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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地中國教會十週年感想 

楊皓峰牧師 

經過了六年多的籌備，凱地中國教會在二

〇〇六年十二月三日正式成立，至今已有十

年了。十年來我們看到了神的恩手一直在帶

領和保守。我們教會漸漸成長到今天，這都

是神丰盛的恩典。感謝神讓我见証凱地中國

教會十年的成長，也見證祂的奇妙作為。 

 

(一)神奇妙的差遣 

回想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廿六日，在曉士頓

西區中國教會的華語崇拜中，一百多位來自

凱地的弟兄姊妹站在講台前，接受許重一牧

師和西區中國教會的教牧、長執同工和弟兄

姊妹的差遣，到凱地開始建立凱地中國教

會。許牧師對被差派到凱地的弟兄姊妹講了

一段鼓勵而又充滿挑戰的信息。在會議結束

的時候，“走出去”的歌聲充滿了整個會

場。凱地的弟兄姊妹帶着使命，含淚向西區

中國教會的弟兄姊妹握手道別，靠着神的使

命和恩典走向凱地植堂的道路。 

我帶着喜悅卻又戰戰兢兢的心情走出西區

中國教會的會堂。有喜悅的心，是因為我看

到了凱地事工團隊過去六年多來的工作已開

花結果，神果然在我們當中成就了大事。再

過一個主日，我們就要正式在凱地開始主日

下午崇拜，這是多麼令人喜悅的事情啊？但

當我想到前面的道路的時候，我的心情立刻

轉為戰戰兢兢。前六年多的植堂籌備工作，

我們看到神的恩手親自帶領和預備，但從今

天起，我們將從舒适的環境中走出來，將要

在凱地建立一個屬靈的家，帶領更多失喪的

靈魂歸向神。我深深相信，神帶領我們邁出

這一步，祂一定會引領我們走下去，直至我

們完成祂的使命。 

(二)神為我們預備一切 

剛剛開始在凱地中國教會服事的時候，我

們真是不知道如何着手。當時最大的需要就

是缺乏成熟的教會領袖。不像西區中國教會

那样，大部份的教會領袖都是從台灣和東南

亞各地移民到美國定居的基督徒，他們在東

南亞信主，在教會長大，參与服事，成長成

熟。但是凱地教會只有幾個成熟的基督徒家

庭，其他大部份都是這幾年我們帶領初信主

的“年幼”基督徒。他們需要自已先扎根成

長，才能開始帶領教會。 

感謝神，祂在過去幾年中將不同背景的，

及靈命成熟的弟兄姊妹帶到凱地定居，加入

凱地事工團隊同心服事。章優德、譚楣齡、

林宗智、徐翔宇、葉良苗、曹泓波、鄧紅和

陳仁凱等等都是在凱地福音工作開始后的

二、三年中加入我們的事工團隊。我們在服

事中互補各人的不足，一齊在神的恩典下成

長。這幾位弟兄姊妹後來也成為我們的“凱

地植堂帶動團隊”的隊員，一同策劃和拓展

凱地的植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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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更為未來凱地中國教會的堂址預備。離

植堂時間尚有近二年的時候，神就奇妙的為

我們預備了一個六英畝的農場，作為以後建

造教堂的地方。神的策劃真是無微不至。 

奇妙的神一步一步地帶領我們，朝建立凱

地教會的方向邁進。神把蘇百達牧師和梁禮

謙傳道先後帶到我們當中，分別負責中文和

英語的牧會工作。神也感動路得教會的牧師

和理事會，將他們的教堂在主日下午租借給

我們使用。神一步一步地為凱地植堂策劃和

預備一切，讓我們能靠着祂奇妙的安排，成

立了凱地中國教會。感謝神，耶和華以勒，

衪豐豐富富地為我們預備了一切。 

(三)神給凱地教會的使命 

神帶領我們在凱地開始了崇拜，建造了自

己的教堂。今年是我們成立教會的十周年。

十年來，神一直帶領凱地中國教會走在祂的

旨意中。作為凱地教會的一員，今後我們應

怎樣運用神賜給我們的這個地方來榮耀神

呢？ 

 凱地中國教會應高舉基督，持

守聖經的教導，以神的話語作為每個

會友生活的准則。教會要護衛聖經真

理，謹守真道，抵擋异端邪說的侵

襲。 

 凱地中國教會也應該是一間熱

心傳福音的教會。我們教會應該是凱

地地區的燈塔，照耀這黑暗的世界。

讓我們成為基督耶穌的見証人，帶領

更多失喪的靈魂，來認識和接受這位

又真又活的耶穌基督為他們的救主和

生命的主。 

 凱地中國教會更應該成為一間

有宣教異象的教會。我們知道和明白

神的心意是願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

淪。今天很多我們的親友和在國內居

住的父母，以及與我們一同長大的同

學，都尚未有機會認識耶穌，難道我

們對他們的失喪無動於衷？願每一個

凱地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是主耶穌的宣

教士，在我們回國探親時，帶領我們

未信的父母和親友認識耶穌。我們不

但要向大陸同胞傳福音，还要向世界

各地和各種族的人傳福音，更要積極

支持福音使者，到世界各地傳福音，

擴展神的國度。 

 凱地中國教會也應該是一間注

重家庭的教會。神在創世記按着自己

的形象造男造女，並設立一個健康

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家庭制

度。神更願意我們全家都敬畏神、順

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和事奉神。讓我

們每一個家庭都能以基督為我們家庭

的主。 

 凱地中國教會更應該是一間深

入社區、關懷社區及服務社區的教

會。我們是社區的一份子，應該關心

社區的需要，更要深入社區去傳福音

見證主。主耶穌不單關心人靈魂的需

要，更關心人肉體上的需要。我們也

要像主一樣，關心和服務我們的社

區。 

(四)凱地教會的展望 

我們看到目前的情況並放眼今後的發展，

神對凱地中國教會未來十年會有何展望？我

可以想像到未來十年的凱地中國教會： 

• 我希望凱地中國教會成為一間

多文化背景的教會。教會開始時候的

异象和使命是向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

傳福音，帶領他們認識和接受耶穌基

督為他們的救主。現在，希望我們教

會的福音禾场不要仅仅局限于華人的

圈子，而應當同時關注生活在我們周

圍的非華人族群，尤其是與我們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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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的亞裔（例如印度人、泰國

人、韓國人、日本人等等）。虽然他

們也许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語，但因着

文化背景的差异，他們也許不一定能

適應加入以當地人為主體的教會所面

臨的文化挑戰。他們可能就是我們能

接触到的“未得之民”，是我們拓展

福音禾場的目標之一。我們能否為著

擴展神的國度、彰顯神的愛而接納和

邀請他們參加我們這個屬靈的大家庭

呢？ 

• 我希望凱地中國教會也能夠為

神國提供更多全時間事奉神的仆人。

我們年輕的一代已長大成人，作父母

的是否願意將他們奉獻給主，為神所

用？目前很多弟兄姊妹己面對退休年

齡，你們可將自己余下的時間奉獻給

神，讓神用你。你們願意嗎？ 

• 我希望凱地中國教會也能開始

考慮植堂。從曉士頓中國教會、到西

區中國教會、到凱地中國教會，我們

已有這優秀的植堂傳統。看到凱地以

西的廣大农場，需要我們去拓展那裡

的工作。願教會的領袖能考慮神國的

需要，開始新的植堂計劃。 

我希望眾弟兄姊妹能與我一同來分享這些

美麗的願景。今天神己在凱地為我們成就了

大事。在凱地之外的廣大农田的莊稼也己經

熟了，等待我們去收割。神的工作需要人去

參與，神的國度需要人去拓展，你是否願意

將自己奉獻給主，為神所用呢？ 

願神的名在凱地被高舉，得榮耀。阿

們！  

 

为凯地中国教会感恩和对凯地中国教会的憧憬 

滕茂坤牧师

今天是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号，我身处

北京一家地道的餐馆一边享用神所赐的美

食，一边心中充满了感恩。感恩神在我进入

在凯地中国教会服事的第七年，可以用一部

分安息年假期探望几个城市的亲友，分享了

主的爱和福音。神应允了多位弟兄姊妹们为

此行的切切祷告，果实累累。 

 

我要为神十年前感动西区中国教会的弟兄

姊妹们在凯地植堂而感恩。根据我观察逐年

复活节和感恩节的浸礼人数，神过去十年把

大约二百位从慕道到得救的人加添给了我们

教会。我们要为此大大地感恩！因这二百位

受洗的正如我们过去受洗，宣扬我们得到神

给予最宝贵的基业——和神在一起永远丰盛

的生命，而神也因拯救了我们，得着神所珍

惜的无价的灵魂为祂永恒荣耀的基业！“我

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

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弗

1:11）“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

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

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弗 1:18） 

在以下的分享中，我将首先为凯地中国教

会多方面感谢神。其次在神过去十年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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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因着对神信实属性的信心，我也

会分享对凯地中国教会未来的憧憬。 

（1）为凯地中国教会多方面感谢神 

以下每一方面都是和最宝贵的、按照神形

像创造的、用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和宝血

救赎、有着圣灵内住的凯地中国教会的弟兄

姊妹们有关的。我过去九年全时间在两间教

会传道，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而且越事

奉越喜乐且更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全是因为

神各方面的恩典和神话语的应许，常常提醒

激励我要以爱神爱人为本（马太福音 22:37-

39，哥林多前书 13:13），专注求行在神国

度的、公义的旨意中（马太福音 6:33），在

困难和灰心失意中坚信神的主权要我在每件

事得益（罗马书 8:28），所以“要常常喜

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

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前

5:16-18） 

• 弟兄姊妹们：凯地中国教会有很多有

爱心的、纯良的、友善的、热心的、多才多

艺的、却谦卑受教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为已

得到在基督里的救恩感恩，所以每周日来教

会敬拜神表达对神心里的爱；因对神意念上

的爱要在真理知识上认识神，他们来上主日

学；因渴慕和弟兄姊妹们在一周中间一起敬

拜仰望神、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用爱心彼此

代求而相聚在主里，他们参加周三祷告会；

因要用行动表达对神的爱就彼此相爱也爱他

们的邻舍，他们参加小组聚会。神就将得救

的人不断加添给教会，弟兄姊妹也因此在信

心、盼望和爱心上增长。“于是，领受他话

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

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

饼、祈祷。”（徒 2:41-42）“他们天天同

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

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

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

2:46-47） 

• 领袖们：凯地中国教会有很多爱主爱

人、忠心、充满热忱、圣经知识丰富的领袖

们。他们包括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小

组辅导、组长以及各个事工的领袖。他们把

凯地中国教会当成他们的家，纵使遇到事奉

上的困难也仍然坚守他们的岗位，在凯地中

国教会的成长过程中同甘共苦。“第三次对

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

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

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

羊。’”（约 21:17） 

• 同工们：凯地中国教会有很多乐于用

他们的恩赐委身、在教会各领袖带领的团队

事奉的同工们，使教会所有弟兄姊妹们因他

们的事奉蒙受属灵益处，他们也因经历神的

同在和信实而成长成熟。“我每逢想念你

们，就感谢我的神。”（腓利比书 1:3）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

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

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腓利比书 1:5-6） 

• 长辈们：神感动了一些年长、有丰富

的人生经历、忠心、有爱心的弟兄姊妹，他

们看到神把很多年长的华人同胞带到凯地来

照顾孙子、孙女却心灵空虚孤独，就同心合

意把他们有限的五饼二鱼献给主，主就祝福

他们手所做的工，建立了长青团契，成为主

的爱和福音的流通管道，从而把得救的人加

添给教会。“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

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约一

2:14）“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

了汁浆而常发青。”（诗 92:14） 

• CCF ： 神 透 过 CCF （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中文查经事工)使用凯

地中国教会的场地，使很多中文部的弟兄姊

妹们成为主要的蒙福者。因为大部分 CCF 的

成员是凯地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事工

帮助弟兄姊妹们全面地认识并行出神的话，

使他们的生命扎根和成长在听道、行道上。

他们彼此爱的关系和爱的见证，也帮助一些

慕道的朋友进入神的国，他们的持之以恒的

听道、行道也会是他们荣神益人的属灵生

命、生活及事奉最好的基础。“所以，凡听

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

子盖在磐石上。”（太 7:24） 

• 青年们：凯地中国教会十年前很多的

少年们都已大学毕业、工作、长大成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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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大多仍对凯地中国教会有着深厚的感情，

不在当地工作的有机会也会回来看望曾经在

属灵上栽培他们的叔叔阿姨们，也会鼓励在

凯地的属灵弟弟妹妹们。有些回来工作的，

也愿意成为教会委身的会友，继续建立神的

国、行出神的义。也有些已成长为长期宣教

士。“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

他生长。”（林前 3:6） 

• 少年们：凯地中国教会有很多优秀的

少年们。他们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在学习

上名列前茅。当他们优秀的父母愿意在家、

在职场上尊主为大时，我们教会的少年们就

把他们的学习当作一种事奉，靠主而学习、

为荣耀神帮助同学而学习、为分享主的爱和

主的福音而学习。当他们回到教会后也愿意

谦卑受教、听道行道，成为 FOCUS（专心

仰望主）少年团契的少年仆人团队领袖

（STL——Servant Team Leader）或同工。

“少年人哪，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

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

恶者。”（约一 2:14） 

• 儿童们：凯地中国教会有很多活泼、

健康、聪明、学习能力强、充满创意的儿

童。他们参与多种体育活动、学习演奏多种

乐器、参与多种其他课外活动，仍然可以学

习名列前矛，对于儿童圣经故事和儿童圣经

课金句耳熟能详。他们可塑性极高。聪明才

智如果能以敬畏神的心为中心，背诵经文更

明白经文和生命的关系，并有他们的父母主

导以身作则，常常、事事活出神的话，他们

将来必能成为主重用的在这黑暗世代的明

灯、神国的栋梁。“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

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箴 3:1）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

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

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 

（2）对凯地中国教会未来的憧憬 

对今后未来的憧憬，是出于神所赐的爱所

产生的，对凯地弟兄姊妹们未来在基督里的

永恒盼望，因为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 

• 我憧憬凯地中国教会的领袖们更专注

于用爱心、真理及应用恩赐的智慧，装备他

们的同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

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弗 4:11-

12） 

• 我憧憬凯地中国教会因敬畏神而全面

系统地学习应用神的话，和主耶稣基督有着

深入的、亲密的、爱的关系，以致茁壮成

长、成熟且满有基督的身量、在真道上站立

得稳，而成为全心爱神，并以主耶稣基督的

爱爱人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直等到我们

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

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

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

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

从各样的异端。”（弗 4:13-14） 

• 我憧憬凯地中国教会的各个事工部门

不光顾及自己份内的事，更和教会领袖们常

常双向沟通，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一起祷

告寻求圣灵的帮助，按照教会元首基督所赐

的智慧和旨意，彼此互相配搭，发挥整个教

会成为一体的力量。“惟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

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

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

己。”（弗 4:15-16） 

• 我憧憬凯地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随时随地把基督的爱和福音带到我们身边的

每个人。“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

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

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 3:15） 

• 我憧憬凯地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以

谦卑的态度去学习事奉，并透过事奉清楚认

识神给自己的恩赐是什么，然后去把神所赐

的恩赐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一起，顺着圣灵

的带领彼此配搭，随时按照神的话、以神的

爱来建立人。“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

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

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

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按

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

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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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

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

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

心。”（罗 12:3-8） 

凯地这个城市是一个神兴起的灵魂大禾

场。凯地中国教会应该是一个以主耶稣基督

为元首的、彰显神的爱和真理的家，又是一

个医治受伤灵魂的医院，更是一个造就收庄

稼的工人的训练营。这需要我们上下在真理

和爱心上同心，一起顺服基督的带领，撇下

个人的偏见，专心致志在过去十年的基础

上，在未来的日子里借着圣灵、倚靠基督的

大能大力，成就神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憧

憬，让神的荣耀大大地在凯地、一直到地极

宣扬、彰显！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

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

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

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弗 3:20-21）  

 

成為神家裡的人 

許重一牧师 （2016 年培靈會主日證道講稿，由徐翔宇長老整理）

重點:基督在十架上除去人彼此間的隔

閡，要教會受建造得以經歷基督裡得勝的合

一。 

 

以弗所書 2:11-22：11 你們應當記得，你

們從前按肉體來說是外族人；那些所謂在肉

體上受過人手所行的割禮的人，稱你們為未

受割禮的。12那時，你們是在基督以外，與以

色列國無分，在帶有應許的約上是外人，在

世上沒有盼望，沒有神。13 你們從前遠離的

人，現今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可

以親近了。14基督就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

合而為一，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就是以自

己的身體除掉雙方的仇恨，15並且廢掉了律法

的規條，使兩者在他裡面成為一個新人，這

樣就締造了和平。16基督既然藉著十字架消滅

了仇恨，就藉著十字架使雙方與神和好，成

為一體，17並且他來把和平的福音傳給你們在

遠處的人，也給在近處的人。
18
我們雙方都藉

著他，在同一位聖靈裡，可以進到父面前。19

這樣看來，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與

聖徒一同作國民，是神家裡的人了，
20
並且建

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穌自己就

是奠基石，21整座建築都靠著他連接配合，漸

漸增長成為在主裡面的聖所。22你們在他裡面

也一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

在。（新譯本） 

I. 在基督裡親近神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中教導：外邦人原來

沒有猶太選民的神國盼望。他提醒神的選民

不忘從前未信耶穌之前的無奈與無望，現今

在基督裡，靠著基督的血得以親近神。 

II. 掃除敵意締和平 

• 基督親身為我們拆毀了隔牆，成為我

們的和平。(弗 2:14) 

基督拆毀了隔在中間的牆，就是以自己的

身體除掉雙方的仇恨，廢掉了律法的規條。

因為基督自己就是我們的平安與和平，祂不

只是和睦的來源，祂自己就是和睦，祂就是

和平，祂就是平安的實質。這裡講的平安，

不是感覺上的平安而已，不是平安的應許而

已。 祂就是平安，我們嚮往的平安都在祂裡

面：化解敵意的能力、醫治傷痛的安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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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錯誤的公義、寬恕過犯的恩典、掃除憂慮

的信實、宣告和平的權柄、締造和解的智

慧、重建信任的恩膏、維持和睦的大能，通

通在祂裡面，也只能在祂身上找到。 

平安不僅是一種情形，平安是一位活生生

的神人——我們的耶穌基督。這是為什麼祂

被稱為和平之君；祂是和平的本質和原身，

祂的同在才是平安的來源。這平安不只是敵

意的消除，更是合一興旺的祝福。這裡的原

文是希臘文的和平，但是它的意義來自希伯

來文的沙龍（shalom，“平安”的意思），

是猶太人彼此問候的用詞。平安的問候不只

是平安，這個豐厚的用詞包含著多種的祝

福、豐盛、滿足、繁榮、昌盛。和睦是神賜

福的開端。先是與神和好，再是與人和好，

一切屬靈的福分都是從這裡開始。如同中國

人所說的——家和萬事興。 

很多人遇見問題，他們要跟人講，向人抱

怨，他們指著某某人，說那人是我失去平安

的原因，他們是問題的所在，我是受害者。

他們求主解決他們的問題，賜他們平安。他

們以為要得著平安就是需要解決問題，或是

趕走問題人物，卻看不見真正的問題：他們

沒有平安，是因為他們自己，他們沒有和平

之君在心裡掌權。 

平安不只是使紛爭不再存在，平安是基督

的同在。 

• 基督以自己的身體為我們廢掉冤仇，

成就和睦。(弗 2:15) 

曾經有兩兄弟關係一向惡劣，父親勸告不

聽，兩人醉酒後大打出手，父親勸架不成，

被弟弟不小心打到而死，弟弟坐牢，哥哥醒

悟了，若是繼續恨弟弟，怎麼面對父親？他

就每週末去看弟弟，等弟弟出獄。不可思議

的是，父親的死，反而成為了化解兄弟冤仇

的來源，而使他們再次成為兄弟。 

聖經告訴我們，主耶穌用祂自己的身體為

我們化解了冤仇。當我們不能寬恕弟兄的時

候，我們在做兩件很危險的事，第一件，是

我們爬到了神審判的寶座上，我們想要在那

裡發出審判的判決，審判弟兄。第二件，雖

然基督已經為我們受死除罪，但我們仍然藐

視神，認為神所做的不夠替弟兄承擔他的

罪，因此我們無法寬恕他。不能寬恕弟兄，

不但不符合聖徒的身份，同時，這也是聖徒

最要不得的罪行。 

彼此之間的敵意，憤怒，仇恨，都已經被

基督擔當了。這就是為什麼要造成真正的和

睦，只有在恩典裡面彼此寬恕，這個寬恕不

止是心裡的，還要正式的向弟兄，向姐妹道

歉。真正和睦的道歉，需要屬靈恩典的勇

氣。真正的平安，需要彼此認罪，福音的長

闊高深在於它不只是救我，賜我救恩與永

生，不僅神人和好，還要使人與人和好。 

一切不能信任的猜疑、不能寬恕的怒火、

不能忍讓的脾氣、不能包容諒解的往事、不

能相愛的、不肯聆聽的急躁、不能接納的敵

人，都要因著和平之君而化解。Shalom 的平

安和祝福才會臨到我們身上。 

• 聖徒的體統：體制下的應有的言行標

準 

以弗所書 5:1-5：1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

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2 也要憑愛心行事，

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

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3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

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提都不可，方

合聖徒的體統。
4
淫詞、妄語和戲笑的話都不

相宜，總要說感謝的話。
5
因為你們確實的知

道，無論是淫亂的，是污穢的，是有貪心

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是無分的。有貪心

的，就與拜偶像的一樣。 

體統是在一個體制下的言行標準。聖徒體

統的原則就是效法基督，以捨己的愛約束自

己。蒙愛就需要有愛，蒙恩就需要施恩。如

果我們沒有愛或是施恩，我們就沒有蒙愛和

蒙恩的證據。我們應當只說造就教會的話，

絕不說不相宜的話。只做建立教會的事，絕

不做傷害肢體的事，以免被魔鬼利用，在神

國無分。在神國無分是非常嚴厲的話，說明

了在神的基業裡無分，也就是如果人不尊重

聖徒的體統，所顯示的生命就不屬神了。論

斷人的話是僭妄的罪，如同爬到神的寶座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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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比书 2:3-7：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

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

人比自己強。
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

顧別人的事。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

的。7反倒虛己„ 

我們不要結黨，不要在訴苦的過程中，無

意中造成了一種結黨的形態。 

教會裡意見不同怎麼辦？ 

• 意見不同是必有的事，多種意見代表

基督肢體裡的諸般智慧，不同的智慧帶來不

同的觀點。但並不表示每一個意見都能行出

來。因此，分享意見和堅持意見，是兩回

事。我們在教會裡可以分享意見，但是不可

以堅持意見，因為，這不是聖徒的體統。 

• 肢體裡意見不同的表達，必要按照聖

徒的體統，對事不對人，在言行上彼此相愛

尊重。絆倒肢體的信心，破壞教會的合一是

大罪。（弗 5:1-5，數 13:32-14:2） 

民數记 13:32-14:2：32探子中有人論到所

窺探之地，向以色列人報惡信，說：“我們

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喫居民之地，我們在

那裡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33我們在那裡

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

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

我們也是如此。”
1
當下全會眾大聲喧嚷，那

夜百姓都哭號。2 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怨

言，全會眾對他們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

埃及地，或是死在這曠野。” 

• 凡事不可結黨、只要存心謙卑（腓

2:3），遵守合宜的溝通界線，也就是說合適

的話。神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影響

力，我們要用這些影響力來建立神的家，建

造肢體。 

• 尊重教會體制與領導同工的帶領就是

尊重與順服神的表現，他們會要向主交賬。 

領導同工任重道遠，他們需要我們的代

禱、關懷、信任、尊重。不信任，反而導致

教會陷入癱瘓。教會並不是民主，而是基督

作主。我們在教會裡可以分享意見，但是不

可以執著和堅持己見。 

希伯來書 13:17：你們要聽從那些領導你

們的人，也要順服他們；因為他們為你們的

靈魂警醒，好像要交帳的人一樣。你們要使

他們交帳的時候快快樂樂，不至於歎息；如

果他們歎息，對你們就沒有好處了。(新譯本) 

• 多半教會裡意見不合的事與基要真理

無關，看重合一比看重己見更重要。 

• 在重要的事上，要同心：在不重要的

事上，要放心；在一切事上，要有愛心。

（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ali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III. 被建立為主聖殿 

以弗所书 2:19-22：這樣、你們不再作外

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

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

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各〔或作全〕房靠

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

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和合本) 

• 我們不再是無身份的外人，而是神國

的榮耀公民，蒙恩召的屬主聖徒。 

• 我們在基督裡成為一家人，同受建

造。 

聖徒的體統不是律法，而是神家裡的家

規。一個沒有家規的家，不是一個家。神的

家也有家裡的家規。我們在基督裡成為一家

人同受建造，叫我們以前耿耿於懷的事情，

必須要讓它過去，我們還沒有化解的心結，

我們要面對面的請求弟兄姐妹的寬恕，這才

會除去肢體裡的不安，而得著主所應許的平

安。不是因為我比別人寬宏大量，不是因為

太久了應該讓它過去了，而是因為基督親身

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為我們拆毀了隔牆，

成為我們的平安。耶穌已經用祂的命為我們

拆毀了隔牆，我們千萬不可以在弟兄姐妹之

間再建另一道牆。 

有一位老師常常提醒我，作門徒的、服事

神的人需要常常鍛鍊一顆不被絆倒的心志

（unoffendable spirit），不輕易被人冒犯的

心，擁有寬容和寬敞的心胸（林前 13:5），

不輕易發怒，不輕易激動，不容易就灰心的

心志。求主賜給我們一顆不被絆倒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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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基督在我心裡的平安，有和平之君在我

的人生旅途與我同行，以至於我不輕易被絆

倒。應用在我們的生命裡就是心要軟，臉皮

要厚；而不是心硬，臉皮薄。 

聖經教導我們，“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一的心。”（弗 4:1-3）雖然我們與弟兄姐

妹之間可能意見不同，甚至有不和的情形，

但是這段經文告訴我們，我們仍然要用愛心

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繼續與和我們

意見不同的弟兄姐妹來往，因為我們已經擁

有了耶穌這位和平之君，我們也要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這就是聖徒體統的

總結。求主幫助我們能活出這一句話。 

教會的合一，不是統一。教會的合一，應

當是今日世界所羨慕的典範，讓人看見基督

徒在意見不同的時候，我們怎麼反應聖徒的

恩典本色。如果我們行出來教會的合一，教

會的成長就會無限，神的和平和平安的恩

典，就會大大地臨到我們當中。我深信，這

是神為每一個祂自己的教會，包括凱地教會

所應許，所命定和所預備的，祂要我們明白

我們已成為神家裡的人。 

結語 

聖徒的生命，就是因為基督為我們捨己，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不需要再為自己作主。

有主為我們作主，我還怕什麼呢？我不怕我

的意見不受接納，我不怕人會怎麼看我，因

為主已經呼召我成為聖徒，將祂無比的恩典

賜給我們，因此我能夠全心地仰望主。而我

所渴望的，也是樂意的，就是放下自己，讓

主自己的生命、恩典、豐榮能夠彰顯出來，

以至於我們能一起成為神自己豐盛的基業。 

我相信神的心意在凱地教會正是如此，神

繼續地打造我們，繼續地裝備我們，我也深

信，神會繼續磨練、教導我們怎麼樣在合一

上學習更深的功課，彼此建立和睦的關係，

彰顯神自己的榮耀！  

建堂十年，宣教十年 

蔡良俊长老 

一、前言 

一般教会在建堂之初，一切教会事工尚未

走上轨道前，在策划教会的运作时，只能首

先顾到内部最优先、最基本的事工，如崇

拜、主日学、小组、行政等。至于宣教事工

的考虑，则因教会同工尚短缺，或太忙碌，

常在建堂之初期顾不到，而延到数年后才会

开始推动。 

感谢主，在 2006 年 KCCC 建堂之初，神

就赐给了我们一位有远见、有强烈宣教的负

担、异象和经验的同工——何寿仁长老。他

立即就开始推动宣教计划和行动，不仅建立

了差传部，并且领导差传部执行宣教事工，

包括差派中、短宣的宣教士，支持神学生

等，与教会建堂同时、同步、同心启动了教

会的宣教事工，可以说“建堂十年，宣教十

年”是 KCCC 建堂的一个突出的特色。 

因此 KCCC 自建堂至今已渡过了十年，

宣教事工也不断地在十年中成长，前后历任

差传部的负责同工有：何寿仁长老、丁忠义

执事、胡晓峰执事和现任执事张文忠弟兄。

当然在差传部中参与的同工，十年中前后也

有十几位弟兄，在此不一一提名，相信神都

知道，并且记念各位同工在主里的劳苦。 

我和另一位同工，不仅参与了差传部，成

为同工之一，也在差传部成立之初的十年

前，就把大部分力量投入中国培训事工的策

划和执行。我在下面要分享 KCCC 建堂十年

来，我们的同工在中国的十年中宣教时，如

何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同时作一些回顾和

展望，作为 KCCC建堂十周年的见证。 

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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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回顾过去十年中，在中国宣教的事

工，心中感谢神赐给的两个恩典，第一是神

的保守，第二是神的供应，具体说就是： 

1、因神的保守，在十年中无论有任何环

境的变动，我们在中国宣教事工，没有停过

一年，可以说是年年不停，而且每年有三次

宣教之行。 

2、因神的供应，在十年中从未缺乏事奉

的工场，而且每年都在增加。 

我们的宣教事工，重点是透过培训下列三

种不同对象： 

1、现任教会领袖、牧者、工人（图一） 

目标是透过对他们的培训，提高其事奉的

质量，以致能更好地供应、牧养和坚固教会

信徒。 

 

图一 

 

2、未来教会所需要的工人 

因教会的增长，需要更多的事奉工人，这

一类的同工也是我们培训的对象，使未来教

会不缺工人，且能扩展神的国度。 

3、神学班的年青学生（图二） 

这些奉献的年青人，籍着在各地教会设立

的神学班，以二年制或密集培训方式装备他

们成为未来教会的接班人，也是我们培训的

对象。 

早在 2006-2007年内，我们曾去培训过的

省份，计有浙江、山西、内蒙、安徽、山

东、河南等地。 

 

图二 

 

培训的课程，按各地不同的需要和要求，

分为： 

1、圣经真理（新、旧约各书卷） 

2、事奉技巧（讲道法、查经法、传福音

法、教会治理） 

3、生活层面（教会、家庭、个人） 

在神学班中，除了以上课程的培训，另加

上： 

1、系统神学、护教学、释经学 

2、教会历史（西方、中国） 

3、圣经地理 

十年来我们的足迹，已跨越十八省，每年

培训了约 400 位教会工人。我亲眼见到了在

培训后，各地教会领袖、工人的事奉有了长

进，同工人数也不断增加，神学生毕业后在

教会和宣教工场中继续忠心地事奉主的也不

少，这些都是神给中国的祝福。 

三、展望 

1、未来十年中，中国国内教会的需要，

因其成长会有不同和提升，因此培训课程也

要作调整更新，培训老师就要透过进修再装

备自己，才能应付未来的挑战。 

2、2015 年，由使者协会在 Houston 主办

的美南差传大会中，我亲眼兴奋地看到

KCCC 有 20-30 位弟兄姐妹回应神的呼召，

站出来表示愿意顺服主的大使命，将来要被

主所用，奉献余生。在世界福音未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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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宣扬福音，当然也包括中国或中东等地。

这些愿意奉献的人不仅是 KCCC 未来宣教的

人力资源，也是神国度未来所需要的宣教

士。盼望在未来十年，KCCC 的宣教事工能

有进一步发展，这些已决定奉献的弟兄姐妹

在装备后，或许有十位，或许二十位，被差

遣出去。他们因投入这永恒的事工，不但在

中国，也能延伸至“地极”，传扬主的福音，

完成主的大使命，使 KCCC 成为宣教的教

会。KCCC 本身也能因此蒙福，并成为世界

上多民、多族、多国的祝福。  

感恩十年——服事的甘苦 

宋志东长老 

“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停

过、火热过灰心过。走过最低﹐最低的深

谷；爬过最高﹐最高的山坡。年复一年，有

过失落，困苦颠连，有过收获„„”。这是

我最喜欢的迦南诗歌之一。每当听到它或是

唱起它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感恩

和感慨。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会遇到无数的

跌宕起伏，艰难困苦。在我们属灵生命中，

同样要走过高山，也曾跌到过低谷。回顾自

己十年来与凯地中国教会一起成长所走过的

路，所经历的一切，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也

非常感谢牧师们和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给

予我的信任、支持和包容。 

 

植堂之初，凯地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

当时自己也还是一个尚在吃灵奶的属灵婴

孩，就先后参加了一些不同岗位的服事。尤

其是近几年来在长执会的事奉，面对了许多

压力、挑战和挫折。在服事中有喜乐、圣灵

的激励；也有过委屈、软弱，甚至是失落和

沮丧的时候，身、心、灵都感到非常疲惫。

但神的恩典够用，一次次地让我经历祂，愿

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来依靠和顺服祂。在服

事中有过许多教训，从中学到了很多功课。

想要分享的事很多，但我体会最重要的是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凡事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

无论是参与什么样的事奉，需要做什么决

定，都要先在祷告中寻求属天的智慧、悟性

和能力，得以力上加力，我们所做的一切才

能荣耀祂的名，在一切事上结果子，蒙祂喜

悦（歌罗西书 1:9-12）。凯地教会是一个发

展和成长中的教会，十年来我们遇到了很多

困难。在服事中，不仅是在小事上要祷告，

求神的带领。当遇到重大棘手的事情时，更

是要恒切祷告，耐心等候，寻求神的心意，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代替神的旨意。万不可

急于求成，走在神的时间之前。这是我学到

的最重要的功课。 

  其二是凡事谦虚，相互尊重，寻求在主内

的合一。歌罗西书 3:12-15 说：“所以你们既

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

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

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

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

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

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

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

心。”  骄傲是我们在服事中最容易犯的错

误。在服事中，往往会用自己的知识、恩赐

和能力，属世的地位和经验，作为夸口和骄

傲的资本。从而产生了误会、纷争，甚至伤

害。这几节经文提醒我，要凭爱心行事，谦

卑自己，去尊重同工和弟兄姊妹。尤其是对

待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工，不要先为自己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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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是要真心倾听对方的想法和建议，看

到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与同工之间产生了误

会，或受到误解甚至伤害，要主动去与对方

沟通、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尽快和好，努

力寻求在主内的合一。 

三是凡事感恩，常常喜乐。“要常常喜

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

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帖撒罗

尼迦前书 5:16-18 ）在这些年中，自己在服

事中遇到的压力和挫折，在职场上遇到过失

业的困难，以及在家中亲子关系的磨合等

等。如果不是靠着祷告，将一切负担交在神

的手中，很难走过这些艰难的日子。凡事感

恩，常常喜乐不仅是靠着主走过高山和低谷

的见证，也是一生都要坚持的信念。 

四是凡事有盼望和信心。回顾凯地教会这

十年的历程，尽管我们走过许多弯路，经历

了旷野，但神的怜悯与恩典始终与我们同

在，祂一直与我们同行。这是充满感恩的十

年，是我们走向成熟的十年。我满怀信心地

盼望和期待下一个十年，再下一个十年„„

 

 

Thankful for the Past, Vision for the Future 
Pastor Wai Lim

“And you sha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Judea and Samaria, and 
even un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cts 1:8) 

 

 

When Vicky and I bought a house in 
Katy in the spring of 2013, we had originally 
intended to use the house for our home 
assignments. Since we were living overseas, 
we wanted a house zoned to a quality 
school where our children could experience 
American culture and education for one or 
two semesters every two to three years, so 
buying in Katy seemed wise. When we 
returned in the summer of 2014 for our 
home assignment God began to burden our 
hearts for our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caring for my parents. Additionally,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Lord at 

KCCC. After much prayer and counsel, we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to serve as one of 
the pastors. 

We thank God for the family at KCCC 
that genuinely seeks Him and cares for the 
body, a care we hav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We are excited about the 
opportunities for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from babies to the elderly to grow in 
discipleship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We desire to see mature disciples who love 
one another and make disciples. May God 
bring revival to our church and community, 
that we might zealously obey Him and love 
others. 

We are also excited about the incredible 
opportunities to reach our communities, 
neighbors, coworkers, and relatives for 
Christ. Just by looking at the schools alone, 
the possibilities to reach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unlimited. Certainly, God can 
use us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all the 
ethnic Chinese in Katy. However, 
additionally, God can use us to proclaim the 
gospel to our English speaking neighbors, 
coworkers, and classmates no matter if we 
attend the Mandarin or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Lastly, God has placed KCCC in a 
strategic position to reach Asians in K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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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indu, Muslim, and Buddhist 
backgrounds, as the blood of Christ was 
shed for people from all backgrounds. 

However, to simply impact Katy would 
fall short of God’s calling and command for 
our lives. Let us be a church where we 
ourselves are willing to go to the least-

reached peoples of the earth to plant 
churches. Let us send out our very own 
children to areas where the name of Christ 
is not known. 

We thank God for the work that He has 
begun here at KCCC, and we look forward 

to how He will bring it to completion.  

十年感恩在凱地 

徐翔宇长老

最近在讀一本蘇文隆牧師所編著的“牧養

心與領導力”。書裡蘇牧師提到：“你們不

是在養育兩、三個兒女，而是在建立兩、三

個未來的基督化家庭。”蘇牧師的意思是提

醒我們做父母的，不但要注重兒女在知識方

面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他們的品格和

靈性教育，也就是：“教養孩童，使他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蘇文隆牧師的這兩句話虽短，卻意義深

遠，讓我沉思、反省、回憶了許久。回想過

去的十年，正是我們夫婦和兩個相差一歲的

兒子們經歷我們人生中“驚濤駭浪”的時

期。這十年過去了，主所賜給我們數算不盡

的恩典，讓我無話可說。 

當我在回想神所賜的恩典的時候，不僅感

謝神的揀選之恩，特別要感恩的是神賜給我

一對在品格上近乎完美的父母。今年是父親

離世二十五週年，雖然父親在不到六十年的

人生歲月，因為積勞成疾被主接回天家，但

是我仍然感謝主，讓我享受了三十年的父

愛，而父親傳承的品格，一直是我在教養兒

子時的準繩。除了父母以外，神憐憫我，賜

給我一位既是良師也是益友的妻子，她彌補

了我許多的缺陷，尤其是她的耐心和愛心，

常常提醒我如何成為孩子的榜樣。我們的母

會，休斯頓西區中國教會的牧師們和許多弟

兄姐妹們，經常用神的話和他們自己的生命

見證來教導、鼓勵我們，使我們在孩子十歲

之前、還沒有到凱地植堂之前，就已經裝備

了我們如何成為青少年的父母。 

在凱地從植堂到建堂這十年來，神藉著凱

地教會的牧者們和許許多多的弟兄姐妹的教

導、鼓勵和寬容，不但幫助了我在個人靈命

上的成長與學習，也幫助我和若芹在建立一

個“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家庭過程中不敢懈

怠。我求神繼續幫助和使用我們，讓“至於

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成為我們

一家在同奔天路的旅程中不改變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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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Away from Home 

Minister John Chen 

Blessed 10th birthday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10 years i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Though I have not been here 

from the beginning (only a little over a tenth 

of the time), I have heard some wonderful 

stories of how God has called KCCC into 

existence, and birthed it through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A group of about 

one hundred people committed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to the call, and 

transplanted to the city of Katy to fulfill a 

vision. Many are still among us today, and 

we praise God, and thank you to be our 

forerunners. 

Catherine and I give thanks to our 

heavenly Father who is sovereign, loving, 

gracious, and faithful. He has gifted us with 

four children to remember Him always. We 

gave our first child a Hebrew name because 

Catherine was pregnant with Eliana when 

we were on a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study tour in Israel. Eliana in Hebrew means 

“My God Has Answered.” God provided me 

a good wife, a helper, whom I prayed and 

waited for. After moving from Chicago to 

Dallas, He provided a church for me to 

minister in. He blessed us with our first child. 

God has truly answered abundantly in that 

first year!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God gifted us a 

second child. We gave her a Greek name to 

even it out biblically. Agape would be her 

name and Agape in Greek means “God’s 

Unconditional Love.” We truly have 

experienced the deep and expansive love of 

God. 

Another couple of years later God gifted 

us a third child. This child was special in 

that during the pregnancy, the fetus 

exhibited “Echogenic Fetal Bowel” in the 

bowel and heart during ultrasound imaging. 

Because EFB is a “soft marker” for trisomy 

21 and other abnormalities, our doctor 

monitored it bi-weekly with ultrasound. 

Statistically EFB occurs in 10-30% of 

pregnancies with Asian descent with babies 

born healthy. However, we prepared 

ourselves to receive God’s gift. After our 

third was born, the ultrasound showed no 

EFB. He was given the name John which 

means “God Is Gracious.” God has allowed 

us to experience His graciousness once 

again. 

Another couple of years later God gifted 

us child number 4. In between John and 

baby number 4, I resigned from the church 

in Dallas. We went through a season of pain 

and sorrow, and yet, relief. It was then in the 

summer of 2014, God showed us His 

continual faithfulness through friends who 

introduced us to the Katy Church. The first 

couple we met was Boon and Dian, and 

then Robin and Judy, pastoral staff, and 

then many others. Praise God! KCCC called 

us in October to a new church, a new 

ministry, and a new spiritual family. We had 

to delay our move because Catherine was 

in the third trimester with our fourth. The 

church was very understanding, gracious 

and accommodating with our request for the 

sake of the baby and doctors in Dallas. For 

this we were very thankful and grateful. Our 

fourth baby was born in December on the 

same birth date as grandmom, and she was 

elated! It was natural for us to name him 

Nehemiah because Nehemiah means 

“Comforted by God.” Oh how God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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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ed us in time of suffering and grief. 

And oh how He has delivered us out from it 

in ways we could not have imagined or 

asked. How can we forget God’s 

sovereignty, His everlasting love, His 

graciousness and His faithfulness? We 

cannot since He is written into His precious 

gifts to us. Above all, God’s best gift is 

eternal life through His Son Jesus Christ. 

We are redeemed and rescued by the blood 

of Jesus shed on the cross to be the 

payment for our sins. The Bible says that 

“Everyone who calls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will be saved.” (Romans 10:13). Praise 

be to God we have true hope and 

assurance to live in Him today and forever. 

Thanksgiving shall be always in our hearts 

and on our lips, and therefore, direct our 

walk! 

God has brought Katy church through 
10 years,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10. In the short time I’ve been here, I 
have experienced daily our wonderful 
church staff, the dedication of our children 
deacons and coworkers, and the love from 
many parents and congregation members. 
Although the church has gone through 
some difficult transitions, and next year will 
have its challenges, too, I urge you to pray 
with me that God heal the spiritual condition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family of God, 
and grow us up in Jesus Christ our Lord. 
KCCC is in a unique place and time for the 
Kingdom of God. Let us continue to be 
found faithful, and so to be used mightily by 
God for His glory. May we look forward to 
enter our eternal home and hear the Father 
says,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Come and share your master's 

happiness!” (Matthew 25:21)  

 

寶貴十架的恩典 

陳麗妃

首先，要為凱地教會建堂十週年獻上感

恩。這是神的教會，這裡有神的祝福、有神

的同在、有神所膏抹的牧者，和許多愛主的

弟兄姊妹，它是何等蒙福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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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我們與凱地教會一起成長，有歡

笑有淚水，然而主不僅藉著弟兄姊妹的禱告

扶持帶給我許多的安慰和鼓勵，經歷寬容與

醫治；也時常在主的愛中受管教與約束，學

習在順境和逆境中數算恩典讚美神，領悟到

每一個難處都是試煉，通過試煉就能看見神

的祝福。 

特別感謝多年來不間斷地關懷和默默為我

們家禱告的弟兄姊妹，以及陪伴我成長的屬

靈同伴，是你們的禱告托住了我，給我力量

繼續往前走。 

回想二十年前剛從休城搬到凱地時，我和

家人，以及在台灣的父母、弟弟、妹妹都還

在拜偶像。如今，我的父母親、弟弟一家四

口、妹妹以及我先生，都已受洗成為神的兒

女。若不是祂的愛和憐憫，若不是祂的恩

典，我們可能還在罪中沉淪。“唯有基督在

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

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 5:8）而且唯

有神能使人回轉，祂使人歸正的大能堪比創

造的大能。感謝讚美神! 

 

去年因癌症兩次手術，加上重度憂鬱症的

81 高齡母親，在同樣高齡的父親與家人耐心

陪伴與照顧下，靠著主的恩典，於今年九月

與父親回到教會參加長輩獻詩。感謝神! 

一切頌讚，榮耀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

父!  

數算不盡的感恩 

滕李詩妍

感謝神 2010 年帶領滕牧師和我到凱地

教會，六年來要感恩的事實在數不勝數。其

中最令我珍惜的，是與弟兄姊妹在主內建立

的友誼，深深體會到彼此關懷和勉勵的甘

甜！ 

神也透過不同事工，給我機會與一些弟兄

姊妹認識更深。從早期參與過的青少年主日

學、更新教會網站，到現在的敬拜小組等

等。在主內同工，難免有不同意見和處事方

法，從而讓我學習自我調整、與人和睦的功

課。 

一年前在神的開路和感動下，帶領我參與

長輩們的長青團契。雖然自己可以貢獻的實

在有限，神讓我在當中受益良多，見證了忠

心的長者同工們，在幕後默默服待，並持之

以恆地接送其他長者。他們的愛心付出，為

我這個後輩樹立了好榜樣！讓我向他們致

敬，願神記念祂忠心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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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凱地教會的屬靈成長——神所預備的保羅、巴拿巴和提摩太 

Catherine Chen

自從 2015 年 3 月我們家搬到凱地，已

將近兩年。當我們找房子定居時，其中一個

禱告是求神預備屬靈的支持。神的應允遠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我希望有像保羅的屬靈長輩。神賜我年長

敬虔的姊妹們，作禱告夥伴和明智建議的幫

助。她們是我屬靈的榜樣，教我堅持禱告，

鼓勵丈夫，快快傾聽，並順服神的話語。她

們的生命見證就像羅馬書 12:12 所說，“在

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

切”。 

神也預備了巴拿巴，祂使我們有機會開始

簡單的團契和聖經學習。我們用觀察、解釋

和應用的方法研讀約翰一書和約翰二書。結

果，我們在發掘神的話語中得喜樂，並求天

父使我們不論在哪裡服事，都能學習彼此相

愛。我們的友誼更加深入和珍貴。 

神也帶給我提摩太，使我謙卑。她們是年

輕的信徒，有些姊妹和我一樣有小小孩。當

我們活動交誼時，一起分享對神的感恩，也

分享教養兒女及生活上的挑戰。雖然我們常

有失敗軟弱，但我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

人所能承受的，信實的神總為我們開一條出

路（哥林多前書 10:13）。看見她們的信

心，我真是被激勵！她們分享聖靈如何光照

罪，默想聖經金句的心得，以及上帝的話如

何更新她們的心思意念，改變她們。我們一

同為那艱難的景況禱告，也彼此用笑聲打

氣、歡呼。 

有一段時間，我缺乏靈修生活。我決定與

幾個姐妹分享我的掙扎，她們委身為我禱

告。神加添力量、賜下恩典，使我將時間分

別為聖。當我靈修時，丈夫也幫忙照顧小

孩，讓我有安靜的時間。诚如羅馬書 8:28

讲的，“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回顧神的供應，我看到祂的奇妙作為。我

們有些是通過兒童訓練課程或是主日學的服

事而相識，有些單單因著基督的愛而願意花

時間帮助我靈命的成長。這些屬靈關係的本

質都是植根於上帝的話語和禱告。神所賜給

我的保羅、巴拿巴和提摩太們，幫助我把聖

經實踐在生活上，用信心向標竿直跑，並靠

聖靈的幫助傳福音。除此之外，KCCC 許多

的弟兄姊妹，他們的信心、愛，和無私的奉

獻都帶給我們家庭滿滿的祝福。基督的門徒

彼此的團契不是為了自我享受，它的目的是

彼此在真理上建造、儆醒，出去向世界見證

耶穌，榮耀神的名（約翰福音 17 章）。 

親愛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能是獨行俠。

你渴望屬靈的支持嗎？祈求，神必按著祂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應允你。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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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真好 

吴洪飞 陈芩

很感恩有机会追忆我们一家在凯地中国教

会爱相随相伴的四年历程，祈求我们的天父

上帝保守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圣灵的带

领，愿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家和你们家度过

感恩的每天并能荣神益人。 

时光易逝，转眼我们家从宾夕法尼亚州搬

到休斯顿已四年有余。这四年来，我们家经

历了很多困难、挫折，有健康上的极大担

忧，也有生活中的沉重压力；但我们家更是

在生命中品尝到主爱的滋味，也深刻感受到

凯地中国教会弟兄姊妹的爱。主耶稣的爱一

刻没有离开我们的家，祂每一次不仅把我们

从死荫幽谷解救出来，而且所赐的都超出我

们的所求所想；教会弟兄姊妹的爱也相随相

伴我们走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有家真好，

神所配的就是最好的。 

在短短的四年工作经历中，我遇到两次很

大的考验。第一次是刚工作四个月(2013 年

1 月)，大老板闭门与我谈论了在公司工作需

要注意的事项，并告诉我三个月后重新考察

评估我。当时我就蒙了，不知如何是好。感

谢主我们有凯地教会这个家，因着弟兄姊妹

的祷告托住，我的工作不仅得以延续，而且

借助这个考验，神将平安的灵放在我心里。

通过这个试验，神教导我祂应许的信实，而

且在工作中要学会沟通、谦卑和顺服。第二

次是今年 2 月（2016 年 2 月 29 日）被公

司裁员，慈爱怜悯的上帝再次向我们显明祂

奇妙的作为。被裁员的那一天我很恐慌，我

妈妈很伤心，因为我想到我们当时持有的是

O-1 签证，裁员将使我和我家顿时失去合法

留在美国的身份。感谢教会弟兄姊妹的长期

真情祷告和祈求，我们的神是听祷告、行奇

事的神。我递交的三个月 EB1-B 绿卡竟然在

2 月 26 日（被裁的前一个工作日）被批

准，并在一个星期内收到绿卡。主耶稣的供

应和弟兄姐妹无私的爱，让我们在失业期间

不缺乏，并籍着教会弟兄姊妹祷告和帮助，

神赐予我美好的第二份工作，并于 8 月 1 号

正式上班。感谢神的恩典和祝福，唯有我们

的神是随时帮助和供应。感谢主的爱充满我

们凯地教会这个家中。有家真好，神所配的

就是最好的。 

在四年休斯顿生活中，我和我家人在身体

健康上也遇到很多次巨大的考验。从我们家

儿子恩恩（Emmanuel）未出生前的染色体

检测，到我自己被怀疑癌症，再到芩的视网

膜脱落问题，再到 Emmanuel 的眼骨断裂，

每一个考验都在教会弟兄姊妹的恒切祷告和

关爱中，全能的神用祂的杖和杆引导我们一

一安然度过。通过 Emmanuel 未出生前的染

色体问题，神亲自告诉我：神是知道我、爱

我的，并要赐给我最好的。神是何等的信

实，Emmanuel 是我们家最健康和强壮的。

神也通过医生怀疑我癌症这件事让我妈认识

到神的大能、慈爱和怜悯，从而让我妈放弃

她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愿意跟随主走一生

有平安的路。说到芩视网膜脱落问题，摘录

一段最近在微信里的对话，可以看见上帝的

爱、怜悯和保守：当时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为

芩的视网膜脱离恒切祷告，芩很感恩，写

到：“‘感谢你们来自天父满满的爱’，幸

福的我说，也流下温暖的泪水”。一姊妹回

应道：“真希望你这温暖幸福的泪水一流，

眼睛就好了。上帝保佑，阿门！”另一位回

应：“阿门！神必再一次带领保守你！”；

“神一定会医治你的眼睛。”„„上帝真的

就这么怜悯和保守，眼睛在进一步专科检查

时的结论是眼睛视网膜健康，没有脱离。感

谢主亲自怜悯和医治！Emmanuel 的眼骨断

裂错位约 10 毫米，神不仅感动无数次教会弟

兄姊妹的祷告和关爱，更是差派天使夫妻无

微不至地关心和陪同，不是骨肉亲胜似骨肉

亲 。 神 也 通 过 奇 妙 的 安 排 让 我 们 的

Emmanuel 不用作手术。感谢神的怜悯和医

治，与我们凯地教会这个家的同在。有家真

好，神所配的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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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凯地教会这个家短短的四年中，我

们家不仅通过苦难经历到我们伟大神，而且

我们家也沐浴在神话语之中。感谢主赐给教

会忠心侍奉的很多牧者、主日学和 CCF 老

师，通过他们的口，我们更好地认识了我们

的神；感谢主赐给我们三福课程，让我们学

到如何把这最美好的福份与人分享；感谢主

通过“美满婚姻”、“比翼双飞在主里”和

“恩爱夫妻营”，让我们充分认识到神造美

好婚姻的旨意，鼓励我们在夫妻生活中荣耀

主的名；感谢主让我们也有机会参加美南华

人差传大会，和教会的每年布道会以及培灵

会，让我们每一次都能加深与神的关系，更

亲近神；感谢神赐给我们恩典小组和教会众

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主耶稣的

样式；最后我们特别感谢神的奇妙作为，拣

选我的妈妈、岳母和芩的哥嫂成为祂的子

民。感谢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凯地教会这个

家。有家真好，神所配的就是最好的。 

感谢全能和慈爱主引领我们一家在休斯顿

的过去四年，通过在我们家一次次的作为让

我们亲身经历神话语的信实:“我们只管坦然

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

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 4:16）；

感谢教会弟兄姊妹用恒切的祷告，关怀和爱

托住我们一家，借着你们的祷告、祈求和感

谢，神一次次赐我们一家出人意外的平安。

感谢神爱我们家也爱你们的家，因为我们的

神是满有恩典、怜悯、大能和慈爱的神，并

让我们有凯地中国教会这个共同的家。

 
 

感谢教会是我家 

张华

在我们教会庆祝 10 周年之际，我也回顾

了一下我们家与这个教会一同走过的，这看

似漫长又飞逝而过的 10 年。在我们家这 10

年里，两个儿子都长大离开了家，女儿爱丽

飒（Alisa）也从一个小娃娃长成了少女。我

们几乎每个星期来教会崇拜，孩子的成长和

长进，都有着教会点点滴滴的记号，每一个

记号都带着上帝的恩典、信实与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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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像我们父母的家一样，可以让我们

每个星期回到这里，看望孝敬父母，放松自

己心情，并与兄弟姐妹们欢聚一堂。由此，

我们在美国的游子生活，也不缺乏在家乡的

喜乐，甚至更甜蜜和幸福。对于女儿和我

们，这里存在的意义更是何等的深，何等的

无可替代，因为这里有上帝的爱，这里有上

帝的同在，这在世界上寻找不到。我们在生

活中有很多的难处和绝望，但每当来到这

里，借着牧师和主日学老师的教导那从上面

来的话语，就给我们莫大的鼓励和盼望，藉

着兄弟姐妹的善良和爱心就得到莫大的安慰

和力量，使我们又有信心去迎接未来新的一

周，新的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在这里接

受着上帝赐给人们心中的爱和关怀，向前奔

走着永生的道路，在我们面前的难事那就都

不叫事儿，这是何等的美善！在这里，上帝

不让人退缩，不让人畏惧跌倒。祂在这里建

造了一个温暖的港湾，使祂的子民在地寄居

之时，也是可以欢喜快乐地常常赞美祂！ 

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就是因为那些

以爱心和耐心来恩待我们这一家的弟兄姊妹

们，他们每次送上最温暖的祝福、最甜蜜的

微笑、最温暖的双手、最坚实的怀抱，和对

我们不弃不离的爱和支持，让我们这一家在

世界上虽然有苦难，在祂里面却有平安喜

乐，一家人得蒙满满的祝福。特别感谢那些

耐心接待我女儿 Alisa，这位最弱者的弟兄姊

妹们。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还有姐姐妹妹，特

别是南希姐姐，放弃与朋友同学在一起的时

间，近年几乎每次来陪伴我女儿，这得有多

少的爱心耐心和毅力啊！像南希这样有大爱

之心的孩子，也必能做成她心所愿的人生愿

望，因为神也必与她同在和相助！Alisa 记得

你们每个人的名字，上帝更记得你们的名

字。你们就是上帝派到这个教会里的众天

使，你们可以彰显祂的爱和祂的美名，你们

岂不是属祂的，这教会岂不是属祂的吗？愿

神继续祝福、带领我们的凯地中国教会，让

它成为这个社区的灯塔，为社区做光做盐，

使这里人们的生活更有来自神的喜乐和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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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 

徐李月英

感谢主，神赐给我两个我爱的家。一个是

我肉身的家，一个是我属灵的家——凯地中

国教会。我真的好幸福快乐啊！虽然早年我

先生被主接走，但我所生的儿女和他们的另

一半，都非常孝顺且爱主。七个孙子和一个

孙女，也都乖巧，且爱主、爱人。感谢主的

恩典，亲自拣选我们成为祂的儿女，因此我

们的生活简单、朴实、亲切，和乐地欢度每

一天。我每天早晨起来，首先要向我的神祷

告，感谢祂所赐的一切。 

更要感谢的是主赐给我一个属灵的家——

凯地中国教会。我真的好爱它，虽然曾有过

忧伤，我深信那是神的心意，让我更倚靠祂

的信实带领。我属灵的家有这么多好牧者、

长执、小组长以及核心同工们的付出，使我

欢喜快乐地过着教会生活。另外从 2003 年

我进入小组，至今我的心委身不变。我爱我

的小组，我爱我的属灵大家庭，我爱我家里

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切颂赞荣耀都归我主

我神。

 

夫妻同心事奉神 

陳麗媛

參與建堂 

2004 年四月先夫陳立德牧師與我從巴西

來到休士頓與女兒們團聚。當時二個女兒在

西區教會聚會，所以我們也一起加入西區成

為會員，不久教會積極推動 Katy 植堂事工，

我們也全力支持參與。 

凱地教會借用美國教會下午聚會那段期

間，主日清晨我們在西區崇拜結束，即趕回

家準備下午去 Katy 參加崇拜與主日學的服

事。雖然比較趕，身體疲憊，但回家的路

上，經過布希公園那一大片綠地，二人心中

十分輕鬆、喜樂，好像完成神託付的工作，

任務完畢、圓滿交差的感覺，實是一段值得

回憶、甜美的日子，因為他身體健康、喜愛

運動，神學院的教職和教會的服事都帶給他

極大的喜樂與滿足。 

罹患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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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這樣的日子並不長，2008 年他查出

患了漸進性肌肉萎縮症。自此，行動漸漸不

便，走路須用柺杖，2010 年從神學院退下

來，前往中國醫病無效，七個月後返美，此

時上下樓梯十分吃力，因此搬來 Katy，加入

凱地教會敬拜神。 

 

病中服事 

由於疾病的進展，他的手腳僵硬不適，夜

裡翻來覆去難以成眠，白天精神不濟，身體

日漸衰弱，但他告訴我不願坐著等死，要竭

盡所能準備材料去教主日學，甚至在家開

“聖經研討班”。 

每當他坐在電動椅上、聽著優美的音樂，

專心的打電腦、做投影片備課，甚至撰寫聖

經希伯來文初級教材時，我感覺他好像忘了

身體一切的病痛與不適。他常會喜樂地和我

分享神給他的亮光，驕傲地展示他做的投影

片，不但美麗並可更清楚地幫助學生學習神

的話。 

每次教完課回家，由於身體虛弱，他總是

一身汗溼透內衣褲，用溼毛巾幫他擦好身體

換上衣服，他就帶著我做感恩的禱告，謝謝

天父幫助我們完成今天的服事，將一切的榮

耀歸給神！ 

有一次他開玩笑地對我説：“這功勞百分

之百是聖靈的，不過將來得獎賞時，百分之

七十是妳的，我只有百分之三十。因為沒有

妳，我不可能完成這些服事。” 

溫馨教會 

我非常感謝神，安排我們住在離凱地教會

那麼近。在他生病期間，教會願意讓他繼續

在神的事工上有份，甚至不怕麻煩由四位弟

兄抬他上台講道。 

承蒙楊牧師、師母和眾弟兄、姊妹們，不

管在精神或物質上、都給予我們許多的關愛

和幫助。二次在聖誕佳節、勞師動眾地來到

寒舍報佳音。這一切，在疾病的艱難中、都

帶給我們全家許多的溫馨和鼓勵，永遠難

忘，非常感謝您們！

凱地教會與我 

王台妹

本文是在鴻波姊妹多次催稿下倉促寫成，

挂一漏萬，請弟兄姊妹包涵。 

KCCC 就像一個吃奶孩子在跌跌撞撞下

慢慢成長，我真的是“千言萬語”點點滴滴

在心頭，不知從何說起，對凱地教會全包在

一個“愛”字裡足以道盡！ 

1991 年我們數十家被母堂 HCC 差遣到

西區來植堂，於是 WHCC 在租來的小小倉

庫裡大家同心服事，蒙神的恩手帶領西區的

快速成長，接著有三年建堂六年植堂的異

象。 

猶記 1999 年在老黃繼榮牧師召集的一

個會議上，提到要往 KATY 植堂的異象。當

時與會的我正為佈道部的執事又住在

KATY，當下有楊皓峰牧師的拍案參與下我理

當回應參與這植堂的使命！於是凱地福音開

荒工作便於 1999 年底開始著手，在 2006

年正式由西區教會差派出去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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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帶著我們一群住在凱地的弟兄姊妹在許

重一牧師與全教會的弟兄姊妹的禱告差派

下，帶著不捨加感恩的淚水離開曾經齊聚一

堂的西區眾弟兄姊妹。感謝神，我們踏出去

了！ 

 

十年了！這十年在摸索中學習獨立、從無

到有，有歡笑、有淚水、有恩典、有憐憫、

有學習、有管教，步步留下的痕跡都看到神

的恩手牽引扶持，更用祂說不出來的嘆息為

屬祂的孩子禱告！一路走來，最讓我懷念的

是初期的前六、七年的時光，大家同心喜喜

樂樂的服事，美也！後段猶如過度青春期的

孩子，求主幫助在成長階段慢慢成熟，每個

人“愛祂、尊祂”，家就有光彩！ 

教會是神掌權神為頭的所在處，我們都是

被重價買贖而分別為聖，不再做罪的奴僕，

而是有何等福份成為神家裡的一份子！做榮

耀上帝神義的奴僕！ 

凱地教會是我們屬靈的大家庭，這裡有神

的愛、也看見神的愛！是以神的話為根基和

弟兄姊妹所擺上的心力，一瓦一磚慢慢建立

起來！凱地教會是一個以小組發展福音事工

的教會，多年來看到各個小組長同工及弟兄

姊妹在主裡殷勤事主，擺上的時間心力絕不

徒然，相信神必記念！ 

我們真的是要大大的感恩，有哪個教會像

我們凱地如此多的華人同胞在教會的四圍社

區居住？這兩年來新的移民增多，神將得救

的人添加給我們，需要牧養、澆灌、栽培和

關懷。感謝神帶領關愛團隊的成立，團隊默

默地同心付上代禱與實際上的關懷，這些愛

是從神而來！關愛團隊需要大家的投入專

注，你關懷、我關懷，神家裡的都被關懷！

而今這個大家庭需要家人更多的投入，及同

心在主裡竭力保守合一！一起學習多放下自

己的驕傲，老我多點被破碎被對付，謙卑地

來到主前，“滋潤人的必被滋潤”。 

曾經有一位牧者說：不要讓事奉來拖垮我

們的生命；乃要讓生命來成全我們的事奉！

多年來這句話深深在我心提醒自己，在此與

親愛的弟兄姊妹共勉之！若不是神的憐憫與

保守，如此軟弱無能的我，唯緊緊抓住我的

主，真是除祂以外別無所靠！主的恩典够

用！ 

願凱地教會成為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教

會！彼此順服，彼此成全！多點守望扶持！

每個神家裡的人都做一個結果子的枝子。下

一個十年更多的高舉神，榮神益人！

七年行政服事的感恩與感想 

楊謝宜叡

感謝讚美神帶領凱地教會走過十年的歲

月！相信弟兄姊妹在此期間，都經歷了神的

榮美信實，嘗到主恩的滋味，體驗服事的喜

樂，並感受到肢體和睦同居的甘甜。 

教會辦公室的行政團隊，每星期的必行公

事之一就是中英文週報的編印。小小一份不

起眼的週報，内容卻包羅萬象：教會的異象

和使命、崇拜的内容、主日學課程簡介、凱

地家訊、社區消息、代禱事項、財務及奉獻

報表、聚會人數統計、服事同工名單，等

等。這麽多的信息，都得仰賴牧者、長老、

各部門執事、小組輔導、小組長以及弟兄姊

妹，定期或即時傳達給辦公室，然後由同工

們將之整合、編寫、翻譯、校對及影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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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由義工們折疊完工後，在主日崇拜時分

發給弟兄姊妹閲覽。 

有幸身為行政團隊的一份子，擔任第一任

的中文秘書，我常和弟兄姊妹接觸與聯絡，

因此較清楚會眾的動態，也較了解教會的情

況。從 2009 年 2 月行政團隊開始到凱地樓

上班開始，我將一些重要的事情記錄下來，

在電腦建立了“會友大事記錄”檔案，至

2015 年 12 月退休離職爲止，總共記錄了

160 多件大小事情。在此略舉一二，與大家

分享回味： 

在任職近 7 年間，我們慶祝新堂落成；

喜見兒童部教室與辦公室擴建；同心為佈道

會、培靈會與詩歌見證會的舉行接力禱告；

感謝神差派 7 位牧者與主任先後加入教牧團

隊、歡送 3 位離職的牧者、歡迎 3 位行政同

工；不捨 9 位榮歸天家的弟兄姊妹、安慰

31 家失去親人的家庭；迎接 23 個新生命的

誕生；歡慶 3 對新人在新堂舉辦婚禮。 

我們眾弟兄姊妹從世界各地各方來到北

美，相聚于凱地教會這個屬靈大家庭，絕不

是偶然，乃是神的美意與計劃。大家互為肢

體、同喜同悲、相互扶持、榮耀主名，實屬

不易，我們絕不允許撒旦作破壞的工作。每

一個人都要學習放下自我、謙卑為懷、尊主

為大、看別人比自己強，並要時時頌讚主，

且多說造就人的話。如此一來，教會就能和

樂融融，讓主的心意得到滿足。

   

十年在凯地教会服事的点滴 

韓務新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马太 20:28，马可 10:45） 

十月九日在教会曹泓波向我为教会十周年

特刊邀稿。我的反应是“我不行，但我可推

荐更合适的人给你。”回家后立刻给友人打

电话，请她为特刊写稿。放下电话，心中有

些不安，难道自己在凯地教会十年，真的没

甚么可说的吗？思考了许久，觉得虽然我的

文笔不好，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可将我这

十年来在教会不同岗位上的服事所得写出

来，做个见证。 

当我们由西区教会植堂出来的初期，是借

用路得教会做崇拜。杨举贤弟兄找我做财务

部的同工。当时我们在一间很小的房间，有

一张很小、摇摇欲坠的桌子，桌子放的是手

提电脑，每星期要结算崇拜奉献所得。有时

路得教会网路不通，还须移师到杨弟兄家中

继续未完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教

会，财务部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快速电脑，

神供应了教会财务部的需要。现在财务部非

常的制度化，做起帐来非常得心应手，感谢

主！我在财务部服事了 4、5 年，之后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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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工作压力大，身体的健康状况欠佳等原

因，就停了这份事奉。 

在财务部服事中最大的收获，是我克服了

困扰我 40 多年的“台上恐慌症”。我在高

中时有过一次非常可怕的台上经验。记得我

是要在站在司令台上，对着全校的师生用三

分钟简单地介绍自己。前晚我早准备好了，

反反复复练习了好多遍。谁知我一上了台，

就双脚发软、心跳加快、整个大脑一片空

白。站在台上三分钟，我只说了自己的名字

和谢谢两句话。从那时起，我就无法上台对

大众说话。在财务部的最后一年，执事拜托

我用一点时间在台上向会众解释什麽是“奉

献与银行自动化”。我百般推辞都挡不掉，

只好请小组帮我祷告，求主怜悯同样的糗事

不要再发生。上台前我求神给我勇气，赐我

信心。结果一站上台开口说完“大家好”

后，话语由口中鱼贯而出，我的心跳没有加

快，脑子清清楚楚，没有一点惧怕。感谢

主！我的“台上恐慌症”竟然痊愈了。圣经

說：“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

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后 1:7）你若

依照神的旨意去爱神、爱人，你便不致被恐

惧弄得晕头转向。 

在凯地教会初期，主日学老师非常缺乏，

大部分都是姊妹服事。我也做过一阵子学前

儿童的主日学老师；事实上我的儿女都已成

年，我的头痛毛病又常犯，我心中不是很愿

意去服事。可是每次推托我的心就不安，祷

告后就决定顺服。以前在西区教会我也教过

主日学，只是当时我年轻，儿子也在班上，

从没时间多思考、观察。在凯地教会教主日

学时，因为顺服，让我能以不同的心态去从

事这份事工。在小孩的心灵中，只要听到有

能力的人，一定会順服。他们由所听的圣经

故事中知道耶稣基督是有能力的。他们会向

耶稣基督祷告，也相信神会垂听。凯地教会

儿童主日学的教材非常丰富，小朋友都非常

喜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

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

人”（马太 19:14）耶穌基督告訴我们，小

孩子才是属于神国度的子民。因此，當我们

帶小孩子来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就像是陪

他们走进神的国度中。對我们这些大人来

說，是借著这些小孩同时享受到神国的恩

典。感谢主，我们的教会能有一些有爱心的

同工，帮忙准备主日学需用的物品和教导儿

童主日学，让我们的孩子能在年幼时就认识

主。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弟兄也加入了主

日学老师的行列。哈里路亚，感谢赞美主！ 

我在 2014 年退休，正在考虑如何打发

时间，教会秘书找我帮忙管理教会午餐财

务，我就开始了午餐财务的服事。每星期在

星期四前必须结算前周日午餐收的钱，以及

准备下周日午餐该缴的钱和饭票等。因为每

星期在教会待的时间长了，我有了较多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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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牧师及行政人员有了更多的认识。牧师

对我也由“台上讲道的牧师”成了可以一起

聊天的牧师。也因此了解到牧师不是完人，

而是和我一样有自己的缺陷。我相信如果教

会同工和会众愿意按照耶稣的真理来帮助牧

师，同时牧师也愿意接受帮助的话，我们的

教会会众便能共同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

和一起成长。感谢主！ 

2015 年的某天，杨牧师问我能不能在星期

二来教会教英文。通常我一定会回绝这个要

求，因为我不认为自己够格教英文。但是那

天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事后想来，觉得我

一定是受了圣灵的感动。如今从当初的教英

文初级班改成了教中级班。目前中级班由顾

伟中弟兄、李福民弟兄和我一起负责。感谢

主，我发现这次的服事又是一种祝福。从教

课中我也在学习。从学生问的问题，我也发

现自己有许多的不足，常常回家后会忙着找

资料或打电话问女儿正确的用词。我也认识

了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两节课间休息时

提供水果、点心。他们还帮忙接送不会开车

的人来教会上课。学生三不五时会送家中种

的蔬菜给我。虽然有些学生不是基督徒，我

相信只要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主的爱及恩

典，有一天他们也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

们的救主。 

保罗在罗马书 12:11 曾说：“要心里火

热，常常服事主”。感谢主，在每次的服事

中我都有一颗喜乐的心，因为我知道我们做

基督徒服事的态度，必须是从心中发出来的

火热，而且要殷勤不可懒惰。耶稣曾说：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并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

20:28，马可 10:45）。主耶稣自己更是为

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服事榜样。祂道成肉身，

谦卑捨己。我们做基督徒的更是应该照着耶

稣的模式，甘心侍奉。不轮是哪个岗位的服

事，服事的形式如何，我们的心要先被主得

着，被祂来改变。我们服事的大小、成功与

否，神有神的标准和赏赐。只有我们的意念

与神同心，我们才能被神所用。 

感谢主让我在教会中能参与不同的服事，

在每次的事工中都能得着益处。感谢主，凯

地教会有如此多的弟兄姊妹愿意为祂所用。

求主继续赐恩于凯地教会，感动更多的弟兄

姊妹，让大家都能为了我们教会的成长来同

心协力，与主同工。也求主保守我的身体健

康，让我能继续做蒙主喜悦的事。阿门！

在事奉中成长 

杨克闲

从凯地中国教会植堂到现在，转眼已经十

年了。感谢神这十年来的带领，让我能在事

奉和生命上得到锻炼和学习，并且和教会一

起成长。 

我也想借此机会真心感谢这些在教会植堂

过程中的带头人，能够有那种主里的热心，

和全然的摆上，才让凯地中国教会从无到

有，克服了各种困难，一步一步地成长。教

会在十年前刚起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事奉

是一个离自己很遥远的事。从来也没有想过

自己能承担什么。在弟兄姊妹的鼓励和带领

下，自己也才学着事奉。从同工，小组长到

长执会，逐步地得到锻炼。 

 

事奉本身也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

们也会遇到风浪，但只要我们能依靠神，就

能学到有益的功课，也更加体会到自己各方

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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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数算这十年来神对我们个人、家庭

和教会的诸多恩典。我们前面还会面临各种

挑战，但只要我们能仰望神，神就会继续保

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兴旺。

我的音乐学习之路 

章玲

我学习音乐的路程是在凯地教会开始的。

我曾经无数次地计划着数年之后自己退休后

的生活，可从来没有想过，对音乐一窍不通

的我可以在音乐上为主服事。 

感谢凯地教会两年前开办了音乐主日学，

Steve 弟兄和思嘉姊妹的讲解，让我这个从

小没有得到任何音乐熏陶、即将退休的成人

第一次知道乐谱中唱名和音名之间转换的奥

秘，第一次接触到一直以来认为深不可触的

乐理：五线谱、音符、大调、小调、降调、

升调等等，叩开了学习音乐的大门。 

今年二月我再次得到 Steve 弟兄和

Vikki 姊妹的关爱，他们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教导我学习打架子鼓。在他们耐心热情的指

导下，以诗歌为练习曲，竟然完成了十几首

曲子，还上台打了几首响应诗歌。为主可以

尽自己微薄的一点力量，心中的喜悦和感恩

无以言表。 

 

在 Steve 弟兄和 Vikki 姊妹耐心、热

情、不惜花费自己的业余时间的指导下，不

间断地学习，现在这些五线谱、鼓谱都成了

我熟悉的好朋友，自如地打鼓服侍主的日子

指日可待。 

感谢主，感谢凯地教会，感谢一路给予我

指导和帮助的弟兄姊妹！

恩典的足迹——凯地中国教会十周年小组成长回顾 

仇斌

教会十周年庆来临，小组事工也已走过了

16 个春秋。从 2000 年至今，凯地中国教会

历史上曾有 45 个小组。按建组时间顺序，他

们分别是：Highland Trail，Cinco Ranch， 

Grace Fellowship,晨光，Kelliwood，Beck，

Park，Grand Lakes，恩惠一，恩惠二，磐

石 ， 合 一 ， 同 心 ， 西 湖 ， 东 湖 ，

WestGreen,GreenTrails，晨光 1，晨光 2，

晨光 3，Cinco Ranch East，Cinco Ranch 

North，Cinco Ranch West，活水，更新，

Agape+，Bilingual，WestPark，福康，CR 

South，彼岸，信靠，Park East，Pine Mill 

Ranch ，盼望，恩典，青草地，長青，

ParkWay，信实，喜乐，清心，慕义，

CornerStone，Unashamed。无论是过去的

（图中灰色）还是现在正在运行的（图中黄

色）小组，每个小组都倾注了弟兄姊妹无数

的时间和爱心，见到它们的名字就会给我们

带来一段段亲切、美好的回忆。 

增长是凯地教会小组的特点。16 年中凯

地小组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和持续增长期两个

阶段。从 2000 年开始的前 6 年，由 Cinco 

Ranch 一个小组累积增长到 18 个小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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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会小组的高速增长期。从 2006 到

2016 年的后 10 年，每年累计增长 2-3 个

小组，是稳定增长阶段。至今已有 36 个小

组。 

 

有计划的培训是凯地教会小组增长的原因

之一。每年一期的新组长培训，给小组系统

持续增长注入了新鲜血液。十多年来，大约

已有 100 多位弟兄姊妹参加过组长培训。现

任组长轮训也开始了一期，正在完善发展当

中。辅导是组长的主要支持同工，也是小组

健康成长并且保持与教会合一、共同建立小

组教会的关键。教会的第一次的辅导培训在

2015 年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 

领人信主是小组的主要目的之一。小组是

慕道朋友接触、了解基督信仰的第一站，也

是他们见证基督徒丰盛生命的地方。我们的

组长和同工中大多数都参加过教会三元福音

的训练。感谢神因着他们对福音的负担，从

2010 到 2016 年，在小组中有 131 位成人

受洗见证自己的基督信仰。 

小组也是组长和小组同工们被神造就，并

彼此扶持的地方。组长是小组教会的细胞

核。组长带领小组的过程也是被神造就的过

程。准备查经、鼓励应用、关怀组员，这些

小组的日常事务给了组长和同工们经历神、

活出神恩典的机会。多年来神造就了许多忠

心、恒心，并有牧养、教导恩赐的小组骨

干。教会现有正副组长 73 人，正副辅导 9

人，其中 3 位辅导是建堂后组长培训班的学

员，他们和老辅导们一起组成了现在的小组

辅导团队。 

我们的小组更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有神

的地方就有爱。神的慈爱把小组里的弟兄姊

妹连结在一起。因着爱神的缘故，组长和辅

导们甘心乐意地摆上时间，金钱。小组里关

怀、照顾的故事数不完。从生老病死的大

事，到柴米油盐的家常琐事，弟兄姊妹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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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般的关爱成为小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每

个小组每年记录一件彼此相爱的故事，十年

下来几百个故事应该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

了。我们知道小组中远不止每年一件爱的故

事，就这样一个个爱的小组组成了一个充满

爱的凯地教会。 

 

小组长培训课 

提笔写小组事工感恩回顾时并不顺利，很

久都没能动笔，好象在努力地寻找丢失的恩

典。真实的小组服侍经历，并不是前面描述

的那样天色常蓝，其中有许多的困扰和挑

战。有小组解散的，有不愿增长的，区牧缺

乏、辅导经验和人数的不够，小组需要支

持、祷告不够，许多的同工们在服侍上需要

有更多的恒心和智慧。面对如此多的困难、

不足，我曾经多次有放弃服事的想法。以前

读出埃及记时，常常为以色列人惋惜，不理

解他们为何亲身经历了神带他们过红海的神

迹竟还敢抱怨神，去拜金牛犊，真是愚蠢、

忘本。看着“凯地中国教会小组成长图”，

回顾神带领我们教会小组的 16 年，每一个

小组就是神带领我们走过的一个足迹，感恩

之心油然而生，也深深地为自己信心动摇、

恒心不够而羞愧。我们是一群正在被神使

用、模造的人，我们的缺乏正是神需要磨练

我们的地方。我们需要常常记念神的带领，

多多感恩。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劝戒我们

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

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

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

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求神让我们

在服侍磨练的风浪中扬起信心的风帆，顺服

神的带领，同心合意，在凯地见证神的荣

耀。  

一个永远不老的团契——凯地团契 

王敏心

教会为十周年特刊徴稿，当时只想到一定

可以看到许多好文章，没想到要自己参与写

稿。在某个主日崇拜结束后，曹泓波姊妹问

我可否为特刊写点什么，我马上的反应就是

我怎么能行，心想我们教会五湖四海，人才

济济，那能轮到我。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反省

自己，我们一家在凯地居住 30 多年，做基

督徒 20 多年，经历两次植堂，却不愿出来

为主做见证，此时心里充满了亏欠。许多年

来，经历到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凯

地的华人，相信神不是看重我的能力而是我

的心意，愿将一切荣耀赞美归给我们的上

帝！ 

1980 年我们来到了凯地居住，很幸运地

认识了蔡良俊和李淑德夫妇，他们带着我们

参加“凯地团契”（Katy Fellowship）。当

时在凯地的华人不多，大都是台湾来的华

人，国内来的人并不多见。此地也只有我们

这一个华人教会的团契，那时大人，小孩约

20-30 人，不管在谁家都非常热闹。大人在

楼下查经，我们轮流把小孩带在楼上画画讲

故事。小孩们打架、争吵的事经常发生，常

常需要排解、劝架。时间飞逝，这些当初的

小淘气们现已都已是职场上的强人，许多也

已为人父母，在他们身上神的恩典数算不

尽。 

当时的中国教会在市中心 Main ST，离凯

地甚远，我们经常缺席崇拜。1991 年出来

植堂，选址在 Hammerly 和八号交口，租用

改装的办公楼来开始崇拜。感谢神！节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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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路上奔波的时间，也少了一大早催促孩

子们的吼叫声。我们与孩子定时开始在这里

一同学习敬拜，一家也先后受洗，宣誓成为

神的儿女。1992 年神为我们预备了在附近

的一块地，开始建造属於我们自己的家。

1995 我们欢欢喜喜地搬进了一个属灵的大

家——西区中国教会，在这里我们有着许多

温馨的弟兄姊妹参与服事、彼此代祷，一同

学习成长。厨房里充满我们的切菜声与嬉笑

声，我们安逸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大家庭，

孩子们在青少年部许重一牧师的带领下，在

神的国度茁壮成长。 

2006 年我们“被迫”离开我们安逸舒适

的家，依依不舍我们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

来到凯地植堂。那时我们连教堂要建哪都不

知道，还要去借用别人的教会来聚会，寄人

离下，战战兢兢。心里有些怨言，那时又碰

上石油危机经济萧条很多人失业，我们怎么

可能盖教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

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

念”（以赛亚书 55:9）。2009 年我们的新

家——凯地中国教会在凯地的土地上耸然而

立。 

2000 年开始，团契改为小组制，我们最

早的凯地团契也分成了恩惠一、恩惠二两个

小组，组员都是台湾早期来的留学生与家

属。许多年后，国内同胞陸续迁入，定居休

士顿凯地区。2016 年教会的小组也增长到

三十多个。神已早早预备，祂的供应远远超

过我们的想象。 

恩惠小组开始的成员有青年、中年，现都

已迈入老年阶段。我们一起经历了孩子的成

长、离家、就业、结婚、为人父母。组员大

都已离开职场，我们互相勉励，时时提醒，

保持着年轻有活力的心境。除了含饴弄孙

外，我们经常结伴运动、锻炼、唱歌、聚

餐、旅游，享受小组亲密的休闲时光。当然

随着年岁加增，我们的健康也开始面临各种

考验。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一同受苦的

同时，我们学习如何彼此安慰和守望相助。

感谢神，因为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

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

爱”（约翰福音 13:34）。哈利路亚，赞美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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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凯地教会 

钟瑜

陈世华和我在 2005 年开始参加 WHCC

的主日崇拜，并且参加教会的小组团契（同

心小组和信实小组）。2006 年 WHCC 在凯

地植堂，我们就在凯地教会了。如今回想这

十年里的许多经历，我脑海里面不由自主地

浮出“感谢神”这首歌的旋律。 

世华和我于 1996 年复活节受洗、开始

追随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去过好几个教会。

在两地分居的日子里，分别去过不同的教

会。感谢主的带领，我们最终在凯地教会真

正找到了属灵的家。 

世华到凯地教会不久，就有一种很强的归

属感。他比我早几年加入教会。一般来说，

基督徒夫妻都会同时加入同一个教会。我似

乎没理由不同时加入。然而我是比较内向的

人，做事比较小心谨慎。世华各方面都比我

成熟，虽然在年龄上只比我大一点。他总是

给我很多的空间和自由。在加入教会这个事

情上，他一如既往地宽容、理解我。 

世华加入教会后，对教会的事工很热心，

为主作工也带给他很多的快乐。家里有许多

琐碎的花时间的事情，我就只好自己多做

了。世华时不时会声明一下，“我要去为教

会做事情了！”还假装挑衅地逗我，“你不

敢有意见吧！”看着他快乐得闪闪发亮的眼

睛，我确实无法有意见。我觉得唯有主的大

能大爱，能让我们都谦卑下来，好好合作，

把神的爱活出来。 

我很想和世华一起参加教会举办有关亲子

关系、夫妻关系的课程、活动。世华当时觉

得我们家现状挺好，不需要花时间了。神的

作为真是奇妙，当我放弃，不再烦他的时

候，世华一次又一次给我惊喜，主动去注册

夫妻恩爱营、美满婚姻课程、家庭营，等

等。 

2012 年的夫妻恩爱营让我们得到很多教

导，也引导我们去反省。当我闭上眼睛、头

靠在世华的肩膀，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甜酸苦辣，突然间一切都消失，只留下大学

时两情相悦的最甜蜜时光，我们倆都流泪

了。相识相知二十多年来，风风雨雨中可以

一起吵吵闹闹地携手走过，不离不弃，这真

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神的怜悯！ 

 

2013 年的美满婚姻的课程，尤其是和杨

牧师、师母面对面的婚姻答卷分析，让我们

婚姻更上一层楼。世华向来是一个听道行道

的好弟兄。一旦发现我们的弱点在于沟通，

他就想办法克服。我们上班在同一栋楼，每

天中午休息，他会提醒我，出来一起走一

走、谈一谈。如今，我从楼上的窗口俯望我

们共同走过的那条小路，总会痛心而又甜蜜

地回想起世华讲过的笑话，他分享的一切的

一切。我们当时的另一个弱点在于预算，世

华就花心思、花时间去做好预算，甚至给女

儿、儿子各自开了个银行账户，每个月给他

们存点钱，将来约会、结婚时用。他还给我

开一个“小金库”，偶尔会提醒我要管理一

下，还会善意嘲笑一下我对钱财不理不睬的

态度。我如今就基本上按照他做好的预算去

过日子，让我少了很多困扰，对将来多了些

信心。 

2015 年九月初的家庭营，是我们最后一

次一起参加的教会活动。家庭营的主题是建

立美满家庭。妻子要顺服丈夫，我想我勉勉

强强做到了。丈夫要尊重、爱惜妻子，有舍

己的爱，如同耶稣为教会舍己，世华不仅做

到，而且做得非常好。我为此感恩。我想听

关于忧郁症的讲座，世华就陪着我听。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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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心碎的日子里，我体会到了神的爱和圣灵

的同在。当我在面对现实和逃避现实两个选

择之中摇摆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世华在我身

边，揪住我的头发，说“面对，面对！” 

世华离开我们的日子里，教会的教牧同

工、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帮助真是数也数不

清。有许多弟兄姊妹来家里探访我们，送饭

来给我们，帮我接送、陪伴、教导孩子们，

还有多少弟兄姊妹默默地为我们祷告，甚至

多天禁食祷告呢！在无眠的夜晚里，我含泪

把一笔又一笔的捐款记录下来，把一张又一

张的劝慰卡片仔细阅读，感受到弟兄姊妹在

和我们同苦难、共悲伤，我心得到莫大的安

慰。感谢弟兄姊妹无私的爱。 

2016 年秋季，我在教会的主日学“职场

圣徒”上课学习。我已经在同一个公司工作

了 10 年。公司的同事非常好，给我很大的

支持帮助，我过去也很喜爱我的工作。在一

波又一波的裁员中，做事心不在焉的我没有

被冲到浪口，而是被同事们的爱心重重围绕

着、保护着。然而，我的生活热情、尤其工

作热情还是在消失中。前面的路该如何走？

我有很多困惑。感谢主的带领，教课的弟兄

们紧扣圣经的教导，并且无私地分享经验。

这个课程帮助我解开了一些困惑。我想我会

记住 "Tough times never last, but tough 

people do." 我想我会走出困境，靠着我主渐

渐刚强壮胆起来。 

2016 年 11 月初的培灵会中，圣灵大大

做工，挪去我眼中的梁木，让我重新看到了

脚前的恩典之路，面对着的人生标杆。我想

我会在这条恩典之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

去。当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这不

是我一个人的挣扎，而是在弟兄姊妹的祷告

中、扶持下的灵命成长。靠着恩典，我的老

我将完全破碎；靠着恩典，我将学会宽恕、

并以基督的心为心；靠着恩典，我将会康

复；靠着恩典，我将直跑到标杆、交出一本

好帐。我满心盼望着，到了那一刻，我天上

的慈父会欢喜地迎我回家，并亲口告诉我，

我是神所精心创造的、所爱的、所珍重的、

满有能力的孩子。 

在弟兄姊妹的关爱中，我们的两个孩子在

快快乐乐地成长。儿子曾问我，蚊子这么不

好，神为什么要创造它？我无法回答他的这

个问题，不过，眼泪也不好，神为什么创造

它？儿子 Aaron 领悟到了神创造眼泪的美

意，因为他亲眼见到了教牧同工、弟兄姊妹

的眼泪，他幼小的心灵深深地感受到了爱和

安慰。世华于 2014 年暑假带女儿信主，女

儿将于今年感恩节受洗，儿子今年暑假决志

跟随主。这些都让我无比感恩。 

凯地教会于世华和我来说，就是我们的

家。过去，我们很少去想教会为我们做了什

么。回头想想，教会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因为教会是由这么多的、不求自己益处的弟

兄姊妹组成的。感谢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

世上有这么温暖的家。求神继续保守我的心

怀意念，让我每天每时每刻所行所讲所想都

荣神益人，做一个神家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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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黄宜洲

时光倒流，让我们的思绪暂时回到 2015

年 9 月份的劳工节。对！想起来了，就是我

们教会在 Forest Glen 举办的家庭营。幽静

无际的森林，湛蓝如镜的湖水，简单朴实的

木屋，清新洁净的空气，新鲜甘甜的蔬果，

涤荡心灵的话语„„我们在那里一起回归自

然，回归本真。三天两夜的时间似乎一下子

就过去了，但神的话语却悄悄地、深深地留

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建造美满的家

庭，首先要建立美好的夫妻关系。一男一

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是神的心意，

也是我们的心愿。通过一系列的主题讲座，

让我们更加明白婚姻的含义，更加明了夫妻

的差异，更让每对夫妻重新思考：如何彼此

委身、彼此认错、彼此饶恕。在分享见证

时，大家都敞开心扉。有丈夫当众向妻子真

诚认错，并感谢神赐给他这样一位好妻子。

有妻子为丈夫长年的尽心尽力、理解包容而

动情哽咽。有丈夫为他们结婚二十周年，向

妻子献上温馨感人的诗句。当最后一起唱着

《我们成为一家人》时，大家相互握手拥

抱，很多人都热泪盈眶。人海茫茫能遇到另

一半多么不容易，没有理由不去加倍地珍惜

和爱护对方。我们都愿意从改变自己开始，

从毎一天的生活开始，努力成为合一的夫

妻，建造合一的教会。当天有一个场景深深

地打动了我，那是我们杨老牧师饱含热泪，

欲言又止的神情。不禁使我想起了圣经里的

一句话：“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

命。”（约翰福音 10:11）是的，我们多么

象一群迷失的羊，我们多么需要一位好牧人

啊。 

回忆有时候很奇怪，一旦开始了就会不由

自主的越走越远。那是 2010 年 9 月份，巧

了，又是一个劳工节的长周末。大家想起来

了吗？没关系，如果弟兄姐妹忽然问这个问

题，我也可能说不上来。但是那几天我们都

唱了同一首诗歌，大家一定不会忘记的。

来，让我们一起再唱一次吧：“在无数的黑

夜里，我用星星划出你„„这一生最美的祝

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

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祂

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那

时教堂刚建成不久，苏牧师特地把张伯笠牧

师请来，一连三天，讲题是“耶稣是生命的

光”，“耶稣是生命的粮”和“耶稣是生命

的活水”。张牧师结合他的亲身经历，从 89

年民运后逃亡说起，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如

何把福音传给了他，让他见到了真光。接着

在美国重病住院四年，几乎用尽了人的方法

却不见好转，后来耶稣怎样神奇地使他痊

愈，更奇妙的是医院还免了他天价的医药

费。相信很多人当时也被张牧师的证道打动

了，他每次在台上呼召时，都有不少福音朋

友举手愿意信主，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

可那时我的心刚硬，虽然有感动，却还没有

行动。但这一首《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已经

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回到家里姊妹忽然对

我说:“我要重新受洗一次，和你一起受洗，

最好是在《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的歌声

中。”想不到几年之后，我们真的如她所求

那样，在最美的祝福中一起受洗了。后来她

在微信里写到：“婚礼是我们一生一世的承

诺，浸礼是我们携手共走天路的见证。感谢

主，今天把这个福份赐给了我。” 

 

说起诗歌，记得好多年前刚接触教会时，

听到了《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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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是不嫉妒„„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第一次听

就被歌词所吸引，欲罢不能的感觉，心想这

是一种怎样的爱呢？竟然永不止息。因为这

首《爱的真谛》，我开始慢慢有规律地去教

会，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是出自哥林多前

书。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唱到了一首《主

的妙爱》:“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面临

你爱，使我深觉惭愧，象我这样，你竟还肯

爱我„„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深，

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几度令你伤怀，但

主你爱却又将我找回。”回到家后，情不自

禁的一遍又一遍地听，抱着几个月大的儿

子，一边听一边流泪。让我再跟大家分享一

首《爱我愿意》吧:“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

又慈祥，„„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得自

由释放„„”这是我们教会诗歌本里的一首

歌，在车里我就经常听，可惜我一直听错了

一个词，直到有次星期天在教会敬拜唱到了

这首歌，才恍然大悟。我一直把“我愿意降

服”听成了“我愿你享福”，我这么长的时

间都未能信主，就是因为骄傲，不愿降服。

那一刻我的眼睛再一次湿润了，我对主说：

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里，我愿意降

服。感谢主，籍着一首又一首祂的诗歌来吸

引我、开启我、挽回我。 

细数神的恩典，在过去的日子里，令人难

忘的美好片断太多了。我们曾经在球场上你

来我往，挥汗如雨；我们曾经在厨房里一饭

一菜，配合默契；我们曾经在州立公园点燃

篝火，遥望星空；我们曾经在祷告会中为家

为国，彼此代祷；我们曾经在小组聚会天南

地北，有说有笑„„这就是我们的教会大家

庭。让我也借这个机会感谢诗班的弟兄姊

妹，能够和你们一起用歌声，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赞美主，这是我的福气。你们在排

练过程中所流露的耐心，细心和爱心一次次

感动着我。你们唱诗时所散发的热情、激情

和真情不停地感染着我，让我能够有机会学

习、锻炼和成长。 

 

在神的带领下，感恩凯地中国教会迎来了

第一个十年。愿我们一起同心同行，彼此建

立，荣神益人，向下一个更丰盛的十年标杆

迈进！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

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的。”（哈该书 2:9） 

A RECOLLECTION IN GRATITUDE 

Dian Tan

How does one recollect a 10-years span 
of doing life in Church?  

In 2006, we moved from WHCC to 
KCCC, Daniel was 14 and Isabel 12. As 
middle-schoolers, they had the privilege of 
having Ed as their Youth Minister. The 
youth met at Roesner House for Focus on 
Friday nights. Once a dilapidated house 
with sparse furniture, it was then modestly 
remodeled. We remembered sending them 

there, sometimes with food trays, and 
lingered by to chat with our friends, the 
Chong's, the Hsu's and the Lin's families. 
We thought with better facilities after we 
build the real church building, things will get 
even better. Little did we know that was one 
of the fondest memories we had in church. 
Ed and Alicia were God-sent, the children 
loved and looked up to them. Often came 
back with stories of them or baby Faith. 



Katy Light 凯地之光，凯地中国教会十周年纪念特刊，2016 年 12 月 

37 

 

From middle to high-schools, they were 
nurtured and mentored by them in so many 
ways. Even on dating (or not to!) tips and 
prom night etiquette!  

We remembered fondly Daniel's 
fellowship, the “Caterpillar Men” and 
witnessed how a group of teenage boys 
gathered faithfully to study God's words 
weekly. You sighed with joy when you 
caught sight of them bowing their heads to 
pray. And there was this big Thanksgiving 
Dinner they organized for their families 
every year. Planning and grocery-shopping 
together, baking turkeys and sweet potatoes 
and cakes... One year Daniel had to peel 36 

hard-boiled eggs for his deviled-eggs 
appetizer! And between them, they had to 
bake five turkeys! At the party, they would 
be serving food and taking turn expressing 
gratitude to their family and God. How 
thankful should one be when your 
teenagers did that for you? Later most of 
them served as Student Team Leaders and 
joined the Worship Team, serving the 
church faithfully until they left for college. 
Seeing these boys grown up to be fine 
young men, to be true followers of Christ, 
how much thanks ought we to give to Him 
who is the True and Faithful? 

For ministry life, we started with 
Children Ministry 10 years ago. What 
amazing coworkers God had given us: Luke 
& Sarah, Debra, Lily, Chelsea, Tiffany and 
Kuo-Shian and later Carol... With the 
dynamic and child-targeted Promised Land 
curriculum, we had a blast! It was priceless 
to see the children laughed at the skits we 
put up! Oh, how their faces lit up when they 
see us in costumes! It was not easy at the 
beginning with rooms that were too small 
and no place to store material, and the 
teething problem of a new ministry. But it 
got better and better until we had our new 
children’s wing and it was perfect! How 
does one expresses the joy of worshipping 
with Luke and the children, the joy of 
teaching to captive students and at times 
witnessing them accepting Christ? These 
were the blessings-laced days of ministry. 

A few years back I began teaching 
youth, the 10th and 11th graders. It was 

often a small class and I had more intimate 
time with my female students. Then 3 years 
ago I taught the 9th graders and some of 
them were my Promised Land kids! And I 
followed them till they are 11th grade now. 
Seeing them mature in Christ, so busy with 
school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nonetheless consistent in their commitment 
to Sunday school and ministry is a joy only 
a teacher can understand. You love on 
them, care about them and pray for them 
and gratitude wells up when you see them 
in class on Sunday! This year Boon joined 
me in the Youth Ministry teaching the 12th 
graders. We spent many delightful hours 
talking about our lessons and sharing the 
truth we learned each week.     

The 10-year span was marked by 
departures. Pastor Daniel's family, Michael 
and Kaori Holmes, Luke's family, Stan & 
Christine... Every time someone dear left, 
it's as though they took a part of you.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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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hurts sorely when a member leaves. It 
was painful and sorrowful and took a long 
while to heal. However we were thankful still 
- that God had deemed us worthy to have 
these precious ones with us once, and for 
the impacts and blessings they had brought 
to our lives and to the church. 

Lest we forget the fun-filled moments, 
let's recount some of the wonderful 
experiences. One with the greatest fun-
quotient was when we invited Helena’s and 
Luke’s family over for dinner. After dinner, 
Kenneth organized us into two teams and 
we were given an hour to compose a dance 
routine. We elected our leader, chose the 
song, choreographed the dance, named our 
team, practiced then performed. It was 
super comical and hilarious! Our boisterous 
laughter filled the living room! Don’t think I 
had ever laughed that hard! We were 
literally rolling on the floor! The best part 
was we recorded the whole event and 
laughed over and again each time we 
viewed it! Surely God smiled on us that 
night... 

Another memory-maker was the trip we 
took with church-family. One was travelling 
to South Padre Island with the Hsu family. 
We remembered how Michael taught them 
to fish and how proud they were of the tiny 
fish they caught for us to cook! The 
gorgeous sunset we saw strolling along the 
beach and the yummy Taiwanese beef-stew 
and stir-fried cabbage Jennifer prepared for 
us in that spacious condominium...  oh that 
we could go back in time... 

The trip with Chong's family to Smokey 
Mountain was a story-book experience. It 
was there we had our first truly white 
Christmas, and the ensuing fierce and 
exhilarating snowball fight! How we 
marveled at the whiteness of everything, the 
softness of snow underfoot, the freshness in 
the air and the silence of the mountain when 
we went exploring. The next few days we 

were snowed-in with scary tales of cars 
falling off the icy road and so we stayed in 
and played card games for hours on end, 
making meals out of whatever we had. 
Isabel still thinks that biscuit we baked, sans 
key ingredients, was the best biscuit ever! 
And who can forget our charming, picture-
book pine cottage with icicles-hanging 
eaves, narrow staircase, cute bedrooms 
and amazing views? And those moments 
when we dipped our hands into the snow-
piled outdoor table and some of the brave 
ones soaked themselves in that wooden 
hot-tub and how we cuddled up in the sofas 
to watch TV and munch snack?  Didn't our 
hearts overflow with praise to the Lord who 
gives us nature, joy, laughter, friendship and 
everything good and beautiful? 

 

The story of thanksgiving continues, and 
each year God opens our eyes to see the 
works He is doing in our church. We are 
thankful for the new friends He brought in: 
Minister John's and Pastor Wai's family, 
Carl & Emily, Howard & Atkham, Eddie & 
Jeanie, Jamie & Debbie and so on. We pray 
for the church to be a place that will likewise 
bring much joy and blessings to these 
young families and we pray also that we will 
be counted faithful in small things by God 
who does big things in our church; to whom 

we ascribe all glory and grea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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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expected Journey to Katy, Texas 

Alicia Leung

Ten years ago, I was facing a lot of 
fears in the midst of a new marriage and life 
with Ed. The Lord was calling us to move to 
Houston and serve the church in a foreign 
city called Katy, Texas. Leaving the 
comforts of my family, friends, and home 
church ignited insecurity and doubt, 
especially as a young bride. However, the 
Lord brought to my mind Ruth 1:16, 
“…Don’t urge me to leave you or to turn 

back from you. Where you go I will go, and 
where you stay I will stay.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my God.” Like 
Ruth, I was being called away and to follow 
God’s will for my life. With a very limited 
perspective, I prayed that the Lord would 
use me and my new husband to serve the 
people of Katy. I couldn’t have been more 
wrong about what God would do in the next 
ten years. 

   

                    Katy Baby Shower in 2009                                                      Youth Baptism 

From the beginning, God was growing 
my heart in ways that I would never imagine.  
I learned about hospitality through the many 
KCCC families that invited Ed and I into 
their homes for many meals and small 
groups. I learned about discipleship through 
my work with the youth ministry. I saw godly 
men and women modeling a healthy 
balance of ministry with work and family. I 
saw faithful servants of Christ serving in 
multiple ministri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beginning stages of the church. I 
experienced grace through the many 
members of our church who supported Ed 
as a novice minister and later as a full time 
student. I experienced kindness through so 
many KCCC families who treated me like 
their own daughter. I gained loving sisters 
who faithfully prayed over me in times of 

weakness and fatigue. I gained 
understanding of God’s truth through the 
preaching of God’s Word. I found my new 
church family to be full of wisdom and 
generosity as I went through life stages 
including marriage and motherhood. I found 
that KCCC was truly God’s blessing for me 
and my family. 

Despite my own doubts and fears, the 
Lord opened up my eyes to see the benefits 
of a bilingual church setting, and raised in 
me a greater love and understanding for 1st 
generation Asian Americans. You see, I had 
thought that the Lord’s purpose for me was 
to serve KCCC. Instead, the Lord used the 
KCCC family to stretch my faith, care for my 
family, and break down my pride. I praise 
God for continuing to allow me to b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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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ient of KCCC’s fruit all of these years. 
People ask me and Ed why we choose to 
attend KCCC. Our response is simple: 
KCCC continues to be a place that our 

family can grow in the Lord and experience 
His grace through our ministry and 

relationships.  

 

我在凯地华人教会遇见了耶稣 

刘宏

我和先生刘庆斌在 2014 年初从俄克拉

荷马州开车来凯地，用一周的时间专门找房

子。我们特别请原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

祷告，希望神带领我们找到合适的房子。我

们看了糖城和凯地的一些房子，但因为供不

应求，稍微看上眼的房子就会有十几个买

主。其中，更有许多人用现金买房。我们无

意与那些人抢购房子，心里深信主会为祂的

孩子特别预备。在找房子的同时，我们也在

找教会。先生在网上查到凯地教会，于是周

日我家来参加主日崇拜。当牧师开始祷告的

时候，我清楚的感受到耶稣就坐在我旁边，

正如平时遇见祂的时候一样暖融融的，充满

了平安！我的心被主感动着，不由得开始抽

泣，眼泪止不住流出来。我觉得有些不好意

思，想尽力克制自己，却是不能，只好跟主

祷告说：“主啊！我知道了，就是这里，这

间教会，因为袮就在这里！”接下来，当牧

师呼召长执上前来服事饼杯，他们的服事好

象将我带进了帐幕，带进了至圣所。当我在

小组中分享这一经历时，我们小组有几位新

信主的弟兄姊妹也都分享同样的感动。其

中，还包括十多岁的孩子，也被圣灵感动而

流泪。 

那次主日崇拜完了，我们到了儿童组领儿

子，就遇见了丫丫姊妹。我们谈起找房子的

事情，她就提了一句，“可以去我们 Seven 

Meadows 看一下。”在她的提醒下，我们一

回到旅馆，就请我们的代理再找 Seven 

Meadows，一下就找到了现在住的房子。竟

然是一层，我们喜欢的，而且没有人排队。

看了之后很喜欢的，还是样板房。来凯地一

周，就下了一个定单买好了房子，成了

Seven Meadows 的居民，感谢神！ 

开始参加凯地教会后，主一直都在引导，

主更奇妙地供应我现在的工作。我们的主是

活着的主，阿门！祂感动我、呼召我、责备

我、安慰我、引导我。来凯地参加的第一堂

主日学，是姜辉弟兄的“CROWN MINISTRY

的管理钱财”，课讲得很好，但主也借他让

我看到儿童组的需要，感动我开始了在儿童

组的服事。 

在这里聚会不到三年，不仅自己一路经历

神的带领，也在教会弟兄姊妹身上不断看见

神的作为。焦红的儿子重病得医治；更有一

位姊妹与丈夫分开十年，主竟然奇迹般使他

们破镜重圆，并且先生也成了神的孩子！教

会的长老执事和小组长同工们好多都是都是

双职工家庭，长执们除了周一到了周五上

班，就是周三祷告会，周六长执会。周日除

了服事，下午还常常开会。我常被他们对神

的家这样付出而感动。在他们中间，台妹姐

和李大哥对主的忠心更是常常激励我。我们

的组长和小组的同工们也常在一起讨论如何

更好地带领小组，如何更好地关心那些福音

朋友。我们刚到青草地的时候，有另外一个

小组缺人，我心里还想：“要不要过去那边

帮忙？”结果，再去聚会的时候，新来小组

的潘弟兄一家已经主动转到那个小组服事。

还有，在凯地之光看了京皓姊妹的见证，知

道是我们的主在她心里做工，催逼这位三个

孩子的妈妈去散发福音单章，心中为有这样

体贴神心意的弟兄姊妹而感恩！仔细想来，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工作、家庭都这样繁忙的

人甘心乐意在教会尽忠尽责？我想原因只有

一个，就是他们同样遇见了主自己，他们是

在回应耶稣的呼召，所以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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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的时候，陈芩姊妹和洪飞弟兄也

在困境中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在失去工作

期间，他们一家一直都是其乐融融，从老到

小没有一个焦虑的。他们还与张弟兄一同来

探望我的婆婆和公公，为他们传讲福音。我

在洪飞弟兄的脸上只看到了谦卑和爱人的那

颗心。他们的信心甚是感动了我的婆婆和公

公，他们也非常稀奇这家人的爱心和信心！ 

神在凯地教会的作为是奇妙的，祂在教会

中兴起许多的弟兄姊妹为祂作见证，为要叫

更多的人归向祂。正如希伯来书 12:1 所说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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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

稣„„”神就是这样使用你、使用我、使用

许多默默服事祂的弟兄姊妹，来见证着祂的

真实！ 

的确，每个教会都有不完全的地方。有的

教会太大，有的太小，有的又看起来挺穷，

有的连牧师都没有。凯地教会也一样尚未完

全。然而，我愿在此与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

们共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24 讲到：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

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

体„„”弟兄姊妹们，愿凯地教会的不完全

因为有你、因为有我而得到补足。正如彼得

前书 2:5 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是

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

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亲爱弟

兄姊妹们，我感谢神为我们这些在凯地神的

儿女预备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家，感谢祂在我

们当中所行的奇事，更感谢祂为凯地中国教

会所开的那一扇门，是人手所不能关上的福

音大门，为要引领更多的失丧灵魂回家。愿

我们都是来珍惜、共同建造凯地中国教会，

使更多人在这里遇见耶稣！

 

 

KCCC and My Growth 

Leon Xu

Communit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fostering lasting 
relationships. The community that I have 
experienced at KCCC is no different in 
helping the believers develop deeper 
relationships. Throughout these past ten 
years, whether serving at FOCUS, helping 

out with the children’s ministry or just 
spending time with people at lunch and in 
classes, it has taught me how important 
fellowship is in developing my spiritu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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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 grew older I learned how much the 
church had been serving the people within 
the community of the believers. Ranging 
from greeters to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s 
volunteers, they demonstrated the way that 
Christ served us. I believe that compelled 
me to serve as I grew up. I started with 
teaching the kids in the summers and 
helping out with VBS in college. I remember 
fondly one student’s decision to accept 
Christ because it was during that time that I 
was struggling with my faith. Through this 
God taught me how even the youngest 
people have something to teach you. 
Through him I witnessed what a childlike 
faith looked like and when I got home that 
day I felt confident in my faith again.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served on STL and 
through that I learned that leadership is 
more about serving the needs of others and 
guiding peopl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rather 
than giving commands to people. In these 
two ways I came to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the community of believers that 
surrounded me was. 

Coming back from college and realizing 
there would be familiar faces has always 

helped me remember the roots of my faith. I 
believe that despite people leaving, their 
presence is still felt through the people that 
they have impacted. I hope that as the 
church grows we continue to impact people 
in this way. For this reason I have been 
serving whenever I have been given a 
chance, as I always remember the way 
Christ first served us.  

I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has helped me 
grow in ways that I have never expected. 
Some of those ways are hav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od’s provision, what a 
childlike faith looks like and how important 
the community of believers around me is. I 
hope that as we continue to grow as a 
church we do not forget these truths and 
many more. My experience in this church 
enables me to teach others about what I 
believe and better share my testimony with 
strangers. My hope is that as people 
continue to come to church they too will 
reap these benefits.  

Our community has allowed me to grow 
spiritually and also physically because it has 
pulled me through some of the worst times 
in my life. My hope is that other people will 
also experience this rejuvenation and 
continue to thirst for the Lord.  

Thanks to Kat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in helping me to grow as a person 
and also giving me a chance to serve as a 
member, as I don’t want to just sit back and 
reap the benefits. Thank you again for all 
the memories and all the experiences that 

are yet to come.  

十年成长的感恩之路 

章优德 傅楚丽

感谢神让我们一家人有这个机会与凯地中

国教会一起走过十个年头。在这里我们想和

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走过的十年成长之路，十

年感恩的心。 

（1）信仰 

感谢神，祂让我们一家大小在过去十年里

都在这里一起事奉神。孩子们在幼小的年纪

就开始与我们一起事奉神。她们长大成人

后，也都在大学团契里事奉神。我们学习到

一个好功课，就是要肯定自己的身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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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走过高山低谷，我们在主里的身份永远

不会改变。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永生的生

命，有圣经为人生手册。 

（2）家庭 

感谢神，祂让我们有一个充满爱、温馨和

快乐的家庭。我们学习到一个好功课，就是

要建造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我们夫妻要恩

爱，同建美满婚姻；我们要以无条件的爱教

养儿女，我们要孝敬父母，加深手足之情。

我们学习到幸福家庭的特质，那就是委身家

庭，彼此欣赏，良好的沟通，花时间在一

起，有共同的信仰，有应变的能力。 

（3）健康 

感谢神，祂让我们一家人都有健康的身

体，活泼的灵命，乐观的性格。虽然在成长

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一些身体、心理上

的风浪，但是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我们所

度过的日子如何，我们从神那里来的力量也

如何。感谢神，借着苦难让我们更加注意身

心灵的健康，我们学习到要定期检查身体，

注意饮食，常常运动，有充足的睡眠，注意

减缓生活上的压力，有一些知心朋友，彼此

守望，终身学习，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

神。 

（4）事业 

感谢神，祂让我们有一份好的工作。虽然

我们也经历了工作上的压力，经济不景气、

低油价和失业的风险，但是神保守了我们。

感谢神，祂让我们学习到在工作环境中荣耀

神。我们学习到一个好功课，就是要在职场

上荣耀神，在自己的事业里做得好，有好的

见证，有团队精神，好的人际关系，对上对

下有良好的沟通。 

（5）理财 

感谢神，祂让我们学习到理财的重要性，

有健全的财务状态。圣经中有 2350 节经文

是关于金钱方面的教导，可见理财是重要的

价值观。感谢神，祂让我们学习到有正确的

金钱观，有良好的理财方法，有良好的家庭

预算，有平衡的投资，做神忠心的好管家。 

（6）朋友 

感谢神，祂让我们在凯地中国教会也结交

了一些要好的同工和朋友。我们每个人都需

要朋友。友谊是很美好的，也是人生不可缺

少的一环。箴言 17 章 17 节和 18 章 24 节

说“朋友乃时常亲爱”，“有一朋友比兄弟

更亲密。”我们学习到一个好功课，就是要

有好朋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多了解

自己，管理情绪，以爱心、真诚学习沟通，

以了解欣赏代替批评。 

（7）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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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祂让我们学习到品格的重要性，

也让神塑造我们的品格。品格是我们生命的

建造和生命的见证。一个人品格的塑造也是

他一生学习的功课。当我们能够活出主的

爱，像哥林多前书 13 章 4-7 节所写那样，

我们就是在塑造我们的品格。 

回顾过去这十年与凯地中国教会一起走过

的路程，心里充满感恩。感谢神的恩典，感

谢牧师、弟兄姊妹们的爱，让我们在走过的

十个年头里，留下了很多主恩典的记号。前

面的路，让我们信靠神，祂会有美好的安

排。

 

KCCC and My Spiritual Growth 

Anthony Hsu

My story is nothing spectacular.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exas, and I just as 
much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church. 
There wasn’t ever a week where I missed 
church simply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go, 
or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better going on 
Sunday morning. I was there from the day 
KCCC broke ground to begin its journey at 
24747 Roesner Rd., and I am, in a sense, a 
product of the past ten years of KCCC’s 
youth ministry. 

 

But there is something indeed 
spectacular when I sit down and analyze the 
inner workings of what happened during my 
time at KCCC. Here are just a few thoughts 
about how God has used KCCC in my 
spiritual formation: 

My theology was shaped during 
FOCUS. Most people would probably think 
of fun and fellowship, not deep lessons on 
theology, when thinking about youth group. 

But there have been times when my 
knowledg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rough FOCUS. For example, I still recall 
learning about the three parts of salvation in 
a small room at the Roesner House. I was a 
high school sophomore on STL about to 
lead a study of Revelations, and I had little 
idea what I was actually teaching. So Ed 
Leung sat me and the other STLs down 
right before FOCUS began, drew out a 
timeline, and began teaching us about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and glorification. 
I am thankful for that moment because, in 
spite of my lack of knowledge and readiness 
to teach others as a student leader, I 
received a key teaching that would be 
central to my understanding of my faith 
journey. 

My heart for missions was shaped by 
short term mission opportunities. I am 
thankful for CSM as well as the Mexico 
mission trip that I was able to be part of in 
2009. Through these short trips, I was able 
to see the world beyond my sheltered Katy 
“bubble”. Not only was I able to serve in 
places of need and be the hands and feet of 
Christ, but visibly seeing in those moments 
that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workers 
are few” began to stir in me a desire to see 
the nations know Jesus. 

My community was shaped by God-
loving believers with whom I surrounded 
myself each week. The importance of 
worshipping with like-minded believers 
week after week cannot be understated. At 
the time I probably thought it insignific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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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the same people each week, but after a 
few years, I find that believers bound by the 
blood of Christ, who know each other and 
serve with one another, have a bond 
stronger than I would imagine. And even 
though I currently attend another church, I 
know that I still share this bond with 
brothers and sisters at KCCC that will last 
for years to come. 

I don’t believe it is an accident that I 
went to KCCC. The Lord had a plan in 

bringing me into the KCCC community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and I can only 
respond with thanksgiving and wonder 
when I think about how far I’ve come since 
2006 and what a big part this church has 
been in that journey. I hope this resonates 
with some and is an encouragement to 
others as we celebrate how KCCC has 
impacted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To God 

be the glory!  

 

十载春秋忆凯地 

梁五更 杜秀香

时间虽然过去了十年，十载春秋冬夏，多

少物是人非，我们依然还记得十年前那个冬

天的主日，在母堂休斯顿西区教会的礼拜

堂，大约 100 位弟兄姐妹，几十个家庭被差

遣来到凯地植堂。带着许多的不舍和牵挂，

亦有对刚刚完工不久舒适的西区礼拜堂的留

恋，我们离开了母堂。 

开车回家的路上，仍然不相信我们这就算

离开了西区，正式到了凯地教会。不断地重

复说：难道真的下个主日就不来西区了吗？

一切仿佛在梦中一般。是的，从此就开始了

每个主日下午在凯地的 Lunthren 教会崇拜

了。 

 

因为是租借教堂，所以除了必须保证在规

定时间内离开，还必须保持所借教堂的干净

和清洁。我们的后勤部长李惠民大哥带领我

们一行几人，每周日负责检查洗手间的卫

生。同时每个小组轮流在两堂聚会后，检查

所有的椅子上不要留下任何东西。以保证所

有人离开后，一切都维持原来的样子。那时

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

么时候有了我们自己的教堂，就不需要聚会

完后必须马上离开了。 

2009 年由于工作变动，我们全家迁移到

了芝加哥。光阴荏苒，一别四年，当 2013

年的冬季，我们再次走进凯地教会时，新的

教堂已经建立。记忆中的那座被浓密的树木

遮盖着的低矮小平房，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是每周五晚上青少年活动的场地，凯地的

姐妹们曾经在那里学习过用蔬菜插出美丽的



Katy Light 凯地之光，凯地中国教会十周年纪念特刊，2016 年 12 月 

46 

 

花篮，也随着巧珍姊妹烤出过香喷喷的葱油

大饼。 

小平房的记忆尚且如此温馨绵长，而组成

凯地教会的肢体间的互动与成长，更是记忆

里最温暖的亮光。我们的儿子博箫在这里与

一群阳光健康的男孩子们一起快乐地长大，

从少年到青年，又带着神满满的祝福和爱从

此启航，走向五湖四海。不知你们是否还记

得公园里的野餐，篮球场上的父子兵，还有

绿色草坪上奔跑着的家庭足球赛。欢声和笑

语，历经十载春秋仍不绝于耳，那是我们生

命中美好的回忆，也是我们和凯地教会一同

成长的生命之旅。 

旧友重逢，喜乐满怀，更赞叹于神对凯地

教会的祝福，看到了那么多的新面孔，还有

年轻的充满了活力的肢体，为凯地教会注入

了新鲜的血液。再次走进凯地，又再一次的

聆听杨牧师的证道，蓦然惊叹，杨牧师的普

通话竟然可以如此流利而清晰。记得大约在

2000 年的夏季，在一个患病的弟兄家里，

聚会祷告，那时的杨牧师只能与我们用英文

交流。大概才刚刚开始练习普通话吧？神的

大能原来竟是如此彰显在祂要使用的仆人身

上。 

十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十年可以一事无

成，虚度年华。十年也可以尽心竭力，传扬

福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手中的器

皿，拓展神国的精兵，在凯地的未得之地做

光做盐；也愿凯地教会成为凯地的一盏明

灯，成为那些流浪异乡、心灵孤独的同胞的

灵魂之家。  

 

从凯地楼到凯地堂 

李日东

在凯地中国教会的图书馆里，我珍藏着两

块牌子。一块是西区教会来凯地植堂的牌

子，一块是凯地教会的牌子。这两块牌子见

证了我们教会的初期历史：从凯地楼到凯地

堂。牌子上面那些细小、斑驳的痕迹，仿佛

就是我记忆中的珍贵碎片。 

 

大约在十年前的一个仲秋之夜，我第一次

踏进了凯地楼。那时候，我们教会借用一家

美国教会在下午做崇拜。听说在凯地楼，每

个礼拜三晚上还有祷告会。在朦胧的夜幕

下，我们开车拐上一条荒野的小路。几间农

场小平房，闪烁着几点灰暗的灯光。凯地

楼？哪里有什么楼房！突然一块牌子出现在

我们眼前，“凯地中国教会”。参天的大树

下面，掩映着一栋古旧的平房；温馨的灯光

里面，荡漾着熟悉的歌声。 

二〇一〇年四月一日，我开始在教会管理

场地。凯地楼其实就是一栋平房，但是弟兄

姊妹却美其名曰“凯地楼”。虽然名不副

实，却是感恩之辞。三房一厅，两个卫生

间。后院加盖了一个大房间，作为牧师和同

工的办公室。在凯地楼的后面，就是正在兴

建的凯地堂。记得我在凯地楼也没有做什么

事，无非就是堵老鼠洞，捅马蜂窝，杀红蚂

蚁，打黄金条之类。更多时候，就是到工地

转悠。数算着日子，预备搬进新堂。五月二

十六，外墙十字架已经挂上。这一年的雨水

特别多，工程进度很慢。搬进新堂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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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延后。我们的同工心里很清楚，也很着

急。大家一直在祷告，为着九月三日晚上祷

告。 

八月十五日，折叠椅按计划运到。因为新

堂还没有验收，只好將折叠椅堆放在老办公

室。估计要到九月初，才能搬进新堂。九月

一日，上午工人还在调试火警系统。下午 1

点多钟火警检测通过，终于获得搬入新堂的

口头许可。九月二日，上午主堂椅子运到。

傍晚来了好多弟兄姊妹，把椅子搬进新堂。

九月三日，中午张伯笠培牧师乘坐的飞机飞

抵休斯顿上空；晚上张伯笠牧师的培灵会在

凯地新堂举行。神的带领何其美好，因为祂

从不误事。十月三十日，凯地教会举行了隆

重的献堂典礼。 

如今凯地楼已经不复存在，教会也换了大

牌子。我保留着这两块又小又旧的牌子，提

醒自己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更不要忘记神的

带领。  

青少年事工和女儿的成长 

刘幼华

有幸见证凯地教会在神的引领和恩典当中

走过的十年路程。西区教会在台上为凯地的

弟兄姊妹举行差派仪式、按手祷告的情形还

历历在目，暂借路德教会每周日下午崇拜、

新堂破土仪式那个上午明媚的阳光、看到苏

牧师电邮发来傍晚水泥地基刚铺完时照片的

激动仿佛还在昨天，当然更忘不了弟兄姊妹

们连夜为新凳子拆卸包装的情形。我这里想

简单回顾一下，凯地教会青少年事工对女儿

Lisa 成长的影响。 

我们 2000 年在密西根开始参加教会并

随后信主，女儿喜欢教会的儿童活动是一个

重要原因。来到休斯顿特别是凯地教会成立

以后，她一直参加青少年主日学和一些青少

年活动。记得当时教过她的主日学老师有卢

启秀、黄煌等姊妹，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特别

的关怀；她也经常参加青少年传道 Ed 和他

太太 Alicia 带领的活动，他们经常向学生们

开放家庭。虽然最后到高中毕业她也还没有

受洗，但凯地教会四年为她打下了很好的信

仰基础，她也把凯地教会作为她属灵的娘

家。女儿在大学时继续参加教会活动，灵里

继续成长，热心为某学生团契服事，并成为

其领导成员。随后在 2012 年感恩节，女儿

终于主动回到凯地教会受洗，让我和太太很

是感恩和欣慰。 

 

2012 年底我在马来西亚出差期间，收到

女儿在脸书（Facebook）上发的一条信息：
Happy Birthday to my baby brother, who is 
not old enough to be on Facebook . May 
he grow up strong with swimming and stuff, 
and keep being fed with the Word and one 

day be able to accept it for himself.（“祝宝

贝弟弟生日快乐！可惜他太小，不能上脸

书。希望他在游泳等方面不断进步，继续学

习神的话语，将来某一天能够接受 真

道。”）这条信息让我感觉到女儿真正是长

大了，她甚至还关心弟弟在灵里的成长。而

这一切，凯地教会青少年事工功不可没。感

恩神利用这项事工得着青少年，也感谢教会

和青少年同工们的服事和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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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分享 

杨万青

太太陆曦在马里兰由张伯笠牧师受洗后，

我就想要抓紧跟上。感谢主，04 年的复活节

我在西区教会受洗了，很快又得知凯地要植

堂，这样离家就更近、更方便了。后来又加

入了同心小组，使我们真正感觉融入到一个

基督的大家庭。每周日的教会布道和每两周

的小组活动，都让我们有所盼望，在繁忙的

一周工作中，心灵得到了梳洗，每天都在感

恩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更让我们感恩的

是我的二姐在经过我们多年对她传福音，再

加上神在她的身上动工，终于去年在我们的

凯地教会受洗了，现在她在深圳一直参加那

里的教会，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我们的儿

女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还经常督促我

们多读圣经，多去教会。有了神的带领，我

们一点也不操心孩子们的成长。感谢主，愿

我们的教会在神的带领下，在各位牧师和同

工们的努力下，不断茁壮成长！  

 

生命的旅程 

苏百达牧师

几年前过 50 岁生日时，有点伤感，觉得

人生这列火车，走得太快。几天前，我在网

上读到以下这篇散文，题目是“人生就像一

列火车”，很有感受。删减之后，在这里跟

大家分享： 

 

人生一世，就好比是一次搭车旅行，

要经历无数次上车、下车; 时常有事故发

生; 有时是意外惊喜，有时却是刻骨铭心

的悲伤„„降生人世，我们就坐上了生命

列车。我们以为我们最先见到的那两个人

——我们的父母，会在人生旅途中一直陪

伴着我们。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他们

会在某个车站下车，留下我们，孤独无

助。他们的爱、他们的情、他们不可替代

的陪伴，再也无从寻找。尽管如此，还会

有其他人上车。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对我

们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之中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我们

的亲朋好友。我们还将会体验千古不朽的

爱情故事。 坐同一班车的人当中，有的

轻松旅行，有的却带着深深的悲哀„„还

有的，在列车上四处奔忙，随时准备帮助

有需要的人„„很多人下车后，其他旅客

对他们的回忆历久弥新„„但是，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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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当他们离开座位时，却没有人察

觉。 

有时候，对你来说情深义重的旅伴却

坐到了另一节车厢。你只得远离他，继续

你的旅程。当然，在旅途中，你也可以摇

摇晃晃地穿过自己的车厢，去别的车厢找

他„„可惜，你再也无法坐在他身旁，因

为这个位置已经让别人给占了„„没关

系。旅途充满挑战、梦想、希望、离

别„„就是不能回头„„ 

我们的朋友在什么地方下车？我们无

从知晓„„我时常这样想：到我该下车的

时候，我会留恋吗？我想我还是会的。 

和我的朋友分离，我会痛苦。让我的

孩子孤独地前行，我会悲伤。我执着地希

望在我们大家都要到达的那个终点站，我

们还会相聚„„我的孩子们上车时没有什

么行李，如果我能在他们的行囊中留下美

好的回忆，我会感到幸福。我下车后，和

我同行的旅客都还能记得我，想念我，我

将感到快慰。 

我不知道这散文的作者是不是基督徒，但

可以看出他很真实地描绘着我们的人生。人

生的一个遗憾，就是爱我们的人，无法终生

陪伴我们；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自己也无

法终生陪伴他们。人的生存，最终好像就注

定是孤独的生存——除非，你有这样一个爱

你的人，你一上车他就陪伴着你，一直到你

下车的时候。 

对我来说，这个爱我的人，就是我所信靠

的耶稣。在一生的路途和曲折中，我感受着

他的带领、安慰、保护、供给。很有趣的，

圣经马太福音 1 章 23 节预言到耶稣诞生

时，特别强调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

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內利。”（“以马內利”

来自希伯来文，翻译出來的意思就是“神与

我們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一生陪伴我

们！对我们这些孤单的旅客们，这不就是那

最大的好消息吗？所以，耶稣就这样应许我

们：“我就常与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太 28:20），祂一路与我们同行——

在病痛中、贫穷中、孤独中、受伤中——直

到我们到达目的地下车的时候！祂的陪伴，

胜过我们父母的陪伴，胜过我们配偶的陪

伴！ 

我也喜欢这散文中所提到的旅客们。旅客

是人类的缩影，人有善良、诚实、谦卑、有

爱心的，也有奸诈、自大、自私的。我们无

法控制别人，但我们要记得，即使周围不可

爱的人，也是神所爱的。愿神赐我们力量，

去爱不可爱的人，使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祝

福。也许当我们下车后，我们周围的人就会

意识到好像他们生命中少了什么。 

圣经罗马书 12 章 5 节谈到基督徒群体

时，这样说，“我們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

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多美的图画！

你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我是上帝给你的礼

物！因为有你有我，基督的身体才完整！上

帝借着你，成全了我；也借着我，成全了

你。上帝何等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

人，竟然可以彼此建立，配得成为基督荣耀

的身体！ 

如今的人，只想得，不愿意给。岂不知有

能力给，也是一个机会。当我们到了终点

站，或旁边的旅客下车后，我们连给的机会

都没有了！一切都只成为回忆而已。今天周

围旅客们的需要，就成为我们的机会，因为

我们是同路人。 

那真正的属灵、虔诚，不是单单表现在神

学概念上，更应该表现在具体的爱心和圣洁

生活。因为“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洁沒

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

母，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書

1:27） 

是的，每个人的机会都不一样，但我们都

有机会：有机会去建立别人，有机会去爱别

人，有机会被神所用而成为别人的祝福。诺

贝尔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说得好：“并不是所

有的人都有机会做大事，但我们都可以凡事

都付出大爱。” 

我是一个付出大爱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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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之下 

魏京皓

编辑按语：这是京皓姊妹长篇分享
“家务二三事”的末篇，以细腻、敞开的
笔触反思教会中的经历，也是教会周年纪
念必要的角度。因为篇幅的关系，无法将
整篇在本期特刊中刊出，其余二篇将在今
后的凯地之光里发表，请有意继续阅读的
弟兄姊妹等候。 

家乡是个离海不远的城市，从小的记忆都

是以大朵大朵的云为背景的。从干燥的内陆

小镇搬到临海的凯地，一下子就认出了这熟

识的漫天云彩，心里也因此对这个初到的城

市亲切熟稔起来。 

 

那一年是 2009 年，正值凯地教会开始

借美国教会的堂，每周日下午聚会。成长中

的新生教会，有份特别的活力，我们与许多

弟兄姐妹一起，见证教会从借堂、建堂、到

搬入宽敞的新堂，见证教会各方面蓬蓬勃勃

的成长。 

在凯地教会的日子，是单纯而甜蜜的。之

前在美国教会累积了六年的孤单，仿佛尘土

一般被吹落了。又一次可以用母语交流、有

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话题、敞开火热的

灵里分享、同样渴慕神的心，让我如同久旱

以后得着雨露的小苗，和姐妹们相伴着、自

在地生长起来。主日崇拜、查经班、小组活

动，都是我不断期盼着的喜乐时光。 

在这里，神也赐给了我特别的恩典。多年

圣灵恩膏的浸润，使缠累我的捆绑终于渐渐

松脱了，我开始亲身经历到神甜美的爱、享

受神同在的甘甜，生命也慢慢有了真正的改

变。惊喜之中迫不及待地追随着耶稣，虽也

常有犹疑退后的时候，但终于真正相信了：

我的软弱不会影响祂对我的爱。 

 

渐渐地，时如飞絮、时如雪野的云天，就

不仅提醒我儿时的温馨记忆，更是指向神的

同在。尤其是黄昏时，偶尔会有云柱突兀地

立在天上，便会寻思这是不是当年以色列人

在旷野所见的样子？日影飞去时，常会有一

朵高高隆起的云，云峰沐浴在光中，白得耀

眼，便会想起主耶稣登山变像时“衣服洁白

如光”，是否就是这样的景象？火红的余

晖，会映在跌宕起伏的云丛深处，像一个燃

烧的祭坛，又引我思想天上那永恒里的祭

坛，有主耶稣做我的大祭司。 

这一天奇幻的云，把我的日常生活与永恒

的真实联结了起来。当我仰望云天，祈盼我

可以望见神永恒中的宝座时，神那“超乎众

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的同在，就如云天一样覆盖下来，从天到

地、从拂面的微风到呼吸的空气，到心灵深

处，都被爱的气息甜蜜而紧密地包裹起来。

神与人，可以这样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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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心灵都浸润在主爱里。然而，这样

无忧无虑的日子，被一个傍晚的消息打断

了，才意识到自己以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阴霾已经暗暗笼罩上来了，人心不知不觉中

被暗流所耸动着。这场随之而来的动荡，原

来久已有其根源和预兆，如今藉着一个诱

因，发作起来，就如终于得知了一个毒瘤的

存在。取出的过程虽然充满痛苦，但是否也

是一桩幸事呢？这算不算也是神的恩典呢？ 

具体的细节，比从前经历过的两次更为错

综复杂。然而相同的是，一样有传言、猜

测，一样有失望、不满，也一样有人愤怒、

有人离开。 

经历着这一切，我有时会停下脚步望望云

天，想着神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是怎么看的

呢？神站在哪一“边”呢？是因着严正的公

义、圣经中顺服权柄的教导，而站在教会领

袖那一边？还是因着极大的怜悯、顾惜软弱

的羊儿，而站在因传言而迷失、因饥渴而愤

怒的人那一边？或是在祂的眼中，根本就没

有“边”，都是祂的宝贝儿女，哪个受了委

屈祂都心疼、都要维护。当儿女们处在不能

合一的痛苦中，祂的心也随之被撕裂着。对

祂来说，没有“边”的存在，因为祂所看见

的，不是一群一群的人，而是单独的每一个

人。祂在乎是非与公平，但祂更在乎的，是

在那一个时刻、那一个神的孩子，有没有因

为发生的那一件事情，而更认识祂、更亲近

祂、更有祂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 

神更希望哪一位来作我们教会的牧师呢？

或许祂并不像我们那么在乎这个问题。牧师

不过是祂手里的器皿、随祂的心意使用。神

要我们敬重牧师的职分，却没有要我们把盼

望完全寄托在牧师身上。牧师也不过是人。

一位近乎“完美”的牧师，说不定不是祝

福，反而是灾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挡在神

儿女与神之间，让神儿女因牧师而满足止

步，冷落了真正的大牧人。灵里的干渴，是

否更能激起人对永生神自己的渴慕？当我们

真正渴慕神的时候，就会发现，神供应我们

灵里的需要，并不是一定要藉着牧师。 

云天之上，清楚显明着造物主的荣耀；然

而云天之下，却甚少有人留意头顶上这个壮

阔真实的存在。人们忙忙碌碌地为自己的事

情奔走，连神的儿女们也不例外，埋首于工

作、家庭、娱乐，甚至各样教会的活动中，

纠结于教会事务性决定的对错、人的是与非

当中，而忽略了认识神自己。我们真的认识

神吗？真的明白神的心吗？若真认识神的公

义，怎敢凭着传言、草率定别人的是非？若

真认识神的慈爱，怎忍凭着传言、严厉地定

别人的是非？其实，我们连自己的是非都不

能完全明了，何况对别人呢！ 

这一次我原本没有想要听信什么，只想伸

手挽回愤怒的人和离开的人。结果不但无力

回天，而且当有些传言一进入我的耳朵，就

又一次落地生根，搅得我五内俱焚，赶也赶

不走，剔也剔不净，只有等待时间的水流慢

慢洗刷。我不禁感叹，传言之所以有生命

力，就在于它能挑起人性中的怀疑，利用人

心里的成见和偏好，迎合人“像神一样”、

能定别人是非的欲望。人太软弱了，实在禁

不起传言的诱惑。下一次惟愿能塞耳不听、

闭口不言、逃离传言。神自己会保守每个人

所交付祂的，正如祂曾保守我所交付祂的。

放心、放手，把他们交托给神吧。我想这是

神这次要我学的功课。 

 

在我试图去挽回人的时候，也又一次洞悉

了自己内心的黑暗。虽然自以为是出于爱，

但当对方不接受劝说、执意愤怒或离开时，

我心里便会生出不满和论断。若不是写这篇

文章，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愤怒

过、也曾经离开过。我其实应该从经历中明

白，顺服只能是心甘情愿的。若属灵生命没

有成长到一个地步，却被强制要求顺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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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人觉得受压制而窒息、甚至反抗。耶稣

是量着每个人的力量、慢慢引导的，祂曾这

样引导过我，如今我实在应该用加倍理解和

怜悯的心，来对待愤怒的和离开的人啊。为

何有强求的心思、希望人能迎合我此刻的

“自我”呢？我对人的“爱”里面，实在有

太多的掺杂。 

我们对教会的爱里面，也一样有太多的掺

杂啊。基督爱教会，是牺牲的爱，为教会舍

己；我们爱教会，却是索取的爱，要教会合

自己的心意。当“爱”成为一种强求，就远

离了爱的真意，而变成成全自我的工具。 

这一片混杂的声浪，如同一阵疫风袭过，

风定之后，人人都如生了场大病般恹恹无

力。我仿佛听到那恶者得意的狞笑声。我们

是否低估了黑暗势力对我们的影响？以为只

有可怕凶险的事情跟魔鬼有关，而这些传

言，只是朋友间发发牢骚而已，无伤大雅，

哪里跟魔鬼扯得上关系。殊不知魔鬼恨恶

神，也恨恶每个属神的孩子。牠才不在乎谁

对谁错，牠只想要抓住一切机会，挑起混

乱、痛苦！我们陷在自我中，懵懂不觉地被

利用着，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并不知道

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啊，惟愿我们能藉着这一次的混乱，真正

回归大牧人的手下，培养与神私密的关系。

若不是曾经历过被神管教的战兢恐惧，谁能

真学会谦卑？若不是曾体会过被神环抱与爱

惜，谁能真学会去爱？若不是真正地认识耶

稣，生命又怎么能改变？哪一位神儿女的刚

强和力量，不是单单出自神日积月累的恩

典？站立得稳的，无可自夸；软弱跌倒的，

自有他的主人在，别人也无权论断。 

归回吧，归回到十字架前。我们的罪虽像

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

毛。主是替过死的，主是有怜悯的。凡以本

相匍匐到祂面前的，祂要用宝血来遮盖，也

要亲自喂养。云天里有神永恒的呼唤：“你

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

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

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

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

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

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以赛亚书

55:1-2） 

“神啊，袮为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没

有安息，直到在袮里面找到了安息。”这是

奥古斯丁所说过的话。我们的忙乱、不安、

愤懑、忧虑，是因为生命没有跟神有真实的

联结吧？神啊，愿袮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

跟随袮，带我们进入袮的内室，与袮联结，

好让我们得安息。 

这一次，神又一次伸出大能的膀臂，平定

了人心。我深信如同我头两次所经历过的一

样，随着岁月的流逝，神恩典的轨迹会越发

清楚。这教会是神的教会，这牧师是神的仆

人，这百姓是神的儿女，神怎么能丢弃呢？

唯有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须要谨慎行事，

领受所学到的教训，将来与云天之上的主面

对面的时候，才不至于羞愧无言。  

处处有光 

马越

编辑按语：在凯地中国教会过去的十
年当中，一群弟兄姊妹为圣灵所感，热心
在文字事工上为主发光。凯地之光杂志每
季一刊，持之以恒，也走过了十年的路
程。尽管因为能力有限，发的是微光，但
从组稿、编辑、校读到印刷、装订，特别
是投稿弟兄姊妹发自内心的见证、分享，

我们经历的全都是主满满的供应和恩典。
马越姊妹作为原来的主要编辑同工，她的
这篇分享，可以作为教会十周年纪念时文
字事奉的注脚。我们自身的光虽然黯淡，
但惟愿那光来自耶稣，带有属天的气息，
映照生命的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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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

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

光。就有了光。”（创世纪 1:1-2） 

我喜欢光。 

我住的房子采光不是很好，只有底层有一

排向东的落地长窗。天晴的日子，上午的某

些时刻，会有一小块儿阳光穿过窗玻璃晒到

白色的地砖上。有时候，我会拿上靠垫和一

本书，在那一小块明亮中席地坐下，感觉阳

光给予身体的温暖。过了不久阳光开始移

动，我也会逐光而徙，挪到太阳还晒得到的

地方去。在巴黎阴冷多雨的冬季，这样的时

刻难得，让人珍惜。 

光是上帝的恩典。大自然中日夜变换四季

交替，光明与黑暗轮番出场。生命中喜怒哀

乐、生老病死，明朗与暗淡的场景转换不

息。像很多人一样，我曾经以为这个世界多

些光亮，生命中多些温暖总是好的。我按照

自己的标准分别善恶对错，把一些人事物划

分到光明温暖的一面，把另一些归到暗淡寒

冷的世界。我以为理想的生活，就是要让自

己更多地沐浴明亮、避开黑暗。我想要更多

的前者，比如健康、和睦、稳定和善意，却

不欢迎后者，就像疾病、丧失、未知和恐

袭。因为前者让我觉得安全稳妥，后者让我

觉得焦虑不安。曾经我以为信仰会让我的世

界中有更多光明，更少黑暗，最好只有光明

没有黑暗。直到经历一些生活的起伏、生命

的破碎，我才知道，光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

消灭黑暗，而是为了在黑暗中让人“看

见”。 

 

 

作者在巴黎圣母院所摄 

看见什么？看见黑暗不是一切的所有，看

见脚前可以迈出的那一步路。因为人生不是

转瞬即逝的烟花秀，而是上下起伏的长途跋

涉。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

的光”。有时候走着走着，我会不满足于脚

前只有那么一点点光。在四围一片黑暗的时

候，我希望有一个强力的探照灯，一束大光

打过来，可以即刻将黑夜变为白昼，让我看

到路途的终点，辨明周围的一切。然而，这

戏剧化的场景却没有发生过。更多的时候，

我只能借着那一点点光，探出前面的一步、

再一步。 

也许上帝只给我们那一点点的亮光，是有

理由的。我们既不是黑夜和光明的创造者，

也就无需奢求用绝对的光明驱散完全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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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我们不需要看到全程，因为道路的艰难

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我们也不用只想着到

达，因为磨砺人的是一步一步的跋涉，而非

最后的终点。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才知道，上帝允

许黑暗的存在，因为“生命在他里面，这生

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

胜过光。”（约翰福音 1:4-5）。我也渐渐

可以承认自己内在的黑暗。实际上，只有看

到自己的黑暗，我才开始体会到上帝无条件

的接纳和爱。 

有个朋友喜欢王小波的一句话：“如果我

会发光，就不会害怕黑暗”。过去，我也认

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发光发热，在黑暗和

寒冷中成为自己和他人的亮光和温暖。然后

我看到自己的欠缺和有限，看到自己的“光

源”不足，热力不够，并且为着这匮乏而自

责自怜。耶稣说过：“你的眼睛昏花，全身

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

等大呢”！认识自己，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更多的时候，我会用各种各样的防御机

制将自己遮蔽起来。我觉得上帝会更欣赏一

个光亮的我。至于那个黯淡的我，连我自己

都不愿面对，更何况带到上帝面前呢？也因

为如此，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让我

在很长时间里都不自在。说实话，我认同那

个规规矩矩尽职尽责的大儿子，觉得父亲对

小儿子的赦免近似于一种放纵的溺爱。我觉

得小儿子不配，也不该被如此厚待。我把父

亲无条件的爱等同于无原则的爱——难怪大

儿子会愤愤不平，难以释怀。 

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再读这个故事，我

忽然看到，原来我不光是大儿子，更是小儿

子。尤其当我看到自己的黑暗，我的自义骤

然坠落为自弃自怜。那时我才开始看懂这个

故事。我看到小儿子为自己的浪荡行为所付

出的代价，看到他一心寻求原谅的勇气，看

到他在父亲面前不找借口的真心痛悔，看到

他回头认错寻求饶恕的谦卑。不错，小儿子

是个浪子，但他是聪明到知道自己愚蠢的浪

子，是诚实到承认自己是无赖的人。浪子看

到了自己的本相，而父亲所爱、所接纳的正

是这样一个儿子。 

父亲接纳小儿子，不是父母对孩子无原则

的宠爱。父亲接纳的，是一个从失败和自弃

中回转的人，一个终于可以面对和承认自己

残缺的儿子。这个儿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意识到自己的残缺，却没有选择因着这样的

残缺而永远放逐自己、不肯回头，而是以自

己残缺的本相，在残缺的现实中寻求来自父

亲的原谅和赦免。而父亲的接纳和爱，让小

儿子得以进入一个违反常理、超乎他所求所

想的被爱的经验。也只有这样的爱，才能让

人从“我有价值，所以我得到爱”的自义，

到达“我被爱，所以我有价值”的恩典。 

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是小儿子，我会

回家吗？其实，小儿子可以选择不回家。他

并不知道回家以后，父亲是不是会原谅他。

在外面的日子虽然苦，可是至少父亲、哥哥

和仆人们不会看到自己的落魄惨状。如果不

回去重新面对父亲，他也就不用面对自己的

荒唐与羞愧。毕竟自己自作自受，有什么理

由去要求别人的原谅呢？或者，小儿子可以

等自己的境况好转，把失去的家财产业赚回

来后再衣锦还乡。可是他没有。他选择了回

家，在他最失败的时候回家。他的回家不是

为了重获爱子的位份。他知道自己不配。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

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

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

吧！”（路加福音 15:18-19） 

小儿子上路了。他要回的家，不光是父亲

那个有着很多牛羊和雇工的家，也是他心里

的家。那是一个带着希望寻求和解和爱的

家，是一个对和解和爱的渴望超过了维护自

己尊严和面子的家，也是一个向着自己的过

犯死了，却向着希望和爱而活着的家。他回

家，不是因为那一定是对他有利的事情（原

来的家主少爷，现在要成为雇工中的一员，

难道是件光彩的事情吗？）。他回家，因为

那是对的事情。他知错，他要用自己的方式

承担犯错的后果。即使辛苦，即使颜面扫

地，他也不要让这失败永远定义他的余生。 

虽然小儿子想用做雇工的方式赎罪，父亲

的反应却告诉他，他的失败没有改变他的位

份。改变他的位份的，是他在外面的流浪。

“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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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抱着他的头颈，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

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

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

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

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路加福音 15:20-

24） 

浪子回家了，这是一个温暖美好的结局。

浪子重新得到了父亲的接纳，他会继续为过

去懊悔，觉得自己不配这接纳吗？他能心安

理得地做父亲的爱子吗？我想，他永远也不

会忘记自己在外浪荡的经历，可是，他更体

会到了父亲的爱。悔恨一定是会有的，但是

父亲给了他这第二次机会，如果他把这机会

用在自恨自责自我攻击之中，即使回了家，

他依然还是那个在外飘荡，充满不安与痛苦

的浪子，而不是一个在爱里重新得到接纳和

肯定的儿子。马丁路德对信心有一个特殊的

表达：信心是对接受的接受。是的，除了痛

悔的心以外，小儿子没有做什么别的来赢得

父亲的爱。他是一个自认不配的儿子，但父

亲竟然接受了他、原谅了他。父亲的爱是一

份意想不到的恩慈礼物。为什么如此，不仅

大儿子不明白，可能小儿子也不明白。可

是，既然父亲接受了他，他只能说：“父亲

啊，我相信你的爱，我就接受你已经接受了

我的这个事实！”父亲怎样接纳了他，他就

怎样接纳自己。父亲对他的接纳，让他知道

自己的价值不等同于过去的某些行为。这种

对爱的接纳，对自己价值的重新认可，才是

能让浪子经历新生，真正回头的力量所在。 

在我的书桌上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是简单

的四个字：神就是爱。每天用电脑时，我都

会看到这个牌子。我从来没觉得这句话有什

么特别。后来我才体会到，当一个人自我感

觉良好的时候，他/她很难体会到神的爱。不

是吗？如果我们凡事都做得够好，难道我们

不应该被爱吗？当我们自己闪闪发亮熠熠生

辉时，我们还需要来自上帝的光照吗？可

是，或早或晚，我们会发现黑暗。外面的黑

暗，内心的黑暗；他人的黑暗，自己的黑

暗。这黑暗让我惧怕，让我想逃离。可是我

无法逃离，一个人怎能逃离这世界、逃离自

己？也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看到那四个字：

神就是爱。我开始明白，神爱，因为祂就是

爱。祂在晴天是爱，在阴天是爱；在平顺时

是爱，在风暴中是爱。祂在我坚强的时候

爱，在我软弱的时候爱；在我认为自己值得

的时候爱，在我认为自己不配的时候爱。祂

在光明中爱，在黑暗中爱；在我好的时候

爱，在我不好的时候依然爱。祂爱，不是因

为我是谁，而是因为祂是谁。祂爱，因为祂

就是爱。也因为这样的爱，我渐渐可以面对

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也可以有更多勇气去

面对周围各样的黑暗。我知道生命中有好事

发生是恩典，有坏事发生是常态。没有人，

包括基督徒在内，对苦难有豁免权。提摩太

凯勒（Timothy Keller）说：“上帝没有应许

给 你 一 个 更 好 的 生 存 环 境 （ life 

circumstance），祂来了，是应许给你生命

(life)”。曼宁（Brennan Manning）说：“我所

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跟上帝说：‘如果我

改变，你就爱我了，对吗？’上帝的回答永

远是：‘慢点，你完全搞错了。你不是先改

变，所以我才能爱你。我爱你，所以你会改

变。’” 

现在，我仍然喜爱光明和温暖，但是，我

也可以面对黑暗。信仰不是让我的生命更平

顺，让我看自己更好，而是让我在经历苦

难，在看到自己不好的时候，仍然可以有力

量，有盼望。 

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主说：“我来了，是要

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

音 10:10） 

丰盛的生命，不是洁白无瑕、完美无缺的

生命，而是不被罪所挟制、不被缺憾所限

定、在软弱中得刚强、从失丧中被寻回的生

命。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

中，我们必得见光。”(诗篇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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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e 

Vicky Lim

When we first started coming to KCCC, 
we felt new to the church and even to 
America because we had been away from 
the US for 10+ years. Our children had 
grown up completely overseas. However, 
the Lim family appreciated how KCCC 
reached out and supported us at the church. 
AGAPE+ welcomed us to their MCG and 
fun activities, such as their Super Bowl party, 
Christmas party, and ladies’ luncheons. 
Everyone was warm and friendly, and of 

course the food was always yummy.  Our 
kids have a refuge at church on Sunday 
mornings, and they feel at home in their 
Sunday School classes and youth activities. 
We are a family of six, with kids spanning 
elementary to high school, so we take 
advantage of many aspects of church life: 
the children’s program, Friday night FOCUS, 
Cornerstone MCG, KCCC Beyond, high 
school discipleship group, worship team, 
and basketball fellowship. 

          
Discipleship group giving Pamela                A crew from church helped us move this past summer 

               a surprise birthday visit 
 

We are grateful to be part of a 
community church. It is not often that we 
can be a part of a community where we see 
church friends not only on Sunday, but also 
during the week at local grocery stores, 
restaurants, kids’ sports activities, and 

school performances. It is a joy to know that 
“church” is not just on Sundays at KCCC, 
and we have hope that KCCC will continue 
to be a shining light in the Kat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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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我们——感恩在不完美的教会中成长 

符建华 曹泓波

我们都是 20 多年前分别在拉伯克华人教

会受洗归主的。那个小小的教会是我们第一

个属灵的家，是我们重生的地方。当时，那

差不多就是一个学生的查经班。没有自己的

礼拜堂，没有像样的诗班，没有正式的主日

学老师，仅有的几个同工也时常会因为毕业

离校而更换，教会中的大多数弟兄姊妹经济

上都有缺乏„„但那是一个播种的教会，因

着几个为主愿意摆上的弟兄姊妹和牧师牧母

而坚持着，把福音传给来自世界各地背景不

同、过客般在那里三两年完成学业便会搬离

的一批批学子们。就是在这个外在条件极不

完美的小教会里，我们得着了主，开始了我

们的新生命。 

1996 年初，我们搬家来休士顿找工作也

找教会。辗转过两个小城，终于来到了美国

第四大城市，期望能够找到一间完美无比的

教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家。当我们试着走访了

五六家华人教会后，我们留在了当时堪称完

美的晓士顿中国教会（HCC）。这里有漂亮

的礼拜堂，有上千的会友，有非常鼓舞人的

讲台信息，有十分给力的诗班，更有极有水

准的主日学老师„„在这里我们还有幸见证

了轰轰烈烈的福遍植堂。一切都是那么们完

美，这都是我们在以前的小教会所没有的，

十分激动人心。我们如饥似渴，被各样的灵

奶喂养着，被属灵的长者呵护着，那么的美

好，那么的甜蜜。 

然而，几年之后，由于会众所喜爱的主任

牧师的跌倒，我们经历了它的残缺，婴孩身

量的我们也差不多被绊倒。在这段流泪和受

伤的日子里，我们学习到了灵命成长中极重

要的功课。在 HCC，我们加入了当时不够完

美的“爱华团契”的大家庭。那是一个由大

陆背景的基督徒和慕道友组成的团契，我们

有每周的查经，更有饺子宴、小龙虾席，还

有一年一度的新年晚会、春节联欢......以至

于有人批评我们的辅导们过于“纵容”，让

我们太没规矩。可是，正是因着当年我们的

两位辅导的宽容和接纳，一批批“爱华人”

决志信主。也正是这个宽容而充满主爱的团

契，以及属灵长者的正确引导，团契辅导的

细心关怀，使得我们这些灵命软弱，被摔

倒、被刺伤的弟兄姊妹们没有离开教会，没

有离开主。是恩主自己看顾着这群有着童年

的顽皮、少年的叛逆的属灵孩童，在这充满

主爱的大家庭中长大。在这里我们学习服

事、学习顺服、学习仰望。曾经由祝健牧师

主领的“全人奉献”的团契退休会，弟兄姊

妹们跪在地上、在哭泣声中认罪祷告的情

景，如今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灵命复兴的

聚会，让团契中的弟兄姊妹灵命得以升华。

如今当年的爱华弟兄姊妹们正在各教会中为

主做工，相互守望。那个不完美的团契塑造

和磨炼了一批在真道上有追求的爱主的弟兄

姊妹们。回顾在 HCC 这段完美和不完美的

经历，我们由衷地感恩。 

十字架的恩典使我们能在不完美中与主相

遇。正因着人的不完美，才让我们懂得被主

救赎的意义；正因着人的不完美，才让我们

能明白主宝血的珍贵；正因着知道了教会的

不完美，才让我们盼望天国的美好。 

2003 年初，已经搬到凯地新区两年多还

依旧每周开车 50 多分钟去 HCC 聚会的我们

家和傅志伟家，一同被也曾在 HCC 服事后

去西区教会的谭楣龄姊妹邀请，参加西区教

会凱地小组事工。谭姊妹所描绘的西区在凯

地事工的展望和需要，着实感动了我们。我

们两家便一起向爱华团契的辅导和弟兄姊妹

们申请：我们一边加入西区的凯地小组，一

边主日我们仍然回去 HCC 聚会。主日学之

后再回团契午餐，我们舍不得团契的弟兄姊

妹，也更喜欢 HCC 的主日学。看，多么完

美的计划，鱼和熊掌兼得！然而，辅导和团

契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祷告，寻求神的旨

意，神没有答应我们“脚踩两条船”的美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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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弟兄姊妹们欢送我们离开 HCC“嫁”去

WHCC！用辅导的话说，是要我们一心去西

区事奉，把 HCC 只能当成属灵的“娘家”。从

HCC 到 WHCC 的过程，让我们学到了属灵

生命中的一大功课。 

之后的日子，我们转会西区教会并加入了

凯地的小组，也在西区中国教会被造就被鼓

励，参与了凯地植堂的预工。2006 年，我

们与 100 多位弟兄姊妹们被 WHCC 光荣差

遣来凯地植堂。记那十年前的 12 月 3 日下

午，我们在借用的教堂开始了第一次的凯地

主日聚会，那情那景凯地的弟兄姊妹都难以

忘怀。我们是带着使命来到这地的，我们信

心满满，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完美的教会。

我们有配搭合适的教牧团队，我们有一群爱

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近 20 个社区小组，

我们有日趋扩展的凯地和周边的禾场，我们

有西区母堂的弟兄姊妹做后盾，我们还有西

区教会的榜样和支持，很快我们又有了自己

的新堂，神己经为我们预备了所有。凯地十

年，我们分别参加了许多部门的服事，如小

组、主日学、接待部、人事部、季刊编辑部

等等服事。随着服事的増多和加深，我们却

发现喜乐减少，失落增加，看见了教会的越

来越多的不完美。这难道是神要我们建的教

会，是主要给我们的教会吗？牧师不完美，

长老不完美，同工不完美，弟兄姐妺不完

美，你我都不完美。神啊，你为什么要把那

么多的不完美一起加给了我们？ 

 

因着记得从西区被差派时在神面前的祷

告，我们不敢想到离去。挫折失败的泪水让

我们看见自已的不配，也醒悟到：如此不完

美的我们，能够被如此圣洁完全的神所拣

选，被神留在祂的教会——祂的家中该是何

等的恩典！十年凯地，神是在塑造着被祂所

爱，被祂使用的我们每一位。神让我们看见

教会中的种种不完美的人和事，正是为了透

过这些能让我们去面对自己的过犯。没有经

过破碎，我们何能完全？神知道我们是一班

不完美的“圣徒”，神配备了一群同样有着

各种缺陷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工，让我们在这

如此不完美的教会中一起成长，我们为此大

声感恩！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 8:28）。神

正是藉着凯地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们互为

肢体、彼此扶持、相互建立、共同长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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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重别人的不足，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

自已的本相。求神挪去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骄

傲，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完美。主告诉我们

说：神所揀选的人“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

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揀

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选

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揀选

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

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林前 1:26-28）

感谢神，让不完美的我们和不完美的教会一

起成长！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孙海旺

编辑按语：海旺弟兄以这样一个不算
愉快的回忆，来纪念我们建堂十年走过的
沟沟坎坎，而主的爱和恩典是消解一切困
境的利器。我记得的是那一天关于自己的
另一件事，感恩神的奇妙作为。我的车右
前门那天前不久在一个商业区停车场被人
撞瘪了一大块，肇事者明显是一个开车生
手，但没有留下任何联系地址。我对肇事
者没有什么怒气，只是遗憾他或她为什么
要逃走，给自己留下心理阴影。结果那天
参加教会奠基仪式，车停在了杂草丛生的
草地上，处在德州有名的毒太阳的照射、
烘烤下。回家时发现车门瘪下去的地方竟
然恢复了，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被撞的
痕迹。我只能感叹神利用物理原理修复的
能力，祂会用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补偿我
们。 

 

在凯地教会举行奠基仪式的那一天，我们

全家急急忙忙赶往那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车前，我催得有点儿急，太太不是很高兴。

一路上也没怎么和我说话。 

到了 Roesner 的入口，我们被负责停车

的弟兄拦下了。他告诉我停车位在场地的另

一侧，要从另外一条路过来。因为不熟悉路

线，我多问了几句。这时，我太太已经下

车，到后面取我们准备的食物。她拍了几下

车，告诉我开后备箱的门。我因为正跟那位

弟兄问路，所以没有听到。那位弟兄听到

了，就告诉我说你太太让你开后门。我随手

便按了那个按钮。谁知，这时我太太已经用

手打开了那个门，并探身进去拿东西。而我

的无意操作恰好使自动门开始关闭。后面的

其他人见了，就大喊起来。我扭头往后看，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我太太在听到喊

声之后，迅速抽身。但为时已晚，后门下沿

已经碰到了她的脖子。她迅速低头，躲过了

被夹头的危险。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那

个门遇到阻碍会自动转为开启状态。但当时

所有在场看到的人都被吓坏了。只有坐在驾

驶位子上的我，仍处于一脸晕懵的状态。我

太太则由惊吓，转为气愤，大声训斥了我几

句。我则是满腔委屈，强压一股怒火，把车

从另一侧开到了停车位置。 

为此我们两个的冷战开始了。更确切地

说，是我对她的冷战。因为没过多久，她就

主动给我送来了水和食物。我心中的怒气虽

已减半，但余愠尚存。大半个活动，我也没

搭理她。直到看完几位弟兄姊妹的表演，活

动将要结束时，我心中那口气才算烟消云

散。 

在回顾我们教会十年走过的路的时候，我

常常回想起这个经历。我觉得，教会是我们

属灵的大家庭。我们来自不同的小家，有不



Katy Light 凯地之光，凯地中国教会十周年纪念特刊，2016 年 12 月 

60 

 

同的生活习惯，灵命成熟度也有很大差别。

对同一件事情，难免有不同的想法。更重要

的是，我们一起服事，常常会发生误会。如

果沟通不顺畅、不及时，就会产生更多、更

大、更麻烦的误解。如果在背后抱怨，当面

指责，问题就会越积越多，隔阂就会越来越

深。我们就没法为神打那美好的仗。 

神在这方面对我们有多方面教导。此时再

读到这些章节，句句如金似玉。 

箴 15:18：“暴怒的人挑启争端；忍怒

的人止息纷争。” 

箴 16:28：“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

的，离间密友。” 

箴 17:14：“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

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 

箴 20:3：“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

人都爱争闹。” 

太 12:25：“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

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

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林前 3:3：“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

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

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神的话，既是教诲，又是责罚。想想我们

当初在凯地植堂时的那股激情，如今还剩多

少？作为被神爱、也爱神的人，我们一定不

要忘记主的教导，不改初衷。在服事中相互

谅解和包容。团结起来，与神在一起，打那

美好的仗。 

最后，我想向大家分享一首诗歌的歌词共

勉：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美好时刻   KCCC MOMENTS 

  

               2005年凯地事工带动团队会议                2005 年磐石小组倍增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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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凯地事工带动团队会议                     2006 年小组长会议 

  

             2006 年底借用路德教会主日崇拜                2009 年 4月凯地新堂破土仪式 

  

                2009年 9月长执退休会                     2009年底凯地新堂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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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8月儿童主日学                   2010 年 10月凯地新堂献堂崇拜 

  

2010年 9月凯地新堂启用，张伯笠牧师布道 

  

                  2013 年 3月复活节洗礼                   2014年 9月布什公园野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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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家庭营 

 
2011 年家庭营 

 
2015 年家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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