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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的植堂事工，瑞柏

福音堂启动了。稍早一点儿，曾在法国巴黎师范音乐学院

学习作曲的音乐家陈逸豪牧师，写出了一首新歌《我们成

为一家人》。这首歌成为福音堂所有同工最喜爱的诗歌之

一，崇拜、团契、迎新，都传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

耶稣，成为神儿女，成为神国的子民”的歌声。什么是教

会？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在神的恩典里成为弟兄姐妹，成

了超越骨肉亲情的一家人。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回望走过

的道路，看到神的赐福。祂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祂带领

我们走过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在我们的家越来越大，越来

越荣美的时候，我禁不住怀念那些曾经一路同行，现已离

开我们，回归安息的家人。 

徐培锡叔叔是医院神经科的主

任医师，党龄超过我的年龄。他

和妻子吴彩云阿姨2006年来到

Naperville与儿子徐恒弟兄和儿

媳王怡彬姊妹同住，同年圣诞节

在福音堂受洗。他渴慕真理，积

极追求，“主祷文”背得烂熟。

因为信主后确实经历了主赐的平

安，他特别喜欢唱“平安夜”。

多少个失眠的夜晚，这首歌带着

他进入心灵的宁静。他曾有过脑出血，需要休息调养。我

去探望他，注意到他正在读Paul Enns编写的、大厚本的

《慕迪神学手册》。不是工具式的翻查，而是一页一页地

细细研读。其认真仔细的程度，堪比全职神学生和传道

人！徐叔叔2008年11月12日安息主怀，我的脑海中常常冒

出他捧读神的话语、如食甘饴的样子，激励我在圣经上多

下功夫。 

    金 葆 琮

老弟兄是东

蕾姊妹的父

亲，2006年

在福音堂受

洗，我们都

跟着东蕾的

女 儿 叫 他

“ 金 姥

爷”。金姥

爷是哈工大的退休老师，和蔼可亲，多才多艺。他不仅唱

起京剧来韵味十足，而且厨艺高明，常常做地道的家乡美

食让弟兄姐妹们大快朵颐。小组聚会有他在，姥爷姥爷地

叫着，“家”味儿特别浓！姥爷听道非常专心，他曾送给

我一幅亲笔书写的挂轴，我盯着上面漂亮的篆书，仔细辨

认了好久，原来是我一篇主日信息的结尾语。我把它挂在

墙上，提醒自己，讲道不要只讲给别人听，自己先要照着

神的话语行，作言行一致的人。2016年二月，我在讲台上

讲了《尼希米记》第2章，信息的主题是“起来，我们建

造吧”。崇拜结束后，我站在门口与大家握手，姥爷走过

来，相当激动且极其真诚，抓着我的手说：“我要成长，

我要建造自己！” 那年他84岁。姥爷2018年8月16日回归

天家，我时常想念他，他的话，给我成长的力量。 

黄洵大哥是福音堂的元老，作过“堂主”。之前在本

堂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作过执事，在西区查经班（现在的

摩西团契）当过班长。我和青林九十年代初搬到此地，常

去他与彭丽蓉姐妹的家查经。我那时在信仰的路上刚起

步，青涩鲁莽，有时会在言语上冲撞他。他从未介意，颇

有谦谦君子之风，令我折服。记得在做植堂准备的时候，

他和廖洁仁、刘忠仁、潘

延政带领同工们一起读华

理 克 牧 师 的 《 直 奔 标

杆》。他引用书中的话来

激励我们，不要一直问

神，我们该做什么；应当

看神在哪里兴起了浪潮，

祂在哪里动工，我们就在那里跟上去。后来活水福音教会

建立了，他却在2008年10月罹患脑癌。身患重病，他从未

抱怨，信心从未动摇。2012年9月10日，他歇了地上的劳

苦，进入天父的怀抱。那是傍晚时分，当他呼出最后一口

气的时候，夕阳透过窗帘缝隙照在他的脸上，像是一缕高

光，染上柔和的金色，祥和安宁，宛如天使。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

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12:1）”。过去二十年的成

功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虽然一时疫情猖

獗，社会动荡不安，神却在悄然之间为我们开辟了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新的植堂之路。“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

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愿我们举起十架旌

旗，踏着见证人的足迹，再次出发；突破瓶颈，跨越障

碍，再创辉煌！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2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Issue 
牧语心声 

放下重担  奔跑前路 

华欣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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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Ĩ�ƚŚĞ�ϮϬ�ǇĞĂƌƐ�ƚŚĂƚ�ŽƵƌ�ĐŚƵƌĐŚ�ŚĂƐ�ďĞĞŶ�ƉůĂŶƚĞĚ�ŝŶ�EĂͲ
ƉĞƌǀŝůůĞ͕�/͛ǀĞ�ďĞĞŶ�ŚĞƌĞ�ĨŽƌ�ĂůŵŽƐƚ�ϴ͘�/ƚ�ƐƵƌĞ�ŚĂƐ�ŐŽŶĞ�ďǇ�ƋƵŝĐŬͲ
ůǇ͕� ĂŶĚ� /� Ăŵ� ǀĞƌǇ� ƚŚĂŶŬĨƵů� ƚŽ� ƚŚĞ� >ŽƌĚ� ĨŽƌ� ďƌŝŶŐŝŶŐ�ŵĞ� ŚĞƌĞ�
ĂŶĚ� ŐŝǀŝŶŐ� ŵĞ� ƚŚĞ� ƉƌŝǀŝůĞŐĞ� ŽĨ� ƐĞƌǀŝŶŐ� ĂƐ� ƚŚĞ� �ŶŐůŝƐŚ� �ĚƵůƚ�
WĂƐƚŽƌ͘�DǇ�ĨĂŵŝůǇ�ĂŶĚ�/�ŚĂǀĞ�ďĞĞŶ�ďůĞƐƐĞĚ�ďǇ�ƚŚŝƐ�ĐŚƵƌĐŚ�ĨĂŵͲ
ŝůǇ�ŝŶ�ƐŽ�ŵĂŶǇ�ǁĂǇƐ͘ 

&ŝƌƐƚ�ŽĨ�Ăůů͕�'ŽĚ�ŚĂƐ�ƌŝĐŚůǇ�ďůĞƐƐĞĚ�ƵƐ�ƚŚƌŽƵŐŚ�ƚŚĞ�ƌĞůĂƟŽŶͲ
ƐŚŝƉƐ�ƚŚĂƚ�ǁĞ�ŚĂǀĞ�ďƵŝůƚ�ǁŝƚŚ�ƚŚĞ�ƉĞŽƉůĞ�ŝŶ��ĐŚŽ͘�dŚĞ�>ŽƌĚ�ŚĂƐ�
ďƌŽƵŐŚƚ�ŵĂŶǇ�ƉĞŽƉůĞ�ŝŶƚŽ��ĐŚŽ͕�ĂŶĚ�ĞĂĐŚ�ŚĂƐ�ďĞĞŶ�Ă�ďůĞƐƐŝŶŐ�
ŝŶ�ŽŶĞ�ǁĂǇ�Žƌ�ĂŶŽƚŚĞƌ͘�tĞ͛ǀĞ�ĂƉƉƌĞĐŝĂƚĞĚ�ƚŚĞ�ƐƉŝƌŝƚƵĂů͕�ĞŵŽͲ
ƟŽŶĂů͕� ĂŶĚ� ŵŝŶŝƐƚƌǇ� ƐƵƉƉŽƌƚ� ƚŚĂƚ� ŚĂƐ� ďĞĞŶ� ĨƌĞĞůǇ� ŐŝǀĞŶ� ďǇ�
ŵĂŶǇ͕�ĂŶĚ�ƚŚĞ�ĐŽŵŵŝƚŵĞŶƚ�ĂŶĚ�ĨĂŝƚŚĨƵůŶĞƐƐ�ŽĨ�ŽƵƌ��ĐŚŽ�ůĞĂĚͲ
ĞƌƐ�ŚĂǀĞ�ŵĂĚĞ�ďĞŝŶŐ�ŚĞƌĞ�ƐƵĐŚ�Ă�ũŽǇ͘  

KŶĞ�ƵŶĞǆƉĞĐƚĞĚ� ďůĞƐƐŝŶŐ� /� ŚĂǀĞ� ĞŶũŽǇĞĚ� ŝƐ� ƚŚĞ� ƌĞůĂƟŽŶͲ
ƐŚŝƉƐ�/�ŚĂǀĞ�ďĞĞŶ�ĂďůĞ�ƚŽ�ďƵŝůĚ�ǁŝƚŚ�ŵĂŶǇ�ŽĨ�ƚŚĞ�ďƌŽƚŚĞƌƐ�ĂŶĚ�
ƐŝƐƚĞƌƐ� ŝŶ� ŽƵƌ�DĂŶĚĂƌŝŶ� �ŽŶŐƌĞŐĂƟŽŶ͘� dŚĞŝƌ� ĞŶĐŽƵƌĂŐĞŵĞŶƚ�
ĂŶĚ�ƐƵƉƉŽƌƚ�ŚĂǀĞ�ƚƌƵůǇ�ǁĂƌŵĞĚ�ŵǇ�ŚĞĂƌƚ͕�ĂŶĚ�ƚŚĞ�ŽƉƉŽƌƚƵŶŝͲ
ƟĞƐ�ƚŚĂƚ�ƚŚĞǇ�ĂŶĚ�/�ŚĂǀĞ�ŚĂĚ�ƚŽ�ůĞĂƌŶ�ĂŶĚ�ƐĞƌǀĞ�ƚŽŐĞƚŚĞƌ�ŚĂǀĞ�
ŵĂĚĞ�ŵĞ�ƉƌŽƵĚ�ƚŽ�ďĞ�Ă�ƉĂƌƚ�ŽĨ�ƚŚŝƐ�ĐŚƵƌĐŚ͘ 

/͛ǀĞ�ĂůƐŽ�ďĞĞŶ�ǀĞƌǇ�ƚŚĂŶŬĨƵů�ĨŽƌ�ƚŚĞ�ƐƵƉƉŽƌƚ�ŽĨ�ƚŚĞ��ŽĂƌĚ�
ĂŶĚ�ƉĂƐƚŽƌĂů� ƐƚĂī� ƚŽ�ŽƵƌ� �ŶŐůŝƐŚ��ŽŶŐƌĞŐĂƟŽŶ͘� /͛ǀĞ�ŚĞĂƌĚ�ŽĨ�
ĂŶĚ�ƐĞĞŶ�Ă� ůŽƚ�ŽĨ�ŚŽƌƌŽƌ�ƐƚŽƌŝĞƐ�ŽĨ� ƚŚĞ�ĐŽŶŇŝĐƚƐ�ĂŶĚ�ƚŚĞ�ƉĂŝŶ�
ƚŚĂƚ� ŵĂŶǇ� �ŶŐůŝƐŚ-ƐƉĞĂŬŝŶŐ� ƉĂƐƚŽƌƐ� ŚĂǀĞ� ĞǆƉĞƌŝĞŶĐĞĚ� ǁŚĞŶ�
ƐĞƌǀŝŶŐ� Ăƚ� Ă� ďŝ-ĐƵůƚƵƌĂů� ĐŚƵƌĐŚ͕� ďƵƚ� /͛ǀĞ� ĂůǁĂǇƐ� ĨĞůƚ� ƚŚĂƚ� ŽƵƌ�
ůĞĂĚĞƌƐŚŝƉ� ǁĂƐ� ǀĞƌǇ� ŽƉĞŶ� ƚŽ� ŶĞǁ� ŝĚĞĂƐ� ĂŶĚ� ĚŝĚ� ĞǀĞƌǇƚŚŝŶŐ�
ƚŚĂƚ� ƚŚĞǇ� ĐŽƵůĚ� ƚŽ� ƐƵƉƉŽƌƚ� ŽƵƌ� �ŶŐůŝƐŚ� ĐŽŶŐƌĞŐĂƟŽŶƐ� ŚĞƌĞ͕�
ĂŶĚ�/͛ŵ�ǀĞƌǇ�ƚŚĂŶŬĨƵů�ĨŽƌ�ƚŚĂƚ͘  

tĞ͛ǀĞ�ĞǆƉĞƌŝĞŶĐĞĚ�Ă�ůŽƚ�ŽĨ�ĐŚĂůůĞŶŐĞƐ�ĂƐ�Ă�ĐŚƵƌĐŚ�ĨĂŵŝůǇ�
ĂŶĚ�ŝŶ�ŽƵƌ��ĐŚŽ�ĐŽŶŐƌĞŐĂƟŽŶ�ƚŚĞƐĞ�ƉĂƐƚ�ĐŽƵƉůĞ�ŽĨ�ǇĞĂƌƐ͕�ďƵƚ�
ƚŚĞ�>ŽƌĚ�ŚĂƐ�ďƌŽƵŐŚƚ�ƵƐ�ƚŚƌŽƵŐŚ�ƐŽ�ĨĂƌ͕�ĂŶĚ�/�Ăŵ�ĞĂŐĞƌůǇ�ůŽŽŬͲ
ŝŶŐ�ĨŽƌǁĂƌĚ�ƚŽ�ǁŚĂƚ�ƚŚĞ�>ŽƌĚ�ŚĂƐ�ŝŶ�ƐƚŽƌĞ�ĨŽƌ�ƵƐ͘ 

/͛Ě�ůŝŬĞ�ƚŽ�ƐŚĂƌĞ�ǁŝƚŚ�ǇŽƵ�Ăůů�Ă�ůĞƩĞƌ�ƚŚĂƚ�/�ƌĞĐĞŝǀĞĚ�ĨƌŽŵ�Ă�
ƉĞƌƐŽŶ�ǁŚŽ�ƵƐĞĚ� ƚŽ� ůŝǀĞ�ŽŶ� ƚŚĞ� ůĂŶĚ�ƵƉŽŶ�ǁŚŝĐŚ�ŽƵƌ� ĐŚƵƌĐŚ�
ŶŽǁ�ƐŝƚƐ͘� ^ŽŵĞ�ŽĨ�ǇŽƵ�ŵŝŐŚƚ� ƌĞŵĞŵďĞƌ� ƚŚĞ�ďůƵĞ�ŚŽƵƐĞ� ƚŚĂƚ�
ǁĂƐ�ŚĞƌĞ�ǁŚĞŶ�ǁĞ�ƉƵƌĐŚĂƐĞĚ�ƚŚŝƐ�ƉƌŽƉĞƌƚǇ͘�^ŽŵĞ�ŽĨ�ƵƐ�ĞǀĞŶ�
ŵĞƚ�Ăƚ�ƚŚĂƚ�ŚŽƵƐĞ�ĨŽƌ�ŐĂƚŚĞƌŝŶŐƐ͘��Ƶƚ�ǇŽƵ�ŵŝŐŚƚ�ŶŽƚ�ŬŶŽǁ�ƚŚĞ�
ƐƚŽƌǇ� ŽĨ� ƚŚĞ� ƉĞƌƐŽŶ�ǁŚŽ� ůŝǀĞĚ� ŝŶ� ƚŚĂƚ� ŚŽƵƐĞ� ďĞĨŽƌĞ�ǁĞ� ƉƵƌͲ
ĐŚĂƐĞĚ�ŝƚ͘�,ĞƌĞ�ŝƚ�ŝƐ͗ 

“DǇ�ŶĂŵĞ�ŝƐ�:ĂŶĞƚ͘ �/�ƵƐĞĚ�ƚŽ�ůŝǀĞ�ŝŶ�ƚŚĞ�ďůƵĞ�ĂŶĚ�
ďƌŝĐŬ�ŚŽƵƐĞ�ƚŚĂƚ�ǇŽƵƌ�ĐŚƵƌĐŚ�ďŽƵŐŚƚ�ƐŽŵĞ�ϭϳ-ϭϴ�ǇĞĂƌƐ�
ĂŐŽ�ŶŽǁ͘ � /�ŚĂƉƉĞŶĞĚ� ƚŽ� ůŽŽŬ�ƵƉ�ŽŶ�'ŽŽŐůĞ�ŵĂƉ�ŵǇ�
ŽůĚ�ĂĚĚƌĞƐƐ�–�/�ǁĂƐ�ĐƵƌŝŽƵƐ�ƚŽ�ƐĞĞ�ǁŚĂƚ�ŚĂĚ�ďĞĐŽŵĞ�ŽĨ�
ŝƚ͘� dŚĞ�ĐŚƵƌĐŚ�ƉĂƌŬŝŶŐ� ůŽƚ� ŝƐ�ǁŚĞƌĞ�ŵǇ�ŚŽƵƐĞ�ƵƐĞĚ� ƚŽ�
ďĞ͘  /�ĐĂŶŶŽƚ�ďĞŐŝŶ�ƚŽ�ƚĞůů�ǇŽƵ�ŚŽǁ�ƉůĞĂƐĞĚ�/�Ăŵ�ƚŚĂƚ�
ƚŚŝƐ��ŚƌŝƐƟĂŶ��ŚƵƌĐŚ�ŝƐ�ŶŽǁ�ƐƚĂŶĚŝŶŐ�ŽŶ�ƚŚŝƐ�ŐƌŽƵŶĚ͘ �
&ƌŽŵ�ǁŚĂƚ�/�ĐŽƵůĚ�ŐĂƚŚĞƌ�ŽŶ�ǇŽƵƌ�ǁĞď�ƉĂŐĞ�ŝƚ�ĂƉƉĞĂƌƐ�
ǇŽƵƌ�ĐŚƵƌĐŚ�ŝƐ�ƚŚƌŝǀŝŶŐ�ĂŶĚ�ƚŚŝƐ�ƉůĞĂƐĞƐ�ŵĞ�ƐŽ�ŵƵĐŚ͘   

/� ŐƌĞǁ� ƵƉ� ŝŶ� ƚŚĂƚ� ŚŽƵƐĞ͘ � �Ɛ� ĂŶ� ĂĚƵůƚ� /� ŵŽǀĞĚ�
ďĂĐŬ�ŝŶƚŽ�ƚŚĞ�ŚŽƵƐĞ�ǁŝƚŚ�ŵǇ�ǇŽƵŶŐ�ĨĂŵŝůǇ͘ �/�ďĞĐĂŵĞ�
Ă��ŚƌŝƐƟĂŶ�ŝŶ�ƚŚĂƚ�ŚŽƵƐĞ�ŝŶ�ϭϵϵϲ͘ �/�Ăŵ�ǁƌŝƟŶŐ�ƚŽ�ǇŽƵ�
ďĞĐĂƵƐĞ͕�/�ŐƵĞƐƐ͕�ƉĂƌƚ�ŽĨ�ŵĞ�ǁĂŶƚƐ�ǇŽƵ�ƚŽ�ŬŶŽǁ�ƚŚĂƚ�
ǇŽƵƌ�ĐŚƵƌĐŚ�ŝƐ�Ă�ŵŝƌĂĐůĞ�ŽĨ�'ŽĚ�–�Ăƚ�ůĞĂƐƚ�ƚŽ�ŵĞ͘ �dŚĞ�
ǇĞĂƌƐ� /� ƐƉĞŶƚ�ĂƐ�Ă�ĐŚŝůĚ�ĂŶĚ�ƚŚĞŶ�ĂƐ�ĂŶ�ĂĚƵůƚ� ŝŶ� ƚŚĂƚ�
ŚŽƵƐĞ� ǁĞƌĞ� ŶŽƚ� ŐŽŽĚ� ŽŶĞƐ͘ � dŽ� ďĞ� ŚŽŶĞƐƚ͕� /� ĚŽŶ͛ƚ�
ƚŚŝŶŬ� ĂŶǇ� ŽĨ� ŵǇ� ƐŝďůŝŶŐƐ� ǁŽƵůĚ� ƐĂǇ� ĂŶǇƚŚŝŶŐ� ŐŽŽĚ�
ĞǀĞƌ�ƚƌƵůǇ�ŚĂƉƉĞŶĞĚ�ƚŚĞƌĞ͘ �DŽǀŝŶŐ�ďĂĐŬ�ĂƐ�ĂŶ�ĂĚƵůƚ�
ǁĂƐ� ĞǆƚƌĞŵĞůǇ� ƉĂŝŶĨƵů� ĨŽƌ� ŵĞ� ďƵƚ� ŝŶ� ƚŚĂƚ� ƉĂŝŶ� ŝƚ�
ĐĂƵƐĞĚ�ŵĞ�ƚŽ�ƌĞĂĐŚ�ƚŽ�ƚŚĞ�>ŽƌĚ�ĂŶĚ�/�ŐĂǀĞ�ŵǇƐĞůĨ�ƚŽ�
,ŝŵ͘ �tŚĞŶ� ŝƚ� ĮŶĂůůǇ� ďĞĐĂŵĞ�ƟŵĞ� ĨŽƌ� ƵƐ� ƚŽ� ƐĞůů� ƚŚĞ�
ŚŽƵƐĞ͕� ƚŚĞƌĞ� ǁĂƐ� ůŝƩůĞ� ŚŽƉĞ� ƚŚĂƚ� ŝƚ� ǁŽƵůĚ� ƐĞůů͘ �
tĂŝƟŶŐ� ǁĂƐ� ŵŽƐƚ� ĚŝĸĐƵůƚ͘ � /� ƉƌĂǇĞĚ� ƚŽ� 'ŽĚ� ƚŚĂƚ�
ǁŚŽĞǀĞƌ�ĚŝĚ�ďƵǇ� ƚŚĞ�ŚŽƵƐĞͬůĂŶĚ͕� ƚŚĂƚ� ŝƚ�ǁŽƵůĚ�ďĞ�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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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ůĞƐƐŝŶŐ� ƚŽ� ƚŚĞŵ͘ � �ƚ� ƐŽŵĞ� ƉŽŝŶƚ� ŝŶ� ƚŚĞ� ƉĂŝŶĨƵů�
ǁĂŝƟŶŐ͕� ƉĞŽƉůĞ� ĨƌŽŵ� ǇŽƵƌ� ĐŽŶŐƌĞŐĂƟŽŶ� ĐŽŶƚĂĐƚĞĚ�
ŽƵƌ�ƌĞĂůƚŽƌ�ĂďŽƵƚ�ďƵǇŝŶŐ�ŝƚ͘ 

 /� ĐŽƵůĚ� ŶĞǀĞƌ� ŚĂǀĞ� ŝŵĂŐŝŶĞĚ� ƚŚĂƚ� ŝƚ� ǁŽƵůĚ� ďĞ�
�ŚƵƌĐŚ�ŐƌŽƵŶĚ�ƐŽŵĞĚĂǇ͘ � /� ůŝŬĞ�ƚŽ�ƚŚŝŶŬ�ŽĨ� ŝƚ�ĂƐ�,ŽůǇ�

'ƌŽƵŶĚ� ŶŽǁ͘ � dŽ� ŵĞ͕� ƚŚŝƐ� ŝƐ� ŽŶůǇ� ƐŽŵĞƚŚŝŶŐ� 'ŽĚ�
ĐŽƵůĚ� ŚĂǀĞ� ĚŽŶĞ͘ � ,Ğ� ƚŽŽŬ� ƐŽŵĞƚŚŝŶŐ� ƚŚĂƚ� ǁĂƐ� ŶŽƚ�
ŐŽŽĚ� ĂŶĚ� ƚƵƌŶĞĚ� ŝƚ� ŝŶƚŽ� ƐŽŵĞƚŚŝŶŐ� sĞƌǇ� 'ŽŽĚ� –� Ă�
ƉůĂĐĞ� ǁŚĞƌĞ� ,ŝƐ� ĐŚƵƌĐŚ͕� ,ŝƐ� ƉĞŽƉůĞ� ĐĂŶ� ǁŽƌƐŚŝƉ͕�
ůĞĂƌŶ͕�ĂŶĚ�ĐĞůĞďƌĂƚĞ�ƚŚĞŝƌ�'ŽĚ�ĂŶĚ�ƚŚĞŝƌ�ĐƵůƚƵƌĞ͘ �/�Ăŵ�
ŚĂƉƉǇ�ƚŽ�ŬŶŽǁ�ƚŚŝƐ͘   

/�Ăŵ�ƐƵƌĞ�ƚŚŝƐ�ŝƐ�ĂŶ�ŽĚĚ�ůĞƩĞƌ�ƚŽ�ŐĞƚ�ůŝŬĞ�ƚŚŝƐ�ŽƵƚ�
ŽĨ�ƚŚĞ�ďůƵĞ͘ �/�ũƵƐƚ�ĨĞůƚ�ŵŽǀĞĚ�ƚŽ�ǁƌŝƚĞ�ƚŽ�ǇŽƵ͘ �/�ǁĂŶƚͲ
ĞĚ�ǇŽƵ�ƚŽ�ŬŶŽǁ�ƚŚĞƌĞ�ǁĂƐ�ŵƵĐŚ�ƉĂŝŶ�ĂŶĚ�ƐƵīĞƌŝŶŐ�ŽŶ�
ƚŚĂƚ� ůĂŶĚ� Ăƚ� ŽŶĞ� ƟŵĞ͘͘͘͘ďƵƚ� 'ŽĚ� ƌĞĚĞĞŵĞĚ� ŝƚ͘͘͘ĂŶĚ�
ĐŽŶƐĞĐƌĂƚĞĚ�ŝƚ�ĨŽƌ�,ŝƐ�ŽǁŶ͘ �tŚĞŶ�,Ğ�ĚŝĚ�ƚŚŝƐ͕�ŝƚ�ǁĂƐ�
Ă� ŐŝŌ� ĨŽƌ� ǇŽƵ� ĂŶĚ� ǇŽƵƌ� ĐŽŶŐƌĞŐĂƟŽŶ�–� ďƵƚ� ŝƚ�ǁĂƐ� Ă�
ŐŝŌ�ĨŽƌ�ŵĞ�ĂƐ�ǁĞůů͕�ĂŶ�ĂŶƐǁĞƌ�ƚŽ�ŵǇ�ƉƌĂǇĞƌ�ƚŚĂƚ�ƚŚĞ�
ůĂŶĚ� ďĞ� Ă� ďůĞƐƐŝŶŐ� ƚŽ� ƐŽŵĞŽŶĞ͘ � /� ũƵƐƚ� ƚŚŽƵŐŚƚ� ǇŽƵ�
ŵŝŐŚƚ� ŚĂǀĞ� ǁĂŶƚĞĚ� ƚŽ� ŬŶŽǁ� Ă� ůŝƩůĞ� ŚŝƐƚŽƌǇ� ŽĨ� ƚŚĞ�
ůĂŶĚ�ĂŶĚ�ŚŽǁ�ƐƉĞĐŝĂů�ŝƚ�ŝƐ�ƚŽ�ďĞ�ǁŚĂƚ�ŝƚ�ŝƐ�ƚŽĚĂǇ͘ 

…ƚŚĞƌĞ� ŝƐ� Ă� ƌĞĂƐŽŶ� ƚŚŝƐ� ĐŚƵƌĐŚ� ŝƐ� ǁŚĞƌĞ� ŝƚ� ŝƐ� –�
ƚŚĞƌĞ�ǁĂƐ�Ă�ƐƚŽƌǇ�ďĞŚŝŶĚ�ƚŚĞ�ƐĐĞŶĞ͘�,Žǁ�ĂŵĂǌŝŶŐ�ƚŽ�
ŵĞ� ŝƚ� ŝƐ� ƚŽ� ŬŶŽǁ� ƚŚĂƚ� ƚŚĞƌĞ� ĂƌĞ� ϳϱϬ� ƉĞŽƉůĞ� ŽĨ� 'ŽĚ�
ƚŚĞƌĞ͘ �dŚĂƚ�ŝƐ�ŝŶĐƌĞĚŝďůĞ͊��ůǁĂǇƐ�ďĞ�ŐŽŽĚ�ƚŽ�ŽŶĞ�ĂŶͲ
ŽƚŚĞƌ͕�ĨŽƌŐŝǀĞ�ĞĂĐŚ�ŽƚŚĞƌ�ǁŚĞŶ�ŶĞĞĚĞĚ͕�ĂŶĚ�ĂƐ�Ă�ĐŽŶͲ
ŐƌĞŐĂƟŽŶ�ĚŽ�ŶŽƚ� ĨƌĞƚ� ĂďŽƵƚ� ƚŚĞ� ƐŵĂůů� ƚŚŝŶŐƐ� ƚŚĂƚ� ŝŶ�
ƚŚĞ�ůŝŐŚƚ�ŽĨ�ĞƚĞƌŶŝƚǇ�ǁŝůů�ŶŽƚ�ŵĂƩĞƌ�Ăƚ�Ăůů͘ 

/� ǁŝůů� ƚĞůů� ǇŽƵ� ƚŚĂƚ� /� ƌĞŵĞŵďĞƌ� ĞǆĂĐƚůǇ� ǁŚĞƌĞ� /�
ǁĂƐ� ƐƚĂŶĚŝŶŐ� ǁŚĞŶ� /� ƉƌĂǇĞĚ� ƚŚĂƚ� ƉƌĂǇĞƌ� ĂďŽƵƚ� ƚŚĞ�
ůĂŶĚ�ďĞŝŶŐ�Ă�ďůĞƐƐŝŶŐ�ƚŽ�ǁŚŽĞǀĞƌ�ďŽƵŐŚƚ�ŝƚ͘ � /�ǁĂƐ�ŝŶ�
ƚŚĞ� ďĂƐĞŵĞŶƚ� ŽĨ� ƚŚĞ� ŚŽƵƐĞ� Ăƚ� ƚŚĞ� ƟŵĞ͕� ǁŚĞƌĞ� ƚŚĞ�
ůŝƩůĞ�ŬŝƚĐŚĞŶ�ƵƐĞĚ�ƚŽ�ďĞ͕�/�ǁĂƐ�ĐƌǇŝŶŐ�ŚĂƌĚ�ĂďŽƵƚ�ĂŶǇ�
ƚŚŝŶŐƐ�ĂŶĚ� ŝƚ�ǁĂƐ� ƚŚĞŶ� ƚŚĂƚ� /�ƉƌĂǇĞĚ� ƚŚĂƚ�ƉƌĂǇĞƌ͘ � /ƚ�
ǁĂƐ�ŵĂŶǇ͕�ŵĂŶǇ�ůŽŶŐ�ƉĂŝŶĨƵů�ŵŽŶƚŚƐ�ůĂƚĞƌ�ƚŚĂƚ�ǇŽƵƌ�
�ŚƵƌĐŚ� ŵĂĚĞ� ĂŶ� ŽīĞƌ� ŽŶ� ƚŚĞ� ŚŽƵƐĞ͘ � /ƚ� ĂůƐŽ� ƚŽŽŬ�
ŵĂŶǇ�ŵŽƌĞ�ŵŽŶƚŚƐ�ĨŽƌ�ƚŚĞ�ƐĂůĞ�ƚŽ�ďĞ�ĮŶĂůŝǌĞĚ�–�ďƵƚ�
ŬŶŽǁŝŶŐ�ƚŚĂƚ� ŝƚ�ǁŽƵůĚ�ďĞ�Ă��ŚƵƌĐŚ�ƐŽŵĞĚĂǇ�ŝƐ�ǁŚĂƚ�
ŐŽƚ�ŵĞ�ƚŚƌŽƵŐŚ�ŝƚ�Ăůů͘ �/ƚ�ǁĂƐ�Ăůů�ǁŽƌƚŚ�ŝƚ�ƚŽ�ƐĞĞ�ŝƚ�ďĞͲ

ĐŽŵĞ�Ă��ŚƵƌĐŚ͘   
<ŶŽǁŝŶŐ� ǇŽƵƌ� ĐŚƵƌĐŚ� ƐƚĂŶĚƐ�ǁŚĞƌĞ� ŝƚ� ĚŽĞƐ͕� ŚĂƐ�

ŐŝǀĞŶ�ŵĞ�ŵƵĐŚ�ƐŽůĂĐĞ�ŽǀĞƌ�ƚŚĞƐĞ�ǇĞĂƌƐ�–�ŝƚ�ŚĂƐ�ďĞĞŶ�
ƐŽŵĞƚŚŝŶŐ� ƚŽ�ŚŽůĚ�ŽŶƚŽ� ĨŽƌ�ŵĞ�–�ŵƵĐŚ͕�ŵƵĐŚ�ŵŽƌĞ�
ƚŚĂŶ�ǇŽƵ�ĐĂŶ�ĞǀĞƌ�ƌĞĂůŝǌĞ�Žƌ�ŬŶŽǁ͘ �/�ŚĂǀĞ�ƚŚŽƵŐŚƚ�ŽĨ�
Ăůů�ŽĨ�ǇŽƵ�ƐŽ�ŽŌĞŶ�ŽǀĞƌ�ƚŚĞ�ǇĞĂƌƐ�–�ĞƐƉĞĐŝĂůůǇ�ŽŶ�^ƵŶͲ
ĚĂǇ�ŵŽƌŶŝŶŐƐ͘ �/�ŚĂǀĞ�ĂůǁĂǇƐ�ŝŵĂŐŝŶĞĚ�ǇŽƵ�ƐŝŶŐŝŶŐ�ŝŶ�
Ă�ůĂŶŐƵĂŐĞ�ƚŚĂƚ�/�ĚŽ�ŶŽƚ�ŬŶŽǁ�–�ďƵƚ�ƚŚĂƚ�ƐŽŵĞŚŽǁ�/�
ĐŽƵůĚ�ĨĞĞů�ĂŶĚ�ƵŶĚĞƌƐƚĂŶĚ�ďĞĐĂƵƐĞ�ŽĨ�tŚŽ�ǇŽƵ�ǁĞƌĞ�
ƐŝŶŐŝŶŐ�ƚŽ�-�ĂŶĚ�/�ũƵƐƚ�ůŽǀĞ�ƚŚĂƚ͘ �/�Ăŵ�ŚĂƉƉǇ�ĨŽƌ�Ăůů�ŽĨ�
ǇŽƵ�ƚŚĞƌĞ͘͟ 
tŽǁ—ǁŚĂƚ�Ă�ƐƚŽƌǇ͊�tĂǇ�ďĞĨŽƌĞ�ǁĞ�ƉƵƌĐŚĂƐĞĚ�ƚŚŝƐ�ƉƌŽƉͲ

ĞƌƚǇ� ĂŶĚ� ďĞŐĂŶ� ƚŚĞ� ƐĞĐŽŶĚ� ůŽĐĂƟŽŶ� ŝŶ� EĂƉĞƌǀŝůůĞ͕� 'ŽĚ� ǁĂƐ�
ĚŽŝŶŐ�ĂŵĂǌŝŶŐ�ǁŽƌŬ� ƌŝŐŚƚ�ŚĞƌĞ͕�ĂŶĚ�ǁĞ�ĂƌĞ� ƚŚĞ�ďĞŶĞĮĐŝĂƌŝĞƐ�
ŽĨ�ƚŚĂƚ�ǁŽƌŬ͘��ŶĚ�/͛ŵ�ƐƵƌĞ�ƚŚĂƚ�'ŽĚ�ŚĂƐ�ŵŽƌĞ�ĂŵĂǌŝŶŐ�ƚŚŝŶŐƐ�
ŝŶ�ƐƚŽƌĞ�ĨŽƌ�ƵƐ�ĂŶĚ�ƚŚĞ�ƉĞŽƉůĞ�ĂƌŽƵŶĚ�ƵƐ͘�,Ğ�ŚĂƐ�ďůĞƐƐĞĚ�ƵƐ�ƐŽ�
ƚŚĂƚ�ǁĞ� ĐĂŶ�ďĞ�Ă�ďůĞƐƐŝŶŐ� ƚŽ�ŽƚŚĞƌƐ͘� ^Ž� ůĞƚ͛Ɛ� ĐŽŽƉĞƌĂƚĞ�ǁŝƚŚ�
,ŝŵ�ŝŶ�ĂĐĐŽŵƉůŝƐŚŝŶŐ�ŐƌĞĂƚ�ƚŚŝŶŐƐ�ĨŽƌ�,ŝƐ�ŐůŽƌǇ͊ 

 

从被祝福到成为祝福 
甄子任牧师／孙祖怡译 

��������在我们教会植堂于瑞柏（Naperville）的二十年历史

中，我身在其中已近八年。时间过得真快。非常感谢主将

我带来，赐我这个特权在英文堂牧师的位置上服事。这个

教会大家庭在很多方面，都已给我和我家带来满满的祝

福。 

    首先，神在我们与英文堂会众建立的关系上丰富祝

福。祂将许多人带来英文堂，每位都是某种方式的祝福。

感谢许多人在灵命、情绪与事工上不求回报地支持我们，

而英文堂领导们的委身和信实使待在这里成为一种享受。 

    另一个意料之外的祝福，是与许多中文堂弟兄姐妹所

建立的美好关系。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实实在在温暖了我的

心，能有机会与他们一起学习和服事，让我以身为这个教

会的一分子而自豪。 

    也非常谢谢执事会和教牧团队对我们英文堂的支持。

英语牧师在双语教会服事时经历的冲突与痛苦，这方面我

听说、也见识过许多恐怖的故事；然而我一直觉得我们教

会的领导团队态度开放，非常乐于接受新观念，并竭尽所

能支持我们英文堂，为此我深深感激。 

    回首过去几年，教会大家庭与我们英文堂经历了许多

挑战，但主都一一带领我们克服；展望将来，我热切期待

去领受主为我们准备的一切。 

    我想与大家分享我收到的一封信，是我们教会现址的

前业主所写。有人可能还记得我们买这片产业时，这块地

上有幢蓝房子，我们中有些人甚至还在那房子里聚会过，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在我们购入前，房子里的住户是怎么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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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这里就是她的故事： 

        「我叫珍妮特（Janet）。你们教会约在十

七、八年前买下的那幢蓝砖房，我曾经在里面住

过，当时那房子就位于现在的停车场上。不久前

我碰巧在谷歌地图上查看我的旧址——我很好奇

它现在变成什么样了。看到现在这块地上立着一

所属基督的教会，而且从我在网上收集的信息来

看，你们教会正蓬勃发展，我内心的喜悦简直无

法用言语来形容。 

        我在那房子里长大，又在成年后和我刚成立

的小家庭搬了回去。 1996年我在那房子里成为基

督徒。我之所以写

这封信是因为希望

你知道，这所教堂

是个神迹——至少

对我而言是如此。

无论是在年少时还

是长大后，我在那

幢房子里过的都不

是什么好日子。说

实话，我也不认为

我哪位手足会说那

儿真正发生过什么

好事。成年后搬回

去对我来说是非常

痛苦的，但是那样

的痛苦驱使我接近

主，把自己献身给

祂。后来我们要卖

房子，但当时能成功卖出的希望很渺茫。等待是

最最困难的。我祷告神，无论最后是谁买了，都

要让这片产业成为他们的祝福。在充满煎熬的漫

长等待中，终于有一天你们教会的人联络了我的

地产中介。 

        我完全无法想像，有一天这里居然会变成教

堂。我现在喜欢把它想成圣地。对我而言，这只

有神能做到。祂化糟粕为膏腴，将悲惨之地重

建，变为一个祂的子民可以一起崇拜学习，并发

扬他们文化的地方。这一点让我十分欣慰。 

        凭空接到这样一封信，你们一定相当错愕。

我只是有感动想写信给你们。我想让你们知道，

曾经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煎熬与苦难，但是神救赎

了它，并为了自己的缘故，将它分别为圣。祂这

样做是给了你们教会一份礼物，可同样也是给我

的礼物——我之前祷告要这片土地成为某人的祝

福，而这就是神的回应。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了

解一下这块地的历史，以及它能成为今天的模

样，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特别的事。 

        你们教会能在这里建堂是有原因的——背后

有一个故事。知道现在那里有750位神的子民在固

定聚会，对我来说这真是太神奇了，简直令人难

以置信！期盼你们要一直彼此亲爱，在需要时互

相宽恕；作为一个群体，要有大局观，别为了在

永恒里无足轻重的小事耗费心神。 

        我曾祷告无论谁买了那块地，都要从它领受

祝福，而我清清楚

楚记得在作这个祷

告时自己所站的位

置。当时我在那房

子地下室的小厨房

内，为许多难处痛

哭不已，然后我作

了这个祷告。经过

好几个月、在许多

苦楚挣扎后，你们

教会来对我的房子

开了价。又花了好

几个月的时间，交

易才终于完成——

但就是因为知道有

一 天它会 成为教

堂，这才使我能够

挺下去。看到它成

为一座教堂，一切就都值得了。 

        过去这些年来，只要一想到你们教会在这

里，我就感到无比安慰——这安慰的实在与具体

远远超过了你们的理解范围。多年来我经常想起

你们所有人，尤其在主日清晨。我总是想像着你

们正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在唱诗歌——但我居然

能听懂并同感一灵，因为那位你们所敬拜的对

象——我好喜欢这种感觉。我为你们所有人高

兴。 」 

    哇，多么奇妙的故事！早在我们购买这片产业、开始

本会在瑞柏的第二个地点之前，上帝就已经在这里做了一

件神奇的工作，而我们是受益者。并且我肯定，上帝为我

们和我们周围的人准备了更多神奇的东西。祂祝福了我

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因此，让我们与祂同

工，为祂的荣耀成就更多伟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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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ĞŇĞĐƟŶŐ� ŽŶ� ƚŚĞ� �ŚŝůĚƌĞŶ͛Ɛ� DŝŶŝƐƚƌǇ� ĨŽƌ� ƚŚĞ� ƉĂƐƚ� ϭϲ�
ǇĞĂƌƐ͕�ĐůĞĂƌůǇ�'ŽĚ�ŚĂƐ�ďĞĞŶ�ƌĞůĞĂƐŝŶŐ�ƚŚĞ�ƉŽǁĞƌ�ŽĨ�ƚŚĞ�'ŽƐƉĞů�
ŽĨ�:ĞƐƵƐ�ƚŽ�ŚƵŶĚƌĞĚƐ�ŽĨ�ŽƵƌ�ĐŚŝůĚƌĞŶ͘�tĞ�ŚĂǀĞ�ƐĞĞŶ�'ŽĚ�ĨĂƐŚͲ
ŝŽŶ� ƚŽŐĞƚŚĞƌ� ,ŝƐ� ŵŝŶŝƐƚƌǇ͕� ƉƌŽǀŝĚŝŶŐ� ĂŶĚ� ŐƌŽǁŝŶŐ� ƵƐ� ĂƐ� ǁĞ�
ůŽŽŬĞĚ� ƚŽ� ,ŝŵ� ƚŽŐĞƚŚĞƌ͘� ,Ğ� ŚĂƐ� ǁŽƌŬĞĚ� ƉŽǁĞƌĨƵůůǇ� ƚŚƌŽƵŐŚ�
ƚŚĞ� ƐƉŝƌŝƚƵĂů� ŐŝŌƐ� ŽĨ� ƐŽ� ŵĂŶǇ� ĚĞǀŽƚĞĚ� ĐŽ-ǁŽƌŬĞƌƐ͕� ĂŶĚ� ŚĂƐ�
ŵŽůĚĞĚ� ĂŶĚ� ĐŽŶƟŶƵĞƐ� ƚŽ� ŵŽůĚ� ƵƐ͘ � tĞ� ŚĂǀĞ� ĞǆƉĞƌŝĞŶĐĞĚ�
ĮƌƐƚŚĂŶĚ�ƚŚĂƚ�Ăůů�,Ğ�ŚĂƐ�ƐĂŝĚ�ŝŶ�,ŝƐ�tŽƌĚ�ĂďŽƵƚ� ůŝĨĞ�ƚƌĂŶƐĨŽƌͲ
ŵĂƟŽŶ� ƚŚƌŽƵŐŚ� :ĞƐƵƐ� ŝƐ� ƚƌƵĞ͘ � dŚĞ�ŵŝŶŝƐƚƌǇ�ďĞĂƌƐ�ǁŝƚŶĞƐƐ� ƚŽ�
ƚŚĞ�ƌĞĂůŝƚǇ�ŽĨ�:ĞƐƵƐ͕�ĂŶĚ�ǁĞ�ĂƌĞ�ŚƵŵďůĞĚ�ďǇ�,ŝƐ�ŐƌĂĐĞ͘ 
��������/Ŷ�ƚŚĞ�ĞĂƌůǇ�ǇĞĂƌƐ͕�ŽƵƌ�ŵŝŶŝƐƚƌǇ�ĨŽĐƵƐĞĚ�ŽŶ�ĐŚŝůĚƌĞŶ�ƚŚĞŵͲ
ƐĞůǀĞƐ͘ �KŶĞ�ŽĨ�ƚŚĞ�ŵĂŝŶ�ŐŽĂůƐ�ŽĨ�ƚŚĞ��ŚŝůĚƌĞŶ͛Ɛ�DŝŶŝƐƚƌǇ�ŝƐ�ƚŽ�
ƉƵƚ� ĐŚŝůĚƌĞŶ� ŝŶ�ƉŽƐŝƟŽŶ� ĨŽƌ� ƚŚĞ�,ŽůǇ�^Ɖŝƌŝƚ� ƚŽ� ƌĞŐĞŶĞƌĂƚĞ� ƚŚĞ�
ŚĞĂƌƚ� ĂŶĚ� ŐƌĂŶƚ� ĨĂŝƚŚ� ŝŶ� >ŽƌĚ� :ĞƐƵƐ� ƚŽ� ŽƵƌ� ǇŽƵŶŐ� ŽŶĞƐ͘� tĞ�
ƉƌĂǇ� ƚŚĂƚ� ĂƐ� ǁĞ� ŝŶƚƌŽĚƵĐĞ� :ĞƐƵƐ� ƚŽ� ƚŚĞ� ĐŚŝůĚƌĞŶ͕� ďǇ� 'ŽĚ͛Ɛ�
ŐƌĂĐĞ͕� ƚŚĞǇ�ǁŝůů�ďĞ�ƐĂǀĞĚ�ĨƌŽŵ�ƚŚĞ�ƉŽǁĞƌ�ĂŶĚ�ƉĞŶĂůƚǇ�ŽĨ�ƐŝŶ͕�
ĂŶĚ�ƐƚĂƌƚ�Ă�ůŝĨĞ�ŝŶ�ƵŶŝŽŶ�ǁŝƚŚ��ŚƌŝƐƚ͘�tĞ�ƉůĂĐĞ�ƐƚƌŽŶŐ�ĞŵƉŚĂƐŝƐ�
ŽŶ�ƚŚĞ�tŽƌĚ�ŽĨ�'ŽĚ͕�ƚƌƵƐƟŶŐ�ƚŚĂƚ�ĨĂŝƚŚ�ĐŽŵĞƐ�ďǇ�ŚĞĂƌŝŶŐ�ƚŚĞ�
tŽƌĚ� ŽĨ� 'ŽĚ͘ � ^ĐƌŝƉƚƵƌĞƐ� ĂƌĞ� ƚŚĞ� ƐĞĞĚƐ� ƐŽǁŶ� ďǇ� ƚŚĞ� ^Ɖŝƌŝƚ�
ǁŚŝĐŚ�ǁŝůů�ďůŽƐƐŽŵ�ŝŶƚŽ�ĞƚĞƌŶĂů�ůŝĨĞ͘ �/ƚ�ŝƐ�ďĞƩĞƌ�ƚŽ�ŐƌŽǁ�Ă�ĐŚŝůĚ�
ƵƉƌŝŐŚƚ�ŝŶ�ƚŚĞ�ǁĂǇƐ�ŽĨ�ƚŚĞ�>KZ�͕�ƚŚĂŶ�ƚŽ�ƚƌǇ�ƚŽ�ƵŶďĞŶĚ�ƚŚĞŵ�
ůĂƚĞƌ͘ 
��������/Ŷ� ϭ� dŚĞƐƐĂůŽŶŝĂŶƐ� Ϯ͗ϳ-ϭϮ͕� 'ŽĚ͕� ƚŚƌŽƵŐŚ� �ƉŽƐƚůĞ� WĂƵů͛Ɛ�
ĚĞƐĐƌŝƉƟŽŶ͕�ŐĂǀĞ�ƵƐ�Ă�ƉŝĐƚƵƌĞ�ŽĨ�ƚŚĞ��ŚŝůĚƌĞŶ͛Ɛ�DŝŶŝƐƚƌǇ͗ 

“/ŶƐƚĞĂĚ͕�ǁĞ�ǁĞƌĞ� ůŝŬĞ� ǇŽƵŶŐ� ĐŚŝůĚƌĞŶ� ĂŵŽŶŐ� ǇŽƵ͘�
:ƵƐƚ�ĂƐ�Ă�ŶƵƌƐŝŶŐ�ŵŽƚŚĞƌ�ĐĂƌĞƐ�ĨŽƌ�ŚĞƌ�ĐŚŝůĚƌĞŶ͕�ƐŽ�ǁĞ�
ĐĂƌĞĚ� ĨŽƌ� ǇŽƵ͘� �ĞĐĂƵƐĞ� ǁĞ� ůŽǀĞĚ� ǇŽƵ� ƐŽ� ŵƵĐŚ͕� ǁĞ�
ǁĞƌĞ�ĚĞůŝŐŚƚĞĚ�ƚŽ�ƐŚĂƌĞ�ǁŝƚŚ�ǇŽƵ�ŶŽƚ�ŽŶůǇ�ƚŚĞ�ŐŽƐƉĞů�
ŽĨ� 'ŽĚ� ďƵƚ� ŽƵƌ� ůŝǀĞƐ� ĂƐ� ǁĞůů͘� ^ƵƌĞůǇ� ǇŽƵ� ƌĞŵĞŵďĞƌ͕�
ďƌŽƚŚĞƌƐ� ĂŶĚ� ƐŝƐƚĞƌƐ͕� ŽƵƌ� ƚŽŝů� ĂŶĚ� ŚĂƌĚƐŚŝƉ͖� ǁĞ�
ǁŽƌŬĞĚ�ŶŝŐŚƚ�ĂŶĚ�ĚĂǇ�ŝŶ�ŽƌĚĞƌ�ŶŽƚ�ƚŽ�ďĞ�Ă�ďƵƌĚĞŶ�ƚŽ�
ĂŶǇŽŶĞ�ǁŚŝůĞ�ǁĞ�ƉƌĞĂĐŚĞĚ�ƚŚĞ�ŐŽƐƉĞů�ŽĨ�'ŽĚ�ƚŽ�ǇŽƵ͘�
zŽƵ�ĂƌĞ�ǁŝƚŶĞƐƐĞƐ͕�ĂŶĚ�ƐŽ�ŝƐ�'ŽĚ͕�ŽĨ�ŚŽǁ�ŚŽůǇ͕�ƌŝŐŚƚͲ
ĞŽƵƐ� ĂŶĚ� ďůĂŵĞůĞƐƐ� ǁĞ� ǁĞƌĞ� ĂŵŽŶŐ� ǇŽƵ� ǁŚŽ� ďĞͲ
ůŝĞǀĞĚ͘�&Žƌ�ǇŽƵ�ŬŶŽǁ�ƚŚĂƚ�ǁĞ�ĚĞĂůƚ�ǁŝƚŚ�ĞĂĐŚ�ŽĨ�ǇŽƵ�
ĂƐ�Ă�ĨĂƚŚĞƌ�ĚĞĂůƐ�ǁŝƚŚ�ŚŝƐ�ŽǁŶ�ĐŚŝůĚƌĞŶ͕�ĞŶĐŽƵƌĂŐŝŶŐ͕�
ĐŽŵĨŽƌƟŶŐ� ĂŶĚ� ƵƌŐŝŶŐ� ǇŽƵ� ƚŽ� ůŝǀĞ� ůŝǀĞƐ� ǁŽƌƚŚǇ� ŽĨ�
'ŽĚ͕�ǁŚŽ�ĐĂůůƐ�ǇŽƵ�ŝŶƚŽ�ŚŝƐ�ŬŝŶŐĚŽŵ�ĂŶĚ�ŐůŽƌǇ͘͟ 

��������KƵƌ� ĂŐĞŶĚĂ� ŝƐ� ƚŽ� ƵƐŚĞƌ� ĐŚŝůĚƌĞŶ� ƚŽ� ƚŚĞ� ĞŶƚƌĂŶĐĞ� ŽĨ� ƚŚĞ�
<ŝŶŐĚŽŵ�ĂŶĚ�ƚŚĞŶ�ƚŽ�ĞŶĐŽƵƌĂŐĞ�ƚŚĞŵ�ƚŽ�ůŝǀĞ�Ă�ůŝĨĞ�ǁŽƌƚŚǇ�ŽĨ�
'ŽĚ͘ � /ƚ�ŚĂƐ�ďĞĞŶ�Ă�ũŽǇ�ŝŶ�ƚŚĞ�ĐŽƵƌƐĞ�ŽĨ�ƚŚŝƐ�ŵŝŶŝƐƚƌǇ�ƚŽ�ƐĞƌǀĞ�
ǁŝƚŚ� ƐĐŽƌĞƐ� ŽĨ� ĚĞĚŝĐĂƚĞĚ� ĐŽ-ǁŽƌŬĞƌƐ� ĂŶĚ� ƚĞĂĐŚĞƌƐ͕� ǁŚŽ� ůĂͲ
ďŽƌĞĚ�ƐŝĚĞ-ďǇ-ƐŝĚĞ�ǁŚŽůĞ-ŚĞĂƌƚĞĚůǇ͕�ĂŶĚ�ĞŵƉůŽǇĞĚ�ƚŚĞŝƌ�'ŽĚ-
ŐŝǀĞŶ� ƐƉŝƌŝƚƵĂů� ŐŝŌƐ� ƚŽ� ƉƌŽĐůĂŝŵ� ƚŚĞ� 'ŽŽĚ� EĞǁƐ� ƚŽ� ĐŚŝůĚƌĞŶ�
ĂŶĚ�ĨĂŵŝůŝĞƐ͕�ŬŶŽǁŝŶŐ�ƚŚĂƚ�ƚŚĞŝƌ�ǁŽƌŬ�ŝŶ�:ĞƐƵƐ͛�EĂŵĞ�ŝƐ�ŶĞǀĞƌ�
ŝŶ�ǀĂŝŶ͘ 

“dŚĞ�ŐƌĞĂƚĞƐƚ� ůĞŐĂĐǇ�ŽŶĞ�ĐĂŶ�ƉĂƐƐ�ŽŶ�ƚŽ�ŽŶĞΖƐ�ĐŚŝůͲ
ĚƌĞŶ�ĂŶĚ�ŐƌĂŶĚĐŚŝůĚƌĞŶ�ŝƐ�ŶŽƚ�ŵŽŶĞǇ�Žƌ�ŽƚŚĞƌ�ŵĂƚĞƌŝͲ

Ăů�ƚŚŝŶŐƐ�ĂĐĐƵŵƵůĂƚĞĚ�ŝŶ�ŽŶĞΖƐ�ůŝĨĞ͕�ďƵƚ�ƌĂƚŚĞƌ�Ă�ůĞŐĂͲ
ĐǇ�ŽĨ�ĐŚĂƌĂĐƚĞƌ�ĂŶĚ�ĨĂŝƚŚ͘͟ �—��ŝůůǇ�'ƌĂŚĂŵ͕�ĞǀĂŶŐĞͲ
ůŝƐƚ 

��������/ƚ� ŚĂƐ� ďĞĞŶ� Ă� ďůĞƐƐŝŶŐ� ƚŽ�ǁŝƚŶĞƐƐ� 'ŽĚ� ĨĂŝƚŚĨƵůůǇ� ĂŶĚ� ĂĐͲ
ƟǀĞůǇ�ĚƌĂǁŝŶŐ�ĐŚŝůĚƌĞŶ�ƚŽ�,ŝŵƐĞůĨ͘ �&Žƌ�ĞǆĂŵƉůĞ͕�ĂƐ�ŽŶĞ�ĚĂǇ�/�
ǁĂƐ�ĐŽƵŶƐĞůůŝŶŐ�ĂϭƐƚ�ŐƌĂĚĞƌ͕�/�ĨŽƵŶĚ�ŽƵƚ�ƚŚĂƚ�ŚŝƐ�ŽůĚĞƌ�ďƌŽƚŚĞƌ�
ŚĂĚ�Śŝƚ�Śŝŵ�ϳ�ƟŵĞƐ͘ �dŚĞ�ďŽǇ�ƐĂŝĚ�ƚŚĂƚ�ŚĞ�ǁĂƐ�ŐŽŝŶŐ�ƚŽ�Śŝƚ�ŚŝƐ�
ďƌŽƚŚĞƌ�ďĂĐŬ�ϳ�ƟŵĞƐ͕�ŶŽ�ŵŽƌĞ�ƚŚĂŶ�ƚŚĂƚ�ďĞĐĂƵƐĞ�ƚŚĂƚ�ǁŽƵůĚ�
ďĞ�ǁƌŽŶŐ͘ �tĞ�ƌĞĂĚ�ƚŚĞ�ƉĂƐƐĂŐĞ�ƚŽŐĞƚŚĞƌ�ĂďŽƵƚ�ĨŽƌŐŝǀŝŶŐ�ŽƚŚͲ
ĞƌƐ�ƵƉ�ƚŽ�ϳϳ�ƟŵĞƐ͘ �,Ğ�ƚŚŽƵŐŚƚ�ĂďŽƵƚ�ŝƚ͕�ƉƌŽĐĞƐƐĞĚ�ƚŚĞ�ƚƌƵƚŚ͕�
ĐŚĂŶŐĞĚ�ŚŝƐ�ŵŝŶĚ�;ƌĞƉĞŶƚĞĚͿ�ĂŶĚ�ĚĞĐŝĚĞĚ�ƚŽ�ĨŽƌŐŝǀĞ�ŚŝƐ�ďƌŽƚŚͲ
Ğƌ͘ ��ǀĞŶ�Ă�ϭƐƚ�ŐƌĂĚĞƌ�ĐĂŶ�ĚĞĐŝĚĞ�ƚŽ�ĨŽůůŽǁ�:ĞƐƵƐ͘�dŚŝƐ�ƐŚŽǁƐ�
ƚŚĂƚ�Ăƚ�Ă�ƚĞŶĚĞƌ�ĂŐĞ͕�ĐŚŝůĚƌĞŶ�ĂƌĞ�ĂůƌĞĂĚǇ�ĚĞǀĞůŽƉŝŶŐ�ŵŽƌĂůůǇ͘ �
�ŚŝůĚŚŽŽĚ� ŝƐ�Ă�ƉƌĞĐŝŽƵƐ�ƟŵĞ� ƚŽ�ĐŽŵĞ�ƚŽ�ŬŶŽǁ�:ĞƐƵƐ�ĂŶĚ�ĨŽůͲ
ůŽǁ�,ŝƐ�ǁĂǇƐ͘ �tĞ�ŚĂǀĞ�ǁŝƚŶĞƐƐĞĚ�ŵĂŶǇ�ĐŚŝůĚƌĞŶ͕�ƚŚŽƵŐŚ�ďĞͲ
ŝŶŐ�ŽƉĞŶůǇ�ŶĂƵŐŚƚǇ� ŝŶ� ƚŚĞ��ŚŝůĚƌĞŶ͛Ɛ�DŝŶŝƐƚƌǇ͕�ƉƵƌƐƵŝŶŐ� :ĞƐƵƐ�
ǁŝƚŚ�Ă�ƉĂƐƐŝŽŶ�ǁŚĞŶ�ƚŚĞǇ�ĂƌĞ�ŽůĚĞƌ͘ �^ƵƌĞůǇ͕�'ŽĚ�ŝƐ�Ăƚ�ǁŽƌŬ͘ 
��������/Ŷ�ƚŚĞ�ĐŽŵŝŶŐ�ǇĞĂƌƐ͕�ĂŌĞƌ�ŵƵĐŚ�ƉƌĂǇĞƌ�ĂŶĚ�ƐĞĞŬŝŶŐ�'ŽĚ͛Ɛ�
ĚŝƌĞĐƟŽŶƐ͕�ǁĞ�ĂƌĞ�ƐŚŝŌŝŶŐ�ŽƵƌ�ĞŵƉŚĂƐŝƐ�ƚŽ�ĨĂŵŝůŝĞƐ͘ �'ŽĚ�ĞŶͲ
ƚƌƵƐƚƐ� ƚŚĞ� ƐƉŝƌŝƚƵĂů�ŐƌŽǁƚŚ�ŽĨ� ĐŚŝůĚƌĞŶͬǇŽƵƚŚ�ƚŽ�ƉĂƌĞŶƚƐ͕�ƉĂƌͲ
ƟĐƵůĂƌůǇ� ƚŚĞ� ĨĂƚŚĞƌ� ;�ƉŚ� ϲ͗ϰ͕� �ĞƵ� ϲ͗ϰ-ϵ͕� WƌŽǀ� ϮϮ͗ϲͿ͘ � 'ŽĚ�
ƚĞĂĐŚĞƐ�ƵƐ� ƚŚĂƚ� ƚŚĞ�ďĂƐŝĐ� ƐƉŝƌŝƚƵĂů�ƵŶŝƚ� ŝƐ� ƚŚĞ� ĨĂŵŝůǇ͕� ŝŶ�ĂĚĚŝͲ
ƟŽŶ�ƚŽ�ƚŚĞ�ƐŵĂůů�ŐƌŽƵƉ͗ 

“,ĞĂƌ͕�K� /ƐƌĂĞů͗�dŚĞ�>ÊÙ��ŽƵƌ�'ŽĚ͕� ƚŚĞ� >ÊÙ�� ŝƐ�ŽŶĞ͘�
>ŽǀĞ�ƚŚĞ�>ÊÙ��ǇŽƵƌ�'ŽĚ�ǁŝƚŚ�Ăůů�ǇŽƵƌ�ŚĞĂƌƚ�ĂŶĚ�ǁŝƚŚ�
Ăůů� ǇŽƵƌ� ƐŽƵů� ĂŶĚ�ǁŝƚŚ�Ăůů� ǇŽƵƌ� ƐƚƌĞŶŐƚŚ͘� dŚĞƐĞ� ĐŽŵͲ
ŵĂŶĚŵĞŶƚƐ� ƚŚĂƚ� /� ŐŝǀĞ� ǇŽƵ� ƚŽĚĂǇ�ĂƌĞ� ƚŽ�ďĞ�ŽŶ� ǇŽƵƌ�
ŚĞĂƌƚƐ͘� /ŵƉƌĞƐƐ� ƚŚĞŵ� ŽŶ� ǇŽƵƌ� ĐŚŝůĚƌĞŶ͘� dĂůŬ� ĂďŽƵƚ�
ƚŚĞŵ�ǁŚĞŶ�ǇŽƵ�Ɛŝƚ�Ăƚ�ŚŽŵĞ�ĂŶĚ�ǁŚĞŶ�ǇŽƵ�ǁĂůŬ�ĂůŽŶŐ�
ƚŚĞ� ƌŽĂĚ͕�ǁŚĞŶ� ǇŽƵ� ůŝĞ� ĚŽǁŶ�ĂŶĚ�ǁŚĞŶ� ǇŽƵ�ŐĞƚ�ƵƉ͘�
dŝĞ�ƚŚĞŵ�ĂƐ�ƐǇŵďŽůƐ�ŽŶ�ǇŽƵƌ�ŚĂŶĚƐ�ĂŶĚ�ďŝŶĚ�ƚŚĞŵ�ŽŶ�
ǇŽƵƌ� ĨŽƌĞŚĞĂĚƐ͘� tƌŝƚĞ� ƚŚĞŵ� ŽŶ� ƚŚĞ� ĚŽŽƌĨƌĂŵĞƐ� ŽĨ�
ǇŽƵƌ�ŚŽƵƐĞƐ�ĂŶĚ�ŽŶ�ǇŽƵƌ�ŐĂƚĞƐ͘͟�;�ĞƵ�ϲ͗ϰ-ϵͿ�  

��������:ƵƐƚ� ĂŌĞƌ� DŽƐĞƐ� ǁƌŽƚĞ� ƚŚĞ� ŐƌĞĂƚĞƐƚ� ĐŽŵŵĂŶĚŵĞŶƚ�
;ĂĐĐŽƌĚŝŶŐ�ƚŽ� :ĞƐƵƐ� ŝŶ�DĂƩ�ϮϮ͗ϯϳͿ͕�'ŽĚ�ĐŽŵŵĂŶĚĞĚ�ƉĂƌĞŶƚƐ�
ƚŽ� ŝŵƉƌĞƐƐ� ŝƚ� ŽŶ� ƚŚĞŝƌ� ĐŚŝůĚƌĞŶ͘ � 'ŽĚ� ŝŶƚĞŶĚĞĚ� ƚŚĂƚ� ĐŚŝůĚƌĞŶ�
ĞǆƉĞƌŝĞŶĐĞ� ,ŝŵ� ĮƌƐƚŚĂŶĚ� ŝŶ� ƚŚĞ� ĚĂŝůǇ� ĨĂŵŝůǇ� ƐĞƫŶŐ͘� /ŶĚĞĞĚ͕�
ƚŚĞ� ĨĂŵŝůǇ� ŝƐ� Ă� ĐĞŶƚƌĂů� ƚŚĞŵĞ�ŽĨ� ƚŚĞ� �ŝďůĞ͘� dĞĂĐŚĞƌƐ� ĂŶĚ� ĐŽ-
ǁŽƌŬĞƌƐ� ŝŶ��ŚŝůĚƌĞŶ͛Ɛ�DŝŶŝƐƚƌǇ�ĐĂŶ� ŝŶƐƚƌƵĐƚ� ƚŚĞ�ǇŽƵŶŐƐƚĞƌƐ� ƚŽ�
ůĞĂƌŶ�'ŽĚ͛Ɛ�tŽƌĚ͕�ǁŚŝĐŚ� ŝƐ�ĂŶ�ĞƐƐĞŶƟĂů�ƐƚĂƌƚ͘ ��Ƶƚ�ǁŚĞŶ�ĚĂĚ�
ůŽƐĞƐ�ŚŝƐ� ũŽď�ĂŶĚ�ƚŚĞ�ĨĂŵŝůǇ�ƉƌĂǇ�ƚŽŐĞƚŚĞƌ͕�ƚŚĂƚ͛Ɛ�ŚŽǁ�Ă�ĐŚŝůĚ�
ǁŽƵůĚ� ůĞĂƌŶ�ǁŚĂƚ� ĨĂŝƚŚ� ŝƐ� ĂŶĚ�ǁŚĂƚ� ͞dŚĞ� >ŽƌĚ�tŝůů� WƌŽǀŝĚĞ͟�
ŵĞĂŶƐ͘�tŚĞŶ�'ƌĂŶĚŵĂ�ĨĂůůƐ� ŝůů͕� ŝƚ�ǁŝůů�ŵĂŬĞ�Ă�ďŽǇ͕�ŐƵŝĚĞĚ�ďǇ�
ŚŝƐ� ƉĂƌĞŶƚƐ͕� ƉŽŶĚĞƌ� ĨŽƌ� ŚŝŵƐĞůĨ� ƚŚĞ� ^ŽƵƌĐĞ� ĂŶĚ� ŵĞĂŶŝŶŐ� ŽĨ�
ůŝĨĞ͘�tŚĞŶ�Ă� Őŝƌů� ƐĞĞƐ�ŚĞƌ�ŽǁŶ�ƉĂƌĞŶƚƐ�ŽŶ� ƚŚĞŝƌ� ŬŶĞĞƐ� ĐƌǇŝŶŐ�
ŽƵƚ� ƚŽ�'ŽĚ͕� ƐŚĞ�ǁŝůů� ĞǆƉĞƌŝĞŶĐĞ�ǁŚĂƚ� ŝƚ� ŝƐ� ƚŽ� ĐŽŵŵƵŶĞ�ǁŝƚŚ�
'ŽĚ� �ůŵŝŐŚƚǇ� ĂŶĚ� ƌĞůǇ� ƵƉŽŶ� ,ŝŵ͘ � tŚĞŶ� ĐŚŝůĚƌĞŶ� ƟƚŚĞ� ĂƐ�
ƚŚĞŝƌ�ƉĂƌĞŶƚƐ�ĚŽ͕� ƚŚĞǇ�ǁŝůů� ůĞĂƌŶ� ƚŽ�ŚŽŶŽƌ�'ŽĚ͘ �tŚĞŶ�ŽƚŚĞƌ�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2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Issue 

A Humble Journey 

Hui-Li Chang 

牧语心声 



 

 2000 - 2020    活水福音教会二十周年纪念刊   6 

ĂĐƟǀŝƟĞƐ�ĂƌĞ�ƐĞƚ�ĂƐŝĚĞ�ŝŶ�ŽƌĚĞƌ�ƚŽ�ǁŽƌƐŚŝƉ�ĂŶĚ�ƐĞĞŬ�'ŽĚ�ĂƐ�Ă�
ĨĂŵŝůǇ͕�ĐŚŝůĚƌĞŶ�ǁŝůů�ƵŶĚĞƌƐƚĂŶĚ�ƚŚĞ�ƉƌĞ-ĞŵŝŶĞŶĐĞ�ŽĨ�'ŽĚ͘ ��Ɛ�
ƚŚĞ� ĨĂŵŝůǇ� ƌĞĂĚ�ĂŶĚ�ĚŝƐĐƵƐƐ�'ŽĚ͛Ɛ�tŽƌĚ�ǁĞĞŬůǇ�ŽǀĞƌ�ĚŝŶŶĞƌ͕�
ĐŚŝůĚƌĞŶ�ǁŝůů�ĚĞǀĞůŽƉ�Ă�ŚĂďŝƚ�ŽĨ�ůŝƐƚĞŶŝŶŐ�ƚŽ�'ŽĚ�ĂŶĚ�ƌĞƐƉŽŶĚͲ
ŝŶŐ͘ � /ƚ� ŝƐ� ŝŶ�ƚŚĞ�ĨĂŵŝůǇ�ǁŚĞƌĞ�ǁĞ�ĞǆƉĞƌŝĞŶĐĞ�ƚŚĞ�ƌĞĂůŝƚǇ�ŽĨ�:ĞͲ
ƐƵƐ͘ 

“�ĂĐŚ� ĚĂǇ� ŽĨ� ŽƵƌ� ůŝǀĞƐ� ǁĞ� ŵĂŬĞ� ĚĞƉŽƐŝƚƐ� ŝŶ� ƚŚĞ�
ŵĞŵŽƌǇ�ďĂŶŬƐ�ŽĨ�ŽƵƌ�ĐŚŝůĚƌĞŶ͘͟ �—��ŚĂƌůĞƐ�Z͘�^ǁŝŶͲ
ĚŽůů͕��ǀĂŶŐĞůŝĐĂů��ŚƌŝƐƟĂŶ�ƉĂƐƚŽƌ 

���������ĐĐŽƌĚŝŶŐ�ƚŽ�ƚŚĞ�^ĐƌŝƉƚƵƌĞƐ͕�ƉĂƐƚŽƌƐ�ĂƌĞ�ƚŽ�ďĞ�ƐŚĞƉŚĞƌĚƐ͕�
ĨĞĞĚŝŶŐ�ƚŚĞ�tŽƌĚ�ĂŶĚ�ďĞŝŶŐ�ĂŶ�ĞǆĂŵƉůĞ�ƚŽ�ƚŚĞ�ŇŽĐŬ͕�ŝŶ�ŽƌĚĞƌ�
ƚŽ�ďƌŝŶŐ�ƚŚĞŵ�ĐůŽƐĞ�ƚŽ�:ĞƐƵƐ͘��ŶĚ�ĂůƐŽ͕�'ŽĚ�ĐŽŵŵĂŶĚĞĚ�ƐƉŝƌͲ
ŝƚƵĂů�ůĞĂĚĞƌƐ�ƚŽ�ĞƋƵŝƉ�ƚŚĞ�ĐŚƵƌĐŚ�;�ƉŚ�ϰ͗ϭϮͿ͖�ŝŶ�ƚŚĞ�ƐĂŵĞ�ǁĂǇ�
ƉĂƌĞŶƚƐ�ĂƐ�ƐƉŝƌŝƚƵĂů�ůĞĂĚĞƌƐ�ŽĨ�ƚŚĞ�ĨĂŵŝůǇ�ĂƌĞ�ƚŽ�ĞƋƵŝƉ�ƚŚĞ�ĨĂŵͲ
ŝůǇ�ĂŶĚ�ƚŽ�ǁĂůŬ�ǁŝƚŚ�ƚŚĞŝƌ�ŽǁŶ�ĐŚŝůĚƌĞŶ�ƐƉŝƌŝƚƵĂůůǇ͘    
��������/Ŷ�ƚŚĞ��ŚŝůĚƌĞŶ͛Ɛ�DŝŶŝƐƚƌǇ͕�ǁĞ�ŽīĞƌ�ƚĞĂĐŚĞƌͬƉĂƌĞŶƚ�ƚƌĂŝŶͲ
ŝŶŐ͕� ǁŽƌƐŚŝƉ-ůĞĂĚŝŶŐ� ƚƌĂŝŶŝŶŐ͕� ĂŶĚ� ŽƉƉŽƌƚƵŶŝƟĞƐ� ƚŽ� ƐĞƌǀĞ� ŝŶ�
�t�E�͘ � tĞ� ƉƌĂǇ� ĨŽƌ� ƚŚĞ� ĐŚŝůĚƌĞŶ͕� ĂŶĚ� ůĞĂĚ� ƚŚĞŵ� ŝŶ� �ŝďůĞ�
ƐƚƵĚǇ� ĂƐ� ǁĞůů� ĂƐ� ƉƌĂŝƐĞ� ĂŶĚ� ǁŽƌƐŚŝƉ͘ � �ĂĐŚ� ŽƉƉŽƌƚƵŶŝƚǇ� ƚŽ�
ƐĞƌǀĞ� 'ŽĚ� ŝŶ� ƚŚĞ� ĐŽŶŐƌĞŐĂƟŽŶ� ĚŽƵďůĞƐ� ĂƐ� ƚƌĂŝŶŝŶŐ� ƚŽ� ůĞĂĚ�
ƚŚĞŝƌ� ŽǁŶ� ĨĂŵŝůŝĞƐ� Ăƚ� ŚŽŵĞ͘ � tĞ� ŚĂǀĞ� ĂĚŽƉƚĞĚ� Ă� ƐůŽŐĂŶ͗�
͚>ŽǀŝŶŐ�'ŽĚ�ƐƚĂƌƚƐ�Ăƚ�,ŽŵĞ͛͘�tĞ�ŚĂǀĞ�ŽīĞƌĞĚ�ƐŝŵƉůĞ�ǁĞĞŬůǇ�
ŐƵŝĚĞƐ�ĨŽƌ�ƉĂƌĞŶƚƐ�ƚŽ�ůĞĂĚ�ƚŚĞŝƌ�ŽǁŶ�ĨĂŵŝůǇ�Ăƚ�ŚŽŵĞ͘   
��������/ƚ� ŝƐ� ƚŚĞ�ŚĞĂƌƚƐ�ŽĨ� ƚŚĞ�ƉĂƌĞŶƚƐ� ƚŚĂƚ�ǁŝůů�ĚĞƚĞƌŵŝŶĞ�'ŽĚ͛Ɛ�
ƉůĂĐĞ� ŝŶ� ƚŚĞ� ŚŽŵĞ͘ � dŚĞ� ,ŽůǇ� ^Ɖŝƌŝƚ� ŝƐ� ĂďůĞ� ƚŽ� ŚĞůƉ� ĐŚŝůĚƌĞŶ�
ĞƐƚĂďůŝƐŚ�Ă�Įƌŵ�ĐŽŶŶĞĐƟŽŶ�ǁŝƚŚ� :ĞƐƵƐ͕�ĂŶĚ�ƚŚĞŶ�ƉĂƌĞŶƚƐ�ĐĂŶ�
ĐƵůƟǀĂƚĞ� ĂŶĚ� ƐƚƌĞŶŐƚŚĞŶ� ƚŚĂƚ� ĨŽƵŶĚĂƟŽŶ�ǁŚŝĐŚ�ǁŝůů� ůĂƐƚ� ŝŶƚŽ�
ĞƚĞƌŶŝƚǇ͘� 'ŽĚ� ĂƐƐŝŐŶƐ� ƉƌŝŵĂƌǇ� ƌĞƐƉŽŶƐŝďŝůŝƚǇ� ƚŽ� ƉĂƌĞŶƚƐ͘� tĞ�
ƉƌĂǇ� ƚŚĂƚ� ƚŚĞ� ,ŽůǇ� ^Ɖŝƌŝƚ� ǁŝůů� ĐŽŶǀŝĐƚ� ĂŶĚ� ŵŽƟǀĂƚĞ� ƉĂƌĞŶƚƐ͕�
ĞƋƵŝƉƉĞĚ�ďǇ� ƚŚĞ� ĐŚƵƌĐŚ͕� ƚŽ�ŵŝŶŝƐƚĞƌ� ƚŽ� ƚŚĞŝƌ� ŽǁŶ� ĐŚŝůĚƌĞŶ�–�
ƚŚŝƐ� ŝƐ�'ŽĚ͛Ɛ�ĚĞƐŝƌĞ�ĂŶĚ�ĐŽŵŵĂŶĚ͘�tĞ�ĞŶĐŽƵƌĂŐĞ�ƉĂƌĞŶƚƐ� ƚŽ�
ǁĂůŬ�ŚƵŵďůǇ�ǁŝƚŚ�ƵƐ�ƚŽŐĞƚŚĞƌ�ƚŽ�ŚŽŶŽƌ�'ŽĚ�ŝŶ�ƚŚŝƐ�ǁĂǇ͘ 
���������Ɛ�ǁĞ�ƐĞĞŬ�ƚŽ�ĨŽůůŽǁ�'ŽĚ�ĂŶĚ�,ŝƐ�ǁĂǇƐ͕�ǁĞ͛Ě� ůŝŬĞ�ƚŽ�ĂƐŬ�
ƉĂƌĞŶƚƐ�ŝŶ�ŽƵƌ�ĐŚƵƌĐŚ͗  

·����,Žǁ� ĐĂŶ� ƚŚĞ� ĐŚƵƌĐŚ� ďĞƐƚ� ŚĞůƉ� ǇŽƵ� ŵŝŶŝƐƚĞƌ� ƚŽ�
ǇŽƵƌ�ŽǁŶ�ĐŚŝůĚƌĞŶ͕�ĂŶĚ�ďƌŝŶŐ�ƚŚĞŵ�ĐůŽƐĞƌ�ƚŽ�:ĞƐƵƐ͍ 
·����,Žǁ� ĐĂŶ�ǁĞ� ŚĞůƉ� ǇŽƵ� ĚŝŐ� ŝŶƚŽ�'ŽĚ͛Ɛ�tŽƌĚ� ĂƐ� Ă�
ĨĂŵŝůǇ͍ 
·����tŚĂƚ�ĚŽ�ǇŽƵ�ŶĞĞĚ�ƚŽ�ĐŽŶĚƵĐƚ�ĨĂŵŝůǇ�ǁŽƌƐŚŝƉ͍ 
·����tŚĂƚ� ƐƉŝƌŝƚƵĂů� ŐŽĂůƐ� ĚŽ� ǇŽƵ� ŚĂǀĞ� ĨŽƌ� ǇŽƵƌ� ŽǁŶ�
ĐŚŝůĚƌĞŶ� ďǇ� ƚŚĞ� ƟŵĞ� ƚŚĞǇ� ŐƌĂĚƵĂƚĞ� ĨƌŽŵ� ŚŝŐŚ�
ƐĐŚŽŽů͍   
·�����ŶƟĐŝƉĂƟŶŐ� ƚŚĞ� ĚĂǇ�ǁŚĞŶ� ǇŽƵƌ� ĐŚŝůĚ� ůĞĂǀĞƐ� ƚŚĞ�
ĨĂŵŝůǇ�ŽŶ�ƚŚĞŝƌ�ŽǁŶ͕�ǁŚĂƚ�ǁŽƵůĚ�ďĞ�ŵŽƌĞ�ŝŵƉŽƌƚĂŶƚ�
ƚŚĂŶ�ŚĂǀŝŶŐ� ƐŚŽǁŶ� ƚŚĞŵ�ŚŽǁ�ƚŽ�ǁĂůŬ�ďǇ� ĨĂŝƚŚ�ǁŝƚŚ�
ƚŚĞ�>ŝǀŝŶŐ�>ŽƌĚ�:ĞƐƵƐ��ŚƌŝƐƚ͍ 

��������tĞ� ŝŶǀŝƚĞ�Ăůů�ƉĂƌĞŶƚƐ� ƚŽ�ĐŽŵĞ�ƚŽ�ĚŝƐĐƵƐƐ�ĂŶĚ�ƉƌĂǇ�ĂďŽƵƚ�
ƚŚŝƐ͘�tĞ�ƚŚĂŶŬ�'ŽĚ�ĨŽƌ�ƚŚĞ�ƉƌŝǀŝůĞŐĞ�ŽĨ�ƐĞƌǀŝŶŐ�,ŝŵ͕�,ŝƐ�ƉĞŽͲ
ƉůĞ�ĂŶĚ�ŽƵƌ�ĐŚŝůĚƌĞŶ͘ �tĞ�ĂƌĞ�ĐŽŶĮĚĞŶƚ�ƚŚĂƚ͕�ĂƐ�ǁĞ�ƐĞĞŬ�'ŽĚ͕�
,Ğ�ǁŝůů͕�ĨŽƌ�,ŝƐ�ŽǁŶ�ŐůŽƌǇ͕�ĚŽ�ŵŽƌĞ�ƚŚĂŶ�ǁĞ�ĐŽƵůĚ�ĞǀĞƌ�ĂƐŬ�Žƌ�
ŝŵĂŐŝŶĞ͘ 

 

一段谦卑的旅程 
张惠俐文／孙祖怡译 

 

    回顾过去16年的儿童事工，明显地，神一直在向我们

的几百位孩子释放耶稣福音的大能。在我们一起仰望神

时，祂便供应并栽培我们，由此建造祂的事工。经由这许

多敬虔同工们的属灵恩赐，神已大大作工；祂塑造了我

们，并继续不断在塑造我们。圣经说通过耶稣生命被改

变，这是真的——我们亲身经历了。这项事工见证了耶稣

的真实，让我们因祂的恩典而谦卑。 

    早年间我们事工专注于儿童本身。儿童事工的主要目

标之一就是为圣灵能重生孩子们的心灵，并赐予他们对主

耶稣的信心作好准备。我们祷告神，当对孩子们介绍耶稣

时，靠着神的恩典，孩子们将从罪的权势和刑罚中得到拯

救，并开始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命。我们相信信道是从听道

来的，所以非常重视传讲神的话。圣经上的经文是圣灵所

播下的种子，将会成长为永生。一早就要在神的正道上养

育孩子，这远胜过之后再来想方设法矫正他们。 

    通过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到12节里的

描述，神给儿童事工摹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

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

兄们，你们记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

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

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

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

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

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我们的规划是将孩子带到神国的入口，然后鼓励他们

活出不亏负神的生命。在儿童事工的历程中，曾经有数十

位敬虔委身的同工与老师们，全心全意并肩努力，运用神

所赐予自己的属灵恩赐向儿童们和所属家庭宣扬福音，并

深知他们奉耶稣之名的付出绝非徒劳。能与他们同工是一

大乐事。 

    可传给子孙的最大遗产不是金钱或生活中积累的其他

物质，而是品格与信仰。 ”——布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 

    能亲眼看见神信实而积极地将孩子们吸引到祂自己身

边，这是一种祝福。例如一次我辅导一位小一生时，发现

他哥哥打了他7次；他说他也要回打他哥哥7次，不能再

多，不然就是错的。我们一起读了有关饶恕别人多达77次

的经文。小男孩开始思考其中的真理，之后改变想法（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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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决定原谅他哥哥了。连小一生也可以决定跟随耶

稣，这表明孩子们的道德发展从稚龄时就已开始。童年是

认识耶稣并跟随祂的宝贵时期。我们曾一再亲眼见证许多

带过的孩子，尽管在儿童事工时期是何等地顽劣不堪，现

在长大后却是热切寻求耶稣。当然，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

工作。 

    经过无数

次在祷告中寻

求神的带领之

后，我们决定

在接下来的几

年中把重点转

移到家庭上。

神将孩子与青

少年的灵命成

长 托 付 给 父

母，尤其是父亲（弗6：4；申6：4-9，箴22：6）。神教

导我们，除了小组以外，属灵的基本单位还有家庭：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

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

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

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

的城门上。」(申6:4-9) 

    紧接在摩西写下了最大的诫命（根据耶稣在《马太福

音》22章37节所说）之后，神命令父母将它铭刻在自己孩

子的心上，祂希望孩子们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祂。

的确在圣经里，家庭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儿童事工的老

师和同工们可以教导孩子学习神的话，这当然是必不可少

的开始。但是，当父亲丢掉工作、全家一起祷告时，孩子

才因而学到信心，体会到「耶和华以勒」的含义。当奶奶

生病时，在父母的引导下，小男孩会为自己思考生命的来

源和意义。当小女孩看到自己的父母跪在地上向神呼求

时，她将经验到什么是与全能神交通并依靠祂。当孩子们

像父母一样十一奉献时，他们将学会尊崇祂。当为了全家

一起敬拜寻求神的缘故而放弃其他活动时，孩子们将理解

在一切事上神居首位。当全家人固定每周在晚餐时一起研

读讨论神的话语时，孩子们会养成倾听和回应神的习惯。

我们是在家庭生活中体验到耶稣的真实。 

    “若将孩子的记忆比为一所银行，我们每天都往其中

存款。”——福音派牧师查理士·司温道（Charles R. 

Swindoll） 

    根据圣经，牧师作为牧者，要以圣言喂养群羊并作他

们的榜样，使他们靠近耶稣。而且，上帝命令属灵的领袖

装备教会（弗4:12）；同样的道理，父母作为家里的属灵

领袖，亦要装备自己家，在灵命上与孩子同行。 

    儿童事工提供老师与家长培训、敬拜带领培训以及在

AWANA服事的机会。我们为孩子们祷告，带领他们查经和

敬拜赞美。在教会中的每一次服事机会，都同时具有训练

个人带领自己家庭的双重效果。我们的口号是：爱神从自

己家开始。我们为父母提供了简易的每周指南，用以带领

他们自己的家庭。 

    父母的心之所向将决定神在家中的地位。圣灵能帮助

孩子与耶稣建立牢固的联结，在这个基础上父母接着继续

栽培巩固，它就会持续到永恒。上帝将主要责任交给父

母。我们祈祷圣灵坚定父母们的信念，激励他们在教会的

装备下来服事自己的孩子——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祂心之

所望。我们鼓励父母谦卑地与我们同行，以这种方式来荣

耀神。 

    在这个寻求跟随神、并走在祂道路上的过程中，我们

想问教会里的父母们： 

· 教会如何能最大帮助你服事自己的孩子，使他们

更靠近耶稣？ 

· 我们如何能帮助你们全家一起来深入了解神的话

语？ 

· 需要什么来帮助你们进行家庭崇拜？ 

· 你希望孩子在高中毕业时达到什么属灵目标？ 

· 展望未来孩子离家独立生活的那一天，有什么比

已经教会他们如何凭信心与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

督同行更重要的？ 

    我们邀请所有父母来一起讨论并为此祈祷。 

    感谢神赐予我们服事祂与祂的子民、及服事我们自己

儿女的特权。我们深信当我们寻求神时，为祂自己的荣

耀，祂所成就的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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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中继续前行 
张振华 

2012年夏天，我搬到芝加哥入读慕迪神学院。当时，

我便有机会拜访了活水福音教会。至今，我依然记得那个
主日早上诗班激昂的献唱、华牧师精彩的证道及弟兄姊妹
热情的欢迎。当时的我，心中不由赞叹：“能在这样的教
堂里敬拜神真是有福！” 

2018年夏天，我蒙神的带领并受教会的邀请来到教会

作传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从神领受了全职事奉的呼
召，神带领我先在大学生中服事七年，接着又进入神学院
进修六年，然后才来到活水学习牧养教会。 

尽管我不曾经历神在过去二十年如何带领教会不断前
行，可是我也在过去的短短两年多的牧养期间，慢慢地体
会到大牧者耶稣的心肠—祂对属祂却不完美的子民的深切
的爱，逐步经历基督与教会关系的奥秘—以夫妻来形容基
督与教会亲密的团契，并越来越意识到神之道的重要—重
生、洁净教会并为她征战。 

每每看到弟兄姊妹渴慕真道、真挚相爱、乐意奉献的
时候，我就不住地向神感恩。当看到教会经历挑战与软弱
的时候，我便与同工向神呼求，彼此扶持，共同经历。感
谢神，让我在这里与弟兄姊妹在真实的团契中一起成长，
彼此服事，同心敬拜。 

能够牧养神的教会实在是神的恩典！愿神继续带领祂
自己的教会走向下一个精彩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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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给我们开路  

—— 教会教育事工回顾 

时间过得很快，在今年的十月金秋，我们教会迎来建

堂20周年。回顾二十年来教育事工走过的路，处处看到神

一路的带领和保守, 让人不能不心中充满感恩。记得2000

年一个初夏的傍晚，福音堂（活水福音教会的前身）的筹

备同工们聚集一堂，在锺舜贵牧师家商谈事工。那时锺牧

师刚刚被神奇妙地带领到我们教会，担任主任牧师才几个

月。讨论中，同工们不免为时间的仓促、同工和资金的不

足忧虑。而当时静坐一边的年长姊妹潘尚蕙，我们母会

“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也是福音堂开始

时少有的主日学老师之一，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小信

的 人 哪 ！ 为

什 么 担 心 这

个 ， 忧 愁 那

个 呢 ？ 焉 知

这 不 是 神 给

我 们 开 的

路 ？ 我 们 为

什 么 犹 豫

呢 ？ ” 她 的

话 让 大 家 安

静 在 神 的 面

前 。 三 个 月

后 ， 福 音 堂

开 始 了 第 一

次聚会。 

福音堂初

创 的 几 年 ，

成 人 主 日 学

事 工 可 谓 举

步 维 艰 。 老

师少，学生少，每季常常只能开两三门课。当时锺牧师针

对教会的状况提出了“五年五化”的设想：“崇拜活泼

化、教导系统化、关怀落实化、宣教全面化、团契小组

化”。锺牧师还为主日学提供了一个灵程指引，并把主日

学课程镶嵌在以棒球的四个垒中，以代表生命成长的四个

方面，使主日学事工从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蓝图, 

也成为后来教育事工的总体方向。让教会的每一成员，无

论在灵命成长的哪个阶段，都能得到相应的属灵供应。而

牧者的异象，从一次会众的问卷调查中也得到印证。于

是，教育部同工设立了教育事工的原则“以基督为中心，

以学员为对象，以爱为动力，以灵命成长为目标”，并提

出口号“教会每个成员不是学生，就是老师。” 

然而，教会初期，主日学事工困难多多，挑战重重。

当时福音堂租用林肯中学作主日聚会场所，每个主日可使

用的主日学教室常常需要更换；老师和学生们每主日需要

早早来排桌椅，上完课后再按原样排回去；由于学校场地

大，建筑复杂，还需要同工在走道的出入口指路；教会的

图书馆当时虽总共只有百十来本书，每个主日需同工们搬

进学校，排在走道的两张长桌上供大家借阅，中午结束后

再搬回家去。没有固定聚会点，每主日的主日学安排给同

工们带来不少工作与压力。然而，同工们心里火热，不发

怨言，喜乐地同心服事主。 

因师资的缺乏，主日学事工可用“惨淡经营”来形

容。教会的两位牧者需要在本堂和福音堂之间两边跑，只

能合开一门课。除牧者之外，当时受过神学训练的老师屈

指难数。感

谢神，祂预

备供应。不

久，潘柏滔

教授和师母

加 入 福 音

堂。他们曾

在别的教会

负责主日学

的教学，有

丰富的经验

和充分的神

学装备。神

也兴起华牧

师和青林师

母、龚牧师

和汪洁师母

（当时他们

都还是神学

生），先后

加入了老师的行列。原有的主日学老师潘尚蕙、黄尚武、

汪贤浩、缪洪宇、王圣衍、张建昌等，仍忠心地在教导。

近十年来，神兴起了年轻同工们接受神学装备，参加各样

学习，成为新生力量，大大充实了老师团队，以致在搬入

新堂后，时常出现主日学课目较多、教室不够用的情况。 

与此同时，历届的教育执事们在系统和制度方面做了

一系列完善工作，使教导系统化逐步成为现实。2009年，

在当时的教育执事张杭弟兄的主持下建立的教育委员会统

管主日学、图书馆和神学生事工，并完善了教会的“神学

生基金章程”。神学生基金前后资助了12位神学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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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还邀请教会中有专长的弟兄姊妹帮助建立了主日学

网上报名和记录管理系统。其中童则伟、刘献忠、谢建

芬、杨俊等弟兄姊妹花了大量时间为系统编程、调试、安

装，使教会有了一个较完善的档案系统，以方便统计并奖

励学习勤奋的弟兄姊妹。2019-2020年，共有40多位获得

“年度勤奋学员奖”。搬入新堂后，图书馆也有了新家。

2010年8月，新的图书馆正式开放，当时藏书已达1500

册，影像150件，其上的标签是多位姐妹在大约半年内牺

牲周末休息时间一张一张贴上去的。直到疫情前，每个主

日下午都有姐妹轮值，忠心地服事图书的借阅。 

2013年，教育部引入了“合神心意的门徒”的门训事

工，弟兄姐妹互相扶持同走天路。并有许多位生命得以成

长，并带领初信的弟兄姐妹。从2013年9 月开始，推动为

期18个月的 “基督生平”课程，到今天为止已完成四期

六班，约有98位弟兄姐妹参加，为小组服事培训了同工。

教会还与正道神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在2015年至2017年

间，教育部安排了好几位正道神学院资深的老师来活水开

课，包括刘王仁美师母连续三年来活水教导“自我认识与

成长”“尼希米记”“传道书”，李光陵牧师教导“团队

配搭与领导风范”，赖若翰牧师“十步释经学”，不少弟

兄姊妹参加学习，生命得建造。 

回顾这20年的经历，我们心中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在

这20年里，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前后开出约300多门课，有

三、四十位老师先后参加过教学。到2012年，教会分为两

堂崇拜之前，每周参加主日学的平均人数已达140人上

下，占会众25%以上。虽然在教会开始两堂崇拜后因为与

第一堂敬拜时间冲突，上课人数减少了很多，但最近7个

月因为疫情期间改为线上上课的关系，主日学的平均人数

又回升到每周160人以上。看到弟兄姊妹如此渴慕追求真

道，愿在真道上好好扎根的光景，我们真实感受到神与我

们同在！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

人，要把各人在基督

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

面前。”保罗在《歌

罗西书》里的这句话

一直是教会教育事工

的宗旨，也是我们每

一 位 教 育 同 工 的 心

愿。深愿主继续感动

我们的同工在这事工

上尽心竭力，感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珍惜学习神宝贵

话语的机会，生命得以成长。愿我们末后所得的祝福大于

先前的。 

主恩绵绵  

—司提反关怀事工分享                                           

梁梅整理 

    司提反关怀事工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化关怀机构，自

1975年在St. Louis成立以来，已有三十个国家超过一万

三千家教会开展了这项事工。2013年主感动翠如、林植、

晓琳和美德等几位姊妹弟兄在活水福音教会开始了司提反

关怀事工。过去这些年，我们教会已培训了四期超过80位

关怀者, 关怀了超过170位有需要的人。 

    同工们的分享 

    一转眼快八

年了, 我们经历

了 神 的 奇 妙 作

为，祂的带领、

保守和祝福。司

提反关怀事工强

调 神 是 爱 的 源

头,是大医治者, 

我们通过所学的

关怀技巧，把关

怀对象带到神面

前。我们常为着这些愿意摆上很多时间服侍主服侍人的弟

兄姊妹而感恩。藉着每周一对一, 同性别的关怀，经历到

在主里彼此连接的关系是多么的美好。同时，这也是一个

传福音的事工，藉着主的爱和生命的见证，有不少接受关

怀的人决志信主。 

    弟兄姊妹们也因着参与这项服事而灵命成长，家庭也

更蒙福了。无论是对喜欢重复分享的年迈父母, 还是与家

中青少年的沟通，我们学习不去打断他们，而是接纳并主

动聆听, 听他们话中的感受, 同理肯定他们。 

    很感恩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团队服侍，感谢牧者们的支

持和同工们的摆上。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

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林后8:12) 

    关怀者的分享 

    第一次接触司提反关怀是2016年下半年，当时我正经

历着生命中的最痛。刚刚决志信主的我从司提反关怀者那

儿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神的慈悲怜悯，爱和力量。每周一

次的探访关怀让我能一次又一次地从悲伤中探出头来，放

下缠累地向前走。在这种关怀关系中我没有顾虑，没有负

担，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爱，而不是人与人之间

要考虑偿还的情意。光是这一点就让我得到了极大的释

放，我觉得自己是被神爱着的，保护着的，我不用害怕，

前面的路有神陪着我走。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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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底知道教会要开始第三期的司提反关怀者培训

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想把从神那儿来的爱传递出

去，象流水一样，生生不息。在培训课程中，老师说的一

段话让我很有感触: “每个需要关怀的人身边都有一把空

椅子，神会派一个关怀者去坐在这个椅子上陪着他

（她），让他（她）知道神就在身边。” 是的，我身边

的空椅子就有神派来的关怀者坐着，我也要被神使用，坐

到别人身边的空椅子上，陪伴她渡过最难的时光，让她看

到神的慈爱。 

    自从2018年正式成为司提反关怀者后，我与我的关怀

对象一起经历了神安慰医治的大能。在这段关怀关系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我们是陪伴者，神是医治者。”我只

是在那儿，神却愿意使用我，让我参与到衪的奇妙大工

中，让我见证生命的改变，感谢赞美主！ 

    我参与了教会的一些事工，司提反事工是我最有感触

的。不管是作为被关怀者，还是关怀者，我都能真实地感

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大能。我天天祷告主的帮助，让我能

长久地做这项事工！ 

    被关怀者的分享 

    三年前的某一天，我的丈夫Jon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Jon聪明勤劳、真诚善良、憨厚风趣，他不仅是我的亲密

爱人，同时也是我最信任的良师益友。突然永失我爱，活

生生撕去了我一半的灵与肉，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我一

下子从幸福的人间天堂掉进了哀伤、恐惧、内疚、自责、

自罪的深渊。无穷无尽的悲痛、思念和孤独像无边的大海

把我吞噬，我罹患抑郁症和恐惧症，像一头遍体鳞伤的困

兽无路可逃，正如约伯说得那样“我不得安逸，不得平

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伯3：26）”但我又

四处冲撞，尝试在生与死之间找出一条出路来摆脱困境。 

    就在此刻，我的大门被打开了，活水教会司提反关怀

者L和W先后走进了我的家门、我的生活、我的心田。确切

地说是上帝的恩典、大爱、光辉、仁慈、帮助走进了我的

家门，走进了我的生活、走进了我的心田！说实话开始的

时候我也怀疑过神是否存在？或者他离我很远很远？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关怀者几年如一日对我的关心帮

助，安慰鼓励，支持和引导，慢慢地我不仅感受到了神的

存在，而且感受到他离我很近很近，祂与我同在。连我自

己都无法原谅自己，但是神不仅原谅我，还接纳包容了

我，祂拣选了我成为祂的女儿，赐福给我。渐渐地我感受

到人间还有温情在，感受到神爱我、关怀我，赐恩予我，

我对神的体验从来没有那么真实过。我现在坚信：死亡不

是唯一的出路，只有信靠神才是我唯一的出路。之后，新

而美的事开始出现：三年过去了，我不仅还活在这上帝创

造的美好人世，神还赐给我一个聪明漂亮，人见人爱的小

外孙。主啊！是你让我明白了：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信

主的人有盼望！我能走到今天，全靠神的怜悯，让司提反

关怀者来到我的生命中。 

    我现在每天都祷告，希望神帮助我藉着信仰的力量，

战胜我的痛苦与疾病！主啊！我们的阿爸父，感谢你保全

了我的生命，此时此刻我向你呼求：请赐我更大的信心，

抓紧主所应许的盼望，靠你的恩典我越发强壮，活出神儿

女的荣耀！奉耶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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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事工 
写给天父的感谢信 

    在的神带领下，活水福音教会儿童事工走过了20年，

祂的路径一直在滴下脂油。在庆祝之际，儿童事工的同工

们纷纷诉说神奇妙的作为，数算神无尽的恩典。 
    坐下来，思绪万千！孩子们、老师们、同工们、家长

们，享受如此多的恩典，怎么数算？心怀这么多的感谢，

如何诉说？笨嘴拙舌的我们写一封给天父的感谢信吧。 

    慈爱的天父： 

    有一对夫妇参与儿童事工，已经十几年了。在今年疫

情期间，他们打破了儿童老师三个月一轮换的常规，连续

八个月在线上教授儿童课程。他们满有从天父而来的教导

孩子的智慧，忠心侍奉，使教学生动活泼。谢谢天父赐给

他们这样的坚持和智慧。 

    有一位姐妹轮到她担任老师的时候，每个主日都是提

早到达教室，祷告求神预备她的心，赐给她能力。谢谢天

父赐她认真祷告的心。 

    有一位姐妹不仅每年参与教学，而且每次孩子们有特

别节目，她都欣然帮助。谢谢天父赐给她这样爱主的心。 

    有不少做老师的弟兄姊妹身体不太好，但他们都努力

坚持。其中，有一位姐妹腰都不能弯，可是她依然带领学

前孩子们敬拜。谢谢天父赐给他们如此舍己的心。 

    有一对夫妇主动找上我，表示愿意帮助孩子们。感谢

天父赐给他们夫妇这样的负担和感动。 

    当邀请弟兄姐妹做儿童事工同工的时候，天父已知道

他们答案就是：“好，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做。”感谢天父

的预备并赐他们顺服的心。 

    每当我们缺乏老师的时候，我们来到天父面前，天父

总是丰富及时地供应我们。天父是何等信实，是我们随时

的帮助。 

    每次有需要举办活动的时候，那些已经卸任的弟兄姐

妹同工们，立马回来，投入事工。谢谢慈爱的天父赐给他

们这样彼此相爱、互相扶持的心。 

    在今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一位姐妹每主日清晨就早

早来到教会，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清洁消毒。天父啊，谢

谢你把这样衷心的姐妹带给我们。 

    凶猛的疫情也不能阻止孩子们来敬拜你的心，每当我

们在Zoom上问孩子们 “Is there anything God cannot 

do?” “NO!” 这就是孩子们的回答。是的，我们能够去

爱是因为天父先爱了我们。天父搭救我们，更新我们，没

有什么是天父不能成就的。 

    全心赞美和感谢你，慈爱的天父！ 

                              儿童事工部同工敬上！ 

全是神的恩典 
Mei 

    在儿童主日学服事的日子里，我时常经历神在我们事

工上的恩典降临。 

    作为儿

童主日学的

同工，每一

季度预先联

系不同班级

的老师是最

重 要 的 一

项。老师是

来自于教会

的姐妹，她

们平时不仅要忙碌工作，而且还要操心自己的家庭。过去

在教会，我们并不太了解，但通过一起服事，彼此有了更

多认识和理解。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近有爱心，

愿意付出时间且辛勤教导的姐妹们。感谢神！保守她们出

入平安。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与神的爱没有隔绝。我

们建立了儿童线上敬拜，教导孩子们在幼小的年龄就能认

识神。我们仍然为神作工，赞美感恩神！藉着姐妹们辛勤

地付出和爱心，让我看到她们对神的敬虔和顺服，感受到

与神同在的喜乐和平安，感叹孩子们是何等地有福！ 

    作为儿童主日学的同工，我也同时参与教会组织的其

他活动，如灵粮早餐会、主日学老师感恩餐会、教会布道

会、节日特别活动。每一次我都感受到神给姐妹们的恩赐

是如此丰富多彩，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姐妹们一起同工，

欢喜快乐，各付其职，热心服侍。我们因神的事工相识相

知，深切地领会到神要我们姐妹一起配搭，在圣灵的引导

下，彼此相爱，相互扶持，一起在神的话语中成长造就。 

    感谢赞美神的带领！活水教会儿童事工坚持不懈，姐

妹 们 同 心 合

一。在活水教

会成立20周年

献礼之际，求

神祝福我们在

神家里有份，

愿神继续加添

儿 童 事 工 力

量，把福音带

给 更 多 的 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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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歌唱   岂能沉默  
张纯 

    2020年初的一场瘟疫，让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教会生

活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多年来诗班每周固定聚集放歌赞

美的日子说停就停了。 

    寂静中勾起无数的回忆。 

    我们的诗班目前有30多位成员。成立20年来，几乎每

一个主日，我们都在献唱、排练和彼此交通中度过。在那

些美好难忘的相聚时

光中，我们一起用上

帝赐予的声音歌唱，

也不断地学习音乐技

巧，装备自己更好地

服事。在温暖的集体

中，我们不但体会到

肢体之间亲似家人的

爱，更感受到神的大

爱在我们中间流淌，

让我们更加明白，我

们聚集的目的只有一

个，那就是用歌声和

心灵敬拜赞美神。 

    无情的瘟疫夺走

了我们的聚集，但它

岂能夺走诗班弟兄姐

妹们敬拜主的心？！几经研讨，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的敬拜

方式的尝试：云端合唱。当这想法一出炉，诗班的弟兄姐

妹们立即签名踊跃参与。看到一个个签名，仿佛看到一颗

颗爱主的热心！看到一个个回应的短信，仿佛看到了大家

共同的心声：我要歌唱、岂能沉默！ 

    实在是感恩神对活水诗班的丰富预备，为我们预备了

有着多年专业音乐编辑和音乐编曲制作背景的杨乐蜜姐妹

和熟悉电脑软件应用又乐于学习创新的陈全恺姐妹，还有

一群认真努力、谦卑学习、乐意服事的诗班员和全力支持

鼓励诗班的牧者、执事。 

    准备每一首曲目前，我们都先在网上聚集，一起祷

告，听指挥和合唱指导讲解曲目的要求，然后大家各自反

复练习、不断打磨。一首曲目，光是录音录像就得录上10

遍、20遍，甚至更多，练习则更是无以计数。短短的几个

月时间里，诗班克服

了重重困难，尽我们

的努力向主献上了

“奇异的爱”，“奇

异的恩典”，“你爱

永不变”，“天使生

命灵粮”，“宝贵十

架”和“衷心感谢

主”等六首云合唱曲

目。目前我们的云端

合唱还在继续中，我

们愿意唱出更多、更

美的歌曲来敬拜赞美

我们的神，唯愿我们

的生命成为敬拜的生

命、成为荣耀主名的

生命！ 

    为诗班的家人们感谢神！愿主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

尊荣直到永远！愿诗班弟兄姐妹们谦卑顺服的服事蒙主悦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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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人数算主恩  

胡振锡  

“基督为我家之主”几乎是每一个基督徒家庭不可或

缺的标志，我家也不例外。从今年 9 月3日起，我正式步

入了耄耋老人的行列。在纪念活水教会二十周年之际，我

再次数算神赐给我和我们全家的丰盛恩典，分享神对我和

家人的奇妙带领，以及神如何在我们家“当家作主”。 

一. 人生多处拐点 上帝奇妙带领 

    1. 选择大学 

    1958年，高中毕业前夕，同学们都要填写报考大学志

愿。很多同学藉着父母亲友的指导，轻而易举就完成了报

考大学志愿的填写，甚至有的一连填写了五六个志愿。而

我的父母只有

小学都没有读

完 的 文 化 水

平，哪里知道

我该选择什么

学 校 什 么 专

业。我只是凭

着自己身强力

壮 和 一 腔 热

血，凭着一首

“地质队员之

歌”，就只在

第一和第二志

愿栏上，分别

填上了“北京

地质学院”和

“上海钢铁学

院”。结果令

我完全没有想

到，我被“上

海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录取了。 

    拿到入学通知书那一刻，我心存疑惑，也不兴奋，以

为将来可能会当一名我并不喜欢的物理老师。入学报到后

才知道，这是一个当年最吃香、与原子能研究有关的保密

专业。一种无以名状的优越感和虚荣心便油然而生，因为

从当年的一部苏联电影“银灰色的粉末”里，我看到的

是，坐着轿车进出原子能实验室，穿着白大褂的苏联专

家，好生令人羡慕...... 

    可惜好景不长，谁知道第二年国家来了一个院系调

整。由于有海外关系（我哥哥在台湾），我就被调整到了

没有保密要求的船舶制造系结构力学专业。而这么一次调

整竟改变了我和我后来一家人的命运。否则，我就不可能

遇上后来与我相守半个多世纪的夫人，也不可能有今天这

样的蒙神赐福的一家人。   

    2. 公派出国 

    在八十年代，我被选为公派访问学者，并通过了国家

教育部的考试。在1983年到1985年期间，我以访问学者身

份前往挪威船级社研究发展部，参与挪威国家科技项目。

在此之前，我们研究所的很多人纷纷议论，“你看老胡，

一不是共产党员，哥哥还在台湾；二不是业务尖

子 ...... 怎么就轮到他出国呢?”别说他们想不通，就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是怎么被选上的。 

    在1979年教育部在上海举办英语选拔考试的时候，颇

有“自知之明”的我并没有主动报名。在考试进行到一半

的时候，我们研究所人事教育处干部临时通知我去参加试

一试。出人意

料，毫无准备

匆匆赶去应付

的我，居然通

过了笔试和口

试 。 在 此 之

后，我接受了

两年多的英语

培训。根据我

当年从事的研

究工作，教育

部为我联系安

排到专业对口

的挪威船级社

研究发展部进

修两年。 

    后来才知

道，这又是一

次神奇妙的带

领。在挪威，

我第一次被一位来自香港的弟兄邀请参加团契查经班，又

通过他找到了与我岳父失联了五十多年的瑞典牧师Adolf 

Nelson。这位瑞典牧师在30年代曾经在山东传教，是与岳

父家庭关系密切的传道人。1949年回到瑞典以后曾经多次

试图联系我岳父，鉴于当时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办法联络

上。现在，神竟然借着我的访问学者经历，岳父与失联五

十多年的牧者再次连接在了一起！这其中的很多偶然与巧

合，让我不得不赞叹神的作为！在作访问学者期间，有一

次暑假十多天，我都是受邀在这位牧师家度过的，使我在

灵命成长方面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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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赴美历险 

    2016年2月7日，我和老伴从上海返回芝加哥。起飞三

个多小时，吃了第一顿正餐后不久，我开始咳嗽不止，咳

痰中带有血丝，还伴随着呼吸急促，情况危急。服务员见

状，立即广播求助。很快一位美籍华裔医生和一位UA的退

休美国医生，前来了解情况。他们发现我当时的血液含氧

量，已经降到了75%，于是马上使用氧气瓶为我输氧，及

时地把我从休克，甚至脑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途中两位

医生轮流照看，直到飞机低达芝加哥，把我平安交给等待

在机场的地面急救人员。缺乏医药常识的我，后来才知

道，如此低的氧含量，如果没有及时吸氧的话，随时都有

生命危险。回想整个过程，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了神的大

爱大能，真是感恩不尽。事后才知道，那位美籍华裔医生

姓林，是一位妇产科专家，在上海某医院兼职，那一次是

回芝加哥探亲，临时从经济舱升到我们舱位。想不到他成

了耶和华上帝及时差遣、领我走出死荫幽谷的天使。 

    4、死荫幽谷 

    “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

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这是诗篇23篇中的

一段话，也是让我体会最深刻，最难忘怀的一段话。 

    2016年12月1日，我因被诊断两根冠状动脉堵塞，必

须进行开胸搭桥手术。在被抬上手术台之后，我一直背诵

诗篇23篇。以后，无论在ICU，还是在普通病房，让我

“曲不离口”的，还是这首诗。当我夫人在ICU第一次见

到我全身插满各种管子的惨状时，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

是“你也背诵诗篇 23篇... ...”神的话给我们带来了无

穷的精神力量。靠着神的大能，当年76岁的我，被告知是

与医生配合得最好、恢复得最快又好的“模范病人”，使

我在病房里也能够荣耀神。 

    其实，这已不是我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1976年

唐山大地震之前，单位通知我和几位同事到唐山开会。在

出发前几天，我们又接到单位通知，会议改到了青海。当

时我们都很失望，青海偏远，环境比唐山艰苦很多。可是

在到达青海之后，我们听到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尤其在

听到唐山那个招待所被震为平地后，我只能感恩神的怜

悯，若不是神的拯救，我们自己怎能脱离凶恶? 

    我仅仅列举以上几个例子，并非说明我自己有多能

耐，我只是要坦诚地告诉弟兄姐妹，我十分清楚，凭我自

己的能力和努力，若是没有神的带领，决不可能获得如此

出人意料之外的福份。这些福份看上去都是偶然巧合，实

际上却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作为。 

二.蒙福一家人 

    “蒙福一家人”是女儿给我们一家使用的微信群起的

名字。我们的生活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是一个名

副其实，十分美好的名字。在“圣经”的以弗所书6:1-

4，加拉太书和其他经文都告诉我们：父母与子女之间相

处的过程中，最︎要紧的是“爱人如己”，要相互尊重。

既要互相关心，又要互相包容，还要能够“双向感恩”。       

    有些华人家庭成员之间相处得不太融洽, 基督徒家庭

也不例外。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父母与

子女之间没有遵照上述原则，经常进行平等有效的沟通。

俗话说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华人父母习惯于根据自

己的经历和经验，从“为你们好”的观点出发，经常会不

知不觉地干涉子女的“内政”，常常会让子女们感到不自

在，甚至非常讨厌。父母对子女的生活干涉过多，和对第

三代的过于关心以至溺爱，都是造成相互之间摩擦、矛

盾，甚至冲突的︎重要原因。 

    我们夫妇和女儿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并没有缺少相

互之间的关爱和支持。对于女儿的家庭生活，我倆从来不

加干涉，女儿也十分尊重我们的看法和选择。所以，这么

多年来，我们之间没有出现过丁点儿的纠纷与冲突，关系

十分融洽。 

    另外，除了天天数算神的恩典之外，父母子女之间也

要懂得互相感恩，我称之为“双向感恩”。我一直认为，

父母在享受子女孝敬的同时，也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

接受子女的照料，不能认为一切都是应该的、必须的、理

所当然的。要知道我们的子女们在美国打拼是很艰难的。

如今的华人中青年人越来越难，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子

女，更是肩上扛担，心受压力，既有家庭责任，又有社会

责任，有的还在教会做义工，还要面临复杂的中美关系，

还能够关心我们老人们的生活起居，你说容易不容易？ 

    感谢主，在神的眷顾和带领下，我们女儿和女婿都积

极参与活水教会的服事，先后分别担任过团契的负责人、

教会的关怀执事和总务执事。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他们年

年都有长进。看到他们能够如此融入在基督大家庭里，我

们发自内心地不断感恩神的祝福，相信神还会多多加添福

气给他们。非常惭愧的是，我们二老虽然在活水教会多

年，但是没有能够为教会的事奉做出什么贡献。勉强数算

一下的话，也就是我在以诺团契为主作过一次见证，我们

倆在教会的厨房帮过几次忙，给Paul弟兄当个下手而已。

感恩的是，我夫人的葱油饼余香，还能够经常被一些弟兄

们记得，每次不期相遇时，还会提及葱油饼一事。 

    最后，衷心祝愿活水教会在神的保守引领下，在华牧

师的带领下，在执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在全体会众的积极

配合下，在加强教会自身建设的同时，把神的救恩福音和

十字架的大爱传扬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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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长寿是福还是祸？   

吴彩云   

    2006年我来到美国

后，就开始了在活水福

音教会的敬拜和团契生

活。一转眼十多年过去

了，感谢主的保守，让

我可以见证教会创建20

周年的纪念时刻，在

此，我愿意和大家分享

一个老年人的话题。 

我今年89岁，早已步入高龄队伍。肉体上不知不觉都

在老化，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功能不断失落。眼花耳

聋、腰腿酸痛、站立不稳、行动艰难、心慌气短。目前很

难完全生活自理，需要他人帮助，给社会和家庭增加了不

少负担。自己感觉不少痛苦，常忧虑、恐惧、无奈、绝

望，也产生了许多困惑，也在生死问题上徘徊。我还想

过，既然人人都有一死，活到80和90有什么区别呢？ 

年轻时，常听人说“好死不如懒活着。”这句话给我

印象很深。中年时，我曾做过危机干预方面的工作，接触

过许多不同年龄自杀者，尤其老年人比例最高。了解到老

年人很多痛苦处境和经历，听到过他们关于生不如死的倾

诉。到了老年，当年那些老人的悲惨情景，让我依然不

忘。而“好死还是赖活着”这两种相反的生死观令我怀疑

和不解，长寿到底是福还是祸这个问题时常困扰我。  

10多年前，我丈夫因脑出血成了植物人，须用鼻管维

持生命，不能与外界正常接触交往。他生命气息微弱存

在，自己和家人都很痛苦挣扎。是否继续维持他的生命，

家人面临选择的痛苦。那时，我和家人已信主多年，我们

相信人的生命由神掌管。为此，我们请教牧师，学习圣

经，迫切祷告。经上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

灯火他不吹灭。”（太12：20）神的话语安慰我们，给我

们盼望。神也又多给了他一年生命，这是神的恩典。我们

要荣耀主，顺服主。 

人不同于动物，人既有肉体，还有灵魂。起初神照自

己的形像造人，在人的鼻孔里吹了神的灵气，人就成了有

灵的活人（创世纪）。既然人的灵魂来自神，人就应该能

与神相通。 

神是永恒和慈爱的，神在乎人灵魂的感受，神在乎人

灵魂的救赎。人的灵魂不会因肉体的衰老而衰老，也不会

因肉体的死亡而消灭。老年人虽然肉体衰老，心灵未必衰

老，仍然重视心灵感受，在乎感情亲情，在乎尊严，理解

力仍在。经上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

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份，直到永远。”（诗73:26）

从神的角度看，老人长寿不是祸，是福！ 

老人在晚年生活中，因身体的疼痛，心里的孤独，身

不由己的被照顾以及为活而活的无奈和苦涩，常常会思考

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有的老人觉得生不如死，甚至选择

了安乐死。感谢神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在我痛苦困惑

时，我可以向他祷告诉说，靠他平安度过每一天。虽仍有

挣扎，但我能够靠他而活。 

感谢上帝赐我力量给我智慧作此见证，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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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中满满的祝福 

邓懿仙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转眼间活水福音教会已经走过

了20个年头。 

    2000年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那时，我第二次带一双

儿女回美，重新在Naperville生活，并加入30多人的活水

教会（当时叫活水团契），大家相处如家人。唯一有一点

让我内疚的是，教会人才济济，事工却相对较少，没有专

才又是新会员的我，只能默默承受満满的爱，享受弟兄姊

妹的服事。 

    2003年活水教会弟兄姐妹为神家的好处，决定加入尚

在林肯中学敬拜的活水福音教会（CCMC福音堂）。当时虽

有适应上的难处，但很快就被弟兄姊妹活泼爱主的心，深

深触动。有两件事情印像极深。一是每个主日敬拜前，弟

兄们一大早7点左右将一卡车敬拜的必用品从活水教会运

到林肯中学，再御下搬入运动中心。布置会堂，摆好椅

子，将一个空旷的运动场地变成了崇拜大堂。长年累月，

风雨无阻，在每一亇主日的摆上，那是何等对神的信心

啊！二是爱筵。敬拜后弟兄姊妹们一起快速将桌椅放好，

布置成歺廰，让会众们留下享受从神而来的弟兄姊妹的服

事，一份歺点充满了温暖和关怀。 

    教会合并后最开心的便是我可以有更多服事机会了。

当初的我是以恩赐来服事，自以为儿童主日学比较能胜

任。但看到其他主日学老师的教学后，才知道自己的不

足，有很多可以成长的空间，不论是在信仰或教学上。感

谢主的带领，儿童事工逐步拓展。一开始，儿童事工的负

责人只有儿童主日学校长，传道设立了儿童主任，再后来

有了儿童传道。感谢主让我在此事工服事近17年，神不断

地修剪我，在与传道的磨合中看到神的带领，在同工和老

师的事奉中看到了谦卑，更在服事孩子中看到了信心，学

会了安静。 

    如果说儿童事工是我以能力回应神，神开启了我的服

事之路，让我在安适的环境中成长，借着人与事学会感

恩，那我在IFG的服事，就如经上所说求饼给石头，也是

我第一次觉得神可能比较幽默吧。 

    2004年我在自家中已被神所赐的产业（儿女）打败，

神却让我来服事更多从中国、台湾、香港来的青少年。他

们多数在国内单亲家庭长大，来美后有的住在亲戚家，有

的是与成长中未见过几面的另一单亲相处。当时我最迫切

的祷告便是希望他们能参加教会青少年聚会。但在询问孩

子们意愿时，其中一亇孩子说：＂我们一周五天在学校说

英文，到了周末我们希望有一亇可以懂我们的地方聚会。

＂这句话柔软了我的心，我开放了家庭。聚会时没有过多

的说教，学会了更多的倾听。感谢神深知我软弱，更知如

何破碎我。如今和有些孩子仍有联系，有些则已失散。近

10年的服事，神让我学会珍惜身边每个陪我走过一段的

人。 

    回顾这些年，谢谢兄弟姊妹在主内彼此相爱，为我们

做那美好见证。在我信心不足时，你们让我学会仰望神，

在信心之路上一步一步走下去。人生能有多少个20年？从

2000年教会成立至今，我们経历了神的不离不弃，我们是

何等的蒙福！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未来20年都能为神打

美好的仗，做美好的见证。愿神源源涌入的祝福更胜于现

在的祝福。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2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Issue 
感恩随笔 



 

 2000 - 2020    活水福音教会二十周年纪念刊   18 

小人小事与大人大事  

尹道先  

    我与妻子庞婉华是2004年来到Naperville福音堂的。

虽然教会的主日崇拜和团契活动使我们非常受益也特别喜

欢，但更让我们震撼的是当时Josh Lin负责带领的中学生

事工，就是现在青年部OYG的前身。每个周五晚上，因为

无法在Naperville找到合适的地方，几十位年青人在东边

Willowbrook的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CCMC)的大堂活动。

当时女儿永洁和女婿林毅参加家长团契，于是我主动承担

了开车送刚上高中的大外孙Jerry去CCMC。 

    2002年底，我从洛杉

矶Burbank一家医院退

休，余生在哪里继续为神

而用？本可与婉华留在令

人向往的退休养老美地南

加州，继续在多年熟悉的

教会中事奉神，但经过长

期祷告寻求，我们断然卖

掉了房价正在上涨的房

子，不留退路，回到了风

雪交加的芝加哥地区与儿

子永浩和女儿永洁两家团

聚。我们不仅在生活上帮

助照顾永浩8个月大的二

女儿，而更重要的是明确了神给我们的托付，要尽一切可

能带领子子孙孙敬畏神，世世代代事奉神。我们知道这是

神托付给我们作父母最重要的责任，无人能够代替，将来

我们要向神交账，神要向我们问责。 

    刚回来时住在北边Lake Zurich儿子家，我们与永浩

和儿媳跃红天天彼此激励，也在他们家的团契聚会中分

享，深为他们灵命的长进和在海德园教会中的热心事奉高

兴。 

    2004年小孙女进托儿所后，神奇妙地带领我们在靠近

女儿女婿家的Naperville有了自己的家，我就有特别的负

担要在Jerry身上下功夫。因为Jerry从小在海德园教会长

大，刚刚来到完全陌生的福音堂，又正处于所谓青春叛逆

期，面临着世俗文化的严重挑战。若不在灵命上抓紧关怀

引导，帮助他打好灵命的根基，建立起与神扎扎实实的个

人关系，错过稍纵即逝的关键时期，我必将追悔莫及。 

    于是每个周五晚上，我带上Jerry和其他年青人，包

括Jerry邀请的不信主的同学一起去团契，往往是一车挤

得满满的。孩子们在车里一路说笑打打逗逗闹翻了天，非

常开心，我就闷头开车，也特别高兴，直奔CCMC呼啸而

去。他们聚会时我就坐在大堂外面，准备当时我和婉华带

领海德园教会查考罗马书的讲义。听到孩子们在大堂里用

英文大声歌颂赞美祷告时，我心情特别激动。许多不信的

中学生来到团契听闻福音，重生得救，实在美好。我们在

洛杉矶时，为我们带领的团契起的名字也叫活水，成员几

乎都是从国内来留学的研究生或访问学者以及他们的父

母。我们是用中文唱诗，用钢琴伴奏，文质彬彬地敬拜。

我从未经历过用吉他等现代乐器伴奏，唱英文现代圣诗喧

闹热烈的场面。记得有一次聚会完了，我很惊讶地看到走

出来一位成年人，后来知道她就是陈圣洁姊妹，是来帮助

年青人事工的。 

    一晃近二十年了，当

年打打闹闹、天真无邪、

同心敬拜的中学娃已经分

散在各地纷纷成家立业。

感谢主，Jerry一直蒙主保

守信仰坚定，也成为两个

孩子的爸爸了，妻子就是

因着在华盛顿国会山浸信

会(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新移民事工的共同

事奉中相识、相熟而相恋

成家的，两人一直在教会

中热心事奉至今，并且开

放家庭聚会。这一切都与

当年福音堂青年事工中，许许多多牧者、长者常年忠心事

奉、多方关怀、辛勤耕耘不可分割，特别是Josh Lin和

Mike Liang，他们对Jerry灵命的成长起了重大的作用，

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不倦的劳苦付出，愿神记念赏赐。 

    在欢庆活水福音教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愿我们都来

更好地关心教会的儿童事工与青年事工，每个儿童和青年

都是我们教会的未来，也是我们自己每个家庭的未来，更

是神国的未来。福音要从我家开始，聚会要从儿童抓起，

栽培要从青年抓紧。对幼苗要从小陪伴，对幼苗要加倍呵

护，对幼苗要儆醒守望。愿用主耶稣的两段教导以及箴言

的一节经文来彼此劝勉。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

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马太福音25:40)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

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马太福音10:42)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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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发生的事 

寇正芳 

 

    秋天最美的颜色是什么呢？是殷红一片吧！那可是秋

天最令人惊艳的压轴。但我更爱看各种树叶在属于自己的

时间里绽放着上天

赋予的色彩，黄绿

橙红，在阳光照耀

之下煞是美丽。可

惜不论再美丽都是

短暂的，在它既定

的时间里终将落一

地枯叶。如果生命

中没有神，不论一

生多辉煌灿烂，最

后都要幻灭、徒留

叹息! 

    无意中看到一

张克勤在福音堂拍

的照片，可真是年

轻啊！时间倒回20

年前福音堂刚成立

的时候，他曾被误认为大学刚毕业，殊不知当时我已怀有

咱家老三。隔年这个提早三周报到的小子如今也长成了挺

拔的年轻人，而当时的年轻人克勤则是添了些许岁月的痕

迹。外表的改变是自然规律，但生命的改变往往需要认识

造物主并经历祂。从福音堂成立至今，这20年来我们家都

经历了哪些事呢？ 

    我母亲在2010及2015年各得一次癌症，她今年93岁， 

每主日要爬一层楼梯才能到达教会聚会。我曾写过她病得

医治的见证，特别想说得是在我母亲生病的期间，我们深

刻地经历神的爱，祂带领我们走过的每一小步都让我们的

信心跳跃了一大步。正如诗人大卫所说：“˹我虽行过死

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

都安慰我。” 

    2018年秋末，我二哥的生命好似秋叶悄然落下。白发

人送黑发人是极大的伤痛，但我们更多的是感恩，感谢上

帝的怜悯与恩典，带领我二哥在离世前受洗归入主的门

下。受洗的那会儿秋叶像着火般绽放一树殷红，那是凋落

前的挣扎、也是最美的时刻。瞧我二哥的生命在凋落前竟

然因为耶稣而有了永远的生命，他的罪被赦免、得称为

义．奇哉，妙哉！ 

    马太福音10: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们; 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

他。 

    一直以来我二哥是我

们家最坚硬的那块石头，

不管谁向他传福音他都会

直接拒绝，他深信人要靠

自己才行， 信神的人是软

弱无能的，他不需要神。

他如此坚定就是因为他确

实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全

家最有成就、也最会赚钱

的人。他从修飞机的技师

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华航第

一批对外招考的机师之一。他担任副机师期间，在一次飞

行即将落地前发生了危机，落地的轮子卡住了放不下来，

当时机师非常慌张，我二哥凭着对飞机的了解，冷静地用

手操作化解了危机，成功避免了一场灾难。虽然机师抢功

没有上报他的功劳，但我二哥并没有在意。他在病中说及

此事感到这是神的安排，“可能有重要的人在飞机上,所

以我也被安排上了那架飞机”。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救

谁， 但看到神使用他救了许多人。最触动我的是他对该

机师没有苦毒不满，他诉说此事时眼眸发亮，他真正在乎

的是神使用了他。 

    他读专校时跟几位同学去爬一座大山，怎知在山里迷

了路又遇到下大雨，他们不仅缺乏食物又全身被淋个湿

透，更大的危机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在他们几乎绝

望以为要命丧山野时看到了远方的房子，他们终于得救

了！当他在病中提到此事时，心中仍对上天充满了感激。 

2015年9月初秋,我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二哥两次向她

辞行，我妈追出去却不见儿子的踪影。自从我二哥做了空

中飞人之后，我母亲就每天为儿子的平安切切地祷告， 

即便如此挂心也从没做过这样的梦，更何况那几天他不

飞。我母亲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正是台湾的早上，我二哥

骑着摩托车去公司。我立刻发动全家基督徒及一位好姊妹

为我二哥迫切祷告。姊妹说当她看到我的请求信时，立刻

被圣灵催逼跪下祷告。那一天我妈终日引领盼望，终于在

傍晚时盼到了儿子。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骑车回来，我二

哥说下雨了所以搭车回家。但我妈留意当天下的只是很小

的毛毛雨，何况他有雨衣。我们确信他逃过了一劫，因为

他做了一个异于平常的决定。我们满心感谢上帝的怜悯，

那时我二哥的灵魂还没有得救。 

    2016年我二哥放弃高薪的工作提早退休，他打算多陪

陪老母亲以安度晚年，不料年底他就发现身体有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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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确诊得了脑癌，3月开刀。一切都来的太快，震

惊之余我们只能拼命祷告求神救他。他在开刀前把主祷文

盖在头上不断复诵。那个曾经十分自信的二哥现在是何等

恐惧！所幸术后恢复良好，随即展开化疗。治疗期间有许

多副作用，恐惧更是大大地抓住了他，他竟然开始拜偶

像。我们禁食祷告求神开路！5月我们靠神战胜了一切阻

挡。他终于跟我妈一起去教会敬拜神。牧师在会后特地为

他祷告并用油膏抹他的头，这成为他唯一的一次在有生之

年去教会。虽然他那时还不确定神的爱，但我确定神很爱

他。 

    2018年夏天他决定最后一次跟家人去中国旅游，不料

竟被带去庙里拜拜。回台后眼睛受损几乎失明，他的精神

日益不济，也不愿再去教会，最后接受医生的建议再开一

次刀。这次动刀的风险极大，但我二哥一家都只听从医生

的话，以为医生是他们唯一的倚靠。 10月初开刀，术后

一周还算稳定。一周后突然卧床不能行动无法言语，不多

时吞咽也发生了困难。我听到消息后焦急万分，心想着他

还没受洗呢，于是决定回台湾一趟。那天当我上了飞机才

刚坐定，就接到一位姊妹的问候。她说“我最近祷告时总

看到你的脸，今天是第三次出现了，所以我想问问你有啥

事？" 我听后大得安慰。神真是爱我们啊！祂怜悯我的软

弱、知道我的需要，特地派这位如同天使般的姊妹帮助扶

持我。后来才明白这些安排都是因为我二哥得救的日子近

了。 

    10月30日周二晚上，我到达台湾，周三一早就去看我

二哥。看到他凹陷的脸庞、微弱无助的眼神实在可怜。我

很快地把救恩讲了一遍，在过去他会禁止我说这些，现在

他无法阻止我了。当我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

主时，我心有点颤抖，无法预料他的答案会是什么。不同

以往的是他立马点头，毫不迟疑！我心头一振，兴奋之余

马上乘胜追击，再问是否愿意受洗？他没看我，眼睛却是

看着前上方，并且非常专注。我连问两次见他都没反应就

想给他一点时间思考。我转移话题后突见他艰困地举起手

来，我没看懂他想说啥。可能母子连心吧。我妈说他在指

天。我才反应过来问他是否要受洗？他又很快地点头。我

实在太高兴了，马上联络牧师隔天来施洗。之后我回想我

二哥为何直视前上方？猜想是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异象。

感谢神，当我二哥表示想受洗时，他的女儿也在一旁全程

见证，因此后来我二嫂就不再阻止。之前她把符咒贴在我

二哥的床头，也不让牧师来家探访，拦阻非常大。但创造

天地的神有权柄捆绑黑暗权势，释放受欺压的人得自由！ 

    11月1日周四早上，我二哥对他女儿做了一个鬼脸，

并将两手张开像两个爪子。我姪女说爸爸好像很惊恐。我

听了知道是小鬼来骚扰，因为他马上要受洗归入主的国

度，撒旦当然要做最后一搏。但我们不害怕，因为知道主

耶稣拿着大卫的钥匙，祂要开的门无人能关！下午来了两

位牧者，一位是救世军教会的陈牧师，另一位是访问救世

军的王传道。王传道有医治的恩赐，所以之前陈牧师想带

他来探访我二哥，但被我二嫂拒绝。王传道当晚就要离开

该城市，没想到他竟然赶上了施洗的时间，这真是上帝所

定的日子！牧师在确定我二哥的意愿之后就准备为他施

洗，这时王传道询问是否有尚未开封的橄榄油，他想要在

水里滴一些橄榄油。正巧有一瓶是我母亲稍早拿来的一直

没有打开，预知万事的神早已预备好了一切。牧师用水为

我二哥施洗的同时，也用水中的油膏抹了他的头。这是我

二哥第二次被油膏抹，让我想到诗篇23篇：“在我敌人面

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抹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

溢”。 

    何等感恩，我二哥在神预定的时间里成为祂的儿女，

他得救了我们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我心颂赞奇

妙的主、祂的爱如此甘甜！受洗后的隔天我二哥进了医

院，一个月后他离开了我们。曾经的精采就此落幕，美丽

的红叶随风落下，但神接着他了！ 

    匆匆20载仿若一场梦，却不是一场空。我们在神的看

顾下走过了每一天，不论你曾经快乐还是忧伤，曾经丰盛

还是缺乏，我们都经历了神与我们同在的平安与喜乐。祂

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祂的路径都滴下脂油。神使用

活水福音教会祝福这块土地，神使用我们把福音传给需要

的人。感恩那些年没有白走过，生命很短暂，欢笑无法存

到永久，泪水带不走痛苦，唯有认识上帝是我们这一生最

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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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是主恩典  

卢凡  

“我的家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诗135:19） 

    白驹过隙，层林尽染。当绚丽多彩的秋叶落在时光雕

刻的路上、林中时，我们又迎来了秋收冬藏的季节。美丽

的回忆、真切的祝愿、无尽的感恩，带我进入母会的20周

年庆典！回首往昔，梦萦情牵，归主后的六千个日夜啊，

尽满了神的恩典！是祢！使用祢的儿女将流浪的我带回了

祢的家中；是祢！用超越空间限制的大能使我心愿满足，

并甘心屈膝降服敬拜；是祢！藉着祢的教会接纳栽培造

就，使我明白真理，看见祢律法的奇妙；是祢！允许我在

环境处境中被操练被打磨被塑造被建立…… 

    是的，主啊！真是祢！是祢永远的慈爱，是祢不变的

应许；是祢真理的圣言，是祢圣洁的生命；是祢十架的牺

牲，是祢复活的能力！将祢的儿女带入祢的教会，彼此联

络，互为肢体，连于元首基督，渐渐长成祢喜悦的样式！ 

    求全能的主、永在的父纪念祢自己的“活水福音教

会”20年来的成长，纪念在其中归向祢、敬拜祢、服事祢

的每一位儿女！更求主在未来更多的20年中继续使用并祝

福祢自己的教会，使从祢而来的活水源泉源源不断地滋润

喂养着祢所爱之人，成为福音的管路，活水的江河！ 

    “愿我的家说：祂的慈爱永远长存！”(诗118:3） 

往事点滴  

图文 缪洪宇  

    2000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二、三十位同工聚集在钟牧

师的家中，商谈福音堂开始运作的时间、事工的分配及各

样细节的准备。三个月后的2000年10月8日，福音堂在林

肯中学开始了第一次聚会。 

    头两个主日是试验（练习）时间，让同工们适应完整

的会前预备、敬拜和其他事奉的过程，包括儿童主日学和

午后的同工会。还记得福音堂刚成立时，儿童主日学只有

两位老师，服事一到五年级的孩子们。一位老师教唱诗

歌，另一位讲解圣经。第一周来了5个学生，第二周有8

位，再后来增加到13位。感谢神在福音堂的头十年中，让

我们从六、七十人增长到了三百多人。在困境中祂不断地

赐给我们信心与力量，直到如今。 

    福音堂成立之初，各样事工缺人手，教课的老师更是

缺乏。但我们实在感谢神，在缺乏中祂仍供应。钟舜贵牧

师、许哲昌牧师、黄尚武牧师、潘尚蕙老师、张健昌医生

等多位老师一直不懈怠地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事奉中仍然

能够得受教导。 

    2006年10月22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天气阴

冷，但是在场参加教堂破土典礼的一百多人却是满腔热

情。有人穿着大衣，有人身披薄毯，共同见证了神在今天

活水福音教会的这块地土上赐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家！ 

    2009年11月1日，是我们在林肯中学体育馆的最后一

次主日崇拜，当天上午华欣牧师以“约法三章”为题传讲

信息。下午，众多弟兄姊妹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参与新堂

的清扫整理，准备迎接11月7日在活水福音教会新堂的举

行的第一场聚会——布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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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石为记  数算主恩   

吴苗苗 安翼                  

    今年是我们Agape小组是成立的第三年。记得成立之

初时，我们的异象是建造门徒，广传福音。感谢主，这个

小组在神的祝福下迅速发展，在2018年9月1日成长为两个

小组。 

    回顾过去一年我们的神在小组中成就的大事小事，真

的是路径滴满脂油。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小组组员聚

在一起数算恩典, 立石为记。 

    今年的感恩

节聚会我们专注

于这一年里神如

何通过个人祝福

了小组，又如何

通过小组祝福了

个人。四个小时

的聚会，十几位

弟兄姐妹积极分

享，见证神的作

为！大家一起回

顾并列举了各项

小组活动，其中

包 括 “ 门 徒 培

训”，“门徒一

对一”，“妈妈

祷告”，“夫妻

爱 子 祷 告 ” ，

“校园与非洲短

宣”，“主日学参与事工”，“司提反关怀”，等等。 

    门徒训练一直是我们小组极度重视的“柱石”，从小

组开始至今，通过同工们的辛勤工作，我们建立了九个门

训小组。有泪不轻弹的弟兄分享时感动落泪，因为看到弟

兄生命的改变，对真理的渴望以及上帝在我们中间奇妙的

作为。门徒训练不仅是圣经知识的学习，更是生命的分

享，建造，彼此问责，榜样和传承。 

    对于几个初信门徒培训，大家普遍的感触是两个小时

的门训可谓是圣灵充满，收益良多。即使有人参加过不止

一次，仍然会有新的收获。一位信主两年多的姐妹深有体

会地说，圣经是活的，值得反复学习体会。跟不同的人学

习同一本书，会有意想不到的得着与造就。神的话语就是

智慧的开端，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钥匙。 

    同时领袖门训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于这些忙碌

的妈妈们来说，每周一次的门训确实颇有挑战，而且学习

内容难度加大。但是大家都克服了各种困难，坚持不懈。

如今课程已近尾声，大家都在理论与实践中逐渐成长起

来。一位姐妹说，这个学习不光培养大家成为一名合格的

基督徒领袖，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虽然并不是说

一上完课马上就可以胜任领袖的职责，但这是神的呼召与

带领，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门徒一对一”由资深的信徒带领灵命尚浅的信徒，

在彼此搀拉与扶持中同得造就，并建立了深厚的情同手足

般的友谊。这份情谊不仅仅表现在互爱互助上，更在关键

时刻能给予对方诚恳的批评与指正。良药虽苦，却有医治

的果效。 

   “妈妈祷告”

与“夫妻爱子祷

告”则是信徒们

用主爱与祷告的

权柄编织的一个

保护网，他们用

每周一小时切切

的祷告托住我们

的家庭、学校、

老师和社区。马

太福音18章20节

说 ：Ā因为无论

在哪里，有两三

个人奉我的名聚

会，那里就有我

在他们中间。 

    祷告一直是

小组极其重视的

操练，这是与神沟通的管道，更是每个基督徒必备的能

力。 

    在过去两年中，小组十多位兄弟姐妹参加了“司提反

事工”培训。当我们愿意摆上时间和爱心时, 上帝让我们

过往痛苦的经历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位自己经过伤痛的姐

妹在关怀另一个困境中的姐妹过程中，亲眼见证上帝如此

真实地做工，她在聆听和陪伴中见证被关怀者生命奇妙地

被神抚慰。她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神赋予她生命的意义。

司提反事工是神对关怀者和关怀对象的共同建造，让双方

都经历到神的奇妙恩典和医治。感谢主！ 

    小组中的一位弟兄在过去一年中经历罕见癌症，接受

了长时间的化疗、放疗、手术和康复。本月初，他又再次

经历了疑似癌症骨转移的活检，这样的经历实在让人揪

心。但是感谢赞美主，听祷告的神施恩医治了他。在几度

起伏的治疗过程中，弟兄和家人与主建立了更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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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神的恩典，弟兄的信心在每一天的患难中成长，心里

的力量渐渐刚强，完全顺服在上帝的旨意里。 

    我不得不赞叹，爱我们的主啊，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

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要大声歌唱赞美你！

因祂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祂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

道，祂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祂活着。 

    另一位弟兄去年生命也经历良多，上个月上帝医治了

他的眼疾，使他可以重新清楚地看见。他分享了如何靠着

耶稣拥有坚不可摧，世界不能夺去的喜乐平安，我们也看

到他急切想要与组里的慕道弟兄分享的心志。主啊！你喜

悦这种全然信靠的心！ 

    在小组弟兄姐妹经历挑战时，主的爱就通过兄弟姐妹

的禁食祷告，送饭送医，陪伴团契倾注在肢体上，使我们

彼此紧紧连结，一起向山举目，施与受的同得激励。 

    在这一年中，小组成员更是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向身边

的亲人朋友传福音作见证。除了每周的查经礼拜与每月一

次的亲密之旅培训之外，小组还利用节假日举办了春节联

欢、夏日野餐、母亲节父亲节庆祝活动，以及感恩节数算

恩典的年终回顾与对来年的展望。同工们列出了下一年如

何让“广传福音”更上一层楼的具体计划，还倾听了在场

慕道友的意见，对于如何更生动活泼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

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新的一年里，小组期望有更多的肢体响应神的呼召

来参与各项事工，更新同工灵命的同时，也在基督里一同

长进。小组要求每一位受过洗礼的信徒都成为同工，将自

己的恩赐摆上，为神所用。只有通过不断的侍奉才能从实

践中得到历练，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建造门徒的同时

更需要推进福音的广传。小组积极鼓励已经决志的几位弟

兄姐妹受洗，并因着主爱吸引更多的慕道友来悔改信主。

随着小组的蓬勃发展，植组的异象一直是驱动核心同工努

力向前的力量，正如他们三年前创建Agape一样。一个个

大小合宜，健康成长的小组是神与人同工的有效模式。只

有这样才能兴起祷告的大军与耶稣的精兵，在这弯曲背逆

的时代分别为圣，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守约施慈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求你常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多结果子。感谢

你赐下风和日丽的日子，也感谢你在狂风骤雨中的同在引

领。你虽使我们经过水火，锤炼我们如同锤炼精金；然而

你的恩典，你的应许吸引我们的心靠你越来越近。你十架

上的宝血买赎了你的儿女，复活的主已胜过这世界，这世

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荣耀归给主！ 

 

原载于OC橄榄社区微信公众号2019年11月28日  

我爱我家  

雨婷 

    第一次参加IFG的周五查经，要追溯到七年前了。那

时候课业繁忙，并没有参加几回。直到2017年八月，刚刚

从 研 究 生 学

院 毕 业 的 我

在 刚 刚 回 到

芝 加 哥 寻 找

工 作 时 ， 惊

喜 地 收 到 张

杭 叔 叔 的 短

信 ， 询 问 我

要 不 要 来 参

加IFG。 

我深深记得那一天正是我刚刚抵达芝加哥的日子。正

在考虑去哪里聚会呢，就发现神早有预备！感谢神，把张

叔徐姨这么美好的属灵家长赐给我们。在芝飘的岁月里，

IFG的团契生活点亮了太多的温暖与感动。周五一起查

经，逢年过节去张叔徐姨家蹭吃蹭喝，偶尔也会参加小组

里弟兄姐妹在家里举办的烧烤，在秋季一起去农场里采摘

苹果……去年我们一起学《出埃及记》时，在汉驰弟兄的

带领下，还一起建起了会幕和圣殿（手工版）！ 

我们或许是活水教会中人员流动性最大的小团契了！

身份的不确定性、未来规划的变幻性，使我们这个充满了

青年人的小组经历了太多的离别和聚合。每一次不舍的分

离，每一次欣喜的团聚，在主里，我们珍惜彼此，以爱联

结。2020年疫情下的线上查经，使我们很多IFG的老成

员，跨越两岸三地的阻隔，在云上团聚。感谢神，在这被

疫情笼罩的黑暗时刻，我们又可以在线上聚在一起，一起

认识主，一起查经，相互鼓励。 

我爱IFG，我在活水教会最温暖的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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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良善   

莫偶  

    二十年前活

水福音教会创立

时，我正踏上这

片称为新大陆的

土地。来美以

后，在异国的信

仰和文化里流浪

多年，恰好在教

会新堂落成的时

候搬到瑞柏， 

又恰好在图书馆

里遇到了尊平素

萍一家。他们热

情地介绍我们来

到教会，也带我

们来到他们所在

的良善查经小

组。如今算来，正好十年。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和良善

的弟兄姐妹一起，经历着神的良善。如果说起其中的故

事，大概几天几夜也不太够。 

    最早的记忆，始于炜华玫亮家的第一次查经。现在还

记得那次聚会里王华谦和的微笑，江建充满激情的歌声，

鑫鹏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位“资深慕道友”。那是一个非常

轻松、充满友善的聚会，让人待下来就不愿意再离开。那

时孩子们还小，上班又远，周五总是拖着一周的疲惫去查

经，并且多有迟到。每次走近开放的家庭，门基本都是虚

掩着留给迟来的人。推门进去，柔和的灯光伴着美妙的乐

曲从屋里满溢而出，把绷紧的身心融化开来。孩子们总是

比我们更快地跑了进去，在那里他们比大人更先找到伙

伴。在最初一段时间，他们成了我们去教会去小组主要的

动力。良善有一群年龄相仿的小孩，多到可以组成一个足

球队。Justin、Eddy和Claire在同一个年级，成了那时主

日学老师眼里又爱又怵的“小小三人帮”。他们只要聚在

一起就会嘚啵嘚啵说个不停。为了维持课堂纪律，老师们

不得不把他们分到不同的班里。他们竟然以上厕所为借口

溜出来继续嘚啵嘚，直到被老师抓住� 。 

    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纯全的福音、第一次打开心门

接受耶稣并归到祂的名下。从炜华口里，我第一次听到一

句奇妙的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

据”，从此开启了认识信心的奇妙旅程。在潘教授的身

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和基督徒的完美结合。他翻译的

“科学的灵魂”一书，让我第一次越过所受教育的边界、

注意到科学史上灿若星宿的巨匠中，原来有那么多的基督

徒，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等数不胜数。

二零一二年的感

恩节，戴成姐妹

带领大家手拉手

一起祷告，在

《展开清晨的翅

膀》的歌声里，

我第一次真切地

感受到了神的恩

典“在前后环绕

着我”，开始从

单纯的理性认同

进入内心去触摸

耶稣。 

    良善小组先

后有过多位科学

家在我们中间，

严勇、李伟、玉

刚等等都是，所

以我们查经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严谨认真。很多年过去

了，钻研的热情从没减少过，因此我们的查经时间也总是

不太够。每次要查新的经卷时，我们都有一位“带头”大

哥或大姐领着我们。以前是炜华，后来是胡英姐妹。他们

总能在我们的查考之前，为我们的查经宴席预备好

appetizer，给我们揭开该书的big picture。潘教授赵师

母那时就是我们的“《圣经》图书馆”，在主里新生的弟

兄姐妹的各种问题，在他们那里随时都能得到解答。他们

迁往外地之后，立平、海英、祁楠等兄弟姐妹继续带着大

家把经书查出了精度、深度和趣味，我们在神的话里面一

起扎根成长。 

    还记得2014年父亲节，永强在小组倡导“在基督里做

父亲“，有八位弟兄积极响应。每个主日清晨六点半，我

们就到教会的地下室一起唱诗、学习、讨论和祷告。我们

作为父亲和丈夫，在信仰、工作、健康、婚姻和教导小孩

上面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挑战，彼此的分享使我们相互勉

励着在家庭中担当神所喜悦的角色，在纷繁的世界给孩子

们做信心、责任和勇气的榜样。那年的金秋，我们举行了

庄重的结业仪式。弟兄们和所有家人都正装出席，郑重地

在“勇气决心书”上一一签名。决心书上列有十二条“我

愿意”：”1.我愿在神的面前承担对自己、对妻子以及儿

女完全的责任……”这份文件一直挂在墙上直到今日，见

证着我们的挣扎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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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善就是一个大家庭。家的温暖吸引着每位弟兄姐

妹。大家悲伤着每个人的悲伤，也幸福着每个人的幸福。

我们一起享受神赐的平安和喜乐，在印第安纳的苏嘎河里

荡起双桨，在诺亚方舟前惊叹《圣经》的信实，在科罗拉

多的山顶赞美神的伟大，听忠贤洪亮的声音自由地在山间

回荡……我们也彼此分担忧愁，无论哪一位或哪一家有困

难的时候，大家都齐心协力地伸出援手。心灵中的守望、

祷告中的眼泪和生活中的扶持，像珍珠一样被岁月穿了起

来，戴在每个良善人生命的记忆里。这种关爱吸引国祥弟

兄来到这个家，不仅使他归主成为忠实可靠的同工，还把

好友带到了我们中间；神也透过海英等姐妹的关怀，让我

们看到晓玉姐妹信靠神的美好见证… 其实, 我们哪一位

良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或多个良善的家人或“亲戚”在

关心着呢？ 

    这个家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更新着，而神的良善和

恩典却一直延续。孩子们曾经蹒跚学步，如今已经有不少

比我们还高了。看着他们学会开车、乐于助人、在教会里

服事、考上大学，更有在在教会喜结连理……我们由衷地

感谢神。弟兄姐妹有来的也有去的。我们惦记着远方的家

人，他们也在远方惦记着良善的家。曾经自称“资深慕道

友”的鑫鹏，不仅成了主里的弟兄，还走进了神学院；我

们一起流泪祷告的牟亮，如今有了美满幸福的家庭；春晖

海英（我们有两个海英噢）一家，在Alisa的婚礼上，从

远方赶来祝贺……即使是没有消息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打

听着关心着，他们偶尔在群里冒个泡大家都会开心很久。 

还有那些在主里睡了的家人，我们也常常记念，盼望着主

再来的日子，大家可以在永恒里团聚。无论距离多么遥

远，我们的心总是连结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若无神恩典，何以系此心？” 

    年长的弟兄姐妹告诉我，其实良善发端于更早的彼得

团契。我后来所遇见的良善人、所经历的良善事，只不过

是良善历史中很少的一部分。神在这里播下良善的种子，

生根发芽，结出丰硕的子粒来，撒到远处近处，也开花、

也结籽。而那些和我们一样遇见良善的人，也一定在心里

不住地数算神的恩典，向人们讲述更多良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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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活水福音教会设立廿周年纪念，谨在此献上诚挚

的祝福，祝愿活水福音教会末后的祝福大过先前，盼在未

来的年日继续在三方面增长（徒2:41-47）： 

 

1. 在数量上增长（41）— 那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有生命的教会，会有引人归信的热诚与行

动，使神的家不断地增多，如耶路撒冷教会，开

始时120人，后增3000人，再增5000人，后来归信

的人越发增添（徒5:14） 

 

2. 在知识上增长（42）—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对神及其作为有更全备的

认识，同时也影响我们的信心，在属灵知识上扎

根，才能长大成熟，成为健康的教会。 

 

3. 在相爱上增长（44-45）— 信的人都在一起，凡

物公用，……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增长，主将得救的人天天

加给他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彼此相顾、彼

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也是教会向社会显示的

标识，反之，我们就会失去神的同在，也失去了

见证。 

 

非拉铁非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肯传福音、高举基督

的教会，主警告他们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

去你的冠冕（启3:11）。 

盼望活水福音教会持守传福音的热忱、彼此相爱的

心，在既有的根基上，继续努力。 

钟舜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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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活水家人们： 

 

    适逢建堂20周年，在此感谢大家将活水福音教会塑造

成了一个祈祷之家、一个疗愈之家，以及最重要的，一个

神的家。我们因神在你们里面所做的、以及通过你们所做

的美善事工，而将一切颂赞归给祂！！ 

    我们珍惜与大家共有的一切美好回忆：新堂启用、数

百人次的洗礼、按牧礼、婚礼、以及婴儿奉献礼和许多其

他活动。能够成为这个教会辉煌历史的一部分是我们的荣

幸。如今教会迈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值此欢庆之时，愿神

的鼓舞与引导与全体会众同在。我们与大家同喜共贺，并

在祷告中记念你们。 

 

神祝福， 

 

朱哲辉牧师和米雪儿师母 

克里斯汀（12岁），约西亚

（9岁），塞丽娜（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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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一同见证神恩。感谢主，大部分受邀牧者和同工寄来了他们发自肺腑的感言和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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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H� WKLV� EXLOGLQJ�PD\� EH� RQO\� VODEV� RI� FRQFUHWH� DQG� VWHHO��
WKH�FRPPXQLW\� LW�KRXVHV�PDNHV� LW� VKLQH� OLNH�D�KRXVH�RI�JROG��
$V�\RX�FHOHEUDWH�/:(&
V���WK�DQQLYHUVDU\��PD\�HDFK�SHUVRQ�
SUDLVH� WKH� 1DPH� RI� WKH� /25'�� $OZD\V� UHPHPEHU� 3VDOP�
�����  
8QOHVV� WKH /RUG EXLOGV� WKH�KRXVH�� WKRVH�ZKR�EXLOG� LW� ODERU� LQ�
YDLQ�� 8QOHVV� WKH /RUG ZDWFKHV� RYHU� WKH� FLW\�� WKH� ZDWFKPDQ�
VWD\V�DZDNH�LQ�YDLQ�� 
 

%OHVVLQJV 
5HY��0LFKDHO�$ /LDQJ 

 

    也许这座教堂不过是钢筋水泥所造，但在其间活跃的

会众却使它闪耀如精金。当大家欢庆活水福音教会廿周年

之际，诚愿人人都赞美主的名。永远要记得《诗篇》127

篇第1节：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

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祝福大家！ 

梁培华牧师 

 

 

 

 

 

 

 

我的弟兄姐妹，“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

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罗����）当我越服侍

神、越经历神，就越明白此节经文的丰富和美妙，特以此

节经文与你共勉。愿你拥有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节的秘

诀，在主里满有喜乐和平安！ 

铁打的教会，流水的牧者，愿耶稣基督永为活水福音

教会的主！ 
�����������������������������������������������������������������������������������������������������

主仆：黄多赐牧师 

 

 

 

 

感谢神的奇妙作为，投过活水福音

教会造就出不少神国度的人才，祝福了

很多人的生命！期盼在未来的年日，能

够培育出更多敬畏神、爱主、依靠圣灵

的忠心侍奉主的工人。也向我们这群曾

经在神恩典历史的轨迹里有份的弟兄姊

妹说声：Good Job! 

黄丽芬传道 

 

    活水福音教会创建廿周年志庆 

    愿神的救思如活水长流，让我们大家莫忘初衷，同心

合一，高举主的福音十架，向着标竿直奔。 

 

主内  廖结仁  洪月萍  敬贺 

 

 

 

 

 

 

 

 

 

 

 

亲爱的弟兄姊妹：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我们搬来加州已经超过七年

了！这其间虽然千里阻隔，然而我们感恩和思念弟兄姊妹

们的心从未稍减。 

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2:13-15『因为

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

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

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

女；你们顕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在我们夫妇一生的事奉和生命的成长当中，腓立比书

的教导，一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的目

标和准则；深愿藉着这几节经文与弟

兄姊妹们彼此共勉。 

欣逢教会成立20周年的庆典，心

中倍感欢欣鼓舞，祈愿神继续保守看

顾活水福音教会，并且以后的祝福，

更大于先前的祝福。  

     

              华家庆  黄端娜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2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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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UH�JLYLQJ�*RG�DOO�WKH�SUDLVHV�IRU�WKLV�FKXUFK�DQG�WKH�
ZD\�WKDW�+H�KDV�XVHG�LW�WR�EOHVV�XV�DQG�VR�PDQ\�RWKHUV�RYHU�WKH�
\HDUV��+LV�DPD]LQJ�SRZHU� LQ�NHHSLQJ�D�FRQJUHJDWLRQ� WRJHWKHU�
DQG�ZRUVKLSSLQJ�+LP�FRQWLQXRXVO\��0D\�*RG¶V�DEXQGDQW�ORYH�
FRQWLQXH� WR� EOHVV� HYHU\� RQH� RI� \RX� IRU� VR� IDLWKIXOO\� DQG� GLOL�
JHQWO\�LQ�VSUHDGLQJ�+LV�JRVSHO� �&RQJUDWXODWLRQV�WR�/:(&�IRU�
WKH���WK�$QQLYHUVDU\� �0D\�+LV�QDPH�EH�JORULILHG� 
����������&RULQWKLDQV������ 
��������³-XVW� DV� D� ERG\�� WKRXJK� RQH�� KDV�PDQ\� SDUWV�� EXW� DOO� LWV�
PDQ\�SDUWV�IRUP�RQH�ERG\��VR�LW�LV�ZLWK�&KULVW�´ 
  
��������*ULSSHG�E\�+LV�JUDFH�   
��������6WHYH�DQG�)UDQFHV�&KRX  
  

我们全心赞美我们的主！多年来，祂使用教会祝福了

我们和其他许多的人。祂以奇妙大能将我们聚集并让我们

持续地敬拜祂。愿神以祂丰盛的慈爱和恒久的信实继续赐

福你们每一位，为主广传福音！祝贺活水福音教会成立20

周年！ 愿祂的名得荣耀！  

哥林多前书12:12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

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被恩典环绕的, 

邹发森和伍健真   

  

�������� 
��������/:(&KXUFK���WK�DQQLYHUVDU\�SUD\HU��EOHVVLQJ�DQG�JRRG�
ZLVKHV� 
��������*UDFLRXV� )DWKHU�� ZH� SUD\� IRU� /LYLQJ�:DWHU� (YDQJHOLFDO�
&KXUFK��)LOO�LW�ZLWK�DOO�WUXWK��LQ�DOO�WUXWK�ZLWK�DOO�SHDFH��:KHUH�
LW� LV� FRUUXSW��SXULI\� LW��ZKHUH� LW� LV� LQ�HUURU��GLUHFW� LW��ZKHUH� LQ�
DQ\WKLQJ�LW�LV�DPLVV��UHIRUP�LW��:KHUH�LW�LV�ULJKW��VWUHQJWKHQ�LW��
ZKHUH�LW�LV�LQ�ZDQW��SURYLGH�IRU�LW��ZKHUH�LW� LV�GLYLGHG��UHXQLWH�
LW��IRU�WKH�VDNH�RI�-HVXV�&KULVW�WK\�6RQ�RXU�6DYLRU��$PHQ� 

祝福活水福音教会站在稳固的根基上，用真理当作带

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

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

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

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

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弗6:14-18) 

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与弟

兄姐妹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

惠！（弗6:23-24） 

又愿活水福音教会多

结圣灵的果子，普传救世

的福音，光照幽暗的世

代！ 

 

主內末肢 潘柏滔  赵任君 

 

 

在我们纪念活水福音教会(LWEC)建立二十周年之际，

不禁回顾教会成长的历史，想起与母会中华基督教徒国语

教会(CCMC本堂)的关系。 

当年，坐落在芝加哥西郊偏东的CCMC，己经初具规

模。由于西郊有一些知名的公司和科研机构，许多中国留

学生和专业人士选择来此就业和居住，因此有许多基督徒

和慕道友来CCMC聚会。后来人数增加，教会会堂无法容

纳，需要另开一堂午后主日敬拜聚会，加上许多住在西边

的弟兄姐妹离CCMC较远，希望在住家附近开一个分堂。  

1997年，CCMC创立牧师林慕忠退休，接受神托付的事

奉使命离开芝加哥地区，教会暂时没有主任牧师，西郊植

分堂的计划只能延后进行。经过三年之久，直到2000年

初，神差遣钟舜贵牧师来教会牧会。当年即开始了植堂的

筹划，租借Naperville的林肯中学作为传福音的聚会点，

成立了福音堂，数年后改名为活水福音教会。 

钟牧师为了牧养上的需要，推动设立了咨询委员会，

协助牧养，协调本堂与福音堂的事工。最早希望两堂同属

一个教会，后经反复商讨，认为分开治理、各自发展为

佳。分堂最大的困难是财务上的区分，好在我们早已把两

堂的财务分开记录，因此两堂分开各自独立的过程非常顺

利。 

CCMC和LWEC是我们信主、成长和事奉的教会。感谢主

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带领团契、参与执事会、聘牧、建

堂、财务管理、海外短宣和咨询委员会等事工的服事。我

在个人的属灵生命上注重诚信，但不善言词，个性耿直，

容易得罪人，求主赦免！知道我们所信奉的神是一位信实

的主，祂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到底，祂的爱长阔高

深，祂是昨日、今日和以后永远不变的救主，更是掌管我

们生命的主。所以我要学习主的信实，作一个诚信的人。

在事工方面，我们要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奉献出来服事神

和教会，到了适当时候要交棒，让别人奉献他们美好的时

光事奉神，让爱神爱人的活水涌流出去，一代一代地传递

下去，使教会成为讨神喜悦的教会！ 

目前我们居住在北加州，至今已有七年，以前每年回

芝加哥西郊至少一次，每次都有机会去探望一些弟兄姐

妹，参加主日敬拜，我们

关心这个属灵的家，今年

无法回去，很想念大家，

只有在祷告中纪念！ 

 

胡枋国 罗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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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UXDU\������ 5HY��1RUPDQ�&KXQJ�EHFDPH�WKH�6HQLRU�3DVWRU�RI�&KLQHVH�&KULVWLDQ�0DQGDULQ�&KXUFK��&&0&� 

2月1日   钟舜贵牧师就任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主任牧师 

�� 0DUFK������  *LYHQ�WKH�YDVW�&KLQHVH�JRVSHO�ILHOG�LQ�WKH�ZHVW��WKH�&&0&�%RDUG�RI�'HDFRQV�(%2'��DSSRLQWHG�-D\�
   /LDZ�WR�DVVHVV�WKH�IHDVLELOLW\�RI�VWDUWLQJ�DQ�RXWUHDFK�SURJUDP 
�月�日   看到西郊华人福音禾场广大，执事会委派廖结仁评估推动外展事工的可行性 

�� $SULO������  -D\�/LDZ�UHSRUWHG�WR�%2'�1DSHUYLOOH�/LQFROQ�-XQLRU�+LJK�6FKRRO¶V�UHQWLQJ�DYDLODELOLW\��SURPSW�UH 
   DFWLRQ�VXJJHVWHG�WR�VHL]H�WKH�RSSRUWXQLW\ 

�月�日   廖结仁向执事会报告瑞柏市（1DSHUYLOOH）的林肯中学可被租用，建议迅速行动以抓住机会 
�� -XO\������  7KH�1DSHUYLOOH�(YDQJHOLFDO�2XWUHDFK�0LQLVWU\�SDVVHG�ZLWK�����LQ�IDYRU�E\�*HQHUDO�0HPEHUVKLS� 

   0HHWLQJ��*00� 
-XO\�������  %2'�DSSURYHG�DQ�LQLWLDO���������EXGJHW�IRU�������-D\�/LDZ�DSSRLQWHG�DV�OHDGHU�ZLWK�VXSHUYLVLRQ� 
   DQG�VXSSRUW��IURP�5HY��1RUPDQ�&KXQJ�����FR-ZRUNHUV�FRPPLWWHG�� 
�月�日   会员大会以��％赞成票通过瑞柏福音外展事工 

�月��日   执事会批准����年度初步预算二万美元，廖结仁受命主导，锺舜貴牧师提供辅导支援，��位

   同工委身 
�� 6HSWHPEHU��  %2'�DSSURYHG�2XWUHDFK�0LQLVWU\
V������EXGJHW�LQFUHDVH�WR���������DQG�FDOOHG�IRU�FRQJUHJDWLRQ� 

   SOHGJH 
�月�日   执事会通过上调����年外展事工预算至三万一千美元并呼吁会众认献 

�� 2FWREHU������  (YDQJHOLFDO�2XWUHDFK�0LQLVWU\¶V�JUDQG�RSHQLQJ�6XQGD\�VHUYLFH�DW�/LQFROQ�-XQLRU�+LJK�6FKRRO������
   SDUWLFLSDQWV�����FR-ZRUNHU�IDPLOLHV 

��月�日   「福音堂」在林肯中学首次主日崇拜：111人出席，30家同工 

 
���� 
 
�� $SULO����  &KXUFK�([SDQVLRQ�&RPPLWWHH��&(&��HVWDEOLVKHG 

�月   建堂委员会成立 

�� 0D\����  )LUVW�6XQGD\�6FKRRO�IRU�MXQLRU�KLJK�VFKRRO�VWXGHQWV 
�月   首次初中生主日学 

�� $XJXVW����  )LUVW�VXPPHU�UHWUHDW�DW�1RUWKHUQ�,OOLQRLV�8QLYHUVLW\ 
�月   首次夏令会于北伊利诺大学 

�� 6HSWHPEHU������ )LUVW�:HGGLQJ�9RZ�5HQHZDO�7KDQNVJLYLQJ�6HUYLFH 
�月�日   首届重申婚约感恩礼拜 

�� 1RYHPEHU������� &KXUFK�EXLOGLQJ�IXQGUDLVLQJ�IDLU�DW�.HQQHG\�-XQLRU�+LJK�6FKRRO��JURVV�LQFRPH���������QHW�LQFRPH�
   DIWHU�H[SHQVHV������� 
��月��日   在肯尼迪中学办建堂义卖园游会，总收入$�����，扣除支出后盈余$���������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2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Issue 

活水福音教会20年教会历史大事记 
/:(&����<HDUV�&KXUFK�+LVWRU\�0HPRUDELOLD 

（����-����） 
整理：蔡志伟 邹求仲 汪贤浩 E\��&KLK-:HL�7VDL��'DYLG�7VRX��+DX�:DQJ 

教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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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LO���  -RDQQD�:DQJ�SURSRVHG�WR�%2'�WKH�SRVVLELOLW\�RI�PHUJLQJ�&&0&�ZLWK�/LYLQJ�:DWHU�)HOORZVKLS� 

   �/:)��DW������(���WK�6WUHHW��1DSHUYLOOH��,/��FRYHULQJ�DERXW����DFUHV��YDOXHG�DW����������ZLWK� 
   ���������PRUWJDJH�RXWVWDQGLQJ�DQG���������EDQN�DFFRXQW�EDODQFH 

�月   张祖望向执事会提出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与活水团契合并可行性议案，后者位于�����(���WK�

   6WUHHW��1DSHUYLOOH，占地约��英亩，地产估价��万美元，贷款��万美元，银行账户余额�万美元 
�� 0D\������  %2'�XQDQLPRXVO\�DJUHHG�WR�PHUJH�ZLWK�/:)� 

�月�日   执事会一致通过与活水团契合并 
�� -XQH�������  *00�YRWHG�RYHUZKHOPLQJ�IRU�PHUJHU���WKH�SODFH�WR�EH�QDPHG�/LYLQJ�:DWHU�&HQWHU��/:&��DIWHU�WLWOH�

   WUDQVIHU 

�月�日   会员大会高票通过合并案；所有权转移后，该地将被命名为活水中心 

 
���� 
 
�� $SULO�������  5HY��1RUPDQ�&KXQJ¶V�FRQILUPDWLRQ�YRWH�SDVVHG�E\�*00 

�月��日   会员大会确认锺舜贵牧师续任 

�� -XO\�������  %2'�DJUHHG�WR�SXUFKDVH�WKH�ODQG�QH[W�WR�/:&��ZKLFK�*00�ODWHU�YRWHG�����LQ�IDYRU���7KH�FRP 
   ELQHG�ODQG�DUHD�ZRXOG�EH����DFUHV 
�月��日   执事会同意购买活水中心临近土地，随后会员大会以���赞成票通过。合并后的土地总面积

  将为��英亩  

 
���� 
 
�� -XQH�������  )LUVW�)ULGD\�*DWKHULQJ�IRU�MXQLRU�KLJK�VFKRRO�VWXGHQWV�DW�/:& 

�月��日   首次初中生周五聚会在活水中心开始 
�� 2FWREHU����  &KXUFK�EXLOGLQJ�SODQ�ILQDOL]HG�E\�%2'�IRU�D�KDOO�VHDWLQJ�����DGXOWV�RQ�FXUUHQW�/LYLQJ�:DWHU�&HQWHU�

   DQG�:HVOH\�+RXVH�VLWH��WKLUG�6XQGD\�RI�HDFK�PRQWK�VHW�DV�&KXUFK�%XLOGLQJ�'RQDWLRQ�6XQGD\ 
��月   执事会定案，将在活水中心和卫理屋原址建一座可容纳���人的会堂；定每月第三个主日为建

  堂奉献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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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DUFK������  &KXUFK�([SDQVLRQ�&RPPLWWHH��&(&��SURSRVHG�WR�%2'�EXLOGLQJ�EXGJHW�����0 

�月�日   建堂委员会向执事会提出建堂预算���万美元 

�� 0DUFK��������  *00�DSSURYHG�WKH�����0�EXLOGLQJ�EXGJHW��&(&�EHJDQ�GLVFXVVLQJ�FRQWUDFWV�ZLWK�DUFKLWHFW�DQG�FRQ
   VWUXFWLRQ�ILUPV 
�月��日   会员大会通过建堂预算���万美元；建堂委员会开始与建筑师和承包商讨论合同 

�� 1RYHPEHU������ <RXWK�0LQLVWU\�&RPPLWWHH�DQG�&KLOGUHQ�'LUHFWRU�6HDUFK�&RPPLWWHH�UHFRPPHQGHG�0LNH�/LDQJ�DQG�
   +XL-/L�&KDQJ�DV�'LUHFWRU�RI�<RXWK�0LQLVWU\�DQG�'LUHFWRU�RI�&KLOGUHQ�0LQLVWU\��UHVSHFWLYHO\��%2'�
   DSSURYHG 
��月�日   青少年事工委员会和儿童事工征聘委员会分别推荐梁培华与张惠俐担任青少年事工主任和儿

  童事工主任；执事会通过 

�� 'HFHPEHU������� &LW\�RI�1DSHUYLOOH¶V�SXEOLF�KHDULQJ�GLVFXVVLQJ�RXU�FKXUFK�EXLOGLQJ�SURSRVDO 
��月��日   瑞柏市政府听证会讨论本教会建堂提案 

 

�� 'HFHPEHU������� 5HY��1RUPDQ�&KXQJ�DQG�WKH�$GYLVRU\�&RPPLWWHH（$&） SUHVHQWHG�IXWXUH�GHYHORSPHQW�VWUDWHJLF�
   SODQ:�DGRSWLQJ�³LQGHSHQGHQW�RSHUDWLRQ�VHOI-PDQDJHPHQW´�PRGHO�DW�ERWK�1DSHUYLOOH�DQG�:LOORZEURRN�
   ORFDWLRQV��ZKLOH�VHHNLQJ�VSLULWXDO�XQLW\�DQG�FRQWLQXLQJ�H[WHQGLQJ�HYDQJHOLFDO�PLQLVWULHV 
��月��日   锺舜贵牧师和咨询会员会提出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威洛布鲁克（:LOORZEURRN�）和瑞柏两 

  地将采取「独立运作、分堂治理」模式，同时寻求灵里合一，继续拓展福音事工 

 
���� 
�� -DQXDU\������  'LUHFWRU�RI�<RXWK�0LQLVWU\�0LNH�/LDQJ�DQG�'LUHFWRU�RI�&KLOGUHQ�0LQLVWU\�+XL-/L�&KDQJ�VWDUWHG 

�月�日   青年部主任梁培华与儿童部主任张惠俐就职 

�� 2FWREHU������  &LW\�RI�1DSHUYLOOH�DSSURYHG�WKH�DQQH[DWLRQ�RI�RXU�FKXUFK�SURSHUW\��DQG�JUDQWHG�WKH�EXLOGLQJ�SHUPLW�
   DW�HQG�RI�PRQWK 
��月�日   瑞柏市政府同意将教会土地规划入瑞柏市，并于月底核发建堂许可证 

�� 2FWREHU������� *URXQGEUHDNLQJ�FHUHPRQ\�IRU�QHZ�FKXUFK�EXLOGLQJ 
��月 ��日   新堂破土典礼 

�� 1RYHPEHU������� *00�DSSURYHG�*DU\�+XD�DV�$VVLVWDQW�0DQGDULQ�3DVWRU 
��月��日   会员大会投票通过华欣担任中文堂助理牧师 

�� <HDU�(QG����  ,QWHULP�(QJOLVK�3DVWRU�-RVK�/LQ�OHIW 
年底   英文堂代理牧师林志贤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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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QXDU\������  %2'�VHQW�FRQJUHJDWLRQ�D�OHWWHU�SURSRVLQJ�D�GHWDLOHG�SODQ�IRU�:LOORZEURRN�DQG�1DSHUYLOOH�ORFDWLRQV�

   DV�WZR�VHOI-JRYHUQLQJ�ERGLHV��ZLWK�D�E\ODZV�DPHQGPHQW�IRU�HDFK�ORFDWLRQ�WR�PDNH�RZQ�GHFLVLRQV 
�月 ��日   执事会向会众发函，提出教会在威洛布鲁克本堂和瑞柏福音堂两地独立运作的详细计划，和

  教会章程修正案中两地自行决策之附加条款 

�� )HEUXDU\������� *00�DSSURYHG�WKH�E\ODZV�DPHQGPHQW�DQG�WKH�UHYLVHG�����0�QHZ�EXLOGLQJ�EXGJHW��%2'�DJUHHG�WR�
   GLVWULEXWH�WKH�H[LVWLQJ�JHQHUDO�IXQG�EDODQFH����������HTXDOO\�EHWZHHQ�WZR�ORFDWLRQV��ERWK�ZRXOG�EH�
   KHOG�DFFRXQWDEOH�IRU�WKHLU�RZQ�ILQDQFHV�DIWHUZDUGV 
�月��日   会员大会通过教会章程修正案与上调建堂预算至���万美元；执事会同意本堂和福音堂将平分

  教会现有的经常费总额$�������，此后两地财务独立 

�� $SULO�������  *00�DSSURYHG�$OH[�&KX�DV�$VVLVWDQW (QJOLVK�3DVWRU��VWDUWLQJ�0D\�� 
�月��日   会员大会通过�月�日起朱哲辉传道担任英文堂助理牧师 

�� -XQH������  $VVLVWDQW�0DQGDULQ�3DVWRU�*DU\�+XD�VWDUWHG 
�月�日   华欣传道就任中文堂助理牧师 

�� -XO\�������  :HL�=KRX�EHFDPH�SDUW-WLPH�VHFUHWDU\ 
�月��日   周薇就任兼职秘书 

�� $XJXVW������  %2'�ILQDOL]HG�GHWDLOV�WR�VHSDUDWH�WZR�ORFDWLRQV�DV�WZR�LQGHSHQGHQW�FKXUFKHV��:LOORZEURRN�ORFDWLRQ�
   ZRXOG�NHHS�WKH�³&KLQHVH�&KULVWLDQ�0DQGDULQ�&KXUFK´�QDPH��ZKLOH�(YDQJHOLFDO�2XWUHDFK�0LQLVWU\�LQ�
   1DSHUYLOOH�ZRXOG�UHJLVWHU�DV�D�QHZ�FKXUFK 
�月�日   执事会通过教会两地分堂治理的提案细节，本堂仍沿用原名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瑞柏福音

  堂则将注册成为一个新教会  
�� 6HSWHPEHU������� *00�DSSURYHG�WKH�SURSRVDO�RI�VHSDUDWLQJ�WZR�ORFDWLRQV�DV�WZR�VHOI-JRYHUQLQJ�FKXUFKHV 

�月��日   会员大会通过分堂提案 

 
���� 
 
�� -DQXUD\������ %2'�HVWDEOLVKHG�1HZ�&KXUFK�5HJLVWUDWLRQ�&RPPLWWHH��ZKLFK�GHYHORSHG�UHJLVWUDWLRQ�SODQ�GHWDLOV� 

   DQG�SURSRVHG�D��������EXGJHW��%2'�DSSURYHG 
�月��日   执事会成立新教会注册委员会，委员会制定注册计划細節并提出预算����美元；执事会批准 

�� 0DUFK�������  *00�YRWHG�WR�VHOHFW�“/LYLQJ�:DWHU�(YDQJHOLFDO�&KXUFK´��/:(&��DV�WKH�QHZ�FKXUFK�QDPH 
�月��日   会员大会投票选择「活水福音教会」为新教会名 

�� -XQH������  /:(&�RIILFLDOO\�LQFRUSRUDWHG�LQ�,OOLQRLV�DV�D�QRW-IRU-SURILW�RUJDQL]DWLRQ 
�月�日   活水福音教会被正式核定为伊利诺州非盈利机构 

�� -XQH�������  7KH�$UWLFOHV�RI�,QFRUSRUDWLRQ�RI�/:(&�RIILFLDOO\�UHFRUGHG�LQ�'X3DJH�&RXQW\ 
�月��日   活水福音教会被杜佩奇郡（'X3DJH�&RXQW\）正式核定并注册在案 

�� -XO\�������  *00�DSSURYHG�UHYLVHG�QHZ�EXLOGLQJ�EXGJHW���0 
�月��日   会众投票通过调整建堂预算为�百万美元 

�� 6HSWHPEHU������� 1HZ�EXLOGLQJ¶V�H[WHUQDO�ZRUNV�URXJKO\�FRPSOHWHG��LQWHULRU�GHFRUDWLRQ�VWDUWHG�LPPHGLDWHO\ 
�月��日   新堂外部工程大致完工，随即进行内部装修 

�� 0LG-2FWREHU���� /:&�EXLOGLQJ�GHPROLVKHG�IRU�IXWXUH�SDUNLQJ�ORW�FRQVWUXFWLRQ 
��月中旬   拆除活水中心建筑，准备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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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QXDU\������  3DUW-WLPH�VHFUHWDU\�:HL�=KRX�EHFDPH�IXOO-WLPH 

�月�日   兼职秘书周薇改为全职 

�� )HEUXDU\������� &KXUFK�ORJR�VHOHFWHG�E\�PHPEHUV�YRWH 
�月��日   会员投票选定教会徽标 

�� )HEUXDU\������� *UDQWHG�WD[�H[HPSWLRQ�VWDWXV�E\�,56 
�月��日   获国税局核准免税身份 

�� 0DUFK������  )LUVW�LVVXH�RI�/LYLQJ�:DWHU�0RQWKO\ 
�月�日   活水月刊创刊号 

�� 6HSWHPEHU������� $VVLVWDQW�0DQGDULQ�3DVWRU�*DU\�+XD�DQG�$VVLVWDQW (QJOLVK�3DVWRU�$OH[�&KX�RUGDLQHG�E\�DQ�RUGLQD 
   WLRQ�FRPPLWWHH�OHG�E\�5HY��1RUPDQ�&KXQJ 
�月��日   中文堂助理牧师华欣传道和英文堂助理牧师朱哲辉传道由锺舜贵牧师及按牧团按立为牧师  

�� 2FWREHU������� 1HZ�FKXUFK�EXLOGLQJ�JUDQWHG�WHPSRUDU\�RFFXSDQF\�SHUPLW�E\�&LW\�RI�1DSHUYLOOH 
��月��日   教会新堂获瑞柏市暂时使用许可证 

�� 1RYHPEHU������ 1HZ�FKXUFK�EXLOGLQJ�JUDQG�RSHQLQJ��FUXVDGH�OHG�E\�5HY��%ROL�=KDQJ 
��月�日   新堂启用，张伯笠牧师主领布道会 

�� 1RYHPEHU������� 1HZ�&KXUFK�%XLOGLQJ�'HGLFDWLRQ�DQG�7KDQNVJLYLQJ�6HUYLFH 
��月��日   献堂感恩礼拜 

 
���� 
 
�� -DQXDU\������� 'LVWULFWLQJ�3ODQ�DQQRXQFHG�LQ�0DQGDULQ�&RQJUHJDWLRQ�-RLQW�)HOORZVKLS���'LYLGLQJ�VPDOO�JURXSV�LQWR�

   HLJKW�GLVWULFWV��WKRXJK�WHPSRUDULO\�QR�VPDOO�JURXS�LQ�1RUWKHDVW�'LVWULFW 
�月��日   在中文堂联合团契聚会中宣布分区牧养计划：把所有小组划分为八大区，但东北区暂缺小組 

�� -XQH������  1HZ�FKXUFK�EXLOGLQJ�JUDQWHG�SHUPDQHQW�RFFXSDQF\�SHUPLW�E\�&LW\�RI�1DSHUYLOOH 
�月�日   教会新堂获瑞柏市永久使用许可证 
�  

�� $XJ�������  5HY��*DU\�+XD¶V�FRQILUPDWLRQ�YRWH�SDVVHG�E\�*00 
�月��日   会员大会投票确认华欣牧师续任 

�� 'HFHPEHU��-����� 7KH���WK�$QQLYHUVDU\�&HOHEUDWLRQ�5HYLYDO�&RQIHUHQFH 
��月�–�日  ��周年庆培灵会 

 
���� 

 
�� -DQXDU\������  7KH���WK�$QQLYHUVDU\�&RPPHPRUDWLYH�,VVXH�GLVWULEXWHG 

�月�日   分发十周年纪念特刊 

�� 0DUFK������  $VVLVWDQW�<RXWK�3DVWRU�7RQ\�&KRQ�VWDUWHG 

�月�日   青年部助理牧师全守望就任 

�� -XO\����  &KLOG�3URWHFWLRQ�:RUNVKRS�KHOG�IRU�SDVWRUDO�VWDII��$&�PHPEHUV�DQG�'HDFRQV 
�月   为牧者、咨询委员和执事举办儿童保护专题会议  

�� (QG�RI�$XJXVW���� $VVLVWDQW�(QJOLVK�3DVWRU�5HY��$OH[�&KX�OHIW� 

�月底   英文堂助理牧师朱哲辉离职 

�� 6HSWHPEHU���� 3DUWQHUHG�ZLWK�%LEOH�6WXG\�)HOORZVKLS��%6)�� 

�月   与国际研经团契 (%6)��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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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QH������  $VVLVWDQW�0DQGDULQ�3DVWRU�*DU\�+XD�SURPRWHG�WR�0DQGDULQ�3DVWRU� 

6月1日   中文堂助理牧师华欣升任为中文堂牧师 
�� -XO\������  3DUW-WLPH�RIILFH�DVVLVWDQW�6KHUU\�=KX�VWDUWHG 

7月2日   兼职办公室助理朱巧就任 
�� 2FWREHU������� )LUVW�)DOO�0XVLF�2XWUHDFK�E\�&KLOGUHQ�0LQLVWU\ 

10月27日   儿童事工举办首次音乐布道会 
�� (QG�RI�'HFHPEHU���� 0DQGDULQ�3DVWRU�5HY��*DU\�+XD�OHIW�WR�VHUYH�DW�2YHUVHDV�&DPSXV�0LQLVWULHV��,QF 

12月底   中文堂牧师华欣离职，转往海外校园机构服事 

 
���� 
 
�� -DQXDU\��      (QJOLVK�3DVWRU�5HY��%DUU\�*LQ�VWDUWHG 

1月1日   英文牧师甄子任就职 

Ϯ͘ $SULO�������  ,QWHULP�$VVLVWDQW�3DVWRU�/L-)XQJ�+XDQJ�VWDUWHG� 
4月15日   教会短期助理传道黄丽芬就任 

�� 0D\����  &DULQJ�'HSDUWPHQW�HVWDEOLVKHG�6WHSKHQ�0LQLVWU\ 

五月   关怀部设立司提反事工 
�� -XQH��      6WDUWHG�WZR�VHUYLFHV�RQ�6XQGD\�PRUQLQJ�IRU�0DQGDULQ�FRQJUHJDWLRQ 

6月2日   中文堂开始两堂主日崇拜 
�� -XQH����  <RXWK�0LQLVWU\�HVWDEOLVKHG�WKH�ILUVW�7DLZDQ�6KRUW-7HUP�0LVVLRQ�7HDP 

6月   青年部首次组建台湾短宣队 
�� -XO\����  6HQW�FRZRUNHUV�WR�6WHSKHQ�0LQLVWU\�/HDGHU¶V�7UDLQLQJ�&RQIHUHQFH�IRU�WKH�ILUVW�WLPH 

7月   首次派同工参加司提反领袖培训大会  
�� 2FWREHU������� )LUVW�)DOO�)HVWLYDO�IRU�&KLOGUHQ 

10月31日   首次儿童秋收节活动 
�� 'HFHPEHU������� *00�DSSURYHG�'LUHFWRU�RI�&KLOGUHQ�0LQLVWU\�+XL-/L�&KDQJ¶V�SURPRWLRQ�WR�$VVLVWDQW�3DVWRU�RI� 

   &KLOGUHQ�0LQLVWU\ 

12月22日   会员大会投票通过儿童部主任张惠俐升任儿童部传道 

 
���� 
 
�� -XQH������  *00�SDVVHG�FRQILUPDWLRQ�YRWH�IRU�5HY��7RQ\�&KRQ 

6月1日   会员大会投票确认全守望牧师续任 
�� $XJXVW���      3URYLGHG�YHQXH�IRU�WKH��WK�2QOLQH�0LVVLRQ�)RUXP 

8月23日   为第六届网络宣教论坛提供场地 
�� 1RYHPEHU������� *00�SDVVHG�%\-/DZ�UHYLVLRQ�IRU�MXQLRU�DVVRFLDWH�0HPEHUV 

11月30日   会员大会通过教会章程中未成年及附属会员的修正条款 

 
���� 
 
�� -DQXDU\����  )LUVW�DQQXDO�$&�%2'�5HWUHDW��cKXUFK�SODQWLQJ�SUHSDUDWLRQ�VWDUWHG 

一月   首屆年度咨询委员会/执事会退修会；开始植堂预备 
�� 2FWREHU������� 6HQLRU�3DVWRU�5HY��1RUPDQ�&KXQJ�OHIW 

10月31日   主任牧师锺舜贵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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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XDU\������  5HY��*DU\�+XD�EHFDPH�RQH-\HDU�WHUP�,QWHULP�6HQLRU�3DVWRU 

1月1日   华欣担任代理主任牧师，为期一年 
�� -DQXDU\���     )LUVW�6PDOO�*URXS�/LIH�:RUNVKRS�SURPRWLQJ�VPDOO�JURXS�FRZRUNHUV¶�WUDLQLQJ�� 

1月30日   首次举行小组生活研讨会，推动小组同工培训 

�� )HEUXDU\����  %2'�VWDUWHG�'HDFRQ�7UDLQLQJ�GXULQJ�PRQWKO\�PHHWLQJV 

2月   执事会开始在每月例会期间进行领袖训练 

�� 0DUFK�������  5HY��%DUU\�*LQ¶V�FRQILUPDWLRQ�YRWH�SDVVHG�E\�*00� 

3月20日   会员大会投票确认甄子任牧师续任 

�� (QG�RI�0DUFK���� $VVLVWDQW�<RXWK�3DVWRU�5HY��7RQ\�&KRQ�SURPRWHG�WR�<RXWK�3DVWRU 

三月底   青年部助理牧师全守望升任为青年部牧师 

�� 0D\����  /:(&�)DPLO\�0RQWK��(QJOLVK�FRQJUHJDWLRQ��(FKR��RUJDQL]HG�ILUVW�VKRUW-WHUP�PLVVLRQ�WHDP�WR�3HUX� 

�月   教会家庭月；英文堂首次组建短宣队赴秘鲁 

�� -XQH����  3DUWQHUHG�ZLWK�&KLFDJR�&KLQHVH�&KULVWLDQ�0LVVLRQV�RQ�0LGZHVW�&DPSXV�6KRUW-WHUP�0LVVLRQ 

�月   与芝华宣道合作，参与中西部校园短宣 

�� 6HSWHPEHU���� )RUPXODWHG�/:(&�&KXUFK�'LVFLSOLQH�3ROLF\� 

�月   制定活水福音教会纪律条例 
�� 1RYHPEHU������ &KLQHVH�3DVWRU�5HY��-DPHV�+XDQJ�VWDUWHG 

��月�日   中文堂牧师黄多赐就任 

��� 'HFHPEHU������� *00�SDVVHG�WKH�DGGLWLRQ�RI�$UWLFOH�9,,,�-�6WDWHPHQW�RI�0DUULDJH�LQ�%\-/DZ� 

��月��日   会员大会通过增加教会章程总纲与细则第八章——婚姻盟约 
��� 'HFHPEHU������� ,QWHULP�6HQLRU�3DVWRU�5HY��*DU\�+XD¶V�RQH-\HDU�WHUP�HQGHG� 

12月31日   华欣代理主任牧师一年期满 

 
���� 
 
�� 0DUFK������  3DVWRU�+XL-/L�&KDQJ¶V�FRQILUPDWLRQ�YRWH�SDVVHG�E\�*00� 

3月19日   会员大会投票确认张惠俐传道续任 
�� -XQH����  2YHUIORZ�<RXWK�*URXS��2<*��VHQW�WKH�ILUVW�ORFDO�PLVVLRQ�WHDP�WR�$XURUD 

6月   青年部首次派出奧羅拉（$XURUD）短宣队 
�� (QG�RI�-XQH���� ,QWHULP�$VVLVWDQW�3DVWRU�/L-)XQJ�+XDQJ�OHIW 

6月底   教会短期助理传道黄丽芬离任 

4. -XO\�������  )LUVW�³*XLGLQJ�/HFWXUH�RQ�6DIHW\�3UHFDXWLRQV�LQ�3ODFHV�RI�:RUVKLS´��LQ�ZKLFK�UHSUHVHQWDWLYHV�IURP�
   ERWK�WKH�86�'HSDUWPHQW�RI�+RPHODQG�6HFXULW\�DQG�1DSHUYLOOH�3ROLFH�'HSDUWPHQW�DWWHQGHG�WR�JLYH�
   JXLGDQFH 

7月22日   首次「崇拜场所安全防范指导讲座」，美国国土安全部与瑞柏警察局均派代表前来指导 
�� $XJXVW��       1RUWKHDVW�'LVWULFW�DQG�LWV�ILUVW�VPDOO�JURXS�³$JDSH´�HVWDEOLVKHG 

8月1日   东北区与其下属第一个小组$JDSH正式成立 
�� 6HSWHPEHU���     <RXWK�3DVWRU�5HY��7RQ\�&KRQ�VWDUWHG�RQH-\HDU�VDEEDWLFDO��GXULQJ�ZKLFK�3DVWRU�*HRIIUH\�1J�ZRXOG�

   VHUYH�DV�DFWLQJ�'LUHFWRU�RI�<RXWK�0LQLVWU\�� 

9月10日   青年部牧师全守望开始为期一年的安息年，其间由伍仲威传道担任代理青年事工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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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UXDU\���  (FKR�SDUWLFLSDWHG�LQ�)HHG�0\�6WDUYLQJ�&KLOGUHQ¶V�ORFDO�RXWUHDFK 

2月   英文堂参与饥饿儿童援助会外展活动 
�� 0DUFK����  3DUWQHUHG�ZLWK�RWKHU�&KLFDJRODQG�FKXUFKHV�WR�HVWDEOLVK�8,8&�*RVSHO�)HOORZVKLS�DQG�VHQW�ILUVW�VKRUW-

   WHUP�PLVVLRQ�WHDP�RQ�$SU����� 

3月   与芝加哥地区多间教会合作成立香槟福音团契（芝香团契）,并于4月13日派出首支短宣队 
�� 0D\������  3URYLGHG�YHQXH�IRU�³*HW�6HULRXV�DERXW�%XOO\LQJ´�VHPLQDU�KRVWHG�E\�8QLWHG�&KLQHVH�$PHULFDQV 

5月6日    为美国华人联合会办的“认真对待霸凌”社区讲座提供场地 
�� 0D\�������  )LUVW�VHOI-PDGH�FKXUFK�SKRWR�GLUHFWRU\�GLVWULEXWHG 

5月13日   分发教会首次自制的相片通讯录 
�� -XQH������  $VVLVWDQW�0DQGDULQ�3DVWRU�0DUN�=KDQJ�VWDUWHG� 

�月�日   中文堂助理牧师张振华就任 
�� -XQH������  (FKR�VHQW�D�UHEXLOGLQJ�WHDP�WR�+RXVWRQ�LQ�WKH�DIWHUPDWK�RI�+XUULFDQH�+DUYH\ 

6月3日     英文堂差遣哈维飓风灾后重建团队赴休士顿 

 
���� 
 
�� )HEUXDU\����  %2'�DSSURYHG�3DVWRUDO�6HDUFK�&RPPLWWHH�IRUPDWLRQ�JXLGHOLQH 

2月    执事会通过了聘牧委员会组建准则 
�� 0D\�����  6HQLRU�3DVWRU�6HDUFK�&RPPLWWHH�HVWDEOLVKHG 

5月    主任牧师聘牧委员会成立 
�� -XO\���-������ 3URYLGHG�YHQXH�IRU�3UDLVH�DQG�:RUVKLS�&RQIHUHQFH������KRVWHG�E\�&&/LIH 

7月18–20日   为生命季刊主辦的赞美敬拜大会提供场地 
�� -XO\������  :HVOH\�/LRX�VWDUWHG LQWHUQVKLS�LQ�<RXWK�'HSDUWPHQW 

7月1日   刘纬增开始在青年部实习 
�� -XO\�������  <RXWK�3DVWRU�5HY��7RQ\�&KRQ�OHIW 

7月31日   青年部牧师全守望离职 
�� 2FWREHU������ *00�SDVVHG�WKH�%\-/DZ�UHYLVLRQ�DERXW�%2'�DQG�$&�UROH 

��月��日   会员大会通过修改教会章程总纲与细则中关于执事会和咨询委员的条款 
�� 1RYHPEHU������� 5HY��*DU\�+XD�UHWXUQHG�DV�,QWHULP�6HQLRU�3DVWRU 

��月��日    华欣牧师回來担任代理主任牧师 
�� 'HFHPEHU������� &KLQHVH�3DVWRU�5HY��-DPHV�+XDQJ�OHIW 

��月��日   中文堂牧师黄多赐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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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QXDU\������� &KXUFK�JDWKHULQJ�IRUPDWV�DGMXVWHG�LQ�LPPHGLDWH�UHVSRQVH�WR�&RYLG-���SDQGHPLF��FDQFHOLQJ�6XQGD\�

   FRQJUHJDWLRQDO�OXQFK�DQG�VWDUWLQJ�EURDGFDVWLQJ�OLYH�VWUHDP�WHVWLQJ 

1月26日    因新冠疫情对各项聚会形式作出即时调整，包括取消主日会众午餐及开始转播/直播测试 
�� )HEUXDU\������ 7KUHH-ZHHN�EHQHYROHQFH�IXQGUDLVLQJ�IRU�:XKDQ�3DQGHPLF�VWDUWHG 

2月2日    开始连续三周为武汉疫情爱心奉献 
�� 0DUFK�������  $OO�6XQGD\�:RUVKLS�VHUYLFHV��6XQGD\�6FKRRO�FODVVHV��SUD\HU�PHHWLQJV�DQG�VPDOO�JURXS�JDWKHULQJV��

   HWF��EHFDPH�RQOLQH 

3月22日    主日崇拜、主日学、祷告会及小组聚会等均改在线上 
�� 0DUFK�������  )RXU-ZHHN�EHQHYROHQFH�IXQGUDLVLQJ�IRU�86�3DQGHPLF�VWDUWHG 

3月29日   开始连续四周为美国疫情爱心奉献  
�� 0DUFK�������  6WDUWHG�RIIHULQJ�ZHHNGD\�PRUQLQJ�RQOLQH�GHYRWLRQV�OHG�E\�SDVWRUDO�VWDII�LQ�WXUQ 

3月30日    开始在周间上午举办线上灵修，由牧者轮流带领 
�� $SULO�     /:(&¶V�&RPPXQLW\�6HUYLFH�&HQWHU�GLVWULEXWHG�SHUVRQDO�SURWHFWLYH�HTXLSPHQW�WR�ORFDO�KRVSLWDOV�DQG�

   PHGLFDO�IDFLOLWLHV 

4月    教会社区服务中心向当地医院和医疗单位分送抗疫防护用品 
�� $SULO���–�-XO\������ (QJOLVK�3DVWRU�5HY��%DUU\�*LQ¶V�VDEEDWLFDO 

4月6日–7月5日  英文堂牧师甄子任安息年假 
�� $SULO�������  )LUVW�RQOLQH�*RRG�)ULGD\�VHUYLFH 

4月10日   首次线上受难日礼拜 
�� -XQH�������  :HVOH\�/LRX�FRPSOHWHG�LQWHUQVKLS�LQ�<RXWK�'HSDUWPHQW 

6月30日   刘纬增结束在青年部的实习 
��� -XO\�������  6WDUWHG�RIIHULQJ�VPDOO-VFDOH�LQ-SHUVRQ�6XQGD\�VHUYLFH 

7月19日    开始小范围实体主日崇拜 
��� -XO����-�$XJ������ )LUVW�RQOLQH�6XPPHU�5HWUHDW 

7月31日–8月2日  首次线上夏令会 
��� 2FWREHU���-�������� )LUVW�RQOLQH�$QQXDO�0LVVLRQ�&RQIHUHQFH 

10月9–11日   首次线上宣教年会 
��� 2FWREHU������� 7KH���WK�DQQLYHUVDU\�RQOLQH�0DQGDULQ�DQG�(QJOLVK�FRPELQHG�6XQGD\�VHUYLFH 

10月18日    教会20周年中英文堂联合线上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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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福音教会历年布道会讲员和主题 

时间     讲员      主题 

2000年11月    远志明弟兄    恩典之门 

2001年8月    台湾六龟山儿童合唱团   音乐布道 

2001年11月    范学德弟兄    我为什么不愿成望基督徒 

2002年11月    刘同苏传道    无能的大能 

2003年5月    黄力夫弟兄    喜乐的人生 

2004年8月    施克刚牧师    算得数的生命 

2005年4月    李灵牧师    重生归主 

2005年5月    天路诗歌    音乐布道 

2006年7月    刘同苏牧师    我信，我爱，故我在 

2006年12月    赞美之泉    音乐见证 

2007年8月    刘同苏牧师    北京故事-当基督遇见中国 

2007年12月    冯秉诚牧师    超越的神 救赎的神 

2007年12月    东方比利    音乐见证 

2008年5月    苏文星     音乐布道 

2008年9月    东方比利    音乐布道 

2009年3月    梁燕城博士    人生密码/生命的突破 

2009年11月    张伯笠牧师    十字架的道理 

2010年5月    叶陈淑淑    不一样的爱 

2010年7月    陈国添牧师    橄榄之音音乐布道 

2010年11月    徐志秋牧师    重塑信仰 再思人生 

2011年3月    张志刚牧师    旷野的呼唤 

2011年11月    唐侃牧师    恩与信 

2012年4月    郭振游教授    平衡喜乐的人生 

2012年11月    张路加牧师    为何感恩？ 

2013年3月    冯秉诚牧师    恒常的叩问 

2013年11月    刘志雄长老    喜乐满足 

2014年3月    陈昆华博士    无比的爱 

2014年11月    远志明牧师    一生恩典 一路信心 

2015年3月    庄祖鲲牧师    寻梦 

2015年11月    冯伟牧师    奇异的爱 

2016年3月    詹宏牧师    世上的光 

2016年11月    陈钦文牧师    人生 

2017年4月    张伯笠牧师    活水涌流 

2017年9月    舒展传道    我得着了那上好的福分 

2018年9月(与耶稣爱芝城合办)  周刚牧师    丰盛的生命  奇妙的拯救 

2019年3月    张儒民长老    生之追寻 

2019年11月    荆棘火音乐事工    窄路欢歌-音乐布道 

2020年3月    陈宗清牧师    转化生命的大能（因疫情取消） 

2020年3月    范学德传道    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 

          （福音主日） 

2020年7月    冯秉诚牧师    元帅蒙恩（福音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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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福音教会历届宣教(差传)年会讲员与主题 
/:(&�$QQXDO�0LVVLRQ�&RQIHUHQFH�7KHPH�DQG�6SHDNHU  

 

 

 

 

 

 

 

 

 

 

 

 

 

 

 

 

 

 

 

 

 

 

 

 

 

 

 

 

 

 

 

 

 

 

 

 

 

 

 

 

 

 

 

 

 

 

   ΎϮϬϭϱ年起差传年会更名为宣教年会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2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Issue 
教会大事 

年度  讲员 Speaker 主题 Theme 

2000 王守仁牧师 使万民作主门徒 

2001 蔡国山牧师 道成肉身的宣教 

2002 李灵新牧师 掌握现今的机会 

2003 范大陵长老 白白得来，白白舍去 

2004 潘良佐弟兄 骨肉之亲、未得之民 

2005 张路加牧师/李道基牧师 扩张帐幕之地 

2006 王季雄弟兄/王敏雯姊妹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2007 周淑慧牧师/李道基牧师 成为时代的差使 

2008 刘民和牧师 生命的价值 

2009 金明日牧师 跨越时空的爱 

2010 王保罗牧师 放长绳子，扩张帐幕 

2011 苏武牧师 给他们吃 

2012 陈道明牧师 差传的动力 

2013 戴继宗牧师 不能不说 

2014 于慕洁牧师 同一心志  齐心努力 

2015* 邱志健牧师 成为宣教使命的教会 

2016 
林祥源牧师 更新突破 迈向万民 

5HY��3HWHU�<RR 7KH�0RWLYH�IRU�6KDULQJ�WKH�0HVVDJH 

2017 
刘同苏牧师 至远至近的呼唤 

'U��6WHYHQ�0��%U\DQ 'LVFLSOHVKLS�DQG�WKH�*UHDW�&RPPLVVLRQ 

2018 
丁华民牧师 羊在狼群中 

-RKQ�$WWZRRG -RQDK�WKH�$QWL-0LVVLRQDU\ 

2019 
黄约瑟牧师 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看普世宣教 

-RKQ�%DXHU /RYH�7KRVH�:KR�$UH�)RUHLJQHUV 

2020 
龚文辉牧师 从社区到地极—散聚宣教 

*XHVW�6SHDNHU $�*OREDO�0LVVLRQ�0LQGVHW� 
6XIIHULQJ��%XUGHQ��DQG�$QWLFLSDWL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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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福音教会历年夏令会讲员和主题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2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Issue 
教会大事 

年份 讲员  主题 场所 

���� 焦源濂牧师 专题：范学德 立了志向，得主喜悅 北伊利诺伊大学 1,8 

���� 陈宗清牧师 专题：刘良淑  曾元惠 生命的事奉 北伊利诺伊大学 1,8 

���� 庄祖鲲牧师 真正的门徒 北伊利诺伊大学 1,8 

���� 
冯津牧师 专题：张健昌  黄尚武  章长基  

张惠俐  王怡彬  钱树芬 
进入至圣所 1,8大学广场 

���� 
康来昌牧师 专题：赵约翰  谢晓琳  

张惠俐  锺舜贵  王怡彬 
信心生活 1,8大学广场 

���� 
黄小石长老 专题：潘文发  锺舜贵  华欣    

邹发森  梁培华 
圣灵果子 1,8大学广场 

���� 
唐崇怀牧师 专题：许震毅  赵任君  

锺舜贵  邹发森  梁培华 
生命的事奉 1,8大学广场 

���� 
洪予健牧师 专题：萧只芬  陈永昌  

锺舜贵  华欣  邹发森  梁培华 
扎根真道，同被建造 1,8大学广场 

���� 
苏文峰牧师 专题：郑期英  李道宏  

潘柏滔  锺舜贵  孙伟中 
灵命的建造 1,8大学广场 

���� 杨光甫牧师 专题：陈惠琬  赵约翰/赵恩慈 馨香的生命 圣玛丽学院 6W��0DU\¶V�&ROOHJH 

���� 
林祥源牧师 专题：黄光赐  杨美珠  

全守望  锺舜贵 
更新活泼的生命 卡西基学院 &DUWKDJH�&ROOHJH 

���� 
王守仁牧师 专题：叶俊明  王一乐  

徐意蓉  锺舜贵  张惠俐 
灵命长进 卡西基学院 &DUWKDJH�&ROOHJH 

���� 
郝继华牧师 专题：杨高俐理  张纪德  

华欣  高青林 
生命的建造 卡西基学院 &DUWKDJH�&ROOHJH 

���� 
黄子嘉牧师 专题：黄邓敏  林国亮  

施克刚  锺舜贵 
基督徒蒙福的人生 北伊利诺伊大学 1,8 

���� 
赖若瀚牧师 专题：金但以理  范学德  

张勇华 
永约之神的呼唤 卡西基学院 &DUWKDJH�&ROOHJH 

���� 
张麟至牧师 专题：黄多赐/李爱柔  

林志寰/黄素婷 
我们起来建造吧！ 卡西基学院 &DUWKDJH�&ROOHJH 

���� 
林信伟牧师 专题：胡峻  李道基  陈永昌  

黄多赐 
效法基督的生命 卡西基学院 &DUWKDJH�&ROOHJH 

���� 萧博牧师 专题：高青林  龚文辉  张学凯 从灵命成长到宣教路上 
三一基督教学院 
7ULQLW\�&KULVWLDQ�&ROOHJH 

���� 林进春牧师 专题：苏妙娴  刘晓韵  沙龙 塑造门徒 卡西基学院 &DUWKDJH�&ROOHJH 

���� 吕绍昌牧师 在基督里作新人 云端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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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福音教会20年受洗人数统计 

1XPEHU�RI�3HRSOH�%DSWL]HG�LQ�/:(&�LQ����<HDUV 
 
 
 
 
 
 
 
 
 
 
 
 
 
 
 
 
 
 
 
 
 
 
 
 
 
 
 
 
 
 
 
 
 

 不包括本堂受洗人数 1RW�LQFOXGLQJ�WKH�QXPEHU�IUR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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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Year 中文堂 Mandarin 英文堂 English（Youth & Echo） 

���������� �� 1$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疫情 &RYLG-��） � � 

总计 7RWDO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