡還是我的家，是我成長之地。 

屬靈生命是怎樣成長的？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是回首一顧，還是十分感恩。

除了每日堅守晨更、讀經、禱告和有一顆徹底奉獻、為主而活的心願之外，我願意再提出

以下幾點在貝城助我成長的體會，以資分享： 

 

一、活在弟兄姐妹中間 

二十五年前，我在 Tampa (Florida) 的華人教會中，觀察到一位默默無聞，卻是真心關

心人的姐妹。我就向神有一個禱告：願意像她那樣地愛人。神帶領我走上了這個使人欽羨

的道路。在貝城，我不是活在教會的一隅，而是和大家活在一起，心連著心，同歡笑、同

哭哀、同行前程。自己不孤單，也不使別人孤單；要貼心，卻是平等相待。似乎是在關心

人，卻是受到了人的關心；似乎是付出，卻是獲益。教會中的肢體生活是滋養我成長的沃

土。 

 

二、在事奉中成長 

長久以來，貝城教會的牧長們有一個帶領特點，那就是儘量鼓勵大家參與事奉。最使

我獲益的是參與主日學的教學事奉。不是自己有資格，而是一個認真學習的過程。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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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教學使我有了比較系統性的思考和學習方法，對神的話語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似

乎是擔任教學，其實卻是從頭學起；似乎是付出，卻是獲益。這個「一千兩銀子」不埋在

地裏，就能夠得益滿滿。 

 

三、獨立思考、彼此切磋 

基督徒的成長歸根結底是建立在認識神和祂的話語上。一方面是要不斷地與主有親密

交通，一方面是要認真思考查究神的話語和旨意，萬不可想當然或是不負責任地人云亦云，

到頭來還把責任推給別人。我們多麼願意教會是風平浪靜，但是如果有不同看法，若能都

放在桌面上，一同認真尋求神在聖經中所定的旨意，互相切磋，未嘗不是一個獲益的途徑。

回顧已往，我也正是在教會的風浪中成長的。 

 

多年來，貝城教會是一個神所祝福，使人茁壯成長的搖籃。但願在今後的日子裏更加

祝福滿滿，結果纍纍。 

 

 

 

主 恩 滿 徑 
 

謝青美 

 

1991 年 10 月底，外子俊雄診斷出是直腸癌第三期第一階段，手術後，放射線治療一

個月，化療八個月，1992 年 7 月底完成治療。因體重不但沒減輕反而增加，以為好了。10

月底又覺得肚子漲漲的，醫生認為是因放療、化療腸子有一段黏在一起，開刀切掉就好了。

沒想到一開刀才知道癌已擴散，沒治好的希望。他很害怕，小女敏如認識田雅各牧師，立

刻請田牧師給他傳福音，他最好的朋友柯松濤醫師和小叔俊益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也

趕緊跟他傳福音。他很快就跟田牧師作決志禱告，預備 1993 年復活節受洗。那時教會沒浸

池，每年借對面教會的浸池施洗，復活節和感恩節。沒想到還不到復活節，他在 3 月 11

日日就大量出血昏迷不醒。田牧師說可以在床邊施點水禮，但他一定得應聲說要接受主作

他的救主，生命的主。大家都覺得不可能，但奇蹟出現，他居然應聲了且面露安祥，作了

很好的見證，親友們齊唱「奇異恩典」，3 月 13 日他歸入主的名下，3 月 20 日就被接回天

家。我和俊雄一起決志信主，6 月 6 日田牧師在夏長老家的游泳池幫我施洗。親友們勸我

們搬回台灣，我想先回去住住看，6 月中旬回台，只住了半年，女兒說回台玩她很喜歡，

但要久住她不習慣。1973 年 9 月她 4 歲就來美，所有教育都在美國，已像香蕉外黃內白了。

雖然她精通台語，也懂些中文會話（暑假特地回台師範大學學中文），而且是個台灣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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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製的東西都是最好的，還是不能適應台灣的生活，只好回美。1994 年 4 月我陷入極度

的憂鬱，整天躺在床上。女兒好像一下子失去了雙親，放棄了她在哈佛的學業，專心照顧

我，直到 1996 年 6 月，兩年多她也不行了。醫生說我們一家三個人太親密像綁在一起的三

根棍子，一根倒了，另外二根也就東倒西歪了，要女兒搬出去住，很多人不諒解說女兒不

孝，她搬走後，我只有主可靠了，6 個月後自己才慢慢的站起來，能正常過日子，女兒才

搬回來，感謝主。 

1998 年 4 月 19 日是個大喜的日子，小女敏如終於受洗了。家裏她是第一個上教會的，

很快就決志信主，但一直說還沒準備好受洗。年初的姊妹會，許梅驪姊妹主持，她問大家

新年有何新願望，我說出希望女兒能快快受洗的心願，姊妹們說要幫我禱告，終於蒙主應

允。1999 年 5 月 15 日女兒訂了婚，這是我天天祈求主的一件事，願主能賜給她一位虔誠

信主的配偶。女婿是紐奧良一家路德教會長老的兒子，從小在教會長大，12 歲開始在教會

司琴，跟女兒約會時，禮拜天早上 6 點起床，開車一個多鐘頭到祖母鄉下教會 8 點的崇拜

司琴，然後再回自己教會 10 點半的崇拜司琴。2000 年 3 月 11 日他們結了婚。2001 年 7 月

中旬正高高興興等著當奶奶，預料不到的孫女茉莉因臍帶繞頸胎死腹中，離預產期只 6 天。

真像從天堂掉入地獄，從最快樂的片刻轉為刻骨銘心的悲痛。主的話語湧入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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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恩典是夠

我用的，祂的愛撫平了我的傷痛。我反能堅強起來，引用主的話語安慰女婿女兒。女兒很

擔心第二次的懷孕，是否也會有意外呢？馬曉梅姊妹和傅蒸蒸姊妹都有過這種經驗，她倆

的話給了她不少鼓勵，我又引用主的話叫她不必擔心。「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

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6-7）。因茉莉的去世，女兒情緒陷入低潮，心想自己不行的時候，

她照顧我，現在輪到我照顧她了，接著兩次的懷孕，她都很緊張。孫兒Brandon和孫女Sarah，

除了體重不夠外，其他都很正常，感謝主。我以為自己身體不錯，可以幫他們帶大孩子。

2005 年 3 月 1 日發生大車禍，車全毀，胸骨裂傷，主讓我知道他們應該自立，我不再天天

去照顧孫兒孫女。現在他們自立了，隨時主說這是妳回天家的時候，我都會很高興的回去。 

2009 年 2 月 17 日爆發了 Stanford 金融公司詐騙事件，百分之七十的退休金在它的定

期存款，都沒了。要不是主的話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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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主

給我們最大的應許。知道隨時都可仰賴祂才不至於懼怕、憂慮。好在不是發生在我比較年

輕時，現在至少可靠社會福利金過日子，又有 Medicare，感謝主！更明白只有定睛仰望創

造萬物、賜百物給我們享用的主身上才是最可靠的，千萬不可定睛在無定的錢財上。不但

損失了存放的定期存款，IRS（國稅局）還查問為何沒報外國銀行存款，需遭重罰，但因

受害人太多，2 萬 5 千多人又都不知道是外國銀行的定期存款，且在 1998 年就有人告知政

府，這公司好像有問題，政府調查後說沒有，政府也有責任，因而就免罰了。但這同時我

才知道在外國銀行有一萬美金以上的存款就需報稅。公公去世後我在台灣的銀行開戶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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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錢，每年從那兒自動提款繳交地價稅。告知會計師，他說現在自動報可免太嚴重的處

罰，若不報萬一被查出（機率很小）就很糟糕。罰款太大若繳不起得坐監牢。以前不知道

要報，現在已經知道再不報怎能討神喜悅？更不能榮耀神，所以就報了，從 2003~2008 年。

沒想到這一來就麻煩了，一下子要這證件，一下子又要那證件，直到今年 1 月 7 日將近兩

年才得知消息，本來要罰 3 萬美金，因自動申報只罰 5 千多美元，感謝主。倘若沒信主，

一定想被查出的機會很小就不報了。在國稅局查稅的陰影期間，我能完全交託信靠主，而

仍能在主裏平安喜樂的過日子。 

自從 18 年前先生去世後，雖然經過多次苦難，但也經歷了神奇妙豐盛的恩典。主恩滿

徑，就像海灘的腳印說的，主隨時隨處都與我們同行，平常有兩行腳印，在我們遇到苦難

時，祂甚至抱著我們走過，因而海灘只有一行腳印。每天清晨數算主恩，覺得自己實在太

有福氣了，蒙神揀選，成了祂的兒女，不但藉著祂的寶血罪得赦免，還不再受罪的捆綁，

能過得勝的生活，又因祂的復活確知必得永生，而有屬天的平安喜樂。照我的經歷知道一

切都在神永恆的旨意中預定的，好壞都有祂的美意，只有謙卑順服。遇到逆境更要記得主

愛我們，且愛我們到底，沒有任何事能隔離主對我們的愛。我們有位全能掌權，既信實公

義又慈愛憐憫的天父，我們應該緊緊跟隨、渴慕、尋求，要更認識祂、親近祂與祂建立親

密的關係。讓祂坐在生命的寶座上，時時高舉祂在我們一切所有之上，過以神為中心的生

活，知道神是無所不在的，而且時時與我們同在，時時跟我們說話，我們要時時與祂交通，

與祂相遇來享受祂，也讓祂來享受我們。求神的靈時時充滿我們，讓我們的心眼明亮，能

遵守祂的旨意。全心交託信靠，靜候祂的引領。知道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時時操練儆

醒，過聖潔的生活，作祂的好見證，來彰顯神的榮美，讓祂從我們身上得榮耀。 

 

 

 

學習迦勒的心志：專一跟從耶和華神 
——回顧九十年代的貝城教會服事和教會增長 

 

劉順雄 

 

迦勒專心跟從耶和華神，四十歲時，身為猶大支派族長被摩西打發去窺探迦南美地，

他不畏巨人，堅信神的信實和賜流奶與蜜之地的應許（民 14:6-9）。八十五歲時力量如昔，

得約書亞從神來的祝福，帶領猶大族人爭戰迦南，趕出巨人亞衲族的三個族長，承受了耶

和華神親口所應許的迦南產業（民 14:24；書 14:6-14），迦勒的侄兒兼女婿俄陀聶耳濡目

染，日後成為神自己興起的第一位拯救以色列脫離痛苦的士師。雅各豫言猶大支派是個小

獅子（創 49:9），在以色列背逆神流亡數千年並失落的歷史中，猶大族成為 12 支派餘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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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幹。族長迦勒專一跟隨耶和華神的一生，給猶大族立定了一個蒙神保守的美好榜樣。君

王大衛和基督耶穌皆從猶大而出。 

1991 年夏，婆婆（葉貞德）、陳嘉勝和我從 Delaware 州遷居貝城。路州的酷熱和平

淡使我們隱居多時。田雅各牧師和陳國志弟兄曾來 LSU 附近的公寓探訪我們兩次。田牧師

年齡與婆婆相仿，又曾在 Delaware 的神學院進修，對我們甚為關懷。由於在 LSU 工作，

我們很快被帶入校園查經班，認識了陶家訓、陶強、馮偉文、馬立望等學生夫婦，並和許

梅麗姐妹、史定勝、劉正奇、塗禹為、夏宇明弟兄及其家人一起查經。彷彿有回到以前在

Delaware 校園團契那種日子：熱烈，充滿活力，溫馨並伴隨內心的寧靜。 

1992 年夏我們搬入 Riverbend 的新居。主給我們極大的恩典學習服事主和慕道友們。

我們家離 LSU 學生宿舍區不遠，平時學生們喜歡過來座談討論，帶領查經的講員都會認真

準備並引發熱烈的討論。隨著慕道友的增多，我們家的聚會場地顯得擁擠，大人和兒童摩

肩接踵，聚會場地經常擁擠吵雜。1995 年秋，我和嘉勝決定加建一個大廳以方便各團契聚

會也給兒童較大的活動空間。加建途中，建築商宣告破產不見蹤影，感謝陳國志長老駕駛

他的小卡車幫運建材，陳興福牧師和許多弟兄姊妹都來幫工。蒙主的恩典，這間聚會廳於

1996 年春完工開放，聚會人數包括兒童多時可達一百多人。當年四月嘉勝獨自搬去 Boston

大學工作，偶爾回家探親，八十一歲的婆婆則留在貝城隨我積極參加許多團契聚會，煮飯

做菜，關心弟兄姊妹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精神愉快，身體也格外健康。 

深入探訪學生和工作家庭是貝城華人教會牧師們的一大特點。貝城教會在九十年代增

長迅速，由於是大學城，學生來去頻繁，每三到四年就面目全新，是傳福音的絕佳之地。

田牧師住在學生宿舍附近，每天中午和傍晚敲門探訪學生家庭，週末把由姐妹們經常愛心

奉贈的食物拿出，在家宴請慕道友們並傳講福音。他以七、八十歲的高齡，經常主動幫忙

學生搬家。田牧師的主日講道，是典型的施洗約翰悔改福音「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相

當扎心，不是受歡迎的成功神學。他的許多著作解經深奧，是純正的福音真道，田牧師曾

豫見紐約市的許多災禍，於 911 事件後一周在加州安息主懷。保羅看提摩太為主內的兒子，

陳國志長老服事田牧師也如服事主內的父親，他倆經常一同探訪，長年累月甘苦與共，使

人深受感動。 

盧衛濱弟兄也是田牧師探訪的幫手。陳興福牧師接過田牧師交下的棒子，穿起自己探

訪的鞋子，更加努力探訪學生和工作家庭。他與申湘雲師母同工，探訪對像稍微不同，常

常探訪到晚上十點以後才吃晚餐，他們是禱告的勇士，在黑暗充斥的環境裡，借禱告而爭

戰。陳興福牧師有施洗約翰在曠野裡開道路並修直路的恩賜，他的歌喉嘹亮寬宏，像保羅

一般只傳講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基督。壯年的牧師和師母精力旺盛性格熱情，每次團契聚會

都出席。常開放家庭，有一回學生聚會因為超過百人，所有的院子、車道、大路邊，都停

滿了車，家裡的人氣熱到燒燬了冷氣機。無獨有三，在陳國志長老家的聖誕聚會，除了大

門敞開，冷氣開到最強還是不能散熱。在陳洋子家的姐妹會，夏天冷氣機也失靈。 

教會裡的會眾和服事的同工們，初期多由台灣，香港和東南亞等地而來。史定勝長老

為人謙和，忠心的監督教會和擔任教導。唐揆、塗禹為、夏宇明、卻國峻、周國成弟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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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執事會主席。他們後面都有靈性美好的另一半同工在幫助。許梅麗姐是教會的香柏樹，

在教導，愛心關懷上，總是執著與熱情。陳台勝，游文和弟兄注重教導和門徒培訓，游弟

兄每思及主日的教導，就興奮的等待旭日早升。李正美姐妹、馮國昌弟兄、蔡信雄弟兄是

維護教會硬體的功臣，許多看得見更多看不見的事工，都出於他們的愛心。劉行方弟兄是

默默的錄音同工。教會的姐妹們，也是神家裡忠心的僕人。周鹹和、張儀禎得聖靈恩賜，

成為教會中英雙語溝通的橋樑。何嘉靈負責詩班，夏自珍、羅超萍伴彈敬虔的詩歌。丁兆

蓉、陳洋子、張貴香、何其玲、邱麗英、趙美珍、檀麗珍、鄭美玫、薛慧蓉等眾姐妹盡心

看顧嬰兒和管教兒童。劉玉奇、陳洋子是責任重大的教會理財。劉姐妹和丁兆蓉兼管飯食

供應。朱煥堂和方金遇夫婦曾主動供應教會午餐多年，杜長柄、朱倪榮夫婦也時常供應深

受兒童喜愛的 Dunkin Donut。還有許多被遺漏的弟兄姊妹們，在各樣的事工上相互搭配，

無論在詩班，在交通接送，在接待，在清掃會堂，餐廳，洗刷餐具上，都在主裏被記念。 

八九民運之後，神的恩典臨到大陸留學生，學者之中，許多慕道友渴求真理，主動尋

找教會。貝城教會在這樣的時機中，讓許多慕道友的心敞開眼明亮。馬立望和鄒晶弟兄是

貝城教會最初選出的大陸執事們，他們學習事奉並開展了教會裡的大陸事工。以後的學生

校園團契，家庭福音（家福）團契，長青團契絕大部分組成份子，都由大陸而來。 

學生團契週五晚上的查經地點最初在教會，因為交通接送不便，以後改在 Nicholson 

Drive 的 LSU 學生宿舍，曾在馬立望、徐志民、魏翰欣、張春龍、蔣君達、徐英嬌、姚紹

勉家中聚會。鄒晶弟兄帶唱詩歌，歌喉陽剛陰柔兼具，牽動心靈深處。我們學習許多詩歌，

也激勵我日後在不同團契的領詩服事。我們查經討論，每凡涉及歷史，許迅和黃堅弟兄都

能補充說明。我們曾為徐英嬌的先生簽證八次才來美團聚而長期禱告。也為團契會友的生

活學業、工作、財務、家庭和諧、靈性、健康代禱。許梅麗姐妹、史長老，葉明華、王開

陽弟兄都曾為同工。我們撒下了種籽，希望留在他們的心田，能在別處發芽開花結果。當

有特別聚會時，王燕姐妹是最得力的幫手，前後供應過數百個地道的韭菜餡餅。 

家福團契的成員主要為已經定居的大陸家庭們。他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在工作之餘，

尋求人生的正確方位。我們查經側重生活專題，兒女管教和工作態度等。每月一次的聚會，

輪流在幾個家庭中舉行。來聚會的有汪金通、劉云啟、王開陽、葉明華、馮偉文、張仲傑、

江賢朋、楊定成、張秋陽、杜長柄、顏頌凱等夫婦。夏宇明長老和許梅麗姐妹曾是顧問同

工。 

長青團契成員主要為學生們的父母親，他們歷經文化革命洗禮，閱歷多，思想也深邃，

一旦信主，全身心獻上。曾為支書的蔡遙冰姐妹專心跟從主，熱心教會各樣的服事（詩班、

月刊、福音佈道……），她把先生和兒子（黎俊）都帶進了教會成了基督徒。黎俊在做慕

道友時，就成了我的交通同工，接送許多長輩們。來自武鋼的楊桂欣姐妹，福州的劉孝榕

姐妹，上海的仲兆棣姐妹和湖南黨校的陳潤田弟兄在接受真道後都大發熱心，查經仔細，

生命見證生動。陳弟兄曾在科羅拉多州教會主動上台講道。蔡潤仙和胡儲希珍姐妹是婆婆

的好友，他們每會必到，在主裏彼此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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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東西區家庭們是教會服事的主幹。每位成員幾乎都有多重的事奉，給在教會成

長的青少年們，做最好跟從神的榜樣。盧家容姐妹全心的帶領青少年們。盧姐妹曾由母親

陪同到我們家看住宿的可能，她的基督世家背景，使她積極參與福音工作，對團契帶領和

活動都對我有啟發。 

日光之下沒有新鮮的事，保羅曾為馬可而與巴拿巴分開。馬可在傳福音上卻被彼得稱

為兒子（彼前 5:13），以後保羅也承認馬可在傳道上與保羅有益（提後 4:11）。我在過的

幾個教會都曾分裂，但分裂後的增長也是事實。貝城教會在 1997 至 1998 年間有過裂痕與

傷痛。對靈恩運動的看法，同工間意見不同。對青少年的帶領方向，家長們因對靈恩看法

而異。聖靈是三一神的一位，從舊約到新約，聖靈參與神創造，啟示和救贖的工作。主耶

穌升天後從聖父差派聖靈來做為門徒的「保惠師」，使徒們在聖靈的引導下開展傳福音的

大使命。使徒行傳因而被認為是聖靈行傳。近代的靈恩運動，單單高舉聖靈，興起了四波，

一波比一波狂熱，誤導三一神的真理。彼拉多在審判耶穌時，曾問「真理是什麼呢?」（約

18:38），這句名言當時在貝城教會重新被爭論。田牧師還專程來為我們解惑。耶穌和聖靈

都是神的真理，聖靈的澆灌是摩西在神前的願望（民 11:16-17，25-29），約珥先知（珥 2:28-29）

和以西結先知（結 36:26-27）傳達了神的應許，在五旬節時成就得到應驗（徒 2:1-4，33-34）。

施洗約翰見證耶穌是用聖靈施洗（路 3:16，21-22）。耶穌升天後被高舉在神的右邊，聖靈

被差派來引導門徒明白一切真理，並要將受於耶穌的告訴門徒（約 16:16-15）。專一信耶

穌的人，就已經領受了聖靈（約 7:38-39）。聖靈的工作包括賜智慧、能力、恩賜給個別信

徒。藉著恆切禱告，我們當求與神國度有益的智慧，能力恩賜，像當初使徒一般，並不妄

求，也不該完全排斥聖靈運行在教會的工作（林前 12:4-11）。 

陳興福牧師得到異象，於 1999 年初去猶他州 Logan 城牧會，為主在摩門教派領地內爭

戰。陳牧師和師母專一獻上當活祭的榜樣，使弟兄姊妹們依依不捨，並敬佩他們剛強壯膽

的意志。陳國志長老被主興起，做了牧師。留在貝城教會的同工，負起更大的責任，繼續

帶領完成主耶穌呼召我們出來的大使命。耶穌在逾越節最後晚餐時，為門徒洗腳，並且指

示門徒也當彼此洗腳。號稱雷子的約翰，在五旬節領受聖靈後，與彼得同登聖殿一塊禱告

（徒 3:1）。約翰在年老時，被聖靈帶領寫下約翰一、二、三書闡明真道，勸弟兄姊妹們

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成為愛的使徒。彼得也勉勵信徒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 4:7-8）。值此貝城教會記念成立

25 週年，回顧九十年代眾弟兄姊妹在教會中的服事，願我們都傚法迦勒的心志，無論客旅

何方，歷時多久，專一跟從神領人歸主，將來得享神在天上所賜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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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的 十 年 
 

陳台勝  鄭美玫 

 

我們於 1992-2002 年來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漢盟小鎮工作，不久遷入貝城定居，同時在

貝城華人基督教會聚會，並與弟兄姐妹一同敬拜、學習、事奉和成長。雖然離開貝城已有

九年，我們從教會所得著豐盛的肢體生命和寶貴的天路經歷，點點滴滴皆匯成美好的回憶，

其中最主要的有： 

 

一、牧長重視神的話 

田雅各牧師熟記聖經，會眾遲遲翻找不著經文之際，他已能背誦自如。田老牧師退休

後，留下許多的釋經手劄，陳國志牧師（當時任教會長老）都悉心保存，成為小組查經和

成人主日學重要的參考資料。陳興福牧師接任後，在主日崇拜中按著聖經忠實地傳講神的

道，並且有系統的編印成人主日學教材。 

 

二、教會積極傳福音 

教會傳福音的對象多半是年紀輕的留學生，學生們好問，去探訪的弟兄姐妹也耐心地

解說，常常善勸到半夜才歸。許多決志受洗的學生們，畢業後遷徙到新的地方，都在該地

的教會中有熱心的服事，繼續榮耀神。 

 

三、會友們真誠關懷、彼此相愛 

會友們平時工作、學習和生活都相當忙碌，由於愛神愛人的心，大家都樂意參與教會

的各樣事工。針對肢體和福音朋友的需要，會友更是鼎力相助，彰顯基督耶穌的愛。為了

幫助會友們多讀神的話，許梅驪姐妺成立小圖書館。我們搬家離開貝城時，預租的卡車連

續兩輛都有安全的問題，只剩一部沒有冷氣空調的車，兄弟們在溽暑中協力裝車，姐妹們

供應冷飲和飯食，史定勝長老夫婦特來送行並贈送貝城市覽圖冊，彭加樂弟兄還將車開回

修車廠添加冷媒；由於夜已深不便趕路，我們接受胡宏仁教授夫婦邀請，到漢盟小鎮他們

的家中過夜，李世康長老聞訊，立刻帶著他的大兒子安磊到胡教授夫婦家中道別，再送一

程。每當想起會友們的盛情，不禁泣從中來，感激神在貝城教會預備了一群愛神愛人的肢

體，弟兄姐妹的關愛始終銘感在心，「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

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 8:28）。 

願頌讚榮耀歸給神，祂在這 25 年間保抱懷搋貝城華人基督教會，成為遠近華人溫暖屬

靈之家，傳揚福音的基地，以及放送耶穌基督光和愛的金燈台。 

謹在教會紀念二十五週年之際，向神，向弟兄姐妹們致上誠摯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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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徒 的 裝 備 與 造 就 
 

李世康 

 

主日學是教會裝備和造就信徒的一個重要聖工。雖然我們在設計課程、實際教學方面

都有不足，但過去多年確實看到神的作為和祝福。教會自成立以來，田雅各牧師、陳興福

牧師、陳國志牧師都非常注重主日學。牧師們都熟讀聖 經，給信徒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在過去多年中也賜給我們許多忠心並有教導恩賜的老師。他們的教導幫助了很多信徒的成

長。 

雖然近幾年來一些很有教導恩賜的老師如游文河弟兄、史定勝長老夫婦、夏宇明長老

夫婦、許梅驪姊妹等相繼離開去別的城市，神把感動和負擔放在過去一直參與這項聖工的

幾位弟兄姊妹心中。陳國志牧師和師母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也激勵年輕一些的弟兄姊妹

參與。目前每一季我們設立五個班：慕道班、初信成長班、新約斑、舊約班和專題班。有

十六位弟兄姊妹參與教導。大約三年前教會開始調整崇拜和主日學的時間，現在大約有 60

位左右弟兄姊妹和慕道友參加主日學。雖然在主日學老師培訓安排方面有些缺乏，我們在

老師搭配方面有比較妥善的安排。年輕一些的弟兄姊妹可以向比較有經驗的老師學習有效

的教學方法，年輕的弟兄姊妹也給每個班帶來生氣和激情。主日學不僅要用真道來裝備信

徒，也能幫助信徒改變生命，讓我們更有主耶穌的形象和長成的身量。「祂所賜的，有使

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以弗所書 4:11-13）。願主日學真能幫助弟兄姊妹更認識神，更明白真道，並有能力去遵

循。「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以弗所書 3:21）！ 

 

 

 

在 事 奉 中 長 進 
——談談兒童主日學的一點感受 

 

劉麗 

 

光陰似箭，轉眼我們在貝城已經 16 年了。大兒子路瑞從襁褓中的嬰兒到今天已初長成

人，受洗成了基督徒。幾年前就想與他一起學習神的話，多一些時間跟他在一起，能更多

地瞭解他，多一些共同語言，可總是沒有這個機會。有一天，他忽然提出要與我一塊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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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實喜出望外，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從那以後，我和路瑞、路嘉（我的小兒子，現

在 6 歲多）就開始晚上一起讀《聖經》。和孩子們一起讀經的場景，使我心裡很觸動，也

享受與孩子在一起的時光。記得當初懷孕生老大的時候，有一種感覺好像是在做夢，真不

敢相信自己就要作母親了，等到生了老大以後，似乎才從夢中清醒過來。後來在養育老大

的那段時間，我實在不是一個很稱職的母親。我不瞭解孩子的心，不知道孩子的需要。經

常是自己認定的事或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就想當然地強加給孩子，讓孩子要認同我的看法。

我就是這種在孩子教育上起步較晚的人。因著主的憐憫，如今也能享受與孩子在一起的天

倫之樂了。回想自己在教會兒童主日學的事奉，似乎也有相似的經歷，從不開竅到慢慢地

溶在其中。看到了主的恩典，實在是感謝主。 

大概是十多年前，教會需要兒童主日學老師，雖然那時我已經為人之母，但卻並不知

道該怎樣教育孩子。但神憐憫我，給了我一顆願意事奉的心。當兒童主日學的的負責同工

來找我教主日學時，我就當了一回願意上架的鴨子，答應了同工的邀請，就這樣成了兒童

主日學老師。感謝主，祂賜給教會很多成熟的姊妹，她們對教育孩子很有經驗。我就跟她

們學習，從她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神也不斷地光照我，讓我看到我的不足，並且給我

智慧去改進。 

記得有一次上課，班裡的孩子（4-5 年級）很興奮，享受在彼此的交流中，怎麼也安

靜不下來聽課，提高嗓門也不管用，最後只得以家長的身份生氣地怒斥他們。孩子們停止

了講話，但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了滿臉的不服。我心裡就在沉思，問題出在哪裡？平時他們

都是比較懂禮貌的孩子。我意識到那段時間由於很忙碌，為孩子們的禱告少了，備課時間

不夠，內容準備也不充分，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加上孩子們在教會時間長了，很多要講的

聖經故事都已聽過（但還不完全明白故事深層的意義）。如果我只是完成任務似的，不能

用適合他們的方式把他們所不知道的聖經故事所隱含的道理講出來，他們難免會覺得很乏

味。此次經歷提醒了我，意識到需要多為他們禱告，充分上課的信息，並且要多花心思在

他們身上，與他們交流，瞭解他們。 

三年前，因著教會的需要和神的恩典，我開始擔任兒童主日學校長。考慮到孩子們的

實際情況，設立的讀經、禱告的計劃。鼓勵二年級以上的孩子學習每天讀經、禱告。目的

在於幫助他們養成讀經禱告的習慣，從而多認識神，與神建立比較親密的關係。我所教的

4-5 年級，每次主日學上課之前，都要讓他們檢查過去一周的讀經禱告情況，記錄在讀經

禱告表上，以便交給家長。家長的配合非常重要。每學期結束以後，把孩子們的讀經禱告

進展表交給家長，同時向家長匯報孩子在班上的情況，讓家長參與到孩子的主日學裡來。

此外，還鼓勵孩子在班上開口禱告，獎勵那些帶著問題去讀《聖經》的孩子。感謝主，在

家長的督促下，孩子們每週讀經的次數增加了。 

回顧這麼些年在兒童方面的服事，知道虧欠的地方和需要學習的地方很多，但是相信

神是用我有的，而不是沒有的來事奉祂。神也實在是憐憫，每次在為找不到同工而發愁的

時候，祂總會感動新的弟兄姊妹願意在兒童事奉上有份。神讓我看到，我只是祂的工人，

而祂是主人，祂自己會負責。我的任務，就是忠心、盡心地做好自己的這一份。願滿有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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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憐憫的神紀念每一位忠心擺上的同工，讓他們經歷到神的同在和帶領。祝福他們在事

奉中屬靈的生命得長進。 

 

 

 

All Glory to God  
 

Rev. Judy Lin 

 

Congratulations CCCBR on your 25
th

! By reflecting on the past，we can praise God for His 

grace，ponder upon the future and encourag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to be more committed 

to the Lord. By celebrating the anniversary，we can help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to love the 

church and the community to serve God more. 

 

By the mercy of God，I came to CCCBR in August 1992 and through the serving as a Sunday 

School teacher and college outreach leader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ge group.  I wish to thank the 

CCCBR supported in my seminary years and everyone with whom I have shared ministry 

experience in life，people who first persuaded and got me interested in study of multicultural 

ministry. I was running from God’s call to become a full time minister. In January 2000，I 

responded to God’s call to study at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received a 

degree of Master of Divinity. After graduated，I started working as education pastor in Taiwa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Los Angeles，CA. 

 

In August 2004，this church invited by the Bishop of Episcopal Church of Los Angeles and 

joined to St. Thomas Episcopal Church. Since June 2008 I started to serve and work in the St. 

Mary’s Episcopal Church in Lompoc，CA. Also study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Ministry in Church 

Divinity of the Pacific/The Episcopal Seminary of the West in Berkeley.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your prayers and supports，I already completed the dissertation and waiting for the day of 

commencement on May 20，2011. For those，I thank and praise the Lord. 

 

May the Holy Spirit continued His good work through His faithful servants in Rev. K.C. 

Chen and CCCBR members to develop the ministries of the church so that people will be served 

and the church move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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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CCCBR，by the grace and calling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to carry out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to practice the Great Commandment and then，will “bring into it the glory and the 

honor of the nations.” (Revelation 21: 26) 

 

To God be the glory! 

 

The Rev. Dr. Judy Ming Lin 

St. Mary’s Episcopal Church of Lompo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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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瞬間、永恒的記憶——照片選集 
 

 

 

 

 

 

 

 

 

 

 

 

 

 

 

由謝建邦牧師提供。 

 

1994 年田雅各牧師帶領學生團契聚會留影（由劉順雄姊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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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家福團契聚會合影（陳嘉勝弟兄家）（由劉順雄姊妹提供）。 

第二排左三起為陳國志牧師、田雅各牧師、陳興福牧師（由劉順雄姊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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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章開第牧師提供。 

 

 

 

 

 

 

 

 

 

 

 

 

 

 

 

 

田雅各牧師與教會姊妹於史長老家（陳國志牧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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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雅各牧師與同工（陳國志牧師提供）。 

 

 

 

 

 

 

 

 

 

 

 

 

 

 

林明月頁牧師、劉以琳傳道、

Alice 郊遊（陳國志牧師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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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雅各牧師與教會姊妹於史長老家（陳國志牧師提供）。 

 

 

 

 

 

 

 

 

 

 

 

 

 

 

 

 

英文助理牧師 Karen Law、劉以琳傳道（陳國志牧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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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國昌弟兄提供。 

 

 

 

 

 

 

 

 

 

 

 

 

 

 

 

 

 

馮國昌弟兄提供。 

 



 

33 

 

 

 

 

 

 

 

 

 

 

 

 

 

 

 

 

 

2007 Spring Festival children's short play---the good Samaritan 

 

 

 

 

 

 

 

 

 

 

 

 

 

 

 

 

2007 fall outing for Children Sunday School teachers in Riverbend park(Courtesy of Sister 

Xiujua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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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fellowship in 2008 (Courtesy of Sister Xiujuan Yuan).  

 

 

 

 

 

 

 

 

 

 

 

 

 

 

 

 

 

 

詩歌短宣（Jackson MS. 7/9/2005）（陳國志牧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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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陳國志牧師和師母訪問達拉斯（由張秋陽弟兄提供）。 

 

 

 

 

 

 

 

 

 

 

 

 

 

 

 

 

 

2007 spring family outing (Courtesy of Sister Xiujua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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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城華人基督教會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OF BATON ROUGE 

10011 Old Hammond Hwy. 

Baton Rouge, LA 70816 

電話（Tel）: (225) 927-3239 (國語, Chinese) 

(225) 927-1260 (英語, English) 

傳真（Fax）: (225) 927-4392 

Web: http://www.cccbr.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