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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凯地之光》季刊第一期于 2007 年三月份出刊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二个年头。今年三月，春风送暖的季节，

《凯地之光》第 50 期如期与弟兄姐妹们见面了。回想过去 49 期的发行，从邀稿、组稿、编辑、校对、排版、打

印、装订、分发，一期又一期的《凯地之光》，从最初薄薄的几页纸，到今天厚厚的二十余页，记录了《凯地之

光》的成长岁月，也记载了凯地中国教会十二年的发展旅程，更见证了神在凯地中国教会的作为和大能。 

    值此 50 期刊发之际，感谢神赐给我们最初的同工团队，他们的付出和摆上，开启了《凯地之光》12 年的成

长之旅。其间编辑变换、同工更替、人员流动，但神的工却一如既往，从未停止，《凯地之光》也一直在凯地散

发着生命的馨香之气。这是神的作为，和同一肢体相互配搭的祝福。“全身都靠祂联络得合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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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本期《凯地之光》一共收录了十篇文章。陈牧师的《凯地生命小组：意象与使命，牧养与委身》，全方位地

解析了凯地教会生命小组的定义与职责、异象与使命、模式与目标。并深层次地讲述了牧养与委身的关系，牧人

们同心合一的委身，才能效法主耶稣牧养羊群。因为全地只有一位大牧人，就是主耶稣自己。委身的本质就是

爱：因为有愛，才有羊；有愛，才看到羊；有愛，才找到羊。《恩典之路》一文中王台妹姐妹分享了2018年教会

生命小组重组中神的恩典和带领。仇彬弟兄的感恩一文，列举数例印证了“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

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诗71:20）吴凌云姐妹《宣教中绽放的生命》分享了参加华人差传大会的得着

与看见。刘宏姐妹的《你喂养我的羊》分享了对她生命建造有重大影响的神的仆人的美好见证。邹梦娟姐妹《弓

的祷告》分享了为主做“弓”的心愿。邓红姐妹是《凯地之光》最早的组织者和同工，借此50期刊发之际，特别

回顾了十二年前创刊初期神的带领。孔令媛姐妹的《来自网友的美好见证》以生动活泼的生活分享一位基督徒的

爱心。感谢Vicky姐妹和Benjamin弟兄提供的英文稿，也特别感谢莲凤姐妹的辛苦编辑。 

    “耶稣又对众人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约

8:12）愿《凯地之光》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继续在凯地做光做盐，为了那未得之地和未得之民。 

责任编辑   杜秀香 

 

 

  

➢ 牧者的话 

凯地生命小组                                                  陈克迅牧师（3） 

➢ 生命见证 

恩典之路                                                          王台妹（6） 

2018 年感恩节随想                                                    仇彬（7） 

宣教中绽放的生命                                                  吴凌云（8） 

你喂养我的羊                                                        刘宏（9） 

弓的祷告                                                         邹梦娟（12） 

➢ 回顾分享  

凯地之光回顾                                                       邓红（12） 

来自网友的美好见证                                               孔令媛（13） 

➢ 英文见证 

An Blessed Encounter                                                                                               Vicky Ma（15） 

In memory of My grandma, Popo (婆婆)                                                 Benjamin Yeun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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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迅牧师 

 

    感謝讚美主！經過許多禱告、異象分

享、計劃与整合的工作，凱地生命小組在

去年八月正式啟動。為所有的弟兄姐妹感

謝神，主的恩典把我們放在這个屬靈大家

庭裡一起成長，同心服事，完成上帝要在

我們當中成就的使命。僕人極其珍惜和感

恩，能直接親自以門訓式牧養小牧人及副

小牧人。看見小牧人忠心牧養小組成員及

一起同心服事教會，在社區一起作外展的

工作，心中非常感动。同時，各小組每月

三次的聚會，一次的小組家庭聚會不仅带

来活潑的生命及亲密的連結，也加強了孩

童與青少年的 program及佳音組外展的事

工，願神継續賜福於凱地教會,而我們都

在其中有份參與蒙福！ 

異象與使命 

    教會落實主的大使命（太 28:18-

20）必需也同時活出主的大诫命（太

22:34-40）。大使命和最大的诫命是教會

的宗旨和存在的目的：教會信奉主耶穌基

督為教會元首，秉承主託付的大使命，廣

傳福音，領人信靠耶穌基督，成為主的門

徒；按主的教訓，竭力造就信徒，各盡其

職，相互配搭服事，建立基督的身體；遵

守主的命令，彼此相愛，活出基督的生

命，見証榮耀神。親愛的弟兄姐妹，當您

在思想到主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牧

人為羊捨命”（約 10:11），禱告如何在

這異象與使命中有份時，當您的心曾被主

耶穌為您死的愛深深感動過，出錢、出

力、出時間、出去宣教就成為甘心樂意為

主獻上的祭，相信您會有滿足的喜樂！求

主的愛親自點燃教會每位弟兄姐妹心中回

應主的大使命的熱情，而且一直燃燒到主

再來，阿門！ 

    凱地生命小組是秉有清楚的異象與使

命建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小組，進而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訓來建立小組，

同心服事、彼此配搭、相愛、互相扶持、

守望、活出基督、榮耀上帝、作主門徒、

影響生命！生命小組成為凱地大家庭中的

主体，基本單位，每位弟兄姐妹都找到，

並加入一個合適自己的小組，在其中生命

得到成長和改變（transformation），滿

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凱地生命小組的定義： 

    由一小群基督徒開始，在一段時間

內，彼此委身聯結，定期聚會，透過小牧

人的牧養和帶領，相互關顧，建立親密的

團契關係。藉學習神的話，彼此服事建

造，共同追求生命的成長和改變，經廣傳

福音、小組倍增、擴張神國來榮耀神。 

    生命小組有四大目標（健康的小組：

注意四個生活層面的平衡）透過小組內肢

体間親密的關係聯結，來成就肢体彼此相

愛，靈命成長改變，用恩賜服事彼此和教

會，並參与主的大使命的目的，以致活出

基督，榮耀神。 

1. 學效主愛，彼此關顧 

• “愛”的團契生活 ：約翰

13:34-35 

2. 靈命成長，作主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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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命成長”的學習生活：西

2:6-7；猶 20 

3. 發掘恩賜，相互服事 

• “服事”的僕人生活：馬可

10:45；彼前 4:7-10 

4. 領人歸主，小組倍增 

• “遵行大使命”的傳福音栽培

人的生活：馬太 28:18-20 

牧養與委身 

    教會是神的羊群，只有一位牧人，就

是 主 耶 穌 自 己 。 約 翰 用 了 “ 牧

人”(ποιμήν)這字五次（約10:2、

11、12、14、16），全是單數，暗示“好

牧人”是“唯一真的好牧者”（約

10:11、14；賽40:11；結34:27）。有形

教會的牧者是羊群中領頭羊，要重作用、

輕身份，即要效法耶穌愛的榜樣，忠實殷

勤地發揮牧養的功能，作群羊的榜樣（彼

前5:3）。教會既然是牧人與羊群牧養的

關系，就不應該有雇用概念。若牧養是一

份工作，教會不會有生命力，更不可能有

生命的影響力。我們的神是一位召人的主

。祂召我們成為祂的兒女，要我們在凱地

教會這個大家庭中服事祂。我們實在覺得

不配，這都是恩典。 

    教會牧養乃離不開委身。每一個基督

徒必須自己經歷到福音的大能及神豐富的

慈愛才能有生命本質的動力。經歷過赦罪

憐憫之恩的西門彼得，那一天耶穌在海邊

對他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

說：“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

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小羊。”耶穌第

二次又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

我嗎？”彼得說：“主啊，是的，你知道

我愛你。”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

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

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

愛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

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

說：“你餵養我的羊。”彼得自己知道他

不夠，他也不配！但，主所要的却是愛。

親愛的弟兄姐妹，有愛主的心才有托付，

有愛人的心才有行動。是的，“真神慈愛

極豐富，你經歷過之後，也必願意將這慈

愛，向每個人傳開。”耶穌說，“我另外

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

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約10:16）。羊

啊﹐你在那裡？ 

有愛，才有羊；有愛，才看到羊；有

愛，才找到羊。 

僕人的心聲： 

    求主憐憫僕人，使我回應主愛的呼

召，委身做主差派的牧人，愛主的羊，餧

養主所託付的羊群。認定自己是主的奴

僕，完全順服地去跟隨服事呼召僕人的

主。用自己的生命，沒有保留地按主的心

意，去認識、衛護、餧養、照管、關心、

帶領、服事並栽培主所託付的羊群。自己

在凡事上，靠著主的恩典和力量，謙卑地

成為一個榜樣，把他們帶到主的跟前，幫

助他們健康地成長，可以為主所用榮耀

神！ 

    凱地教會根据聖經教導，學效主耶穌

的榜樣，依靠聖靈的帶領，透過有生命的

小組/團契來牧養主的羊。一個生命小組

就像一個小教會。小組不應該只是“群

眾”，一群人來聚會，聚會完了就分手，

彼此間缺少生命的交流，所以很難在實際

生活中，有生命的應用，信徒靈命的成長

自然緩慢。小組應該是個“基督徒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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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有共同的目標，彼此間有生命的交

流、互動、分享、有相互委身的關係並個

人對小組有歸屬感。 

凱地生命小組的委身：  

    合一：教會是無神職的團体，教會是

弟兄姐妹的家，具有家庭式的關系，強調

的是神子民的合一，是沒有神職人員的家

（弗 2:13-19）。然而，教會的合一是在

共同的使命、異象和核心價值下來見証神

的同在。神的家中，團隊的事奉是主的心

意。僕人的異象是教會要心胸開擴，不為

己私，願意謙卑下來，合成一個團隊，相

互截長補短，團結集中力量（包括恩賜

上、負擔上、能力上、個性上和經驗上）

才能有效地完成神託負教會的使命和工

作。僕人所牧養的教會將要成為眾教會的

祝福，以神的國度為念。 

    團隊事奉成敗的關鍵在乎是否有一個

敬畏神、依靠神的領導者和一群相互順服

的同工。在教會中如何訓練培養同工，組

成不同的事奉團隊，是牧人的主要工作。

積極邀請，不斷裝備，足夠支持關顧並充

分地授權平信徒加入教會的各方面事奉，

是教會事工得以開展的動力。但人的建造

在事奉中比事工的完成更重要。因此，對

負責教會各項事工的僕人領袖的關懷、支

持和直接牧養，將是僕人在牧會中的優先

工作。希望領袖同工們得到牧養飽足後，

他們可以去關顧支持自己團隊的同工。  

僕人的委身： 

• 小組將成為教會把神交付的使命實

踐的 DNA。小牧人會在不同的小組

中服事，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和成

長並推動教會的事工。人人歸屬一

個小組，得到關懷、牧養和建造是

教會的目標。 

• 門徒訓練和向外宣教是僕人心中的

另外負擔。這是教會的往下紮根和

向外結果。學習做主的門徒不僅自

己成為主的門徒、更有意願參与帶

領別人做主的門徒。 

• 幫助弟兄姊妹按神的心意建立“以

神為中心的家庭”、享受神在婚姻

中帶給人的祝福，將是牧會中另一

個重點。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和一個

健康的家庭婚姻生活必帶給教會穩

定的成長。 

• 忠心遵從主的大使命、廣傳福音、

擴張神國–裝備弟兄姐妹為主做見

証。不僅在本地、自己的社區和事

工範圍內傳福音，更要開闊弟兄姐

妹的視野和胸懷，參与誇越文化，

地域的普世宣教工作。為主作見証

也包括教會在社區中成為光和鹽的

角色。 

• 神的話是基督徒信仰及生活的唯一

最高的權威和準則。因此，僕人忠

於以經解經 /講道（ Expository 

Preaching／teaching）為教導羊

群聖經主要教學的基礎。 

• 除了講道和教導外，僕人的主要工

作在：與靈命成熟的資深同工一同

尋求神的異象和教會的方向，並負

責向同工和會眾分享、傳遞異象和

方向、建立權責清楚的教會架構並

訓練支持領袖同工。  

    僕人希望牧養的教會，羊群的特質

是：讓人感受到溫暖、喜樂和愛心，待人

誠懇透明，服事人主動熱忱，對神的話愛

慕追求，常用禱告來到主前，為主作見証

當仁不讓，神的家就是我的家，以積極的

委身來回應神的愛。什麼樣的牧人，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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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羊群。求主帶領僕人，塑造僕人

先有這樣的生命和榜樣，擺在群羊面前。

並且有耐心地教導、鼓勵大家活出這樣的

見証，榮耀主名！ 

    凱地教會如何完成祂的使命？將來完

成後是怎麼個圖畫、樣子？是回答

“How”。凱地教會的事工發展更具焦

點。目標（Goals）和策略（Strategy）

根據異象擬訂。凱地教會的異象是弟兄姐

妹委身小組生活，去經歷神，落實生命的

改變和增長，分享主愛團契，服事建造肢

體，並實踐主的託付。我們要在社區中建

立一個教會： 

1. 自由、活潑、釋放地敬拜神 

2. 委身，學習做主的門徒 

3. 學效主的愛，發掘使用恩賜，

彼此服事 

4. 過主內的團契生活，相互扶

持、建造、成長 

5. 忠心遵從主的大使命,廣傳福音,

擴張神國 

    如果弟兄姐妹沒有回應主的呼召，我

們便不能經歷主奇妙的同在！僕人相信，

没有任何其他属灵的經歷比主的大使命的

“同在”还要寶貴！主在哪裡，你我的心

是否也在主那裡？主的腳步已在工場，主

在尋找迷羊，我們願意同祂去嗎？因此，

凱地生命小組是秉有清楚的異象與使命，

建立以“生命影響生命”小組，牧養與委

身，進而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訓來建

立小組。榮耀歸於神！ 

 

 

王台妹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是凱地教會建立的

十二週年，回顧十二年走過的心路歷程，

有風有雨更有神的祝福，在祂的慈繩愛索

引領下每一步盡都留下恩典的記號！ 

    小組事工自二零零年開拓至今也邁過

了十八個年頭，前後大約有三十六個小

组。我們的生命連於基督，每個小組長在

組裡付上的心力及在靈裡與組員的互動、

餵養、代禱和關懷，絕對不是徒然的，相

信主都記念！一路走來都是神的恩手在帶

領。 

    隨著年日的加增，各小組服事也碰到

斷層與困難。有的小組停滯不前、更有的

是心有餘力不足……但是我們堅信：凱地

教會是神給我們的異象，只要我們同心專

一跟隨祂、服事祂，相信必有祂的帶領！ 

    感謝神！祂不斷地將人數加增給我

們，包括许多新移民和年輕人。與此同時

小组也面臨如何接待新來賓的加入與供應

他們的屬靈需求。 

    二零一八年神帶領凱地教會跨進一個

新的里程碑。 

    經過數次聘牧的過程與同心的禱告，

感謝神將陳克迅牧師帶進凯地屬靈大家

庭。陳牧師頗有開展小組事工的恩賜與經

歷，帶動我们展開了小组的重组事工。 



Katy Light 凯地之光，凯地中国教会季刊 第五十期，2019 年 3 月 

7 

 

    小組的重整關鍵是需同心去推動。重

整是不容易的，大家都熟悉過往的模式，

並已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接受重整需要一

段適應的過程。 

    我特別喜歡現在小組事工取名叫“生

命小組 LG（LIFE GROUP）”，是教會的

DNA。 

    一直以來小組向外拓展推動福音組因

各樣原因而擱置……而今我们同感一靈，

為新來賓與福音朋友專門設立的佳音组于

去年六月二十二日成立。佳音组的使命就

是带领未信者和初信基督徒思考探索生命

問題，進而能够更深地認識我們的神，領

受那莫大的救恩并與生命之主建立關係。 

    八月十七日，生命小組正式全面展

開，那是一個充滿感恩興奮的日子！十九

個生命小組分別在教會與社區家庭中聚

會。KK 兒童學習的課程經過全面調整，

活力全開。青少年 FOCUS也同步進行。 

    這段重整的日子雖有難處但也真切看

到神是聽禱告的神，不誤事的神！也為弟

兄姊妹在轉承過程中的包容、理解、支持

而感恩。每一個重整後的小組都學習在主

裡調適、磨合，小牧人、副小牧人親力親

為的擺上，願意順服委身為神的家、肢体

服事，因為有愛才有羊，不是嗎？ 

    我們在基督裡被救贖，在祂的生命裡

有份，我們更要在這磐石上生根建造。 

    生命小組後續仍有許多事工：要藉著

生命小組，以生命影響生命，去推展、去

建造弟兄姊妹。在這過程中會碰到難處，

但我們每個人要憑信心隨時自山上取材建

造神的靈宮，一起依靠主來帶動一個健

康、有活力的生命小組，與神建立親密的

關係，為神聖潔的器皿，合乎主用，同心

為主打那美好的仗！ 

 

仇彬 

    2015年休斯顿石油行业大滑坡引发

了大裁员。在这场危机中，我经历了各样

的事情和试炼，也看见神的恩典常常伴

随。  

    2015年 12月，我被工作了 18年的

油服公司解雇，心中异常失落。石油滑

坡，每个公司都在裁员，哪里可能找到工

作？只有每天向神祈求帮助。 

    2016年 2月，从美国最大油服公司

得到了一份合同工作。有人说你运气真

好，工作背景强，所以在栽员潮中仍能找

到工作。神说难道你不是在教会的求职会

中得到这份工作的吗？我说是的，感谢赞

美归于神！ 

    2017年 3月，得到了部门里唯一的

一个转正机会。有人说是你工作努力，在

项目的进行中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神

说难道你转正员工号的最后三位数不正与

你在教会的奉献号最后三位数相同吗？我

说是的，感谢贊美归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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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底，教会聘请主任牧师最终

成功。回想近十年，聘牧过程历尽波折。

最后我们感慨在北美，哪里去找一个有经

验、会英语、通汉语、神学扎实、讲道

好、年富力强，并且正在寻求教会主任职

位的牧师？这样的状况几乎不存在，除非

天上掉馅饼。神说除了你们所求的，我让

他比你们都年轻，而且是神学博士，还会

弹钢琴。并且不按你们自己的筹划，我让

他自己来找你们教会。我说是的，感谢赞

美归于神！ 

    2018年底，石油行业的危机依旧存

在，我得到了石油公司的一个工作机会。

那是该部门对外招聘的唯一一个职位。朋

友说那是你的工作背景合适。神说难道不

是在兰州短宣清晨灵修时，教会的弟兄通

知你的这个机会吗？我说是的，感谢赞美

归于神！ 

    感谢神，让我在失业找工作的焦虑

中，仍有一点心力来招聚失业的弟兄姊妹

彼此安慰、互相帮助。 

    感谢神，赐给我足够的体力和精力，

在承受每天长达 12小时的强大工作压力

之后，仍然有力气和时间继续在教会服

事。 

    感谢神，让我和教会弟兄姊妹们在洪

水泛滥时，一同奋战，挽救家园。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

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诗

71:20）神让我们经历坎坷、经受试练，

也必时时陪伴我们，带领我们走出低谷。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并且一同遵循神的命

令。我们当站稳脚跟，尽心、尽性、尽意

服侍我们的神，神必会安慰我们，与我们

同在，我们就要常常高唱凯歌了！

 

吳凌雲 

    偶然一次機會與一位姐妹談起希望更

多地參加服事及更好地裝備自己，讓自己

的靈命与教會的復興一同成長，她推薦我

參加華人差傳大會。這樣會對教會的各種

服事有更多瞭解，也可以更多地尋求神的

心意、神對我們的計劃和使命。在四天的

屬靈盛宴中，傳道人為主傳福音的全然擺

上給我帶來很大震撼，感受到了眾多傳道

人、牧者和屬靈同工同心服事的喜悅，神

對自己的呼召也越來越清晰。 

校園事工——誰來牧養我的羊（young） 

    這是一個以眼睛來聆聽，用感覺來思

考的時代。傳統的「機場接機，請到家裡

吃飯」等等給學生傳福音的方法越來越不

湊效，因為學生們很可能早早就已經約好

了租車，國內經濟的發展也讓很多年輕學

生可以頻繁地上餐館就餐而沒什麼經濟壓

力。所以，通過傳統途徑傳福音已不太奏

效。 

    柏老師所在的基督使者協會精心為年

輕學生設計了一系列“和耶穌一起去上

班”的職場培訓。他分享了他和年輕學生

們一起做的一個遊戲：他先讓93年前出生

的學生坐下來，然後讓96年前出生前的學

生坐下來。這時還站著的就是比他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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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還小的青年人。這時他話鋒一轉，告

訴年輕學生，他願意以一位父親的情懷來

為年輕人做人生的典範和指導，希望年輕

人在美國不僅拿到學位，也能遇見耶穌基

督。聚會結束後，一位小女生找到柏老師

說，我可以給你一個擁抱嗎？在異國他

鄉，一份像父母一樣的愛對年輕人有著強

烈的心靈震撼，影響深遠。柏老師對年輕

學生們為父的心腸來牧養，以基督的樣式

作他們人生的典範，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牧

者形象也讓我倍感鼓勵。 

感動時刻——非洲宣教士夫婦的故事 

    觸動會場很多人、讓很多人留下熱淚

的是一位傳道人分享他們夫妻去非洲傳道

並且與三個年幼的孩子們分別的故事。 

    他們去非洲宣教前咨詢孩子們，在父

母外出宣教期間他們願意去寄宿學校還是

跟父母一起去到宣教地上學。孩子們選擇

去寄宿學校。但他們沒想到的是，送孩子

們上寄宿學校時，最小的孩子才六歲，而

從寄宿學校接他們回來時，最小的孩子已

經十八歲。離別的前一晚，老大和老二很

不捨得父母遠離。老二是情感不外露的孩

子，老大則是情感豐富外向的孩子。睡覺

前，這對夫婦叮囑老大：照顧好弟弟妹

妹，爸媽會回來看你們。第二天凌晨，這

對夫婦坐上了來接他們的車。車開出幾十

米時，司機從後視鏡看到後面奔跑著追上

來的一個身影，就停下來。原來是老大跑

上來，雙手搭在車窗上看著父母。他們問

“你有什麼事嗎？弟弟妹妹在屋子裡，照

顧好弟弟妹妹。”車子再開出幾十米，小

小的身影又追上來。車子停下後，老大把

手搭在車窗上，不捨地望著車內的父母。

如此三次，車上的宣教士夫婦強忍住眼

淚，勸住孩子。他們也在心裡問：主啊，

宣教難道這麼苦！ 

    到達非洲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們都

不敢談論孩子。感謝主，神很祝福他們，

孩子們長大後也投身於宣教。宣教士們為

了把上帝的福音傳到地級，傳到未及之民

的全心擺上，也深深地激勵著我們會場每

一位神國的子民，讓我們響應上帝的呼召,

在祂認為合適的時候,能夠走進宣教工場,

更好地為主在這世上做鹽做光。 

中國宣教第一家——戴德生牧師家族 

    戴繼宗牧師（James Hudson Taylor 

IV）是一位美國人，但卻中英文講道並

重，尤其是他的中文水平可能是我們很多

中國人都不及的。他用中文講道傳達上帝

的信息確切、豐滿、極具感染力。在大會

休息期間，我多次看到他在會堂後的空座

上專心準備講道內容，心裡很是敬佩。 

    戴牧師家族五代受按牧師聖職，並且

五代相繼在中國做宣教士，為中國的宣教

事業獻上自己的一生。戴德生牧師於1854

年到中國宣教，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

戴繼宗牧師分享他小時候和姐姐在台灣的

本地國民小學上學，學校只有他和姐姐是

外國人，在學校久了，他們都以為自己是

中國人。有一次爸爸送他們上學，他們不

要爸爸送到學校裡面，因為怕同學們知道

他們的爸爸是外國人。戴牧師全家對中國

宣教事業的全心擺上，是我們每個中國人

的榜樣和楷模。 

四天三夜——神國子民的大聚會 

    在這短短的四天聚會中，我們得以邂

逅很久不見的老朋友，還在餐桌上結識了

一對來自香港的去非洲做醫療宣教的外科

醫生夫婦。他們展示了很多他們在非洲宣

教的照片，他們的隊伍由來自各地各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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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組成，去非洲的醫院及難民營宣教，

他們也捐了許多輪椅給那邊。 

    我們認識了很多來自五湖四海的朋

友，每一個人都在分享著他們準備開展的

宣教工作：中國國內的家庭教會；休斯頓

的老人院……身邊的宣教士和弟兄姐妹們

以自己的生命激勵我們，我們互相鼓勵、

互相守望、互相幫助、同奔天路。 

    這次華人差傳大會，我們教會參與接

待工作，主要負責會堂的發放資料、奉獻

信封、帶座和維持大會秩序。穿上大會特

意準備的志願者黃馬甲，和弟兄姐妹們同

心服事，心裡很是喜悅。在服事中我們也

增加了彼此的瞭解和友誼，我們的兒子也

有機會更進一步親近神，瞭解神的心意。

期盼2021年在達拉斯的華人差傳大會也求

神光照我們、引領我們，更好地裝備自

己，讓我們的靈命隨著教會的復興一起成

長，更好地活出基督的樣式，做神美好的

見證。 

 

 

刘宏 

I never liked Jazz music because Jazz 

music doesn’t resolve. But I was outside 

the Bagdad Theater in Portland one 

night when I saw a man playing the 

saxophone. I stood there for fifteen 

minutes, and he never opened his eyes. 

After that I liked jazz music. Sometimes 

you have to watch somebody love 

something before you can love it 

yourself. It is as if they are showing you 

the way.《Blue Like Jazz》---Author’s 

Note 

我从来都不喜欢爵士乐，因为爵士乐听起

来不舒展流畅。但有一晚，我在波特兰的

巴格达剧院外看见一位乐手在吹萨克斯

风。我站在那儿看着他十五分钟，他的眼

睛竟然一次都没有睁开过。从那以后，我

喜欢上爵士乐。有的时候，在你自己喜欢

上一样东西以前，你需要先看着另一个人

怎样喜欢它。这就像是他们给你指一条

路。 

《像爵士那样忧郁》—作者的话 

    自 2014 年来到凯地教会，就进入到

小组聚会。期间，心中最大的感动就是要

用神的话来喂养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约翰

福音二十一章对我来讲是一段铭记在心里

的经文。那段经文讲述耶稣从死里复活

后，来到提比哩亚海边向门徒们显现。他

与门徒们共进早餐后，三次吩咐西门彼得

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

羊”，“你喂养我的羊。”两千年前，主

对他的大门徒彼得说的话今天仍然常在我

的耳边回荡，我听见我的主也这样深切呼

唤我，叫我喂养祂的羊。感谢神，在小组

的四年中，无论是早上的灵粮，还是姊妹

会或初信造就组，总遇见一群爱吃草的

羊，就有机会一点一点把主的话传递给弟

兄姊妹。只是，后来工作忙碌，亏欠主，

没能完全照主的心意照顾好羊群，但这些

也没有能够阻止心里的呼召，每天在不断

的调整中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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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对凯地教会来说是一个不寻

常的一年。神看见教会和凯地巨大的需

要，也听见教会向祂的祷告，为我们差派

了陈克迅牧师来作主任牧师。陈牧师还没

到任就已经耳闻他带来的几个异象。“小

牧人”这个名词开始在教会中被叫起来。

牧师来到之后果然特别看重的是门徒的造

就和小牧人的预备和培养。其实这正是小

组运作当中的灵魂部分，我心里的喜乐真

是言语不能表达的。在小组的四年当中，

常听身边弟兄姊妹说起自己信主以后，懵

懵懂懂过了十年多，对圣经也不是很了

解，很多真理也不清楚，更不知道如何与

神同行，当然，与神的关系也就不清不

楚。直到有一天接触到大使命出版社出版

的《新生命》、《新生活》系列，才对圣

经、对基督、对与神同行开始有所认识。 

    其实，许多新老信徒都有一个共同的

信仰难题，就是每天都在讲读经、祷告、

灵修、传福音，却不知道怎样去做，因为

生活实在太忙，况且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过

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正如文章一开始

引述的《Blue Like Jazz》一样，作者本

不喜欢爵士乐，但当他看见那位乐手如此

痴迷于这种音乐时，他就被带进了对音乐

的痴迷和享受当中。我们也不知道怎样爱

主，然而，当我们看见身边有一位沉浸在

主的爱中，满有主的荣光并且甘心摆上自

己服事神和人的圣徒时，我们就开始效法

他，进到了主的爱里，一点点地学会了如

何祷告、读经、传福音。一招一式我们都

知道怎样去做了，那时或许发现我们也已

经在影响着周围的人了。 

    信主后，有几位深刻影响过我的圣

徒。Marilyn Stephen 是第一个。第一次

见她是在 1999 年的一个下午，我在加州

大学尔湾分校的 Cyber Café（校园里的

一个小咖啡馆）里，看见一位 50 多岁，

金发、碧眼，非常美的一位白人老太太，

她在复印东西。我跟她搭讪，才知道她一

会儿就在校园里的学习室里免费教英文。

从那天起，我们成了朋友，我常去上她的

课。后来，我信主了，也和先生到她的教

会聚会一段时间。那时了解到她的先生

Harold 是那个教会的长老。Marilyn常在

节假日请我们这些国际学生到家里过节。

有一次圣诞节在她家里过，她忙里忙外为

我们做蛋糕、烤火腿。饭后，与我们一起

读耶稣降临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她服

事主的笑容和姿态都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Marilyn 被主接去的前一天还在家里接待

国际学生，一不小心摔倒了。因为要招待

人，就没有及时去医院，于是第二天因脑

遗血离开了挚爱着她的丈夫和家人，还有

她常挂在心上的国际学生。像 Marilyn这

样忠心的仆人我有幸遇见好几位，他们好

像那个吹萨克斯风的乐手，专注在他们所

爱的主身上，以至于当我在去年悼念另一

位密苏里州大学的 Donna老姊妹时，在我

的微信 MOMENT 上写：“我要像她一样服

事主。”不能不提的还有两位分别在上海

和广州作宣教士的姊妹。我有幸与其中的

钟姊妹在一个教会同工七年。如果说在密

苏里的事奉中，我学到了圣经知识和做

工，与钟姊妹在一起的时间我学到了爱和

她谦卑忘我的服事。讲了这些见证，为要

表明在我的生命中，我遇见了许多神忠心

的仆人，他们本是陌生人，却在基督里成

了我最亲密的朋友，生命的导师。她们中

的每一位何尝不是在回应主在两千年前对

彼得的呼召。我今天的服事一招一式中都

带着这些美好见证人的生命特征，因为他

们的见证已经印在我生命当中。 

    在小组中作小牧人，有一幅图画一直

在我心里，就是《雅歌》2:16：良人属

我，我也属祂；祂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这幅画里面，主在前面走，群羊跟随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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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主的怀中还抱着刚出生的小羊。小

羊不知道哪里有草，哪里有危险，只是看

牧人往哪里走，羊就跟在后面。小牧人也

当效法我们的主，在群羊前面行。我们自

己爱主，专注在主身上，把生命的饼（属

灵的粮食和自己的生命）擘开来分享给小

羊，那么，小羊也一定能够学会专注在主

身上，把生命的饼擘开给周围的人，这是

我理解和经历的生命小组的侍奉。约翰.

麦克阿瑟牧师，从 1969 年开始牧养加州

太阳谷恩典社区教会；现任“主的大学

（The Master’s University）”的主

席，在一次面对神学生的访谈中分享到：

“分享神的话是我们事工的心跳。神的话

给我们信仰的确据，内心深处来自神的确

据带来激情与对主的热忱。这样对主的激

情和热忱会传递给旁边的人。然后，你就

会发现你被这样爱慕神的话点燃的弟兄姊

妹所围绕。” 

    我也很喜欢陈牧师在祷告会上选的诗

歌《有福的确据》，副歌唱到：“這是我

信息，我的詩歌，讚美我救主，晝夜唱

和。”是的，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都犹如一

首歌，传递的是救主为我钉十架，我为救

主而活的信息，这样的生命是带着更新人

生命的影响力的。我们不必说太多，只专

心爱主，忠心地侍奉祂，按着正义分解神

的话，这就足以将羊群带到主的面前来。 

 

            

坐在镜子旁边的是 Marilyn 和已经安息主怀的 Donna 姊妹亲爱的 Grace 姊妹 

 

 

邹梦娟 

 

    我信主多年，在祷告中喜欢引用诗篇

二十三篇。我乐意作主的温顺小羊，躺卧

在青草茵茵的田园。当风暴来袭，也会侧

耳聆听主的声音，仰赖祂的杖和祂的杆，

紧随祂的带领行过死荫幽谷，来到可安歇

的水边。有时，我也会祷告说：我愿作主

手中的陶器，任祂打磨塑造，无论长短方

圆，只求合主所用，不分高低贵贱。 

    然而，在这次的美南差传大会上，听

到周学信牧师引用尼可斯·卡赞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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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s·Kazantzakis）用弓作比喻的祷

告时，我竟内心震撼，自省无言。三种祷

告，看似简单，却十分直接地映射出自己

的属灵境界。回顾过往，感觉自己身上好

像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茧。缩在里面，温暖

又舒适，不曾去关心茧外的世界。这次差

传大会，我忙碌穿梭于一个接一个的宣教

讲座，心中真是收获满满。在那些顺服神

的心意，甘愿为主作“弓”的宣教士面

前，我自觉对主有太多的亏欠。内心里，

有个声音在说，挣脱那束缚自己的茧！只

有摆脱束缚，灵命才会长进，生命才得以

完全。尼可斯的祷告，是我在这次差传大

会中的领受，也愿以此与弟兄姐妹们分享

共勉：1)主，我是你手中的弓。拉我，免

得我朽烂！2）主，不要过份拉我，我怕

会断；3）主，尽管拉我吧。在恩主手

里，何必在意我是否会断？ 

 

邓红

感谢神,《凯地之光》事工,今天走到

了第 50期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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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 

回首 2006 年，凯地教会植堂，神将

社区关怀放进了弟兄姐妹的心中，建立了

社区关怀事工。在一次北京火锅的聚餐

中，遇到同样有负担，并愿意委身于文字

事工，将主爱里的生命见证通过文字传扬

福音的弟兄姐妹：孟昭波、黄煌、钟实、

饶敏、杨彩燕、李光忠。十几年的光阴走

过，那天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辣辣的火

锅、热烈的讨论……最后决定《凯地之

光》为季刊，最少六张十二页，每期发行

一百份。《凯地之光》就这样开始了它的

使命。感恩上帝带给我们富有文字经验和

爱主的李光忠弟兄，成了季刊第一任主

编。其它几位弟兄姐妹成了季刊的第一任

策划和编辑的同工们。 

    从 2007 年 3 月的第一期起，《凯地

之光》记录分享了神的大爱，以及在主爱

里生命的见证。而作为策划和编辑的同工

们，在走过每一期的编辑过程中，都亲身

经历了神的信实和丰富的供应——每期收

到的稿件都多于我们的基本需要六张十二

頁。后来季刊的需求量也从一百份增加到

了二百份。同工们也因着在一起策划编

辑，同心合意的事奉，互相学习成长，彼

此鼓励扶持，亲身经历了神的大爱和大

能。荣耀归给至高无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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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媛 

 

    收到一位在网上认识并通过 QQH（悄

悄话）近距离交流的网友发来的信件，感

动得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征得她的同意

后，现将这位网友美好的爱的见证记录于

此。 

    “亲爱的晓阳妹妹， 

    “我一直留着长发多年，最短时也在

过肩的长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一次又

一次给自己一个剪短发的约定，50 岁，

52 岁……可每次摸着又黑又多的长头发

却很不舍得剪短。当然老公一直反对也是

原因之一。直到去年有一天读到了你的博

文《母亲的爱：一束黑发》（见附文）。

特别是你在博文的后语里那么详细地介绍

了所有需要的细节手续，并配多图演示。

我就在那天给自己定下了 10 吋长的剪发

计划。 

    “两个月前的一天，在家自拍留下长

发纪念照后，先生陪着我去家附近的理发

店剪掉长发。在店里当我拿着预备的袋

子，向理发师说明特别的长度要求时，这

位理发师微笑着告诉我：‘店里有特别服

务，凡是捐赠给 Locks of Love 的客

户，店里免费剪发并代客户邮寄给 Locks 

of Love。’那一刻我又增加了一份感

动，想到那些不幸的孩子，那些患者，能

这么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心里真是

温暖极了。同时也深深地认识到自己周边

及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公益，有太多的

正能量事物在等着人们参与投入。这样才

能让更多的人感受人生的美好，感受社会

的美好啊！ 

    “因着你的一篇博文，我亲历了一份

美好的爱的见证。希望那些需要得到帮助

的人，都能在各方面得到更多的社会上的

帮助，就从一束头发、一次探望、一份捐

款开始，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点点滴滴的美

好！” 

    谢谢这位网友分享这份美好的爱的见

证。她是第三位读了我的那篇博文后剪发

捐发的爱心人。做梦都没想到我在博客里

婆婆妈妈的记事、自言自语的啰嗦会感动

她和另外两位有心人，并用行为对那些不

幸的孩子和患者表达爱。我被这位网友的

爱心感动，也被她家附近理发店的爱心感

动！ 

附博文《母亲的爱：一束黑发》（2013-

6-26） 

    重返英国度假访友回来后的第一天，

就接到朋友 RF 打来的电话。她希望与我

约一个时间见一面，但在电话中她没有解

释为什么要见面。因为从 4月到 6月外出

休假了 5个多星期，刚回来上班工作比较

忙，我就约她一个星期后，即上周二中午

见。 

    为 RF 买好午饭，我们开始聊天。她

一再感谢我从她二女儿 MT 刚开始生病到

去世期间给予的帮助。MT，一位 15 岁的

少女，在 2007 年被诊断患晚期脑癌（脑

干神经胶质瘤）到我工作的单位治疗。不

幸的是 20 个月后，这位花样年华的少女

在 2009 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在 MT患病的

过程中，我经常与她和她的家人见面。但

自从她去世后，我与她的家人平常很少单

独联系，我们通常一年之中会在共同朋友

的聚会中见一两次面。每次见到他们，我

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位亭亭玉立、略带

file:///C:/Users/boxia/AppData/Local/Aug'18/'母亲的爱：一束黑发'（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37303/201306/21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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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眼神的少女 MT，内心深处总会泛起

缕缕伤感，不知道对她的家人说什么为

好。这次与 MT的母亲 RF见面，我也主要

是作为一位聆听者。 

    见面快结束时，RF 递给我两个礼品

袋，其中一个里面装的是一束长长的黑

发。我愣住了，有些摸不着头脑。RF 解

释说这束黑发是她今年 5月份回国探亲剪

头发时专门保留下的。她请我将这束黑发

捐给我工作单位专门为癌症患者提供假发

的部门。RF 说：“MT 化疗后掉头发，是

你们医院免费提供给她一个漂亮的假发。

我们全家都很感谢”。看着那束长长的黑

发，我在惊讶的同时也被感动。即将分别

时 RF 说“我会继续先留长发，剪头发时

再捐给你们医院”，我的眼睛湿润了，忍

不住上前给这位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并

且谢谢她。 

    与 RF 分别回到单位后，我立即打电

话给单位义工部门询问捐头发相关事宜。

遗憾的是我们单位并不接受捐赠的头发，

因为我们没有制造假发的部门。怎么办

呢？是将这束黑发退给 RF，还是再继续

打听是否有其它机构接受捐赠的头发？我

突然想起女儿高中第一个暑假在我们单位

做义工时，就包括在给病人理发的地方打

扫卫生和整理假发。因此，我决定亲自到

我们单位给病人理发和配戴假发的地方打

听情况。果然，在那里的一位同事说我们

单位与一个非盈利慈善机构 Locks of 

Love 有合同，所有假发都是这个机构提

供的。那位同事给了我相关联系号码

（561-833-7332）。 

    我立即打电话与 Locks of Love 联

系，他们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捐赠头发，告

诉我对捐赠头发的相关要求，且告知进一

步 的 信 息 可 以 到 网 站

www.locksoflove.org 查寻。在此网站了

解到最主要的两点：（1）捐赠的头发长

度不少于 10英寸；（2）剪头发时，头发

必须是扎成马尾或者辫子。对邮寄的要

求：（1）将头发放在一个可封口的塑料

袋；（2）将塑料袋放在一个内部有泡沫

保护的信封；（3）去邮局将信封称重

量，付上足够的邮资（注： Locks of 

Love 网站一再强调这一条，因为邮局告

诉这个非盈利慈善机构，有许多相关邮件

由于邮资不足被退回）。 

    检测 RF 捐赠的头发符合所有要求

后，我在上个周末按要求将头发寄给

Locks of Love ， 地 址 是 ： Locks of 

Love；234 Southern Blvd；West Palm 

Beach, FL 33405-2701。信封加邮资不到

5 美元。我决定将来也将剪下自己的头发

捐给 Locks of Love，因为我也是留长发

的人。希望有更多的留长发的人将剪下的

头发捐给 Locks of Love，帮助癌症化疗

患者。 

我的笔名“广陵晓阳”的来源 

    我的故乡在古代被称为“广陵”。李

白的名诗“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广

陵”就是指我的故乡。我喜欢充满朝气和

希望的拂晓太阳（晓阳），在晨风中吹拂

的杨柳（晓杨）。还有，耶稣基督是好牧

人，基督徒被称为祂牧养的羊群中的羊。

我则是其中的一头小羊（小羊）。“晓

杨”和“小羊”皆与“晓阳”谐音。故以

“晓阳”代表这三个含义。如此，“广陵

晓阳”的笔名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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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y Ma 

Darkness set in. It was almost 9 p.m. But 
the second floor of Downtown Hilton was 
still noisy and crowded. It was the last night 
of the 2018 Chinese Mission Conference. 
After the evening’s English/Chinese 
combined service, people were mingling 
outside the big conference room, talking 
and strolling among the booths. The youth 
program of the night had finished earlier. 
The boys went back to the room to rest. My 
husband and I were tired too. Yet we 
decided to stay on for a bit longer.  

In the past 3 days, there had been so 
many powerful sermons, personal 
testimonies, themed seminars and panel 
discussions from various pastors, 
professionals, missionaries and spiritual 
leaders. I felt both fulfilled and challenged. I 
was often touched by the messages, feeling 
how this faith changed people’s lives and 
made impacts in the world. I had questions 
too. With many things to digest mentally 
and spiritually, I longed for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with my fellow believers. Yet 
time went by so fast and the schedules 
were very tight. In no time, the conference 
was winding up and everyone would be 
leaving the next day. There were many 
booths set up by Christian book stores in 
the hallway. We planned to look around 
and buy some books before they all packed 
up and leave.  

People kept on passing me by while I was 
walking around the booths browsing the 
books. Suddenly, I heard a familiar voice. I 
recognized that it was from Dr. Choi Yuen 
Wan, one of the key speakers of CMC 2018. 

He is a respected leader among the Youth 
ministry community, the founder of 
Breakthrough, a Youth magazine and a 
Youth organization in Hong Kong. On the 
second day of CMC, he gave a keynote 
speech entitled “Living the gospel out,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In his speech, 
he talked about how we should let Jesus 
lead our lives and how we should embrace 
the sufferings in a broken world to reach 
out and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His 
message touched my heart deeply. 

I turned around and saw Dr. Choi 
standing not far from me, carrying a black 
backpack and talking with an elderly lady. 
They exchanged a few words and said 
goodbye to each other. He walked toward 
my direction, heading to the elevator. 

I a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would 
follow a speaker around and ask questions, 
especially when I don’t know the speaker 
personally. However, not knowing why, I 
walked toward him and stopped him in the 
hallway. 

I didn’t know where my courage came 
from but I greeted him and asked: “Dr. Choi, 
can I ask you a quick question?” 

Dr. Choi looked a bit surprised, but he 
must have been used to being approached 
like this. He smiled and nodded, saying: 
“Sure, go ahead.” 

I knew that this was not the best time 
nor place to talk. People were walking all 
around us. It was noisy and it was late. And 
Dr. Choi was heading to his room to res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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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ept my question short. I told him that I 
have been a Christian for quite some years. 
And I have been reflecting abou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recently. There is a 
question that I have been asking myself: 
“What can I do to make my faith change 
from head knowledge to heart knowledge?” 
In another word, God has commanded us to 
“love the Lord” and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Yet, in what way can one love 
sincerely and authentically, not out of one’s 
sense of oblig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but 
out of one’s heart and soul? 

Almost without any pause he replied: 
“Good question!” It was as if he had been 
expecting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for a long 
time! 

He told me that he had just returned 
from a long retreat himself, because he 
needed to spend personal, quiet time with 
God. He said: “Do you remember what it’d 
been said in the Psalm?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Often times, we Christians 
are so busy doing things for God. We do not 
spend enough time to be with God. Faith is 
not the knowledge. Faith is about life. Deep 
faith is based on deep relationship with God. 
Real change does not come from 
understanding, real change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We evangelical Christians 
tend to do a lot of things to serve the Lord. 
Sometimes, people get burned out. Spiritual 
retreat, Scripture meditation, prayer, 
fasting, just sitting in God’s presence, some 
of us look down on this kind of practices, 
thinking these are too ‘catholic’. But that is 
not true! Solitude is very important. Every 
believer needs to come to the Lord and 
spend one-on-one time with Him, just being 
in His presence. I have to keep myself 
connected to the source of my life to be 
able to serve others.”  

This man in his 70s looked at me and 
gently smiled, while I was trying to grasp 
what he was saying. People were heading 
back to their rooms to rest. I didn’t want to 
keep him for too long. I thanked him. He 
thanked me for sharing my thoughts. 

He was about to leave, then turned back 
and asked me to do one thing. 

“Would you please read Psalm 131 
before you go to bed tonight? Remember, it 
is Psalm 131.”  

I promised him that I would do that. And 
we parted ways. Later on, I went back to 
our room, opened the Bible to the Book of 
Psalms. I looked up chapter 131, and found 
that it is a very short chapter with only 3 
verses. 

I started reading: 

“Lord, my heart is not haughty, 
nor mine eyes lofty:  
neither do I exercise myself in great matters, 
Or in things too high for me. 
Surely I have behaved and quieted myself, 
as a child that is weaned of his mother: 
my soul is even as a weaned child. 
Let Israel hope in the LORD from henceforth 
and forever.” 

I put down the Bible. I knew that God has 
answered my question. And I felt blessed to 
have an encounter like this. More than 
anything, I wanted to clear my cluttered 
mind, be still, and make room for the Lord. I 
am a mom of two, a middle-aged woman 
with many responsibilities. Yet, at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I needed to learn to 
be a child again. A weaned child resting 
with her mom, contented and freed from 
worries and discontent, from this time forth 
and hopefully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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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Yeung 

I had the blessing of growing up only five 

minutes away from my Gong-gong (公公) and 

Popo (婆婆). Living so close to them meant 

that we spent a lot of time together. We did 
many things with them from eating meals 
together, grocery shopping, and when my 
parents had to go out, we went over to Gong-
gong and Popo’s home. 

Going over to Gong-gong and Popo’s 
house usually meant that I would get my early 
life dose of “As the World Turns”, Marvin 
Zindler reporting what restaurant had slime in 
their ice machine, and then promptly falling 
asleep in front of the TV (a skill I have picked 
up from my Popo).  

But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that I knew I 
would get from my grandma was her dose of 
different sayings. For example, when my 
sister and I would go to Popo’s house my 
parents would send us with homework and 
things to do so that we wouldn’t drive my 
grandparents crazy. Naturally as a kid, I 
wouldn’t want to do any of that work and 
would find any way to get out of actually 
doing it, including constantly pretending to 
have to go to the bathroom. Popo knew 
exactly what was going on and started to say 

“懶人多屎尿“ (lazybones pee much) each and 

every time I got up to go to the bathroom. 
She said that phrase to me so many times 
that I could still hear it in the back of my head 
whenever I even think of going to the 
bathroom as a means of procrastinating. But 
most of the other phrases that I remember 
my PoPo saying to me revolved aroun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for my 
grandmother, everything began and ended 
with prayer. Before each meal we were 

reminded to “感謝神“ (Give thanks to God) 

and before bed it was “快點祷告睡覺” (To pray 

and go to sleep quickly). 

As we grew older she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my spiritual life over time. 
Whenever I would come home from college 
her first questions for me were if I was going 
to church and if I was reading my Bible. When 
it was time for me to go back to school her 
last words to me were usually a reminder to 

pray and to rely on God "依靠神." 

But there’s one phrase she said to me,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even though she only said 
that once. In the days following Gong-gong’s 
passing I was with PoPo at the funeral home 
picking out the vault and the casket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buried in. With so many to 
choose from we had narrowed the choices 
down for her and presented her with the 
ones that we thought she would likely choose. 
She started to look at her choices and figured 
out quickly that we were mainly presenting 
her caskets and vaults that prominently 
displayed a cross on them. She looked at us 
pointedly and said “ I don’t care if the casket 
has a cross on it, all I care about is that his 
heart had a cross on it”  Although it was just a 
simple statement, it really made me think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aring the 
cross” and truly bearing the cross.   

So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PoPo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o serve your children 
and grandkids. You were a great example of 
women who put Christ and others first before 
yourself. And most importantly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Lord and Savior with all of us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were following after Him 
as well. Thanks for showing us that there is 
hope, and that death is not the end, and that 
today isn’t a goodbye. So with that, we just 
want to say that we will miss you here, but 
we love you and can’t wait to se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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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CC 春节晚会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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