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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三月到六月是万物复苏，蓬勃生长的季节。这段日子里也有许
多节日和值得庆祝的事。四月的复活节中，信徒们庆祝主耶稣基督从
死里复活，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 带给信靠祂的人永恒的盼望。五月
的母亲节和六月的父亲节，让人们有机会向亲人表达爱意，记念生养
并抚育自己长大的父母双亲。五月也是毕业季，高中生和大学生们在
经历几年的寒窗苦读后，纷纷进入大学和职场，迈入人生又一个新的
阶段。凯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经历着这一切，也陪伴和见证着孩子们
的成长。更有不少弟兄姐妹们愿意用文字来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并
与大家分享。
这一期的《凯地之光》中，王丽梅传道由回忆个人的成长经历，
体会到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和基督信仰对自己生命的改变。玉秀姐
妹怀念母亲的文章，让人看到亲恩可贵，属灵生命更是来自上帝珍贵
的礼物。还有 Alisa 小妹妹的分享，这位与 KCCC 一起成长起来的小
姐妹，在上帝的保守和弟兄姐妹们的陪伴中，今年高中毕业了！从那
个脸蛋儿鼓鼓的小婴儿，到今天穿着毕业袍的高中毕业生，她的生命
本身，就见证了神的大能、恩典和慈爱。同时在五月毕业的，还有章
玲姐妹的儿子。就像她在文中所见证的，是神带领着儿子的进步和成
长，也带领着他们一家从高山走向绿洲，一路感受神的同在，感谢神！
上帝的爱，时时彰显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Kimberly 小姐妹记念
爷爷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祂的人得益处，
也让家人的心得安慰。刘淑仪姐妹的文章，回顾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在一个又一个难处中，是那双看不见的手扶持引领，成为随时的帮助。
上帝的爱不仅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更在祂的教会里显现出来。陈芩
姐妹特别用英文分享她的见证，虽然平时多是参加中文堂，但因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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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需要，她得以认识更多英文堂的弟兄姐妹，真切感受到教会大家
庭的亲切温暖。刘宏姐妹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敬拜赞美的服事，是怎
样陶炼和改变人的心思意念，让人学习献上自己，更专注在神的面前，
全心敬拜赞美那位值得称颂的主。蔡老师的分享，则让我们看到远方肢
体的需要。在环境的挑战中，他们正经历着怎样的磨练。让我们为他
们迫切地祷告，求神坚固保守他们，让他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更多更
深地经历神、见证主。
《我要遇见神》是夏宗兴弟兄的灵修随笔。感谢神，他愿意常
常来到神的面前读经默想，并记录下他的感想和体会。希望这样的分
享，可以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们看到神话语的宝贵。因为“你的话是我
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 119 章 105 节）。是的，神的话语，
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曾有一位作家回顾自己的精神成长，将之描写成
一种”趋光运动“。又有一位作家说过：“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
暗。”是的，人都怕黑，向往光明。可人又是何等有限，那持续不灭
的光的源头，永不止息的爱的力量，到底来自何处呢？是来自我们自
己 吗？ 我 想起一 首古 老的 赞美诗 ，其中 有一 句歌 词 ： I yield my
flickering torch to Thee, my heart restores its borrowed ray（我把闪
烁不定的火把伸向你，我的心重燃那借来的光辉）。是的，“神就是
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一书 1 章 5 节）。愿那十字架上的光，常
常闪动在你我的心中，让我们在这光中携手同行，走出黑暗，进入那
光与爱的源头，享受在祂里面那美好丰盛的生命！

（本期责任编辑：马越，编辑排版：夏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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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梅傳道
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
的，我卻不忘記你。
以賽亞書 49 章 15 節 (和合本)
聖經裡面有很多關於母親和為人父母的經文，以賽亞書 49
章 15 節這一節經文讓我有特別的感動。今天我就要用這節經文來
分享我的故事。
我有兩個小孩，他們現在都已經長大結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當我在懷我兒子(老大)的時候，我的心裡非常害怕自己沒有辦法
成為一個愛小孩的好母親，因為從小到大，我有過三個不同的母
親，他們給我帶來很大的影響。
第一個母親是我的生母。在我母親懷我 6 個月的時候，我的
生父就過世了。後來母親在我 6 個月大的時候改嫁了，所以我的
祖母，一個守了 20 多年寡的祖母，必須撫養我、一個哥哥和一個
姐姐。她很窮，實在養不起 3 個小孩，就把我送給了我後來的家
庭來撫養。
第二個母親是我的養母。我是在一歲大的時候被收養的。大
概是我 4 歲的時候，我突然有了一個哥哥。那是媽媽在結婚前生
的兒子，被爸爸媽媽從鄉下接了回來。媽媽對哥哥是又愛又恨。
媽媽希望哥哥能出人頭地，為她洗雪恥辱。哥哥在我長大的過程
中，好像從來沒有做對或是做好一件事情，媽媽對哥哥不是打就
是罵，所以我很怕媽媽，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被她痛打一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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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記著自己腿上被藤條打過的印子。但是，媽
媽在我三年級升四年級的暑假生病過世了。我心中雖然非常難過，
但是也很放鬆，因為從此我就不必再害怕會被她打了。爸爸（也
就是我的養父）一直非常疼愛我。他問我要不要回去和我的親生祖
母和哥哥姐姐們一起生活。但我想爸爸現在沒有媽媽了，我不能
夠離開他。所以我告訴他，我不會離開他，我會留下來陪他。
之後我有了第三個媽媽。為了照顧我，爸爸很快就和他一個
好朋友的妹妹結婚了。剛開始，後媽和我爸爸相處得還可以，但
後來漸漸開始吵架。我的後媽好像一直都不滿足，也不快樂，常
常要責罵我。她自己沒有生過小孩，常常覺得我很調皮。在我小
學五年級時，有一天我放學回家，記不得她為了甚麼事情生我的
氣，就把我的衣服裝在一個箱子裡叫我滾，因為我不是我爸爸的
親生小孩。我非常難過，一直哭。但是我知道我的爸爸快要下班
回家來了，所以我就一直熬。終於我的爸爸回來了。在發現我的
後媽要把我趕出去之後，他非常地生氣。過了不久他們就離婚了。
之後我們家就只有爸爸、我和哥哥。
雖然我有比別人更多的母親，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否能
夠愛我的小孩?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才算是一個好母親? 當我
生完了第一個孩子以後，我非常地愛我的兒子，那時我才確定我
可以愛我的小孩。後來我又生了老二，是個女孩，我也非常地愛
她。但是我仍然惶恐擔憂，因為我還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夠成為一
個好母親。
那時候我的公公婆婆從臺灣移民到美國。我們兩個家庭有很
大的不同。也因為這些不同，讓我覺得公公婆婆不太能接納我。
我非常痛苦，覺得自己從小就很獨立自主，也非常勤奮，努力上
進，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能夠接納我。我很愛我的先生，不想因
為公婆而和他離婚。也就在這個時候，我想起了小時候，我的一
2|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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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鄰居媽媽曾經在我的母親過世時帶我去過教會，在那裡我感覺
非常地被愛與被接納。所以我決定再一次踏進教會的門。
很快地我就決志信主了，從此我的生命不再一樣。我知道我
的原生家庭不是一個很健康的家庭。我的父親雖然很愛我，但也
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信主以後，聖經（也就是神的話）成了
我的人生指南。漸漸地，我能夠放下從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影響與
傷害。
我漸漸能夠體諒，一個妻子失去了丈夫的時候，心中會有多
痛苦、多無助。漸漸地，我原諒了我的親生母親，虽然她选择拋
下我們 3 個小孩，去尋找自己的幸福。
我也能夠體會我養母的心情。因為有了一個私生子所帶來的
羞愧和對未來的絕望，她把對人生的所有怨氣全部發洩在我的哥
哥和我的身上。漸漸地我也原諒了她。
我也漸漸能夠感受到我的後母在她婚姻裡面的難處。她從香
港嫁到臺灣，我家的生活一定和她所想像的不一樣。而且那時候
我的父親還在喪妻的悲傷中，可能也沒有給她應該有的關注，中
間又夾了一個調皮的我，對她來說應該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以
致於她也要拿我出氣，甚至要把我趕出家門。那時候我還小，不
知道如何安慰她，也不知道去體會她的心情。但我也漸漸地原諒
她曾經對我的傷害。
為了要讓我的公婆接納我，我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帶到主
的面前，讓他們也成為基督徒。在我的先生、我的小孩成為基督
徒之後，我的公公婆婆也都成為了基督徒。
當我第一次讀到詩篇 139 篇的時候，我非常感動。整篇都在
講神的全知和眷顧。我知道這是神在對我說話。尤其是 139 篇 13
到 14 節: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
3|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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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
道的”。
我知道神把我放在那種成長的環境，不是白白的要我受苦，
他是有目的的，為了要使用我來祝福別人，並且將榮耀歸給神。
我意識到要成為一個好的母親，我只能按照聖經的原則來帶
領我的小孩，讓我的小孩走在神的道路中。不管我的小孩是不是
一個世人看來很有成就的人，如果我沒有把他們帶到主的裡面，
他們就什麼都不是了。我在教會致力於婚姻與家庭事工，甚至到
神學院接受裝備，就是為了回應神對我的呼召。今年是我和先生
結婚 38 周年，神對我的家庭真是祝福滿滿，祂的恩典讓我數算不
盡。我非常確信神是家庭美滿的泉源，也唯有把全家人都帶到主
面前，神才能夠有機會祝福我們的家庭。也唯有我們每個家庭都
能夠遵循大誡命和大使命，才會讓更多的家庭也得到神的祝福。
在新約聖經中，主耶穌有兩件事情要我們順服，那就是“大
誡命”及“大使命”。在馬太福音 22 章 37 到 39 節，耶穌告訴我們
一個大誡命，我們必須遵守及順服，就是說：“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另外我們也要遵守主的大使命，就是：“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 28 章 19 到 20 節），因為這是我們能
夠把神的祝福也帶給別人的方法和最根本的目的。讓我們再來思
想這一節經文: “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
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 你。“（以賽亞書 49 章 15 節 )
我沒有愛心滿滿的母親。但我有一位不離不棄又愛我的神。
我不是一位偉大的母親，但我有一位偉大又愛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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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一位完美的母親，但我有一位完美又愛我的神。
我因為認識神而不懼怕成為一個母親，因為我知道神比我更
愛我的孩子，祂要藉著我來祝福我的孩子和家庭，神也要藉著我
的家庭來祝福其他的家庭。如果你還沒有信靠神，我希望你能夠
有機會認識祂，接受祂成為你個人的救主，讓這位全知、全能、
全在、愛你的神，能夠大大的祝福你與你的家庭，甚至能夠經由
你來祝福其他的家庭。
讓我們一起禱告：
“全知、全能、全在、愛我們的神，謝謝祢在母腹中就已經
覆庇了我們。在我們還沒有認識祢的時候，祢就已經先愛了我們。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雖然有各式各樣的挑戰，但是祢一直保護
我們，與我們同在。我們要稱頌祢，因為祢要祝福天下所有的父
親、母親，祢要將恩典澆灌在每一個家庭中。懇求祢幫助我們，
不但能夠成為合祢心意的父親、母親，我們也能夠能遵行祢的大
誡命與大使命。願萬國萬民都來稱頌祢的名，願萬膝都來向祢跪
拜! 感恩禱告，是奉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宋玉秀
今早 8 点 40 分， 母亲去世了，终于歇了世上的劳苦。她一
生的年岁是 91 岁。回忆母亲的一生，泪眼模糊。
母亲的童年应是富足的。小时候我走姥姥家，家中有很大的
园子和很宽敞的房屋。我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舅舅似乎
不到 30 岁就去世了，我娘不喜欢她的嫂子，因为她与姥姥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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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姨比我娘大 10 岁，我小时候常跟我娘去姨家串门，我姨是当年
我娘最亲的人。
我娘是遵父母之命结婚的。她回忆曾见过我父亲一面，心里
极不喜欢。她自己出走了一天，悲痛哀哭，但后来不得不回家。
我父亲从小没有母亲，只有一个姐姐。我的爷爷倒是在村里有些威
望，家里曾有很多线装书。母亲结婚后，先是生了我的两个姐姐，
后来又添了一对双胞胎哥哥。因为没有婆婆帮忙，我娘照顾这些
孩子们很辛苦。等我记事时，我的姐姐哥哥们已长大，我还有个
小我 3 岁的妹妹。
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母亲常嫌弃父亲不会说话，不会做事，
家中的空气总是有些压抑。我不是很喜欢呆在家里。等我上高中
和大学后，就很少回家。工作以后回去，我娘也是常常埋怨：父
亲在家时，嫌父亲不出去；当父亲出去时，又嫌他不着家。父亲
是个本分的人，小时候作木工学徒，后来作木匠，再后来就种地
做农民。家里孩子多，花销大，我娘就去赶集卖苹果或土豆挣钱
填补家用。后来两个姐姐找婆家，两个哥哥找媳妇，都让我娘费
心。当然我也没让我娘省心，我的妹妹更为难管。
等孩子们长大离家后，我母亲感叹：自己是老母鸡抱空窝，
忙了半辈子，谁都不在身边。当我们离家后，母亲似乎不再那么
埋怨父亲了，毕竟父亲是她的伴儿。父亲除了没那么有能耐有本
事，毕竟也没有家暴或拈花惹草。年复一年，姐姐哥哥家的孩子
们也出生长大了，父母一起照顾孩子的孩子们。
10 年前父亲去世了，就剩下了母亲一人。她有次骑三轮车赶
集时摔倒了，从此脊背开始驼了，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背驼得
越来越厉害。后来，母亲的记性也变差了，自己不能单独生活，
不得不被接到大姐二姐哥哥们家。她很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
因为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到了最近几年，她常常要求回自己小时候
的村子，找那时候她的亲人玩伴。我有时跟她视频，她都叫不出
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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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前，我曾跟我娘视频，她的气息已经很微弱，只是勉强
靠一些流体维持着生命。当晚，我梦见了我娘，彼此肌肤相近，
紧紧相连。我似乎在梦中问母亲：“信耶稣，得永生，你信了吗？”
母亲没有明说，似乎若有条件，她就会信。周六早上醒来，梦境
很清晰。
“信耶稣，得永生”。母亲曾在年轻时听过这句话，但后来忙
碌养育儿女, 就再没有机会思想这话的深意。倘若母亲深知这含
义,不单靠自己的血气，而是靠从神来的智慧，她的一生一定会少
了埋怨，多了祝福。愿我的所有家人能认识主耶稣，当我们离世
后，可以盼望在天家再相聚。
母亲走了，很多我认识的人也走了。这是人生老病死的自然
规律。地球照样运转，太阳依旧升起。小小的我，吟唱一首思念
的歌。母亲给我肉体的生命，主耶稣赐我属灵的生命。肉体会离
去，信仰永传承。
4/3/2022

刘淑仪
2022 年 3 月 27 号，是我们一家踏上美国国土 10 周年的日
子。10 年前，我们处在一个彷徨无助、狼狈不堪的困境当中。
2011 年春节刚过，我们一家顺利地拿到了移民美国的签证。这个
签证我先生等了十二年之久。我们把东西收拾好，我和女儿搬回
佛山我父母家，我先生一个人在深圳继续上班。当时他已经递交
了辞职申请，留下来做好交接工作，但是忽然得病住院了。我焦
虑又彷徨，我们往美国的行程还能如期进行吗？签证通过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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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之内必须出境，否则签证作废。我联系了身在美国的大姑
子 Jessica，向她说出了我的感受，寻求解决的办法。我记得十
分清楚，她很坚定地跟我说，让我去读圣经，从《马太福音》开
始读，并且要祷告。我听了后便乖乖地照做。就这样在忐忑不安
和每天的祷告中过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先生回去复诊，治疗结
果很好，可是需要休养一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我便知道我所祷
告的神是真实的、可倚靠的。感谢神的保守，我们顺利地踏上了
美国国土。
接下来我要面对的问题是要尽快找到工作，因为我先生需要
休息一段日子，家里只有我能出去工作。我们到美国后的第一个
星期天，Jessica 把我们带到在中国城的华人圣经教会，在那里
我很认真地祷告，求神开路,给我一份合适的工作,并让我先生尽
快康复。之后的每一天我都为这两件事情祷告。那时候的我对圣
经并不熟悉 但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光照我，总有一句话出现在
我脑海里，“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心里渐渐充满了平安。
后来才知道这句话出自马太福音 19 章 26 节 和 马可福音 10 章 27
节。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我投出了第一份简历，第一次面试便顺
利通过了，在 5 月 1 日开始 上班。这份工作我一直做到要照顾刚
刚出生的小女儿时才辞掉。感谢神一路以来的看顾和保守，假如
没有 Jessica 向我传福音，我就不会被神所用，在这里给大家分
享我的信主经历。
往往在困难无助的时候，人的心特别柔软，也最容易谦卑顺
服,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了。环顾我们生活的社会：与新冠病毒共
存两年多了，俄乌战争并没有停息，东航飞机空难，国内疫情又
严重起来，新闻报道几乎每天都有枪击案。再看看我们的家庭：
新冠疫情导致失业、孩子打游戏、青春期的叛逆、因为疫情原因
我们不能回国探望年迈的父母等等，我们每天都被这么多的负面
信息包围着。想一想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生活在这样的光景中，
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愁苦和焦虑。现在正是末世，那恶者正用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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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办法把人们往下拉，路加福音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 （21
章 9 节）。为什么末期不会立刻就到？因为我们的主不愿意一人
沉沦，而愿万人得救。 我们愿意看着我们的亲人朋友惶惶不可终
日，夜不能寐吗？还是希望他们每天都笑口常开，心里充满平安
喜乐，就像诗篇中所说：“我心安稳平静，好像母亲怀中断奶的孩
子” （诗篇 131 章 2 节）或者 “我的心滿足，就像飽享了骨髓肥油”
（诗篇 63 章 5 节）？
我们每个人都缺爱，都渴望被爱、被关心。我是家中的独女，
当时来美国，我的感觉是我先生家人团聚，我却跟父母分离，那
种对家和父母的思念每每在一个人安静独处的时候尤为强烈。怀
着小女儿的时候,这种思乡情绪常常出现。有一次下班后到台妹姐
家吃饭,她跟我说“以后你就把这里当作你的娘家”。这句话给我的
温暖随着年月有增无减。正是 Jessica 、台妹姐, 琚俊姐、陈牧师、
陈师母、Catherine 师母、陈芩姐妹，还有我没有提到名字却曾
经给予我和我家帮助的弟兄姐妹们的安慰、鼓励和代祷，才让我
的属灵生命不断成长。是你们这一双双看得见的手，让我的手和
主耶稣那双看不见的手紧紧抓住，牢牢不放。谢谢你们！
没有信主的人，往往会把这份渴望得到的爱建立在人之上。
可是这样的爱可以随时消失，随之带来的是更多的失望。因为我
们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渴望从罪人身上得到爱，
等于把房子建在沙堆上，人一软弱，这份爱就坍塌。唯有把爱建
立在又真又活的大能的神之上，我们才得到真爱。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
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罗马书 8
章 38-39 节）。我们的神是如此爱我们，把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不分贵贱、职业、种族和
身份。在我们不认识祂的时候，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祂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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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我们还软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
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
显明了”（罗马书 5 章 6-8 节）。我们爱我们的神，爱我们主耶稣
吗？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约翰一书 4 章 19 节）。让我
们都来先从神那里支取他的爱,然后把这份爱传扬出去，让我们的
家人朋友邻舍一同领受从神而来的真喜乐和真平安。
我们只要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神便会按时浇灌, 按计划让这
颗种子生根发芽。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一颗顺服和为主摆上的
心。 求圣灵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给我们愿意为主摆上的勇气和
智慧，用我们来作光作盐，传扬这神国的好消息。让我们用我们
这双看得见的手去帮助我们所关心所爱的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
让他们也可以紧紧拉住主耶稣基督那双看不见的手。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
人”（马太福音 5：15）。
2022 年 3 月

For His Glory and the Good
of His people
Kimberly Shen
God has blessed me with a beautiful family and I pray for them daily. I
always pray for His protection over them, for their safety, happiness,
and health. Ever since Grandpa’s admission to the hospital, he has
always been at the top of my prayer list. As his condition worsened, we
found out that he was unconscious at one point. When Grandpa was
unconscious, I desperately prayed for Jesus to give Grandpa extra peace
and comfort, for Jesus to hold his hand, his body, and more import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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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pen the eyes of his heart to see Jesus. I trust God’s timing and
purpose, even though I was worried and could not see it at the time.

During the time Grandpa was unconscious, I had a vivid dream one
night.

In my dream, Grandpa was in the hospital and I was there with him. He
was in a significantly better condition and he picked up a piece of fruit
to eat. I knelt by his bed praying for him as he passed away. I felt a sense
of peace during this time because I knew Jesus was there and was
listening to my prayers, and Grandpa was no longer in physical
suffering. Suddenly Grandpa opened his eyes, wide, looked me in the
eyes and said “I just met Jesus”, and the dream was over. I did not think
too much of the dream, but I did share it with my roommate whom I
often converse with.

Some time later, when I heard that we were going to call Grandpa I
knew I had to tell him that Jesus loves him. Prior to our video call I was
on campus, attending Baptist Student Ministries’ weekly Thursday
worship. I put up a prayer request for Grandpa, so that more people
could pray for him and for our family. Hannah, a lady who worked there,
saw me and talked to me. She has been praying for Grandp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when we attended Bible studies together, she
knew a little about the situation. I gave her the latest update with tears
streaming down my face, but I did not mention the dream. I told her that
I was worried that Grandpa did not know Jesus and how I feared for his
eternity without God. Afterwards, Hannah told me that a lady who used
to work there had a similar situation. This lady’s grandma was not a
believer, also taken ill and unable to speak. She shared the gospel with
her grandma and was confident that she believed because she had a
dream where she saw her grandma was with Jesus. Immediately I was
11 | P a g e

KatyLight No.63, 2022

reminded of my dream and I shared with her. In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it is not a coincidence for Hannah to have shared the story. Someone
else was in a similar experience where Jesus used dreams to
communicate with us.

God used this conversation, the dream, and Hannah to enable me to put
all the puzzling pieces together. He has the perfect plan and has prepared
all things for Grandpa. Jesus loves Grandpa, His perfect timing and
mercy allowed us to talk to him once more on this earth before he
departed. Now we have the peace on earth as Grandpa is resting in peace
in Heaven and we shall all unite one day again with him,

The final sign God gave was when Daddy called me the morning
Grandpa passed. Daddy told me, “Grandpa passed away on Good
Friday”. This is no coincidence, he departed on the day we
commemorate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Grandpa is with Jesus, even in
death, now resurrected. Is his funeral on Easter too? It is so clear that
there is nothing more perfect than God’s timing and plan for us all.

God is Good
Qin (Emma) Chen
Hi, I am Qin or you can call me Emma. My two teenage children are
Lynn and Aurorah. I have so much to share and to thank God for.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opportunity to let me share my testimony.

Fir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God and our church for the youth program!
After COVID hit and the church reopened, we were hesitant to jo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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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Several youth enthusiastically invited Lynn over to church to
join the in-person activities and service. She felt very welcomed and
really liked it. In addition, God helped her to serve Him by prompting
her to join the youth worship team. She was glad to be a part of it and
began to show more interest in music. With more practice and by God’s
grace, she got into Region Orchestra in a short time. But no matter what
accomplishments she had, I saw how God is moving her heart to put
God first, and not other activities. May our youth practice hard and
devote their best effort to the Lord continuously! Psalm 33:3 says, “Sing
to Him a new song; play skillfully, and shout for joy.”

Secondly, God changed my perspective to encourage my kids to do w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instead of what I want them to do. At first, we
encouraged Aurorah to join Orchestra, just like her older sister, but she
wanted to take Theater instead. I didn’t agree because I heard that
theater students may not gain practical skills, unlike students in
Orchestra, Band or Choir. Later, I was reminded that God created us
with different traits and unique talents. I learned to respect this biblical
view and also Aurorah’s choice, instead of my own limited view. After
getting into theater, Aurorah loved it a lot. By God’s mercy and grace,
she performed as Molly in the musical, “Annie”. Aurorah did a great
job, and we were so proud of her. We also appreciated that people from
our church came to support her in her performances.

What’s more, God provided friends for Aurorah. She didn’t have many
people in her grade in church, but God answered our prayers by bringing
new friends to her. Praise the Lord!

Last but not least, I cherish our church as a unity, no matter our age or
preferred language. In the past, I rarely speak in English at church. Even
after joining our church for more than eight years, I was still unfami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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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This situation started to change when my
husband, Hongfei, and I joined the English service as we served in the
children’s program during the Chinese service. After worshiping with
our English worship team, I was so impressed by their faithful prayer
and worship on stage. When I listened to the pastors’ sermons, I was
moved by their stories and sincere sharing. When I consulted the sisters
in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regarding some of my personal concerns, I
sensed their loving care and wisdom from God. Now I feel that I am
fully a part of our church, both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congregation.
Praise the Lord!

Overall, I am so thankful for our church and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in
Christ. I believe that no matter what weaknesses or strengths we have,
God can use each of us for His Glory. I would like to end with Romans
8:28 which says,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Alisa Meng

我终于高中毕业了！ 每一天、
每一步都有神满满的恩典。我在
Katy 的学校里整整度过了 18 年的时
光，从我六个月开始，就有老师来
教我了，我很蒙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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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美国对像我这样的孩子
有 No one behind 的爱心政策，
我可能是在学校里呆得时间最长
的高中毕业生。只因我过早出生，
在妈妈肚子里只呆了 26 周不到
就出来看世界了，品尝到的人生
滋味比一般人真的多了很多。

我在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
的世界里来回走动着。因此，我
的身边总有很多爱神、也爱我帮
我的人。我吃了很多别人没吃过
的药，做了很多别人没做过的手
术，也去了很多别人没去过的地
方。更是感受到了很多别人不曾看到的上帝的信实，品尝到了别
人无缘理解的上帝的丰盛慈爱，神在我身上留下了比一般人更多
的恩典记号！
我背的第一句圣经经文，也是我牢牢记住的神给我的话，是
哥林多后书 12 章 9 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
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
能力覆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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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起感谢赞美神吧！我是不只风闻有神，更是亲眼见神
的那一位“不幸”却又万幸的上帝恩典的女儿，Alisa!

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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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片是我整理儿子带回家的东西时发现的儿子的圣经，
给我的震惊非同小可！可以看出，这是一本被认真读过的圣经
（他现在已经有了一本新的圣经）。
儿子小时候很晚才开口说话。他不善交友，家是他的避风港，
父母是他最安全的依靠。我们一直都在担心，离开了父母，谁会
是他的依靠，谁是他的引领者？当我看到儿子的圣经，我明白了
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同时，一个念头立刻出现在我的脑海：当
孩子把父母作为依靠时，是不是也会如此认真地阅读我们，也把
父母这本书划上了红红绿绿的标注线？此时此刻的我，自己也在
反省中……
曾被认为不具备上学能力的儿子，今年五月以金融经济硕士
学位从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毕业了！高中毕
业后，由于儿子学习成绩欠佳，我们为他选择了一所离家 600 英
里，座落在 Canyon city 的 West Texas A & M university。我们看
中了这所学校被教会所环绕的环境，放心地让孩子在那里读书。
三年后，儿子的学习成绩上升，转学到 Texas A&M university 继
续学习。看到儿子的圣经，我终于明白：儿子的进步和成绩都是
神的带领，是神带领着他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最后，用我先生在朋友圈中为儿子毕业典礼视频所写的几句
话作为结束语：
一场恩典的盛会，
一个未曾奢望的梦想，
伴随着 25 年的坚守，
伴随着 10 次 9 年的校长劝退，
伴随着法庭、指责和嘲笑，
一滴滴、一点点、一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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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了喜马拉雅般的高山，
战胜了缺氧的雪地和冰川，
绿洲、我们来了！
感谢每一个伸出援手的人！
感谢一路相伴的自由教育！
感恩耶和华的大能！
愿神与我们同在！
的确，神与我们同在！

2022.6.14

在敬拜中长进
刘宏
敬拜是在祭坛前的事奉，因为敬拜本是献祭：有感恩祭、赞
美祭、悔改的祭，在罗马书 12 章 1 节，使徒保罗更是劝勉弟兄姊
妹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在敬
拜团队的事奉使我遇见神，也看见自己的不堪和基督宝血的宝贵。
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这也就成为经历神大能的好机会。每一次
的带领都证明我实在是不配也是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
多年前，在大学团契中服事，就读到这段话：“天使又指给我
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
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
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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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
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
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
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
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
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
往” （ 撒加利亚书 3 章 1-7 节）。
从那一刻，这幅画面就深刻印在我的心里。大祭司不是神在
以色列民中特别分别出来，是神律法和典章的忠心守护者，并且
是为别人和自己的罪献祭的吗？大祭司穿的衣服竟然是污秽的，
更不幸的是他竟然站在圣洁神的使者和控告者撒旦的面前。有时
候觉得或者不服事，岂不是就不用把自己暴露在这二位面前了。
然而，我知道神是无处不在的神。正如诗人大卫所感慨的：“我往
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 诗篇 139 章 7
到 10 节)。其实，每一个参与服事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做，就什
么错都没有。而参与事奉，会使我们更加警醒，知道自己是在神
和撒旦眼前服事，就更加依靠神。
敬拜团队的事工是尊贵美好的服事，因为那是在祭坛前的服
事，在我看来每次参与带领敬拜都像一场属灵争战。在以前的教
会也做这样的服事，只是那时候的事奉更多是在我的舒适区里，
所以体会并不深刻。准确地说，那时是在别人为我营造的舒适区
里服事,。加上唱的诗歌基本上都是熟悉的，投影也是专职同工很
用心地做好了，感觉不是我在服事，而是在被人服事。有一次在
英文堂带领，因为视力问题，把经文读错了，英文堂的弟兄姊妹
们却是加倍赞赏和勉励。这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 12 章中所说的：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卻是一个“（20 节）。”不但如此，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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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
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
肢体，自然用不著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
缺欠的肢体”（22-24 节）。所以，我之所以舒服。实在是神给我
爱的环境叫我长大。然而我们都晓得，灵命要成长，不能总呆在
舒适区里，神会不断带领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更深刻地经历祂。
虽然我们可以随时拒绝主，只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失去长进的
机会。
在凯地教会带领敬拜开始感受到挑战，主要是预备的时间短、
技能上的缺乏以及团队的配搭上。从原来两到三个人带敬拜的小
教会，到现在由六到八个人组成敬拜团队的大一点的教会，使这
项服事变得不再那么舒适。每次轮值，从招聚团队、选诗歌、找
谱子、配合时间练习到制作投影以及周日在现场与影音同工的配
合，整个过程都充满挑战，不敢掉以轻心。这期间，不仅对技能
要求更高，与团队配搭也更显为关键。以前唱不准音，没有人在
乎，现在唱不准或者犯个错，麦克风就会加倍放大，而且也会让
团队的弟兄姊妹们不舒服，自己也很愧疚。自己也常常反省，我
如何能有所改进呢？我知道从前唱的都是老歌，驾轻就熟，不用
耗费那么多时间预备；现在常有新歌，所以就要求更多练习。然
而，选诗歌往往需要在神面前认真祷告，也要与牧师的信息相呼
应，选的诗歌至少要先感动自己。这样，从定下诗歌到与大家一
起排练，往往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常常是不能有充足的练习就要
进行第一次的合练。在整个预备过程中，很多环节都有可能出问
题，做不好的话，团队受挫，自己也很泄气。这些只是我个人所
遇到的情形，相信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挑战，但每个团员也
都在尽自己的努力服事神，这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正如前面提
到的，只要服事就一定会有问题，这时也正是操练团员们彼此扶
持和担当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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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这些挫折令我常常在神面前思想究竟什么是美好的敬
拜事奉？从前以为只要用心唱就好，唱不准或出什么差错神也不
会那么在乎，所以一直更注重圣灵在心里的那份感动。现在却从
弟兄姊妹们身上学习严谨的态度、刻苦的精神以及在音乐修养上
的进深，在唱歌以及各项工作中会追求更加准确。但我也知晓在
终极的敬拜中，神更看重的是敬拜者的心，我们若跑调出错，神
真会那么在乎吗？我想不会。想想中国乡下那些农民早上 5 点钟
起来唱诗敬拜神，若是唱跑调了神会在乎？绝对不会！只是当我
们有这份能力而没有尽力， 我们就当悔改并做适当调整了。 在不
断省察中，我得出的答案就是：美好的事奉始于敬拜，也完美成
就在敬拜中。我所理解的敬拜就是保罗在罗马书 12 章 1 节所说
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美好的事奉始于敬拜，就是把自己
好像活祭一样献上，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我的权力，又或是
脾气、性情都放在神手上。如此，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被主所用
的器皿，我们的眼目只定睛我们的主身上，尽职尽忠，将结果以
祷告的心交托与主。美好的事奉（带领敬拜）完美成就在敬拜中，
意思就是在事奉中甘心乐意地被主陶造历练，成为主更合用的器
皿，成就神美好旨意。
如此看来，敬拜音乐与世界上的音乐是大不一样的。 虽然这
两种音乐都是追求灵魂感受的一种抒发，但是，世界上的音乐更
多的是停留在魂里的抒发和享受，至于圣灵有没有参与，则取决
于神以及参与的人是不是以尊崇神为目的；而敬拜音乐的目的就
是为敬拜神，求我们的主喜悦，这就要求我们要祷告，求基督宝
血的遮盖，并让圣灵自由运行在其中。若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就
会带来弟兄姊妹们的同心合意，众人就会归荣耀与神，撒旦就会
大大地溃败。在这个过程中，倘若我们与人有嫌隙或者有其它罪
的拦阻，那才是真正不能要的。正如马太福音 5 章 23 到 24 节中
所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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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如此的敬拜
才能真正达至宝座。
其实，无论是祭司还是歌唱的，都是敬拜的一部分，是极其
重要的，撒旦最要攻击的地方往往就是这些事工。然而，我们不
要忘记，在撒加利亚书 3 章 4 到 7 节中，神说，他要为约书亚脱
去污秽，穿上华美的衣裳，戴上洁净的冠冕，并且只要约书亚遵
行神的道，他就必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是的，在祭坛面前
有骄傲、自卑、嫉妒、纷争，撒旦要挑起各样的攻击，但只要我
们警醒依靠神，神必然洁净我们和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敬拜没
有拦阻地达到神的宝座面前，从而带领弟兄姊妹们大大地经历神，
在灵里大大地得胜。
所以，如果我们的敬拜带领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所看重的
就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在预备和带领的过程中。敬拜者专注在
神身上而不是在自己身上，带着这样的心来侍奉，就不会看重自
己的感觉，而是更注重彼此扶持、互相勉励、建立肢体，叫不俊
美的更加俊美。当与弟兄姊妹有不同看见甚至碰撞时，因为顺服
神而流露出来的生命将成为最美的见证。正如诗篇 133 篇中所讲
的：“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这好比那贵
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
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
远的生命”。刘志雄长老有一次讲道说：“我们每个人都像竖琴上
的一根弦，有不同的调子和音色，按着谱子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
这样，一群背景、学识、性情、在主里的经历都不一样的弟兄姊
妹，可以按上帝美好的旨意，放下自己、同心事奉，带出的就是
合一美好的敬拜，是真正祭坛前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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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靈修札記
夏宗興
讀上行詩- 我要向山舉目, 向上行
詩篇 120: 1, 2
1〔上行之詩〕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我。
2 耶和華啊、求你救我脫離說謊的嘴唇和詭詐的舌頭。
“白色的謊言是善意的，是為保護他人發出的。黑色謊言是惡
意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白色不傷人，黑色傷害人”。這是
灰色的謊言嗎？
只怪老祖宗的基因，說謊詭詐是我們的通病。夏娃不是把“因
為你吃的時候，你必要死”改成了“免得你們死”,又加上了“不可摸”。
我們也許不把騙人當一回事，用白色的善意來安慰自己。但是當
被騙時，就難免感到痛苦、煩惱、一片烏黑。
現今媒體網路充斥了假新聞、虛妄的傳言甚至假見証。我們
有時義憤填胸，有時卻以訛傳訛。我們屬神的人每天面對虛謊詭
詐的現實環境，不也如同詩人般苦惱嗎？我們能不在朝聖的人生
旅途中時時求告神嗎？求主幫助，求聖靈帶領，保守我們有純全
正直的心，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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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20: 3, 4
3 詭詐的舌頭啊，要給你甚麼呢。要拿甚麼加給你呢？
4 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羅騰木的炭火。
有一位武林高手名叫謊言不敗，練就了詭詐無敵心法，傷人
不動刀槍，舌頭如刀鋒利，話語如風無影，毀人不悔，功力隨著
愈多人引用謊言就愈高強，也愈多人相信。輕功更是了得，飄渺
難尋，對手毫無招架之力。雖然人人都知道謊言如此可怕，可是
往往不知不覺中喜歡聽，也喜歡傳，就造就了這武林高手。箴言
18 章 8 节不是說“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吗？
不過神的報應就是勇士的利箭，箭一射出去就收不回來，又
快又準。神的審判就像是羅騰木的炭火，羅騰木易燃，又可燒很
久。謊言不敗的功力愈高，神的懲罰也愈重；傷害愈久，回應在
他身上的火也愈久。
求神幫助我們穿戴好整齊軍裝，用神的話來消滅惡者。也幫
助我們從被傷害的軟弱中剛強起來，阿們!

詩篇 120: 5, 6, 7
5 我寄居在米設，住在基達帳棚之中有禍了！
6 我與那恨惡和睦的人許久同住。
7 我願和睦，但我發言，他們就要爭戰。
我們都活在謊言與詭詐的世界，在朝聖的人生旅途中，更受
到恨惡和平與偏好爭戰兩種人的攻擊與挑戰，就像住在一群流氓
和野獸中間。我們能消極逃避嗎？我們能像鴕鳥就把頭埋入沙中
嗎？ 我們能以牙還牙，你給我一記無影魔掌，我還你一招八步神
拳嗎？我們在這彎曲悖逆的世界上又要活出與世人不同的生活方
式，真是充滿了挑戰。司布真牧師說：“當一個謊言走遍世界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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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仍藏在靴內”。只有在真理上站立得穩，相信堅持以和睦待人，
才能面對謊言的毀謗力量。
求神幫助我們做自己舌頭的好管家，成為在生命中帶給人和
睦的人。阿們!

詩篇 121: 1, 2
1〔上行之詩〕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年輕時常爬山，雖然腿很有力，但也總是低著頭看著地面，
害怕踢到樹根石頭，或是踩進不平的坑洞跌倒或扭傷。我沒去過
耶路撒冷，不過在詩人的時代，那山路定然是凹凸不平的。詩人
卻說：我要向山舉目，主啊！請你幫我看路。這是多大的信心。
詩人看見山，就想到造山造天造地造萬物的主，想到所信的神是
造物主，就可以放心安穩了。
走天路和走世上的路是這樣的不同。走天路如果往下看，就
一直看人、看事情、看環境，結果就寸步難行。看這個弟兄不對、
看那個姐妹不好，想想這件事情不合适、想想那個環境不方便。
除了難處還是難處，除了跌倒還是跌倒。只有向上仰望那一位為
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才能一路前行。
求主幫助我們奔走天路，不看人、不看地、不看事情、不看
環境，只要向山舉目，只要仰望耶穌。阿們！

詩篇 121: 3, 4
3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4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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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看到小孩子在前面跌跌撞撞地跑，家長在後面喊著追著，
接下來孩子就跌倒大哭。孩子乖乖地把手交在爸媽手中牽著走就
不再跌倒了，奔走天路向上看，不也正是靠主牽引著我們，就不
必左顧右盼去担心跌倒了。
我常想，比起上一代, 我們真是幸福很多，也可能辛苦很多。
上一代應該很難想像什麼是不打盹、不睡覺，我們卻很容易設定
電腦不打盹不睡覺，很容易了解萬能的主當然不打盹不睡覺。古
時朝聖的以色列民，唱著保護以色列的詩歌，心中也許只能也只
會想著出埃及過紅海，直到回來耶路撒冷。我們呢？電視、手機、
網路、自媒體、臉書、微信、Line……噢！還有 IG、抖音、快
手……想不完，太忙太辛苦了。
求主帶領我們歸回安息，平靜安穩。求主保守我們不失腳，
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祂榮耀的面前。阿們!

詩篇 121: 5-8
5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6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你。
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人人知道烈日當空下，太陽會灼傷人，也會令人中暑。但是
荒蕪曠野中，月光竟然也能傷人眼睛。我沒有在沙漠中度過夜晚，
所以很難想像。不過我知道有一首情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曾
令很多男男女女醉心。但是馬克吐溫說過：“每個人就像一輪月亮，
不願意將黑暗的一面讓別人看到”。不小心看到人心月亮的黑暗一
面，恐怕真是會傷人心肝。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王力宏婚變鬧劇，
就讓許多粉絲的心碎滿了一地。所以無論白天黑夜，各種天然災
禍和人際攻擊都不斷逼迫着朝聖者。但是詩人信心滿滿，因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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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時時刻刻都保護着他。有人說，除非海水滲入了船艙，否則
海洋裡面全部的水加起來，也不能夠使一艘船沉沒。主耶穌說過：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
重”（路加福音 12 章 7 节)。祂又說：“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
不損壞“ (路加福音 21 章 18 节)。
神沒有應許我們在走天路的時候不遇到艱難，沒有一點難處。
但是神卻應許與我們同在，眷顧我們、保護我們、直把我們帶到
祂自己的裏面，感謝讚美主，阿們!

疫情前与疫情中的
国内教会和宣教
蔡老师

一、前言
2019 年 11 月初，我去国内完成了宣教事工后返回美国。这
一趟宣教之旅的对象，其中之一是一群在未登记但已有规模的聚
会处（又称家庭教会）服事教会的工人。他们事奉的工作主要是
牧养教会的信徒（共约有四百人左右）。图一是我在他们的一个
聚会处的敬拜大堂中培训他们如何讲道（讲道法），图中大多数
学員是来自西北地区某市附近数十公里左右几个家庭教会中挑选
出来的教会工人，培训地点则选在山区中一个偏远的农村聚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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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月，冠
状病毒(Covid-19)就从武汉以极快的速
度扩散，在过去约三年中已传播至全
世界各地，造成了全球性的大灾难，
冲击到社会经济各个层面，更影响了
无数人的健康、生活和生命。这些灾
难早为众人所熟知，我就不在此文中重复。
但在国内,因这疫情所带来对教会和宣教的影响，较少有报导
而鲜为人知。因此我愿借此短文，来分享我在国内的疫情发生之
前和之中，从亲身的所见所闻，帮助关心国内教会和宣教的弟兄
姐妹们对此多一些了解。

二、疫情前的国内教会
疫情前的时期是指 2019 年 12 月以前。2020 年 1 月之后疫情
爆发，就进入了疫情中的时期。
疫情前的年代，又可以简单地分为 2018 年之前和 2018 年至
2019 年这二段时间。这样的分法，主要是在 2018 年 3 月政府公
布了新宗教政策，教会从此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和监督。而在
2018 年之前，政府对教会采取的政策较为温和与宽松，使教会在
2018 年前能活跃发展，福音可以迅速地被传开，信徒人数得到极
大的增长。
但是，政府在 2018 年 3 月公布了新的宗教政策，其中特別强
调教会要与政治挂钩，严格要求未登记的家庭教会需要登记，否
则禁止聚会。得到许可的聚会处，则要求加强爱国思想教育，常
常提醒信徒要拥护社会主义路线，因此政府作了下列要求（只指
出我所见所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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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点内外要挂国旗，特別是百人以上的聚会处（图二：
2018 年之前,教堂前不挂旗、图三：2018 年后,教堂前要挂国旗）。

教会门口要展示社会主义价值观（图四：教会外观、图五：
前图的教会聚会大堂在进门前放着政治标语）。传道人在讲台要
常强调爱国主义思想。主日聚会要录像，确保无外人进入。聚会
只限主日，其他如祷告会一概停止。鼓励民众举报不合法的聚会
并有奖金。未登记的家庭教会的回应和对策有二：将教会信徒分
成几个小组，分別在不同家里聚会，每个小组最多一二十人，成
为真正所谓的“家庭教会”。采用互联网举行聚会、祷告会、分享
交通等。

29 | P a g e

KatyLight No.63, 2022

三、疫情前的宣教
一般来说，2018 年 3 月前，在国内的宣教相比 2018 年 3 月
后有较多空间。从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12 月，宣教空间则大大
减少，宣教士数目也大大缩减。至于培训教会工人的事工，则只
能以封闭式进行，但要缩减培训时间，以免曝光。
图六(2018 年前的相片)中这种有近三十名学员的神学班培训，
则暂时消失成为历史了。

四、疫情中的国内教会
在 2020 年 1 月之后，因疫情的扩散，政府采取了封区封城的
措施，以致信徒在生活和行动上与其他百姓一样受到限制，但信
徒仍可以通过互联网，用手机、电脑等继续聚会和祷告。
但在 2022 年 3 月，政府又公布了“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要求凡在互联网上聚会也必须向政府登记并得到许可,这
对教会的影响更大：
信徒因不愿登记而失去了在互联网上的聚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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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信徒因担心參加网络群体的宗教活动会有麻烦而退群，
被孤立起来。信徒之间因退群或不退群之争议产生冲突和混乱，
造成不“合一”的后果。至于宣教，则大部分采取“原地不动”，待
机行事，或完全撤退。

五、展望和祷告
当未来疫情过去，国内不再封区封城时，百姓的活动范围就
可以扩大，但是教会则暂时仍会受到严控和打压，不易回到 2018
年以前那种宽松的处境。家庭教会有可能不会再有百人以上有形
的实体聚会，而将回去在 1980 年到 1990 年间之小型家庭教会，
每个教会不超过二十人。至于宣教事工也将进入另一种未知模式，
有待观察。
我相信国内教会和信徒目前在暂受“信心”的试炼后，将会比
“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并且今后因“暂受苦难之后”，主必亲
自成全他们、坚固他们、赐力量给他们。我们只要不断与他们一
起同心向神祷告，求主保守并复兴他们的教会成为主大使命的大
军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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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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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请将稿件电邮给曹泓波姊妹（ hollycao@yahoo.com）。若您需要电子
版 ， 请 上 凯 地 中 国 教 会 网 站 （ http://katyccc.wixsite.com/chinese/untitledcdue）阅读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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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活出基督 榮耀上帝
作主門徒 影響生命

我們的異象
生命被主改變
實踐大使命
廣傳福音擴張神國

“你們怎樣接受了基督耶穌為主，就當照樣在他裡面行事為人，按著你們所
領受的教導，在他裏面紮根、建造，信心堅定，滿有感謝的心。”
歌羅西書 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