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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感言 

在圣诞来临前夕，有机会与同工们一同编辑、出版新一期的凯地之光，充满感恩，感谢圣灵

的引领，感谢作者们的赐稿、分享。 

在刚刚过去的教会 13 周年纪念主日，陈克迅牧师一如既往，用他充满激情的讲道，与我们一

同回顾这十几年来神对凯地教会的带领、供应、同行，并用青少年的特征比喻我们教会的活力和

成长空间，以及牧养这样的教会面临的挑战和兴奋之情。愿教会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成熟，为祂

在凯地作光、作盐。 

章优德长老从日常、普通的朋友，谈到亲密、患难中的朋友，直到我们认识的最好、最忠心

的朋友——耶稣，让我们深思朋友这个话题和它的属灵意义。林宗智（Alfred）弟兄分享他年幼

时所经历的苦难、艰险，是妈妈的信心、祷告和神的保守、恩典，支撑起这个在马来西亚婆罗洲

岛丛林中艰难度日的移民家庭。 

感谢方升平弟兄，愿意敞开分享他与癌症搏斗的心路历程，虽然开始时迷惘、软弱，但神的

应许和弟兄姊妹被圣灵感动的爱，是他砥砺前行的安慰和力量。阅读宋玉秀姊妹娓娓道来她属灵

成长的各个阶段和围绕身边的“彩云”，周文杰弟兄详细描述自己得救的经历，令人欲罢不能。 

陈师母（Catherine）总结家校四个年幼孩子一年来的经验，最后发现是神全时间管教了作妈

妈的自己。黄振加弟兄感悟信仰的热情，来自我们成熟、稳定、持久地爱上帝的情感，并离不开

圣灵的感动和引领。楊謝宜叡姊妹记叙刚刚过去的小牧人退修会，精彩丰富、妙趣横生。 

       责任编辑   刘幼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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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克迅牧師 
 

回顧凱地教會走過十三週年歷程時，

滿心感恩神所預備的蒙恩之路。因著神所

賜的異象，展

開了神國度的

工作及點燃了

教會邁向主大

使命的星星之

火。雖然，教

會屬靈年歲尚

幼，但靠著神的恩典，我們可以隨著神的

帶領，邁向成長之路，朝著目標直奔。實

行教會的使命不會是一條平順的大道，乃

必須奮勇前行。我們今天依然立下心志，

要繼續竭力完成主所託付予凱地教會的使

命。在此，讓我們互相鼓勵，以“神國度

的異象”作為教會共同的使命，落實教會

的宣教以及福音工作，並逐步邁向全面和

成熟的目標，以便在未來的年日，主的名

可以更得榮耀！ 

今年慶祝教會週年時，心中會有一種

難以描述的感觸。雖然教會弟兄姐妹把週

年慶看為數算神恩典的日子，對我而言，

教會週年慶讓我謙卑地反省教會整體屬靈

生命的成長。帶領 13 歲的孩子具有很大

的挑戰，同時也讓人非常興奮！在 13 歲

的孩子的生命中，可以鼓勵我們從以下三

個方面學習。青少年的孩子—— 

I. 有活力。少年期的凱地教會的使命

剛剛開始。我們在這些年中雖跑得很快，

但是在漫長的屬靈路上，難免會跌跌撞

撞、疲憊睏乏與灰心無力。屬靈生命必須

經過磨煉，才能測試出內在屬靈的實質。

面臨逆境時，勿氣餒，勿頹喪，主的同在

和恩典夠用。為父母的常鼓勵兒女“加

油”，青少年的小孩也容易領會，勝過千

言萬語。反之在賽場上，當萬眾齊聲高呼

“加油”時卻有雷霆萬鈞，震撼人心之

力，充分發揮出那股銳不可當的力量，正

如五旬節聖靈的能力帶來的復興。今天，

聖靈也常在主的教會激励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一般彼此互勉，仰望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II. 胃口大。我們當把教會 13週年慶

看為另一個新的開端。想到 13 歲的青少

年不僅有活力，也確實有大的胃口，食量

很大。為父母最擔心孩子吃不夠，營養不

良，成長缺陷。牧人只有一個使命就是忠

心牧養羊群，能不斷供應，羊才能飽足，

健康成長。求神賜教會有屬靈的胃口，渴

慕神的活，也活出主的生命。盼望羊得到

牧養飽足後，能有效地完成神託負教會的

使命和工作。  

III. 會做夢。2017 年末，我在神面

前勇敢地向神求大事，然而，主藉耶利米

書 33:2-3 堅定回應“成就的是耶和華，

造作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是他

的名。他如此說：你求告我，我就應允

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

你。”神的話確實讓我有信心回應主所要

成就之工。因此，在禱告中將自己完全擺

上，求主使用。耶和華以勒，意即“耶和

華 必 預 備 ” （ The LORD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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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主的預備和帶領遠遠超過我

們所求所想。今天，我為弟兄姐妹感謝

神，主已在凱地教會預備一群愛主的弟兄

姐妹願意委身這屬靈的家，共同落實主的

大使命、異象和核心價值下來見証神的同

在，更要一起在主的恩典裡經歷神豐豐富

富的福分。此時此刻，我們凱地教會能為

主的榮耀做大夢嗎？或我們凱地教會敢向

主求大事來榮耀神嗎？ 

弟兄姊妹们，我們也當把週年慶看作

在靈裡成長的重申，一面感恩、一面重新

立志、一面數算主恩、一面禱告向神求，

讓我們更明白主的心意。在過去所成就

的，我們把榮耀都歸於神，靈裡有所退後

的，求主今日更新，主的靈再次更新我靈

和復興凱地教會。 

聖經說:“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

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

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以賽亞書

40:31)。來啊﹐弟兄姐妹﹗就在這 13 週

年慶，讓我們一起向神求，在你我屬靈旅

程上展開新的一章，向更高之處前行！保

羅勸勉腓立比教會說：“弟兄們，我不是

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

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

的獎賞”(腓立比書 3:13-14)。求聖靈的

恩膏及大能充滿凱地教會，使我們的靈性

也隨著教會的年歲一起成長提升。過去我

們已經榮耀神，未來的路程是我們更要盡

心竭力地活出基督、榮耀神！  

 

 

章优德 

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每个人都需要朋

友。当我们行

走在人生的旅

途中，有几个

要好的朋友一

起上路，有福

同享、有难同

当，那会是多

么的美好！ 

人们一般都

是从彼此相遇，慢慢有更多的认识、更深

层次的交往，然后成为朋友。朋友有好几

个 层 面 ： 有 些 是 相 识 的 朋 友

（acquaintances），有些是普通的朋友

（casual friends），有些是亲近的朋友

（close friends），有些是亲密的朋友

（intimate friends）。 

我们从小就有朋友。小时候，我们有

小学里的朋友。今天在我们教会儿童主日

学里，我们都叫那些孩子小朋友。记得我

们小学毕业上初中，离别的时候要写纪念

册。我们会写“头可破，血可流，学问不

可不追求”，“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买寸光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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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那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学问、

时间和朋友的可贵！ 

进入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们

可能注意异性的朋友。男生开始注意女

生，想交个女朋友。女生也开始注意男

生，想交个男朋友。那时候，就可能由友

情变成爱情了。 

当你读完大学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

你开始有职场上的朋友。当你信主之后，

在教会你有教会的朋友。当你服事主的时

候，你有小组里的朋友，敬拜团的朋友，

长执会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圈，就是这样

一圈一圈地建立起来的。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你需要三老：

老伴，老本，老友。老的时候，除了老

伴，有两三个老朋友一起聊天，谈天说

地，聚会团契，一起外出旅游，是黄昏里

的精彩！ 

所以我们从小时候的小朋友，到青年

时候的男朋友、女朋友，到年老时候的老

朋友，我们都需要朋友。 

今天是 e-时代，我们有 WeChat，

WhatsApp，Facebook，LinkedIn 等等。

我们也许结交了朋友的朋友。今天我们很

多人的光景是“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

人”。也许你职场 LinkeIn 有一千多个朋

友，Facebook 有四五百个朋友，有几十

个 WeChat 群，但是真正亲密、知心的朋

友又有几人呢？ 

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我们很多时

候都是用弟兄姊妹来称呼，我们比较少用

朋友称呼。这是对的，因为主耶稣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

旅，而是神家里的人了（弗 2:19）。我

们是属灵大家庭的一员，在主耶稣的大家

庭里，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圣经里有很多经文谈起朋友。从一开

始创世纪的亚伯拉罕，他得称为“神的朋

友”（雅 2:23）。《出埃及记》33:11，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

友说话一般。”当然我们常用《撒母耳记

上》大卫和约拿单的故事作为朋友的典

范。《箴言书》有很多经文教导我们结交

朋友的智慧。到了新约圣经，耶稣是罪人

的朋友（太 11:19），耶稣称拉撒路为

“我们的朋友”（约 11:11）。 

我喜欢以下几节经文教导我们结交朋

友的智慧：箴言 13:20，18:24，20:19，

22:24，27:5-6，27:17。 

让我们从两处经文一起来学习如何建

立亲密的朋友关系： 

(1)“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

生。”（箴言 17:17） 

(2)“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

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

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

所吩付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

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

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

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约

15:12-15）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谈论这个题目。 

（一）时常亲爱的朋友 

旧约圣经中的诗歌书卷如诗篇、雅歌

和箴言等，它们很多都是两个平行对句

（parallelism），也有一些三个、四个

等平行对句组成的。“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是一句同义平行对句。

在节经文的前半部发表一个声明，而下半

部分用不同的词语说出同义的事情。我们

也可以说“弟兄乃时常亲爱，朋友为患难

而生”。 

谁是你亲密的朋友？你最亲爱的朋友

就是时常亲爱的朋友。A friend loves 

at all times。不管在任何的环境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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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的朋友不离不弃，给你友情、支持和

鼓励。亲密朋友就是当别人都离你而去的

时候，他还留在你身边支持你、鼓励你。

这种朋友是人生中最美好的祝福。 

亲密朋友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因为

只有爱，才能时常亲爱，才能彼此相爱。

一个亲密的朋友是时时刻刻活出爱，在友

情里有爱的行动。 

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他真诚地为你

辩护。当患难来临的时候，他不离不弃陪

伴你左右，与你一起走过人生的低谷。 

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回顾了过去所

遇到的朋友。这张照片是将近二十年前我

们离开马来西亚美里来美国的时候在美里

机场所照的。那时候的朋友圈有家人、亲

戚、邻居，职场、商场、小组、长执和教

会的朋友。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

想起了在美里那十年的美好时光。今天，

我们都分散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但是当我

们有机会相聚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味以前

那美好的点点滴滴。 

 

感谢神让我拥有几位亲密的朋友。今

天我可以感受到“朋友不因迷而疏，流水

不因石而阻，急水急冲桥下影，高山难隔

友谊情。朋友总是心连心，真正朋友值千

金。哪怕山高路程远，隔山隔海难隔

心。” 

（二）患难中的朋友 

“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

生”。在同义平行对句互通的情况下，我

们也可以说“朋友为患难而生”。 

患难见真情。在你遇到患难的时候，

你才知道谁是你亲密的朋友。想想当你遇

到困难的时候，是谁真心、真诚地关心

你，是谁和你一起走过人生的低谷？ 

有一些朋友是有福同享，有难不同当

的。 

经过患难考验过的朋友，就像火炼过

的精金。这样的朋友就像金子一样宝贵。 

“ The crisis tests a friend, as 

fire the gold!” 

我们可以从大卫和约拿单友谊的故

事，来学习“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

难而生”。撒上 18:1-4 说“约拿单的心

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

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

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

都给了他。” 

大卫和约拿单之间的友情是开始于大

卫击败哥利亚之后，当时大卫只是一个牧

人，而约拿单是扫罗王的儿子，是一个王

子。虽然两人之间的地位相差那么大，然

而约拿单没有看轻大卫。他欣赏大卫，对

大卫非常慷慨。 

后来当扫罗王出来寻索大卫的时候，

大卫逃到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撒上

23:15-18）。约拿单于大卫患难时去找

他，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他给大卫信

心，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

害于你。你必作以色列的王，我也作你的

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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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和约拿单的友情在患难中更显得

可贵。这样的友情比金子更宝贵，比钻石

更有价值。 

因此当大卫听到扫罗和约拿单都死在

战场的消息时，就撕裂衣服，悲哀哭号，

禁食到晚上（撒下 1:11-12），说“我兄

约拿单哪，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

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

情。”（撒下 1:26） 

这是一个友情胜于爱情的故事，大卫

和约拿单的友谊感人肺腑。 

在我多姿多彩、高山低谷、千山万水

的人生中，过去一年多可谓特殊。神很幽

默，2018 年 3 月份我分享了职场工作三

十年的见证，同年 10 月份我就被公司裁

员了。感谢神，12 月份我又开始了新的

工作。感谢神在这段患难中赐给我患难中

的朋友，这是朋友写给我的卡片中鼓励我

的话： 

“你或许觉得公司不太在乎你，但对

你最重要的人，你的家人和朋友，你具有

无比的价值。你聪明、幽默、慷慨和勤

奋，你的成就证明了这一切。你很成功，

钟爱妻子，挚爱孩子，关爱朋友。你不仅

仅是好，而且是好极了。注目于你所受的

恩赐和拥有的激情，享受你美妙的生活

吧！因为生活真的很美妙。亲爱的朋友，

请你不要忘记我！如果你在这份工作和这

些同事之外找到了幸福，请你一定不要忘

记告诉我！” 

（三）耶稣是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说主耶稣是最好的朋友？因为

祂是为朋友舍命的主。祂所付出的爱是舍

命的爱，付上生命代价的爱，如约 15:13

所言：“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

这个更大的。” 

主耶稣是最好的朋友，因为祂为我们

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祂走上各各他的

苦路，祂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是患难中的无

助绝望，因为祂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与罪

的代价。“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

的罪孽压伤。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

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赛

53:5） 

约 15:14 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付

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主耶稣所吩咐给

门徒的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

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

15:12）祂吩咐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

爱，彼此相爱的命令不是仆人所能做到

的，是朋友之间才可以做到的。 

《耶稣恩友》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

歌。这首歌的作者史克文（ Joseph 

Scriven 1819-1886）在他最痛苦忧伤的

时候写下这首诗歌。史克文生于爱尔兰，

早年一心想当军人，但是因为身体健康的

原因不能入伍。1842 年，在他结婚前

夕，未婚妻意外死亡。他非常伤心，是主

耶稣安慰了他。数年后，他再次恋爱，可

是在筹备婚礼时，他的未婚妻又突然病

故。自此，他孤独一生，将自己的生命和

时间完全奉献给主。“耶稣是我亲爱朋

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

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

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

情，带到主恩座前求！”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在

世上你有几个亲密的朋友？你有时常亲爱

的朋友、患难中的朋友吗？主耶稣是不是

你最亲密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们，你心中有忧伤吗？你

灰心失望过吗？请你相信主耶稣做你个人

的救主，主耶稣祂要做你最好的朋友，亲

爱忠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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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Ling 
 

My grandfather left Putian, Fujian province, 
China about a hundred years ago when he was 
just a teenager and began his adventurous life 
on a giant island called Borneo. He settled down 
in a very small village in Sarawak, Malaysia and 
started a family with eight children, five sons 
and three daughters, and my father was his 
firstborn. They lived in a humble wooden house 
built by the family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My 
grandfather was a Christian when he left China 
and he kept his faith living in Sarawak. Later, he 
donated a piece of land adjacent to his own 
property and helped with building the first 
church, and started the first Sunday worship 
with his own family of eight after the church 

was built. When Dr. John Sung (宋尚節博士), 
the legendary missionary from Putian visited 
Borneo for evangelical events, my grandfather 
joined Dr. Sung’s team and went out to the 
villages to spread the gospel. My own father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by Dr. Sung. 

My mother was born in Putian, China too 
and became a Christian when she was in China. 
One vivid image I have of my mother is her 
holding the Bible in a family portrait taken back 
in China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 about 
eighty years ago. My mother moved to Borneo 
as part of an arranged marriage to my father. At 
the age of 16, she left her family, friends and 
everything that was familiar to her in China to 
start a new life with a stranger, i.e. my father in 
a strange new place in the jungle on the island 
of Borneo. My parents had six children, five 
boys and a girl, I am their fifth child. Together, 
my family carved out a life in the jungle, poor by 
any standards, a hard-working and tight-knit 
unit. 

Life in the jungle was extremely challenging. 
Food was scarce, what we had was barely 
enough to feed the entire family; we were 
lacking the basic necessities such as food, 

clothing, shoes, clean water (only well water is 
available) and electricity (we used kerosene 
lamps). There were times when we were not 
sure where our next meal would come from. 
Life was already difficult for my family in the 
jungle and then tragedy struck — my father fell 
very ill and passed away when I was 4 years old 
and my younger brother was only 2, leaving my 
mother, a widow with six hungry children to 
feed and to provide for. This quiet young widow 
of an arranged marriage was now forced to 
provide for six children all on her own without 
any college degree or skills, living in the 
treacherous jungle of Borneo.  

Rooted by her strong faith in God, my 
mother never re-married and she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church. She always made sure all her 
six kids go to church in the village every Sunday, 
rain or shine, and sometimes Saturday. We 
studied the Bible, sang praise songs and 
listened to the messages during Sunday schools; 
we were happy and content. Growing up, 
church was literally a home away from home. 
Our happiest days of the week were Saturdays 
and Sundays because Monday to Friday we had 
to rise before dawn to go to the field to tap and 
collect the tree saps from the rubber trees or 
hand-pick the peppercorns, and etc. to 
supplement the income. Although I do not 
remember the exact moment or a specific event 
related to my conversion but the love for Christ 
was something my mother has modeled and 
emphasized for my family all of my life. I 
remember I was baptized when I was in grade-
school and decided to follow and trust Jesus the 
rest of my life.  

Growing up in the small village in the jungle, 
we have many memories of how God protected 
and provided for us, and I want to share three 
of them: 

1. The Head-hunters of Born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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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in the jungle of Borneo, we heard of 
bloodcurdling stories of head-hunting by the 
natives. There are several ingenious tribes living 
in the island and some tribes, like the Iban, 
hunted human heads ie keeping and preserving 
the skulls after killing the victims. Some tribes 
did it for rite of passage reason, others for 
ceremonial purpose. To this day they still exist 
in the jungles of Borneo and some of the skulls 
can still be found hanging on the roof-rafters in 
the long houses where they live. When I was 
around 7 or 8 years old, one evening after 
dinner, around 8pm, we heard loud chanting 
not too far away from our lone primitive 
wooden house on stilts. As we peeked through 
the holes or gaps along the walls of our house, 
we saw about 15 to 20 head-hunters chanting 
with torches and machetes in their hands, 
gazing maliciously toward our house. They were 
about fifty yards away from our house. During 
that period, all my older siblings had gone into 
the neighboring town for school and/or work 
and it was just my mother, my youngest brother 
and me at home. My brother and I were very 
frightened but we didn’t dare to cry or make a 
sound. Defenseless, my mom turned to her 
Defender, calmly, she held us closely and 
started praying, while all the time the chanting 
of the head-hunters grew louder and louder. 
We knew we would be burned alive or killed if 
these head-hunters decided to approach the 
house, but my mother kept praying to our God; 
and this went on for about half an hour though 
it felt like eternity to us. Suddenly the chanting 
stopped. As we peeped through the gaps again, 
to our great relief, we saw the head-hunters 
had turned and walked away! 

We truly believe God listened to my 
mother’s prayers that particular terrifying night 
and sent His angels from heaven to protect us 
from great harm and deliver us from the hands 
of the head-hunters.  

2.  The Communist Insurgents Invading 
the Village 

Growing up on the island of Borneo in the 
1960’s era, we have many communist 

insurgents hiding in small villages or in the 
jungle to avoid being captured by the 
government armies. These insurgents were 
famous for executing or killing those who 
supported the government or opposed their 
political beliefs. Many nights we could hear 
gunshots from the insurgents hiding in the 
jungle and then the loud cannon-shot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armies in retaliation on the 
outskirt of the jungle. We often see these 
insurgents carrying assault rifles walking along 
the road in front of our house, especially during 
the early mornings. There were nights when 
some of the insurgents were literally hiding or 
ransacking directly below our house (our house 
was built on wooden stilts); possibly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eat. No matter how frightened we 
were, we always find comfort and courage 
when my mother would turn to God and plead 
for His protection. We knew these insurgents 
could kill or capture us if they chose to; but 
even more so, I know that through my mother’s 
prayers, God would protect us. 

 
Photo taken 30 years ago on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old house 

3. The Desire of My Grandfather 

A few years after my father passed away, 
when I was around 8 years old, the conditions 
of our life in the village grew increasingly harsh. 
One afternoon out of the blue, my grandfather 
told my mother that he is taking my younger 
brother and me away from her, to bring us back 
to China. He believed China can provide a better 
life for us (and this was about fifty years ago). 
The idea arose out of his supposed good 
intention of lessening my mother’s burden,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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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to take care of my brother and me. 
However my mother refused, full of God’s 
wisdom and courage, she insisted on keeping 
the family together, no matter how tough it is. 
Her perceived insubordination, going against 
my grandfather’s will, angered him and created 
severe friction between them for years. Later I 
learned that my grandfather had planned for 
my brother and I to be adopted by a family in 
China. 

The visit to my ancestral home in China this 
past April brought many closures, as I visited my 
grandfather’s grave, his old church and our 
ancestral home standing right next to the 
church. We also met our 83 years-old auntie 
(the wife of my youngest uncle) whom I had 
never met. I do not know how my life would 
turn out to be, being adopted by a stranger in 
China or how we would suffer in the mid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I am deeply 
thankful for my mom’s decision, her God-given 
wisdom and her resolve. 

My mother was poor in a worldly sense, but 
because of her faith in God, she was rich and 
possessed everything. My mother was simple 
with little education, but because of her 
dependence on God, she was wise. I never 
heard my mother complained but I often heard 
her praying to God. She kept her faith till she 
went to be with the Lord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96 and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ose long hours 
my mother spent on her knees praying, mostly 
interceding for her children. Her prayers and 
her faith not only helped her endured the 
hardscrabble life as a widow in Borneo but they 
have significantly impacted her children and her 
grandchildren as well. 

Growing up in a small village in the jungle of 
Borne, we did not have much but we still 
dreamed big dreams, yet we learned from my 
mother to trust in God’s leading and 
sovereignty.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we 
faced each day, every step we took, every 
journey we embarked, Jesus is always there to 
lead us through and at the same time, 
preparing us for the next one. He provides and 
He protects for He is good and faithful. By God’s 
grace,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 were baptized 
and became followers of Christ while we were 
in Borneo, all of us received good education 
abroad and all were blessed with strong and 
stable family as adults.  

As a widow living in the jungle, these verses 
always encouraged my mom in her moments of 
need and on her most difficult days:  

• Psalm 121: 1-2 “I will lift up my eyes to 
the mountains, from where shall my help come 
from?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 who made 
heaven and earth”, and 

• Matthew 6:33 “But seek first 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My wife Debra had also been touched by 
my mother’s unwavering faith. Together as 
parents, we hope and pray that we had passed 
this legacy of faith onto our two sons, Josh and 
Jeremiah. May they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prayers and the reality of living a kingdom life 
filled with God’s love, just like their 

grandmother.  

 

 
方升平

我是一个软弱不幸的人。但不幸中我

也万幸，因为我有主，有耶稣基督在我心

中。只有经过痛苦、患难的人，才体会到

神的伟大、神的珍贵和神的恩典。我一路

走来，都蒙主的带领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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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我在体检肠镜检查时，查

出了直肠癌。当时听着真如五雷轰顶，怎

么会这样？！没想到癌症也降临到我身

上，一时感觉像落入深渊，头脑一片空

白。恐惧和焦虑充满了我的心。我找不到

人生的目标，看不到生命的意义。我真不

明白，我该怎么办？我感到空虚迷惘、绝

望无助„„一家人都为我的检查结果感到

担忧，束手无策。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

胡思乱想，精神完全崩溃，头脑非常复

杂，一生都完了„„看到我的床头贴着一

张“耶稣善牧像”，我突然眼睛一亮。信

靠耶稣，依靠耶稣，依靠祷告。圣经上

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

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 7:7）我

就默默地祷告起来。诗篇 23 篇也告诉我

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

的水边。”我一下子醒悟过来，头脑清醒

了许多。我自我感觉没什么症状，精神也

好，能吃能睡。现在应该是正视现实，认

真对待，“既来之，则安之”。交托给

主，靠主、靠耶稣、靠祷告、靠信心。主

听到我祷告的声音，我的心情平静了许

多。主啊，你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会一帆

风顺，也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不会遇到疾

病和苦难。当我们遇到患难时，你总能帮

助我们，使我们心有依靠，灵有平安，因

为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专心依

靠你，坚定仰望你，就能够胜过一切的患

难。 

接下来的几天，通过病情的各项检

查，结果都出来了。一家人紧张了几天，

查医院，找医生。但留在美国还是回中国

治疗，又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美国医疗是

全世界最好的，但是医疗费用也很高，而

且语言交流、交通接送又不方便，并且预

约一个医生、检查一个项目，往往要一到

两周时间。总觉得这种病怎耐得起拖，产

生了种种顾虑。如果回国内治疗，环境、

生活各方面都熟悉、方便，亲朋好友找一

点关系，住院、手术都能解决，医生技术

也不差„„思前想后，心里矛盾，顾虑重

重。人只要一生病，自主权就被限制，已

经不允许慢慢地思考、选择了。 

这时候，我突然醒悟，想到主通过圣

经诗篇 121:7-8告诉我们：“耶和华要保

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

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

到永远。”主啊，你是医治的神，你使我

们成为蒙恩蒙福的人，愿你用不变的爱来

爱我们，使我们完全投靠在你的翅膀下，

安然居住在你里面；你是拯救的神，大有

能力的主，默默爱我的主，借着医生的手

来医治我吧！一家人最后决定留在美国治

疗。儿辈们辛苦一点，我们又能帮助照顾

家中的孙子们。儿子、媳妇就开始着手准

备预约医院，尽量选择预约能讲中文的医

生。 

在美国看病真啰嗦，约一个医生、检

查一个项目，得按程序规则进行。总觉得

医生很保守、爱拖延，于是自己着急、心

情不好。但是急也没用，相信医生是负责

任的。通过几个医生的检查、会诊的结

果，订出了治疗方案：先放化疗，休息恢

复，再进行手术，然后再强化化疗。我现

在只能听医生的了，一切交给上帝，交给

主，求主医治了。我们只是天天在主面前

祷告，主也每天都在带领我、引导我。在

放、化疗期间，身体出现了各种反应，主

的带领让我都顺利度过了。儿辈们天天接

送放、化疗和医院的各项检查，家人的精

心照顾，凯地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

心、祝福和祷告，都给了我战胜病痛的信

心和力量。在这期间教会的吴建华、吴美

珍夫妇经常到我们家来探视、了解病情，

查看化验单，每到主日崇拜接送我们一家

去教会。来到教会，觉得是最开心、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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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一天。常青团契的弟兄姊妹在团契活

动中也常为我祷告，张肇纯弟兄经常电话

探视了解病情，鼓励、安慰、开导我战胜

疾病的信心。教会的郭明新弟兄很有爱

心，好几次来我们家探访、祷告„„这一

切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给了我战胜疾病

的信心和勇气。7 月 18 日，教会的王台

妹主任、牟佩凌姊妹百忙中也来到我家探

访，带来了主的话语开导我们，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有主，只有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

依靠，更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把自己全然

交给主，只要我们有信心，主会担当我们

的软弱，将我们一切的难处和重担交给

主，靠主医治，靠祷告坚定信心，我们只

有依靠主，神是赐福的神，主常在我们身

边，主爱我们，会医治我们的。 

国内家乡的教会得知我患病，在发来

的微信中，也替我在主面前迫切祷告。在

神的家中，在神的爱中，这么多弟兄姊妹

的关心、祝福和祷告，加添了我的力量和

战胜病痛的信心。哈利路亚，荣耀归主！ 

8 月 20 日进行直肠切除手术。教会的

王台妹主任、李惠民弟兄、吴美珍姊妹在

医院候诊室，全程陪伴着我们一家人。温

馨的关怀、安慰和开导，使我们一家人非

常感动。感谢主的恩典，手术成功进行，

顺利地结束。住了几天院，回家休养。手

术后遗症和接下来的化疗反应将更加强

烈，会带给我身体上更大的痛苦。我所有

的挣扎，所有的软弱和跌倒，都将成为主

恩典的记号。“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

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祂的圣名。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祂

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

你的一切疾病。祂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祂用美物，使

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

童。”（诗篇 103:1-5）神的怜悯、保守

和看顾，让我的强烈反应现象，一天天好

转起来。 

感恩有主的保守、看顾和带领，感恩

有弟兄姊妹的关怀和祷告。主啊，你是我

的主，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感谢赞美你的

大恩和浩爱，你扶持、拯救了我，引导、

医治了我，赦免、看顾了我，担当我的忧

愁和重担，刚强了我的心志，增强了我的

力量，在每一次呼唤你的盼望中，你都体

恤、坚固我的心。每一次呼求，你都牵

挂、呼唤我，每一次祷告你都垂听。我愿

一生一世紧紧跟随你，使我存着一颗知

恩、感恩、报恩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

拜你。 

9/30/2019  

 
宋玉秀 

我有一首短诗总结过往的人生经历—

—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从地上

到天上。 

像大多数人一样，出生，长大，求

学，工作，结婚，生子，我寻寻觅觅，找

寻一个美好的生活。2001 年来美，进入

一个很温暖的查经小组。2003 年我在一

个布道会上决志，因为那位牧师见证神改

变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也渴望有相

爱融洽的家庭，可惜我出生的的家庭并非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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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7 年，我去西区教会听道上

主日学，也在学校学习护士课程。当时拼

命学习一技之长，希望能在这个国家谋生

立足，就像曾在国内工作一样。虽然去教

会听道，参加查经班，自己读中英文圣

经，却是似懂非懂。那时神的话是留在教

会四面墙壁里的，它没有进入我的日常生

活中。 

2009-2013 年，孩子出生长大，我开

始在教会学习当主日学老师。主日学教材

引领我更深理解神的话，教材中用很多游

戏和例子，让神的话从抽象到具体，例如

日常生活的粮、水、光等等。当时，有人

送了一个刀具盒子，其上有一句经文，让

我沉思数月：“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

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

能。”（林前 1:18）我在教儿童主日

学，我自己到底是怎样看待十字架的呢？

我到底认为它是大能还是愚钝呢？我仔细

咀嚼思索这话，要明白自己心意如何。 

2013 年，王翬、孟荣一家来到我的生

活中。他们带我们在圣诞节一起去了基督

工人中心举办的营会。当时，我看到两千

人的聚会和精彩的证道，很是震撼，尤其

是讲员七八十岁的年纪，却充满了生命的

活力。似乎从那次聚会后，我的心眼打开

了。从营会上，我买了好多书籍带回家继

续阅读，包括于立工老牧师的《祷告与祷

告学》，更理解了祷告的含义。唯有认识

神，并知道他的作为，祷告才有意义。

2016 和 2017 年，我又接连两次去了冬令

会，听了更多的道，买了更多的书研读和

思考，包括用十步查经法注解的《雅各

书》等。2018 年，我也去了基督使者协

会举办的营会，感受到全世界的人不分种

族一起传福音的盛况。 

2015 年，庆斌、刘宏来到我们小组作

组长。我从刘宏身上感受她生命的见证，

在家中边放音乐边做家务，享受生活的平

安美好。她开放家庭组织姐妹会，用圣经

话语喂养大家。她也曾接待一个并不熟悉

的老人在她家短住——当时对我来说那是

绝对不可能的事。渐渐地，我对神的话理

解更多了。刘宏每天早起在葡萄园群里发

灵粮，她引领，我发帖支持。逐渐地有更

多的兄弟姐妹乐意读神的话语。我最喜欢

的就是做一颗栽在溪水边的树，按时结果

子，叶子也不枯干。我常读主的话，祂的

话就常在我里面，成为我喜乐的泉源。我

们活在神之内，活着也为祂，活着也必须

通过祂。我们生活在神所造的天地穹苍

下，活着的目的是为荣耀祂，但人生的过

程不容易，劳苦愁烦，多有艰难，唯有通

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找到得胜的道路。 

另外，CCF 华人基督团契查经也对我

理解神的话语有很大帮助。它采用四层查

经法，把经文的每字每句讲解得清清楚

楚。再者，福音影视网有很多影片，也帮

助大家更好理解神。YouTube 上也有很多

很好讲员的证道信息，我听过倪柝声的

《初信造就》系列，于宏洁讲道，大卫鲍

森新旧约等。 

作为一名护士，我深深体会生命是短暂

的，我们都如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一百年前我们不存在，一百年后，我们也

不再在这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

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约一 2:17）”。所以，当我们还有这生

命气息的时候，就要努力认识神，做主喜

悦的事。等我们寿数满足时，就要回到主

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家，与主同在。感恩主

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道路，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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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杰 

2019 年感恩节前，受主的蒙召我受洗

成为基督徒。回顾自己信仰的改变，可以

说是一段不短的心路历程。我来自于国

内，从小受教育环境的影响，无神论的思

想顺理成章地扎根于心，对事物看法的准

则之一源于物质论和逻辑推理。随着社会

经历的增加，自己的信仰渐渐变得无所适

从，在国内生活和工作中时，常常挂在嘴

边的话是，我的信仰就是只相信自己，听

从自己的内心便可。相信有我这样想法的

人应该也不在少数。 

约 10年前我从国内移居美国与太太团

聚。一个全新的，不同于原来生活条框的

世界展现在面前。其中之一便是在精神层

面上接触到了宗教这个从未深究过的领

域，基督教便成了越来越频繁提到的一个

词。 

太太工作之余常常去当地的华人教

会，后来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对于太太的

这些变化，我无动于衷。那时候初来纽约

没什么朋友，仅有的一些朋友里有的是基

督徒。与他们交往并没有感受到如洪水猛

兽般可怕和价值观扭曲的担心，反而与他

们交往充满了爱和帮助。同样的感受也来

自于在纽约生活的韩裔朋友，他们也是基

督徒。他们的友善也激励了我去应该好好

的了解和认识基督教的真谛。 

记得有一次，我和太太陪同朋友前往

新泽西州的一个韩裔教会礼拜，见到一位

韩国来美探亲的阿姨，听说我们正渴望生

育孩子，她介绍自己在韩国是从事健康理

疗的医生，她可以试着帮助我们，邀请我

们到她家里义务诊疗，并为我们祷告。这

种不求回报的与人付出，体现的真诚和关

爱深深地感动了我。原来，在基督的大家

庭里没有国界和种族的藩篱。这种信仰的

力量，便是神的大能所给予的。慢慢地，

在心里便扎下了一颗种子，自身的渺小无

助和思想局限，唯有信靠大能的神才有意

义。 

一年前，我们举家从纽约搬到了休斯

顿。安顿好后，便第一时间找到了凯地中

国教会，从此便坚持只要时间允许就会参

加每周主日崇拜以及佳音小组的圣经学习

讨论。 

诸如像以前自己这样的所谓无神论者

或者信仰迷茫者往往会认为科学与宗教对

立，对事物的看法首先着眼于物质层面和

逻辑推理。经过这么多年来耳濡目染，聆

听神迹见证，尤其这一年来在凯地中国教

会参加主日崇拜和佳音小组的学习，渐渐

地接受了基督教，思想得以升华，懂得了

世人对于宇宙万物的理解和认知其实是那

么的狭隘和渺小，用所谓的课本知识去论

定这个世界，岂不更像盲人摸象。 

今年 7 月在佳音小组热心的同工和兄

弟姐妹见证下我决志信主，从此接受耶稣

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 

正像圣经箴言 3:5-6 所述，你要专心

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

你的路。 

圣经里的神是独一、圣洁、公义、慈

爱的真神，神的慈爱和大能深深感动了

我，我愿意一生追随，信靠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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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琳(Catherine Chen) 
 

我們家從去年（2018）年開始家校。

家校的原因除了孩子的教育課程能將科

學、文學、歷史都貫穿以神為中心，主要

也是想與四個孩子（4、6、8、10 歲）能

有更多作門徒的時間。 

在自學的過去一年，有一半的時間是

在學習，也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管教兒

女。但後來才發現，是神用全時間管教了

這個做媽媽的我。 

总的来说，我學到三件事。下面我细

细道来。 

一．調整合乎實際的期望 

一開始教導孩子的學習，總覺得很簡

單，應該一教就會。教了十幾次之後，發

現孩子還是一竅不通，究竟是老師的問題

還是學生的問題。開始怒氣沖天，滿口責

備，使孩子自信心受傷，自己也覺得懊悔

沮喪。我在神面前傷心認罪，也常常對孩

子道歉。後來才理解到，自己的期望不切

實際。神讓我看到，孩子不會沒有關係，

總有進步的空間。若是盡心學習，雖然十

幾次才能學會，也有會的一天。過程和結

果都很寶貴，但心志比能力更重要。從此

調整心態，設立合乎實際的期望。 

二．設立一致的界限和後果 

在家校的過程中，最困難的就是管教

孩子的態度和屬神的品格。我意外地觀察

到孩子不同的個性和掙扎。 

舉例一，處理沒有自驅力的孩子 

（Unmotivated child）。一個孩子只喜

歡做自己喜好的事情，可是遇到任務就抗

拒。十分鐘的作業，因著負面情緒的發

洩，拖延了三個小時。當溫柔勸告、獎

勵、嘮叨、威脅、斥責都無效時，我只能

切切的把孩子放在禱告當中，求神扭轉這

個惡性循環。經過一年的掙扎，感謝神的

話語帶來了改變。今年文學課的聖經金句

是希伯來書 12:11，“凡管教的事，當時

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

煉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藉

著這段經文，孩子意識到今年要訓練的屬

靈品格是堅韌。雖然每次看到任務都很

難，或不情願,或懼怕，但靠著神，就能

從開始到結束，學習負責任，盡力完成。

神也開啟我，用斥責吼叫不能激勵孩子，

而必須為孩子設立明確的界限和後果，用

定時器來管理時間，並將要完成的各項任

務寫在板子上，讓孩子有自由選擇要完成

的先後順序。完成後匯報檢查、讚賞，若

不通過，再適當給予幫助。 

舉例二，父母給命令，孩子顯出悖逆

的態度和言語，當如何應對？最困難的就

是說了好幾次命令，孩子還是置之不理，

等著點燃我的導火線，直到火山爆發。透

過暑期的親子教養主日學和參加  Dr 

Turansky’s Biblical parenting 

seminar，學到了“使用安靜時間 (take 

a break)” 的方法。當孩子有悖逆的態

度就可以請他們去一個房間安靜。在使用

安靜時間時，思想三個問題：1.我做錯了

什麽，2.為什麼是錯的，3.下次該怎樣做

才是對的。當孩子平靜出來，回答這三個

問題後，再道歉，並通過禱告來恢復關

係。Dr.James Dobson 曾說，“設立一致

明確的界限和後果，才能帶給孩子穩固的

安全感。”的確，雖然制定界線一開始難

免產生矛盾，但在真理裏才有真正的自

由。約翰福音 8:32，“你們必曉得真

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神也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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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到，夫妻必須同心合一。設立一致的

界限，需要神的智慧；執行一致的後果需

要神的能力，而悔改和修復更需要神的同

在。 

三．悔改和救贖的盼望 

在家校的過程中，讓我看到最大的問

題其實就是我自己。當火爆線被踩時，自

己多半是快快動怒。神讓我看到自己的老

我，軟弱、自私、易怒、急躁、不好憐

憫、缺乏聆聽、易下論斷，特別是對家

人。我不能給我所沒有的。若我放縱自己

脾氣的壞習慣，又怎能要求孩子表現屬靈

的品格?家校的一年，顯出了老我的醜

陋。常常傷心流淚，覺得好像進一步，退

三步。但是每次向神悔改的時候，就看到

神慈愛的管教是祂豐盛的恩典。祂不放棄

我，也不離開我，聖靈保惠師常常引導，

賜真理和盼望。一次一次的道歉，孩子也

無條件地原諒我、愛我。而每當我有不好

的態度，先生也都私下、不在孩子面前、

耐心勸告我，為我禱告。 

在我們家的餐桌上，我們常分享見

證、日常瑣事、或笑話，是我們的歡樂時

光。在餐桌的玻璃下，有一個兒童主日崇

拜單張，孩子常常背誦——“悔改就是脫

離 罪 ， 轉 向 耶 穌  (Repentance is 

turning away from sin and turning to 

Jesus)”。這不僅講到救恩、脫離罪、信

靠耶穌得永生，更提醒門徒靈命的成長是

每日來到主跟前，靠著祂的應許和聖靈的

提醒，悔改、潔凈、得勝。因著我的軟

弱，孩子們清楚看到，爸爸媽媽就和他們

一樣，需要耶穌。 

神管教兒女，是要我們親近祂，與他

連結。藉著錘煉，結出討神喜悅的果子。

我們管教兒女的目的，不是期盼一個完美

的結果。而是彼此幫助，在信心的旅程

中，無論景況如何，是破碎、失敗或歡

喜、成功，都能信靠主耶穌的寶血，鍛鍊

屬神的品格，明辨真理，選擇回應神在生

命上的呼召。一生榮耀上帝，並以祂為

樂，直到永遠。 

腓立比書 3:13-14：“弟兄們，我不

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

的獎賞。” 

願頌讚、榮耀都歸與祂!  

 

黄振加 

我常常想，没有热情的生活会是怎

样？那一定是单调、没有活力、枯燥无味

的。同样，没有热情的信仰，很难让我想

像它是活泼、生动、有力量的，会使我们

进入丰盛的生命。有一位牧者说过的一句

话，让我无法忘记。他说：“没有情感的

信仰，一定让你停留下来”。意思是说，

若我们的信仰中，没有爱上帝的炽热情

感，我们的生命就会停滞、退步。这也让

我想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第

一、且是最大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

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可

12:30），因为爱上帝是基督徒生命不断

成长的动力。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弟兄



Katy Light 凯地之光，凯地中国教会季刊第五十三期，2019 年 12 月 

17 

 

姊妹信主一段时间后，可能是五年，也可

能是十年或更长，生命成长会遇到挑战与

挣扎,变得不冷不热。我想这是由于爱上

帝的心没有与我们信主的年日与日俱增。

我们需要爱上帝的情感，使我们产生信仰

的热情，帮助我们突破这个生命成长的瓶

颈。 

基督徒的成长，离不开读经、祷告、

敬拜,弟兄姊妹彼此分享见证上帝在我们

生命中的作为,以及参与教会的服事。随

着生命的不断长进，服事就应越多，这本

来是我们的本分之内的事，但不容易做

到。这让我想到父母对待儿女的关爱。生

活中，无论我们儿女的举止言行是否符合

我们的心意，我们都会心甘情愿把最好的

给他们，为他们作出时间、金钱、精力等

各个方面的牺牲。能做到这些，是出于我

们对他们的爱。同样，若我们有火热的爱

上帝的心，我们在服事上帝、服事人、参

与教会各种事工上，怎么能不甘心情愿、

主动、满怀喜乐地摆上呢？一定会的。 

上帝的道是活泼、有生命的。在我们

的信仰中，我们需要理性之光，也需要情

感之热。这种信仰的热情产生于爱上帝的

情感。这种爱上帝的情感是恩典的的情

感，是被圣灵光照、引导、掌管的情感，

而不是我们按自己的主观感受、随己意而

生的情感。人能爱是神的恩典。我们的爱

是被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所点燃的。“因

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

们心里”（罗 5:5）。要有爱上帝的真实

情感，我们应该花时间读经，在生活中用

心认识神。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 3:8说：

“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保罗

因为认识上帝所达到的这个境界，也应该

是我们生命成长所要追求的境界！其实上

帝离我们不远。每天透过生活中所见、所

闻、所经历的，都能让我们思想上帝之

美，感受上帝之美，经历上帝之美，并见

证上帝之美。上帝也在我们心里更新我

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经历被救赎的喜

乐。这些都在帮助我们建立爱上帝的心。 

我们心里都有过感动、激情的火花，

但可能会很暂短。感动是内心被一种强烈

的情感所占据、所触动的经历。譬如同

情、怜悯、洁净、爱。有诗人说过，“谁

心里没有过火花，但有几个人能把它聚成

火炬？”唯有靠神的恩典，求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的情感归正。让圣

灵的每一次感动都堆积起来，聚成信仰的

火炬，成为我们成熟、稳定、持久地爱上

帝的情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上帝

的情感是生动而不抽象、活泼而不教条

的，是被圣灵掌管的情感，是激活我们生

命的情感。愿主引导我们的心，好叫我们

更爱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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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謝宜叡 

教會於 11月 15-17日為所有的小牧人

和副小牧人舉辦三天兩夜的退修會，希望

藉此機會讓小牧人們能够：(1)彼此認

識，相互切磋鼓勵；(2)夫妻重溫婚姻誓

言，關係更加親密；(3)更深切地了解生

命小組 2020 年的異象與使命。小牧營選

在感恩節的前夕舉辦，一方面是感謝神對

生命小組的引領與看顧，另一方面則是感

謝小牧人及配偶們一年來的辛勞。 

小牧營場地在 Camp Allen，從凱地開

車過去約一個多小時，距離適中、湖光山

色、環境優美、住房舒適。营区有旅館也

有小木屋，而且娛樂設施完善：有射擊、

射箭、烤肉、划船、騎馬、大鞦韆、游泳

池、乒乓球、籃球、高爾夫球、健行步

道、自行車道等等„„ 

教會目前有 19個生命小組，有 17個

組參加了小牧營。參加的 55位大人和 21

位孩子，被分配在 7間獨立的小木屋裡。

小木屋結構簡單，佈置素雅，從 3间房到

5间房都有。屋內有空調、廚房、爐子、

餐具、寢具、以及盥洗用具，一應俱全。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衛生間太少，不敷使

用。 

Camp Allen佔地一千英畝，幅員廣

闊，其中多是尚未開發的樹林，且小牧人

們大多是第一次去，因此插上路標是必要

的，此事工就由楊舉賢和謝宜叡夫婦負

責。在開營前十天，陳克迅牧師、孫海

旺、嚴乃榮、張冬梅、楊舉賢和謝宜叡，

去 Camp Allen實地勘察，了解營區的住

房與聚會大廳路線及狀況。由於營地晚間

一片漆黑，岔路多，且每間小木屋各有自

己的車道，因此，張冬梅特地購買反光貼

紙來製作路標。 

孫海旺除了負責小牧營餐飲方面的籌

畫與採買外，還親自率領六位五星級的大

廚娘子軍，何英立、楊英蘭、劉桂英、劉

艷麗、孟蓉，及張清，在廚房大顯身手，

讓大家餐餐享受物超所值的“滿漢全

席”。海旺的“財務大臣”嚴乃榮，賬算

得非常專業。“採購大臣”海欣，為大家

預備豐盛營養的早餐。為他們的忠心服事

感謝神！ 

小牧營的敬拜團隊由劉宏、劉慶斌、

劉華、嚴乃榮以及謝宜叡擔任，帶領大家

在四次聚會中，用十首詩歌，一同敬拜。

感謝聖靈在我們中間的帶領！從營會回來

後，這些詩歌仍不時在我腦海裡迴旋蕩

漾！音響同工李光曉從組裝到調音，一手

包辦，令人敬佩。 

週五晚上吃完各家帶去的拿手好菜

後，由陳鋼帶大家玩兩個破冰遊戲，讓大

家彼此認識。接下來由王麗梅教授主講

“活出獨一無二的你”，她透過 DISC性

格測試，來闡釋每個人的性格傾向。小牧

人與配偶事先做完 40道測試題，分別記

下 DISC的分數，分數高的即代表自己的

性格傾向。55人測試結果，10%是 D型

(Dominance)–具有高度的支配型/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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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傾向，堅定果敢，自信直率；5%是 I型

(Influence)–具有高度的影響型/社交者

的傾向，熱情誠摯，善於交際；35%是 S

型(Steadiness)–具有高度的穩定型/支

持者的傾向，親切友好，深思熟慮；30%

是 C型(Compliance)–具有高度的完美型

/順從者的傾向，善於分析，講究條理。

講座結束後，大家仍意猶未盡，“你是什

麼型？”“原來妳是世界上最可愛的

人！”“你是 S型，以後找你當同工！”

“你看起來就是典型的 I 型！”此起彼

落，驚訝聲連連！ 

週五晚上宵夜時段，陳鋼為愛妻陸倩

慶生，其他五位十一月出生的弟兄姐妹，

劉慶斌、楊緒倫、張家希、謝宜叡以及講

員王麗梅也沾光，一起切蛋糕慶祝。讚美

主恩！ 

週六上午王麗梅教授主講“甜蜜蜜的

夫妻”。她首先提醒大家，神設立婚姻的

四個目的：(1)與配偶連合成爲一體；(2)

教育虔誠的後代，治理這地；(3)將基督

愛教會的心，透過夫妻的相愛彰顯出來；

(4)生命成長，彰顯神榮。然後夫妻一起

寫下婚姻誓言。王教授還特地準備了玫瑰

花和花瓶，讓先生送給太太的同時，來個

甜蜜的親吻。真是好溫馨，好甜蜜喲！感

謝神設立婚姻，感謝主耶穌愛教會的心，

透過夫妻的相愛彰顯出來！祈願小牧人們

都能在美滿的婚姻中生命成長，彰顯神

榮！ 

週六中餐是包餃子，餃子高手紛紛出

場，不論揉麵、調餡、擀皮或包捏，樣樣

都難不倒他們，讓大家享受美味可口的豬

肉餃、牛肉餃及三鮮餃。王建家製做的三

邊有擋板的擀麵板，羡煞了所有的姐妹

們！ 

週六下午自由活動時段，騎馬、射

擊、射箭、划船、健行、釣魚、以及打乒

乓，大夥玩得開心又盡興。劉宏、徐春

堂、張文忠，以及任建興幾位釣魚高手，

一共釣上 23條魚，立即送進廚房處理。

晚餐時，美味的清蒸魚和鮮魚湯，滿足了

所有人的味蕾。 

週六晚上的重頭戲是小牧人感恩分

享，大家都踴躍發言，介紹自己小組的情

況、特點及需要。仇彬最後向小牧人提出

三個挑戰：如何帶一個出色的小組聚會，

如何帶一個影響生命的小組聚會，以及小

組如何完成福音使命？ 

主日上午的崇拜，陳克迅牧師以“少

一點就會多一點”來勉勵大家，少一點重

擔加在別人身上，就更多的恩典在每個人

身上；少一點自己，就更多造就別人；少

一些自我，就多一些愛心；少一些批評，

就多一些基督。期盼小牧人們彼此禱告、

守望及鼓勵。 

小牧營的最後一個講座由陳克迅牧師

主講“生命小組的異象”。教會的核心在

牧養神的家，小牧人和牧者一起做教會的

牧養工作，一起委身，一起同工。生命小

組成為 KCCC大家庭的主體，基本單位，

每位弟兄姐妹都找到並加入一個適合自己

的小組，在其中生命得到成長和改變。

2020 年生命小組的異象，包括開展門訓

事工、開展家庭事工，以及開展地區福音

站。結束時，小組事工贈送書籤和馬克杯

給每位小牧人，杯子印有一節經文“按著

你們所領受的教導，在祂裡面扎根、建

造，信心堅定，滿有感謝的心。歌羅西書

2:7”。謝謝陳牧師及小組事工部的用心

與勉勵！ 

 

三天兩夜的小牧營在神的帶領保守下

圓滿結束，感謝讚美主！這段時間大家在

營地享受明媚的陽光，徜徉秀麗的湖光山

色，飽嚐美味的佳餚，認識新的朋友，領

受真理的教導。不但自己身心靈得到滿

足，更刻畫出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的美麗圖畫！願將一切榮耀都歸給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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