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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諸般的恩典
孫雅各牧師

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會舉行四十週年的感恩聚會，求神親手

繼續建立合神心意的基督之家第三家。我們定意守主聖道，

被聖靈充滿，得著能力，參與本地及外地宣教，帶領多人歸向

神。願神在我們中間得著更多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隨主的得勝

者，願意謙卑捨己，為主預備道路，迎接主耶穌基督再來。

過去八年多能與基督之家第三家許多愛主的主內肢體一同配搭

事奉是我的榮幸。在我們中間，十多位有心志回應主的呼召，

接受神學裝備，其中獲得神學碩士學位的六位，正在本教會或

其他教會不同的層面上事奉主。藉著宣教委員會的推動，教會

所支持的宣教士，和宣教單位都增加了將近一倍，神也祝福弟

兄姊妹在本地傳福音的事工，八年來，本教會受洗人數已經超

過三百。聖靈感動眾肢體樂意奉獻，教會的累積的儲備金增加

了三倍。

蒙主恩典今年十月年滿七十，十一月一日謝冠廷牧師將接主任

牧師的職分，我將盡力讓交接順利並盡快完成。回顧以往近三

十年的牧養，心中充滿了感恩。藉著教會眾肢體的禱告與支

持，靠著聖靈的能力，在美國與海外共領了千餘人歸向耶穌，

並協助許多傳道人，使他們的事奉更有果效。願主繼續賜恩，

使用我與我家，事奉神、服事人、領人歸主，栽培神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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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透過三家更多的弟兄姊妹完成基督的託付，以神家為念，

彼此相愛，榮神益人。但願神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

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

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

利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

記 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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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週年教會的回顧和前瞻，我們如何遵行主的命令，在東灣

地區帶領更多圈外的羊來歸屬耶穌大牧人，這段經文對我們教

會現今的處境是一重要的提醒。

在上個月中，師母和我到南加州參加了為期三天的聖經講座，

是當今主流教會中知名的牧者服事五十週年的教會所主辦的特

會，親眼看見與會近七千位弟兄姐妹們對神話語的渴慕。神話

語的全備充分、正確無誤和絕對權柄性，能夠扭轉今日世風日

下，是非黑白不分的狂流暗潮，滿足人心深處的屬靈飢渴。懇

求天父的憐憫，也邀請弟兄姐妹繼續為自己和神的家來禱告，

因為主的殿要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教會服事的回顧與前瞻
謝冠廷牧師

今年開始在基督三家的服事，欣逢教會的四十週年慶典聚會，

個人除了萬分感恩之外，也更加相信是神的帶領。從過去福音

戒癮機構的服事，再次回到教會中的牧養，特別感受到弟兄姐

妹的需要和挑戰有很明顯地差異。尤其在過去將近一年教會聘

牧過程中，特別經歷了神夠用的恩典，體會到教會肢體的耐心

和禱告支持。雖然先前曾經也牧會了十年，之後五年又服事了

特殊的戒癮族群，然而當下面對的是時空和處境的變遷，不同

的族群、環境和背景。老實說，我個人的心情是戰兢的，但神

的話語句句都帶著能力，讓我們的信心能夠有根有基。

先知以賽亞書五十六章第七節的經文中，更加確定神對教會－

－基督的新婦的心意，「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

告我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壇上必蒙悅納，

因我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耶穌曾經引述這句話（太 21

：13；可11：17），描繪出神的百姓享受節慶的喜樂光景，神

也悅納所獻的祭，垂聽了禱告，接著第八節又說：「在這被招

聚的人以外，我還要招聚別人歸併他們。」神在人類歷史中的

作為，已經讓我們看見了祂的旨意必定成就，無人可以攔阻！

神不但招聚了被趕散到萬國中的以色列民，祂也招聚了歸信祂

的外邦人回到祂的家中。以賽亞先知已經預見到這彌賽亞國度

的臨到，以色列民和歸信的外邦人一同光榮聚集的一天。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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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 for – 

1. Bishop Kou and his family’s godly examples – This is a beloved 

and respectable family with 4 generations of devoted full-time 

workers and believers. 

2. Youths/young adults who came through HOC3 and went into 

full-time ministry – Jerome Hsu, Eddie Sun, Brent Jones, Jess Shao, 

Jupin Ho, Michelle Chung, Brian Hui, David Huang, Michael Lee, 

Jennifer Wang, Anh Truong, etc.

3. Spiritual leaders who faithfully taught the word of God to our 

youth – Douglas Stillman, Brent Jones, Natalie and James Kao, 

Dean and Emily Chao, Paul Lai, Jess Shao, Anh Truong, Victor 

Huang, John Vo, Bryant and Danielle Soong, Marian Hsu, Wayne 

Lo, Frank Shen, etc.

4. Many youths and young adult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me to know Christ as their personal Savior, and were baptized 

in obedience to Jesus Christ through the English ministry at HOC3.

5. Group mission trips that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had planned 

and participated to obey our Lord Jesus’ Great Commission: – 

Hoopa Indian Reservation, YUGO Mexico, Taiwan Chia-Yi Chris-

tian Hospital and Tai-Bao Church, Gospel ministries in Malaysia, 

Kaleo Mission in San Diego etc.

By the Power of Your Love
Pastor Paul Lee(李天祥牧師) 

Mary Lee(李劉桂美)

We came to Home of Christ Church in June 1986. At that time, 

the church was a fairly large farmhouse across Weibel Elementa-

ry Schoo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ll worked collaboratively and 

tirelessly to make the old building look like a church. We started 

taking care of a group of 8-10 youths. We both played the roles of 

custodians, musicians, drivers, counselors and Bible teachers.  After 

a few months in September 1986, the Lord guided us to start the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on Sundays and also Sunday School classes. 

It was very difficult in the beginning but by God’s grace,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began to grow, and some English-speaking adults 

also joined us in this exciting adventure to establish God’s Home/

family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We give all the praise and 

glory to God, our Savior, Jesus Christ the Lord. 

Although HOC3 did go through tough times like many other 

churches did, God still provided us with His love, grace, and mercy. 

Therefore, our hearts are thankful for what God has done through 

HOC3.

These are some of the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e are deeply 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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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unveil my eyes

Let me see You face to face

The knowledge of Your love

As You live in me

Lord renew my mind

As Your will unfolds in my life

In living every day

By the power of Your love

Hold me close

Let Your love surrounds me

Bring me near

Draw me to Your side

And as I wait

I'll rise up like the eagle

And I will soar with You

Your Spirit leads me on

In the power of Your love

Also, another scripture passage that is so appealing to us is –

2 Corinthians 5:14-15 

“Christ’s love compels us since we believe that Christ died for all, 

we also believe that we have all died to our old life. 15He died for 

everyone so that those who receive his new life will no longer live 

for themselves. Instead, they will live for Christ, who died and was 

raised for them.

Throughout the past thirty-three years, God has empowered and 

guided us with His word, His infinite love, and patience. As we are 

counting the blessings that the Lord has bestowed upon our family 

and the Home of Christ Church in Fremont, a song “By the Power 

of Your Love” from Hillsong Worship to a certain extent described 

our spiritual journey:

Lord I come to You

Let my heart be changed, renewed

Flowing from the grace

That I've found in You

Lord I've come to know

The weaknesses I see in me

Will be stripped away

By the power of Your love

Hold me close

Let Your love surrounds me

Bring me near

Draw me to Your side

And as I wait

I'll rise up like the eagle

And I will soar with You

Your Spirit leads me on

In the power of Your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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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Christ’s love compels, controls us, and we will live our lives for 

Him, and always seek to follow His will through the conviction of 

His word. 

As we celebrate our 40th Anniversary this 23rd November 2019, 

our prayers like the Psalmist in Psalm 34:12-15 is that we would be 

Christians who, 

“desires life, and loves many days, that we may see the goodness 

of our Lord, and to 13keep our tongues from evil and our lips from 

speaking deceit, but be committed to the truth. 14Turn away from 

evil and do good;  seek peace and pursue it. 15The eyes of the Lord 

are toward the righteous and his ears toward their 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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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的洗。約翰要攔住耶穌說，他當受主耶穌的洗。施洗約翰

看見耶穌，他就在眾人面前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

人罪孽的」（約翰福音1：29）。又向人宣告，「主耶穌必興

旺，他必衰微」（約翰福音3：30）。

以上充份表達施洗約翰的謙卑。他絲毫不敢越過他的本位。他

高舉主耶穌，不是他自己。所以我們事奉的焦點是主耶穌。高

舉主耶穌並彰顯主的榮美！更多隱藏自己，並非在事奉中炫耀

自己的本事與才能，更不要爭權、爭名，要看別人比自己強。

三、處變不驚（馬太福音3：7-12）

施洗約翰當時傳福音事奉，宣告神的信息，毫無畏懼地挑戰當

時的猶太人，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向神認罪，要結出果子與悔

改的心相稱。他非常鋒利直接的責備，甚至也責備當時執政掌

權者分封的王希律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為妻是不對的。

施洗約翰並非不知道有生命危險，但仍然不畏懼地面對，絕不

妥協或苟且偷安，結果他被希律王斬頭，為神而殉道。歷世歷

代不少神忠心的傳道人，因為感謝主為他們付出生命，他們也

用屬靈的影響力來榮耀神！

事奉是屬靈的爭戰，必會遇見種種困難。我們禱告、倚靠神，

必會經歷神超出我們所求所想豐盛的恩典與祝福，困難與試煉

反而成為化裝的祝福，因神要我們經歷祂，讓祂來塑造我們的

靈命，讓祂給我們突破，更新，才會成長。

四、蒙主稱讚（馬太福音11：7-13）

蒙主稱讚的事奉
張德立牧師

我們一起來看施洗約翰的事奉為何得到主耶穌的稱讚！

一、忠於託付（馬太福音3：1-12）

主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差遣施洗約翰做先鋒。應驗神的預言

（以賽亞40：3，瑪拉基3：1）彌賽亞（基督）的來臨，神差

遣使者預備道路。「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

祂的路」。難道他是在荒野無人之地，喊叫神的福音嗎？其實

當時的曠野，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周圍，猶太並約但河兩邊的地

方，有牧養牲畜的百姓、農耕的人、漁民，還有耶路撒冷城外

的庶民。施洗約翰向他們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的福音。甚

至連耶路撒冷中，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接受悔改的洗

禮，使罪得赦。

施洗約翰非常忠心，按神的差遣與託付事奉。讓我們學習按照

神所安排的事奉崗位，忠心服事主。

二、謙守本位（馬可福音1：1-8，馬太福音3：13-17）

施洗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與主耶穌肉身的母親馬利亞是親戚。

他清楚知道主耶穌是聖靈感孕生的，是降世成為人的神。所以

施洗約翰謙卑強調主耶穌的能力比他更大，給主耶穌解鞋帶也

不配。甚至當主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見了施洗約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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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祢真好！
黎廣傳牧師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好）的？除了　神一位

之外，再沒有良善的。 」

這句話是耶穌提醒少年財主，主耶穌比他所擁有的財富更好，

勸勉少年財主來跟從祂！誠然，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人事

物）比主更好更美更善！我們應該注目在祂身上，跟從祂，事

奉祂。盛逢基督三家母堂40週年慶典，寫下感恩之言，把頌讚

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和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當我要投稿的時候，「主阿，袮真好！」這一句話出現在我的

心中。過去40年來我和我的妻子還有兩個孩子所經歷神的祝福

的確是這樣。

神透過祂的教會來祝福我們。記得八零年代初期，我和我太太

從南加州來到北加州找工作，就開始享受到基督三家弟兄姊妹

在主裡愛的關懷和接待。我們夫妻兩人就住在陳正宇與和鄭海

常夫婦家。他們接待我們住了將近二個多月，直到我們找到工

作後才搬走。

1990年我全時間出來事奉，後來被差遣到Ardenwood佈道

所。到2000年時佈道所轉變成基督六家後才離開母堂三家。所

1.比先知大多了（馬太福音11：9）

因為施洗約翰的職責超越其他的先知。他不僅是一位先知，做

神的代言人。他也蒙神的差遣，成為主耶穌基督（彌賽亞）事

奉的開路先鋒。

2.比任何人更偉大（馬太福音11：11a）

自古以來，凡婦人所生的，是指一般人，在主耶穌的眼中，沒

有任何一位比施洗約翰更偉大。

3.天國裏最小的比施洗約翰還大（馬太福音11：11b）

因為主耶穌基督的來臨是舊約時代的結束，也是新約時代的開

始。得著主耶穌救恩的人成為教會，也是主耶穌的新婦。神成

就了祂的計劃。新約集體的信徒就得這尊貴的關係，比施洗約

翰還大。這並非貶低施洗約翰的位份，反而稱讚他的事奉，使

神實現了大事。

因此我們事奉主的動機與目的，乃是讓神使用我們來彰顯神

的作為。其實不是我們能做什麼，乃是神在我們生命做。施

洗約翰是我們美好的榜樣，忠於神的託付，做神要他做的事，

傳神要他說的話，並且謙卑守住他的本位，不敢越過主耶穌

的主權，隱藏自己。他強調主耶穌必興旺，他必衰微，心尊主

為大。他屬靈生命中的突破帶來更新的事奉與成長，使當時的

信徒因信福音、悔改、罪得赦，脫離當時猶太會堂和聖殿外在

形式的敬拜禮儀和陳舊的模式。主再來之前，神要使用你，成

為使者，在各處傳福音，直到地極！主的再來日趨迫近，時機

不多，起來吧！快快事奉，使更多人得著救恩，歸向真神。願

我們教會弟兄姐妺快快事奉榮耀主！願我們得到蒙主稱讚的事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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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基督三家40週年慶典
阮雄長老
劉燕華師母

恭賀基督三家40週年慶典！想到四十多年前，曲協和長老夫婦

帶領我們去葉伯伯家，聽寇世遠監督帶領的查經班，那就是第

三家的前身。當我聽到寇監督講解聖經，方知聖經的道理不但

是廣博高深，並且又非常實用。回憶之際有幾件事浮在眼前：

1. 首次崇拜：當時租借Irvington的長老教會，第一次主日崇

拜是在1979年11月25日晚上7：30舉行，參加人數大約只

有二十多位。我們每個人都被用上了。在那段時間寇監督

每個主日不辭勞苦地分別在Redwood City，San Francisco

和Fremont宣講主日信息。1980年5月，從晚上改到下午3

：00主日崇拜。1981年8月以後，主日崇拜在上午11：00

聚會。從那時候開始教會進入軌道了。

2. 建堂義賣：為了募款購堂，教會舉行義賣籌款，教會弟兄

姐妹們計劃週詳，樂意擺上。其中寇監督所捐出來的筆墨

最受歡迎。早期的弟兄姐妹家中多有他所寫的經文字帖，

神的話成為了我們的家訓箴言。

3. 購買新堂：三家第一次購買新堂是在Grimmer路上的一

個西班牙語小教堂，設備和環境都十分簡陋。我們弟兄姐

妹全體動員修整這堂：有的鋪水泥路，有的開推土機把地

填平，有的砍樹除草，有的上屋頂去修補，有的做木頭露

以我們在三家的時間前後將近20年的歲月。這些日子，基督三

家教會成為我們夫妻二人事奉和屬靈生命成長的屬靈大家庭，

也是我家兩個孩子出生長大的場所。我們享受肢體的愛，主話

語的供應，牧長們的牧養和愛護。

我們全家特別紀念和感謝寇監督、寇師母、徐農牧師、李天祥

牧師、張德立牧師的帶領和提拔，使我在事奉和靈命上長進，

成為日後在基督六家事奉主的根基和動力。還有六家的長老

們、同工和兄弟姊妹的愛心和包容，使我們感到他們待我們如

同家人一樣，讓我們放開膽量在愛中前進，學習事奉主！

時光飛逝，到明年我們在六家又經歷了二十年。這二十年在基

督六家，主的恩典和祝福更是豐盛滿溢！今年我們已經從教會

的事奉崗位退下來，退下時又看見神興起新的長老，工人和牧

者被呼召來到六家，配搭成美好的團隊去事奉主。正是：長江

後浪推前浪，神的國度不斷向前邁進！

我們退休以後，沒想到上帝把我們領進一個更大的事奉領域裡

面：上帝讓我們靠著祂的恩典學習如何推動禱告的事奉，帶給

眾教會的祝福；上帝又讓我在神學院裡有學習教書的事奉；還

給我們有機會學習如何帶領佈道所成立新教會的事奉。這三件

事奉是我退休前不曾想過要做的事情，也是我們能力做不到的

事奉。想到過去的兩個二十年，和前瞻的歲月，我們心裡對主

的感恩，怎能不說：「主啊，祢真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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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來雲和月

林樹培長老

四十多年前，寇世遠監督於神感召下，在灣區成立了基督之

家。在一、二家成立之後，寇監督又應邀每週五晚來Fremont

帶領查經，為時十八個月之久。經過禱告，成立了福立蒙第三

家。

教會以家為名，以神的道為指引。寇監督常講，家是有愛、有

溫暖、有關懷；彼此相愛互相扶持的地方，人來到教會就像回

到自己的家一樣。除了有道可聽、有神可拜、有靈可感、有工

可做之外，更要彼此饒恕、互相扶持。於是眾人來到教會都是

充滿著飢渴慕義的心，來聆聽監督諄諄善導，講解聖經及生命

之道。

教會以神的話為重，監督以「有道可聽」為教會的指引。無論

是主日的講台、家中的團契、主日學的教導，均以神的道為中

心。人來到教會有靈糧的供應，生命得到滋潤與改變，以神的

道將人帶到神面前。

教會初期，在眾弟兄姐妹默默耕耘中，藉著神的恩典，無怨無

艾，沒有人的作為，沒有人的聲音，惟有神的引領，其樂也融

融，使神的家得以建立。正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有如建立聖

台，有的裝修內部，粉刷內外…我們大家都很興奮，就算

汗流滿面卻笑容滿面，因為那是我們的家。

4. 同工關係：我們很懷念當年我們一群同工同心事奉，大家

年齡相仿，常有不少的家庭一起去露營，我們的小孩也玩

得十分融洽，他們在教會一起長大。記得有一次夜遊優勝

美地的谷域，觀賞點點繁星，七千多呎參天巨石的El Cap-

itan，在月光反照之下如巨型銀幕立於谷地，神的創造在

夜間展示著一種神祕莊嚴的美，仿彿看到當年亞伯拉罕因

信稱義的光景，想起雅各所稱那地為神的殿，天的門的圖

像。

40年飛逝而去了，看到三家如今已經擁有更大的教堂，進深

學房在三家開辦了多年，造就許多神國人才。三家不斷在成長

中，感謝讚美主的帶領。在這四十年大慶之際，衷心祝福基督

三家：

力上加力守主命

四十年來衪引領

剛強壯膽主同行

因信渡河進美地

同心合意為福音

獲地得民獻為祭

恩上加恩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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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參出四10）。摩西經四十年的

磨練被神揀選；聖經記載「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

人」（民十二3）。

以色列民是神的選民，自出埃及後在矌野漂流四十年，不能勝

過試煉。他們不得進入神應許之地。「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

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

不信我要到幾時呢」（民十四11）？神要祂的子民相信祂，依

靠祂，因為祂是唯一的幫助！

神的子民必當勝過試煉，甚至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耶穌被

神的靈引到曠野四十日接受魔鬼的試煉。魔鬼試探祂三次，最

後以「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誘惑祂。耶穌卻脫口而出「

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太四10）！短短數語鏗鏘有

力，勝過了魔鬼的試探。「國度，權柄，榮耀」人之所慾，只

要向撒旦屈身即唾手可得，但主耶穌堅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耶穌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路九23）。事奉神的人沒有捷徑，惟有走

十字架的道路！

四十年來雲和月，主恩綿綿無盡期。人生長路漫漫，筆者以年

逾強壯之年適逢教會成立四十週年，應妻子的勉勵與協助，仍

可按鍵疾書。雲淡風輕，明月高照，以感恩之心一方面緬懷昔

日屬靈長者的諄諄告誡與教導，一方面道出神奇異的作為，祂

激勵那些愛主愛教會的人奉獻時間、力量與金錢來成就祂的應

許。如經上說「祂親口應許，親手成就」。筆者謹致此文與讀

殿「建殿的時候，鎚子、斧子，和別樣鐵器的響聲都沒有聽

見」（參王上六7）。

教會的建立，不是靠人的才幹或作為，更不是靠人的財富，乃

是靠神的恩典與大能，有如所羅巴伯重建聖殿時神給他的啟

示，「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

事」（亞四6）。教會成立之前是以查經聚會開始，日後人數

增長，就租借其他教會的場地。神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祂從

無變有，藉著神的道及弟兄姐妹們愛主的心奉獻時間、力量、

金錢，因此教會擁有自己寬廣的場地，更難能可貴的是教會沒

有房貸，沒有任何債務及借款，所以可以資助宣教機構，支持

傳教士，甚至向外植堂。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是耶和華以

勒，祂必有預備（創廿二14）。感謝主，歷經四十年後，如今

我們有舒適的聚會場所、教室，各種團契、查經班、主日學、

兒童及青少年團契，又有中文學校、短宣隊，並興起許多弟兄

姐妹願意為主擺上。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四十年的歲月彈指即逝。

在教會成立四十週年之際，理當歡喜快樂，同慶主恩，默想神

的作為。然而，「四十年」，根據聖經的記載，神藉四十年曠

野之路，磨練及試煉祂的選民成為合祂使用的器皿；神使用

摩西，要他將以色列人帶領出埃及。先在米甸曠野磨練了四十

年。摩西本來在埃及王宮中長大成人，「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

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徒七22）。可是當神呼召他，要差

遣他去見法老允許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他卻對耶和華神說：「

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從你對僕人說話以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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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滿溢四十載
朱國鈞長老
單穗燕師母

穗燕與國鈞於1974年結婚，從兩個不同的生活圈子轉換成夫妻

日夜相伴、形影不離的小家庭生活。那時國鈞還沒有完成博士

學位，新婚的妻子穗燕從原本平穩安逸的台灣工作環境，遷移

到一個語言不通、居住環境完全陌生的新地方，又正好碰到國

鈞寫博士論文，心情緊張沒時間顧到穗燕如何迅速應對新生活

的調整。感謝主，穗燕卻毫無怨言積極的開始營造這一個新的

小家庭，甚至出去打工幫補家中的開支。那時我們住在威斯康

辛（Wisconsin）州的麥迪遜（Madison）。我們夫婦在那裏

認識了林萬春、洪玲美夫婦。

聖經上有一句話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8：28） 。 這是千

真萬確的定律，我們在麥迪遜認識的林萬春、洪玲美夫婦先

我們來到加州，是神奇妙的安排，讓我們藉著他們熱心的幫

助得以非常順利的搬到加州來了。1979年來到加州後，林萬

春夫婦也帶領我們夫婦開始參加寇世遠監督剛剛在東灣福利蒙

（Fremont）成立的查經班。當時所查的書卷竟然是羅馬書，

對我們夫婦而言，這是一針見血的書信！因為我們夫婦都有天

主教的背景，對耶穌基督的認識並不陌生，而最關鍵性的問題

是對因信稱義道理認識不正確！（以為不僅僅要接受主耶穌的

者同勉。

但願弟兄姐妹同心合力興旺教會，廣傳福音，更應靠著神的恩

典與大能勝過試探，為主所用，好叫神的榮耀在祂的家中，得

以大大彰顯！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

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他苦煉

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

知道，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

話。（申命記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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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賜給我們第一棟屬於自己的教堂，坐落於現在Weibel小學的

對面，雖然地並不很大，房子又相當的破舊，最多只可容納約

150人的聚會，兒童主日學的教室雖然寥寥可數，但勉強可湊

合地使用。這第一棟神所賜給我們的教堂五臟俱全，相當適合

當時我們一百多人聚會的需要以及財力。記得那時我們一買到

這塊地方，就開始裏裏外外的大掃除，包括屋頂上的清掃。當

時國鈞與其他好幾位弟兄正在屋頂上清掃，有消息傳來說他的

姊妹穗燕已經進入有規律的陣痛快要生了。於是國鈞急忙地從

屋頂下來，趕回家去帶穗燕到凱撒醫院生產。這是神所賜給國

鈞夫婦最後一個女兒，也可說是基督之家第三家自己有新堂後

所生的第一個孩子，對國鈞夫婦也可說是恩上加恩。

三家教會尚未成立前就已經開始了查經的聚會。我們三家一直

就這麼繼續不斷地熱衷於查考聖經，學習神的話語，生命與生

活互相配搭。當時許多的查經班都是在家中的，方便附近的弟

兄姊妹以及慕道友來參加。那時國鈞夫婦住在Milpitas米爾皮

塔斯市較北邊的住宅區，那區有許多家庭開放家庭查經。不過

住在教堂所在地Fremont福利蒙市附近的家庭，卻相對來說不

是那麼多。感謝神，1987年神賜給國鈞穗燕夫婦現在還居住的

這棟房子！這棟房子比較大、能夠容納許多人，也成為教會查

經班與團契常常聚會的所在地。感謝主，就是在住處，神也賜

給國鈞穗燕夫婦諸多服事主的機會。

教會成立後迅速地成長，組織架構的正規化也變成事在必行。

從最早期徐農牧師開始的聖工小組，接著執事團隊同工的產

生，以及到1989年10月份長老團隊的產生，都是神給我們教會

救贖，還要加上自己的好行為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自己是否得

救。）

而天父竟然藉著寇世遠監督的羅馬書查經，清清楚楚的告訴我

們單單藉著信靠耶穌就可以白白的稱義得救。當時基督之家第

三家還沒有成立。而且更奇妙的是林萬春當時還不是基督徒

呢！一個非基督徒竟然帶領我們去查經，真是不可思議！基督

之家第三家是1979年感恩節正式成立的。感謝主，讓我們夫婦

與三家一同出生、一同成長，經歷我們又真又活的神40年來豐

豐富富的引領。1980年初，神賜給我們夫婦第二個孩子，也是

在基督之家第三家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接著那年復活節我們夫

妻一同受洗歸入基督的教會。

國鈞不但是早期詩班的主要成員，也曾不遺餘力地擔任詩班的

指揮。最早期的詩班成員只有七、八位。那時張逸萍老師是我

們的司琴，後來竟然成為教導認識異端的專家呢！此外國鈞也

很樂意的在兒童主日學教導孩子們唱詩歌。當時寇世遠監督對

所有弟兄姊妹的期盼相當的高。他很早就開始教導我們如何查

經、傳講信息、做教會的同工、帶領禱告等等的事工，真是傳

遞了在這個教會中人人有工可做的信息。

1979年感恩節三家正式成立教會後，神的恩典豐豐滿滿地在三

家繼續不斷的彰顯。那時的聚會場地是租用Irvington Presby-

terian Church歐文頓長老教會的社交廳，不過因為我們三家教

會人數快速增長，在場地使用上給地主教會一些不方便。所以

沒有多久，長老教會就請我們搬家。非常感謝神，1986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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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弟兄姊妹靈命有幫助，自己得先有條有理徹底地學習聖經。

這是那年神第一次向國鈞呼召做整全的裝備。接著那年夏令退

修會是沈保羅牧師主講「豐盛的生命」。其中一篇信息是以馬

太福音第十一章為經文，提到主耶穌雖然遭遇到極大的苦難挑

戰，卻願意完全順服父神的心意。當主耶穌說：「你們當負

我的軛，學我的樣式」時，國鈞感受到主再度呼召他，要他全

時間事奉主。夏令會回來後，國鈞曾與穗燕談到想放下工作全

時間事奉神。當時穗燕才從台灣回來，心中還沒有平靜，所以

沒答應。神呼召國鈞時，國鈞曾向神求三個印証，其中一個就

是夫妻同心。十一月被邀請去安庭屋佈道所，即現今的基督之

家第六家，傳講神的信息，主題是「真正認識耶穌」（彼後1

：1-8）。國鈞在準備信息時，不但在網絡上有這段經文的特

別講解，在Family Radio電台也講到這段經文！讓國鈞更清晰

的認知主要他好好地、殷勤地跟從主，受裝備做主全時間的僕

人。

就在那星期的主日，當國鈞開車送三女兒去醫院當義工時，女

兒興奮地叫父親看天。她說：「爸爸，看哪！有兩道彩虹呢！

」國鈞側頭瞄了一瞄，真的有兩道彩虹！一道在遠處顏色比較

清淡模糊，另一道則在近處，顏色鮮豔突出醒目。國鈞想起彩

虹是洪水毀滅世界後神與挪亞立約的記號。兩道彩虹就好像新

舊兩約：遠的那道象徵舊約，而近的那道象徵新約。新約是主

耶穌自己用祂的寶血所立的。既然主已經重價用自己的寶血把

國鈞買贖回來，國鈞已經不屬自己而是完全屬主的人，不可以

再猶疑不決了。在這麼多豐富的印証下，國鈞願意踏出信心的

一大步，全時間去接受神學院的裝備。在這同時神也向穗燕說

的裝備及引領！國鈞的年齡比林樹培長老小至少有一輪，所以

林長老一直是國鈞的屬靈好榜樣，靈命學習的對象。當時林長

老幾次在教堂裡看到失火，他如何對緊急狀況的處理，實在是

國鈞學習的好榜樣。他當教會的長老毫無疑問是理所當然的。

國鈞夫婦實在無法想像，那年寇世遠監督自己親自來到我們家

裏，要提名國鈞成為基督之家第三家的長老！國鈞1980年復活

節接受洗禮，信主時間還不到10年。這麼靈命淺薄的小弟兄！

怎麼可能成為牧養教會靈命資深的長老呢？所以我們夫婦都極

力拒絕，認為不可以，教會中還有許許多多比我們信主時間久

的屬靈長者，應當先考慮他們，而不是國鈞這樣一個靈命淺薄

的後輩。寇監督要我們好好禱告，先把自己完全放下，尋求神

的印証在先。我們夫婦倆為了這件大事真的跪在神的面前禱告

了好幾天。感謝主，神讓我們再度經歷到神的恩典實在夠我們

用，尤其是在我們這樣軟弱人的身上，更顯出神的大能大力。

是的，真正的服事主不能靠著自己的才幹能力。一個人的身心

靈十分的微小，所能成就的相當有限。只有放下自己，仰望聖

靈的大能大力才能成就大事。最後我們決定順服在聖靈的引領

之下，讓神成就祂所要成就的工。1989年10月份所按立的8位

長老中，國鈞是最年幼的一位。這又是一次極大的恩典，讓國

鈞夫婦在戰兢中經歷到神的豐富與引領。

1998年又是神賜給穗燕與國鈞特殊恩典的一年。那年上半年國

鈞星期六早上去進深學房受裝備。有一次邀請呂沛淵牧師講解

系統神學。呂牧師說不要以為系統神學艱難，其實系統神學就

是有條有理的學習神的話語而已。國鈞回想這十多年來，雖然

對神的話語有多方面的學習，卻不曾有條有理的學過。如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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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微不足道的小家庭。

如今國鈞穗燕夫婦都已年過七十，但退而不休繼續關懷、照

顧，培養下一輩在教會中有負擔、有潛力的弟兄姊妹們，就像

當初寇監督苦口婆心地培養照顧國鈞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

小伙子一樣。國鈞穗燕夫婦若不是外出，一定會參加星期三晚

上的禱告會，因為我們覺得萬事都以禱告為先。一個基督徒若

不禱告，怎麼能清楚明白神的引領呢？怎麼能夠與主有親密的

關係呢？我們在禱告會當中也鼓勵年輕一輩的在挑戰中如何放

下自己，讓主居首位，看看是不是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超過

自己所求所想。願頌讚、尊貴、榮耀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三一

真神！阿們！

最近這九年來也感謝主賜給我們夫妻每年能夠去德國宣教的機

會。我們第一次去德國時認識了一位才二十出頭的李娟小姊

妹。她雖然年紀不大，自己還需要好好求學，但她愛護照顧弟

兄姊妹的細膩與體貼，卻好像一個無微不至的小媽媽一樣，所

以許多的姊妹或弟兄經常會到她那裡去享受一下小家的溫暖，

因為他們都是遠離國內自己的家，隻身來到德國這個陌生、生

活習慣十分不同的地方。他們心靈的孤單在這個小媽媽的家

中得到安慰填補。許許多多的慕道友也在這溫暖的小家中認識

主、接受主而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後來她要去歐華神學院唸書

時，當地許多弟兄姊妹都十分捨不得她的離去。這位小姊妹的

事奉也做了我們事奉的榜樣，提醒我們當不遺餘力地付出愛，

去幫助曼海姆Mannheim團契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們。我們在

那裡所住的地方很方便，可以自己燒菜。所以也經常邀請弟兄

話，提醒她神的供應一直都是豐豐富富的，所以不必為將來的

生活擔憂，於是夫妻一起去神學院接受裝備。

那時離感恩節相當近，要申請神學院不容易。國鈞向穗燕提到

曾霖芳牧師從香港搬到聖荷西的海外神學院可以試一試。於是

我們與曾霖芳院長約好在感恩節的那一個星期去與院長面試。

那次我們與院長談了約兩個小時的時間，而我們差不多僅僅

說了十五分鐘，其餘的時間差不多都是曾院長告訴我們許多他

自己的見証。結束時院長給了我們兩份入學申請表，表示已接

受我們夫妻成為海外神學院全時間的學生。我們也沒有想到進

入神學院先後竟然有許多我們第三家的屬靈夥伴：鄭國顯和唐

麗娟傳道夫婦、黃成培和黃雲英牧師夫婦、張平夷長老、沈麗

薰傳道、莊嘉蘭姊妹。隨著那麼多屬靈的夥伴，我們兢兢業業

地學習神的話語。不自量力的國鈞竟然想得到道學碩士而學希

伯來文與希臘文。許多學生給希伯來文起了一個綽號叫「學

不來」文，因為實在難學。如今這個「學不來」文竟然派上用

場，讓國鈞在鄧英善牧師的查經材料校對時，可以校對希伯來

文而無恐懼感。

感謝主，我們夫婦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我們的學業，再回

到三家全時間事奉，服事教會從老到小，各種各樣的弟兄姊妹

們。除了長青團契以及當時單身弟兄姊妹的同心團契外，也做

了許多關懷探訪的事工。在全時間服事期間，絕大多數時間我

們是有主任牧師做屬靈的帶領人。國鈞雖然有長老的職分，卻

更願意做弟兄姊妹的僕人。國鈞做教會每週查經材料預查帶領

人之一也有幾十年之久了。這也是神豐盛的恩典賜給國鈞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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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工上有負擔而成為歐洲校園事工ECM的總幹事。

願主興起更多委身擺上的弟兄姊妹們，讓更多世界各地的華人

都聽到福音！我們基督之家第三家踏出更大的一步！讓我們不

但向教會的元首主基督獻上四十年的感謝，也邁向更榮耀主、

使更多未得之民認識主、是真正愛主，遵行主大使命的教會！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

困倦；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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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9-31）

姊妹和慕道友們來家裡一起吃便飯，與他們深入的關係也藉著

吃飯而建立，平常不願與別人談的個人難處、困惑、灰心、交

友種種的問題，也在這時自然的流露出來了。感謝主，團契每

星期二晚上的禱告會最多的時間是大家一起為不同內容的禱

告，每次參與禱告會的人數也差不多有主日聚會的一半之多。

雖然只是團契，他們每主日都有主日敬拜，敬拜的程序與基督

之家差不多。如果沒有傳道人時，他們會播放網絡上的講道給

參與聚會的會眾視聽。感謝主，讓我們在沒有牧人牧養的團契

中，繼續幫助他們、支持他們，能看到新生命的成長成熟而喜

樂。也感謝主，近幾年來有已經做事的家庭們開始積極地參與

團契各方面的事工，使得團契的穩定性更加增了。最近他們那

位長期委身服事的劉元平弟兄被按立成為長老，張路加牧師也

在那邊幫助他們準備成立自己的教會，又有王明偉傳道做他們

全時間的牧者，已經走向主榮耀教會的道路上了。

最近這兩年去科隆及錫根兩處地方，也看到許多從國內去的年

輕學子們辛苦求學不同的需要。他們大半是大學本科生，所以

前面要走的道路還相當遙遠。現在王柏牧師與慧麗師母苦口婆

心、無微不至地看顧牧養他們。科隆是德國第四大都市，城

市的範圍很大（比我們福利蒙大），而王牧師竟然沒有車！他

們的探訪關懷事工要坐公共交通工具，轉車幾回合才到達目的

地。可想而知他們浪費多少時間在路上！最近王牧師已經通過

駕照的考試而可以自己開車了，請為王牧師能夠得到大家的支

持而買到可使用的交通車代禱。此外蔡頌輝牧師與師母在德國

委身做長時間的牧養工作，他們都是四十出頭有體力，為主擺

上的美好同工！感謝主，基督之家第五家的趙武夷長老在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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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建堂基金，包括進深學房開戶的基金，各家事奉上的疑難
雜症都由寇監督悉心教導與完善處理，全家彼此相愛，有無互
補。50本研経集，都是他多年在主面前禱告領受神的恩膏，全
心事奉神的証道內容，深受大家喜愛，他也答應讓讀者可以使
用他証道集的內容但不可做更改。他首創福音本土化，是唯一
被中國大陸宗教局接受的牧者。他老人家經過心臟手術後乃為
福音的緣故奔波往返中國大陸數次，積勞成疾，真是做到「一
息尚存乃為主」。

1992年寇監督的遠見，深知道自己的身體衰弱時日不多，積極
策劃進深學房的事工，願將自己畢生從神領受的恩典，神的話
語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下一代。我們夫婦被寇監督指派參與進深
學房的事奉與寇紹穎長老、張天榮長老、謝克敏長老，一同在
此聖工上服事主。1993年6月26日神忠心的僕人，息勞歸主，
同工們懷著悲傷和戰驚的心情承擔此重任。當時幸有數位忠心
良善的牧者已答應寇督監督的邀約，來進深學房參與此聖工，
培育下一代承接福音使命，完成寇監督的遺志。他們其實都有
重任在身，有的是北美各神學位的校長和老師們，但都不辭勞
苦，往返各地，給予支持，真是傾囊相助。每當學房課程上需
要時，他們都以學房的學員優先，並都義不容辭的接受邀請，
來傳遞聖經真理和分享事奉經歴。感謝主，感謝寇監督的遺愛
和感謝眾忠心良善又有見識的牧者們給我們學員的關愛，學員
中陸陸續續在畢業或結業後踏上全職事奉的道路。後因台北基
督之家也已成立進深學房，本家教會尚需聘收，所以與寇長老
和同工們商議結束此事奉，並決定將學房所餘基金悉數奉獻支
持，福音機構和宣教士。

回想那16年的時光真是蒙福，除了寒暑假，每星期六都有良

良牧榜樣，一生學習
40週年感言

蔡康樂長老
蔡徐智玲師母

「從前引導你們、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
法他們的信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结局」（希伯來書13：7）

感謝神，能在基督之家第三家與大家一起同心事奉主，飽嚐了
主恩的滋味真是甜美，正如詩篇103：1-6：「我的心哪，你要
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裡面的也要稱頌祂的聖名。我的心哪，你
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醫治你的一切疾病。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恩典仁愛和慈悲
為你的冠冕。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
老還童。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寃。」和詩篇23: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主是信實慈愛的，
主是智慧的源頭，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們夫婦在事奉的道
路上經歷了神諸般的恩典，正如寇監督的著作『口唱心和集』
、『心被恩感集』中，所提及的「事主上算」，並且「不是給
主乃是還主」。

回顧自1978年到1993年寇世遠監督和師母在北美的宣教佈道
因聖靈的帶領成立教會，留下許多美好生命事奉的好榜樣。
除了按時分量給各基督之家，使羊群得到生命的糧，大家生命
得以成長。各家肢體有結婚、做満月、生病住院等有任何需
要，他們都給予最親切的關懷照顧。各家建堂時，他們都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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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們殷勤教授神的話語，沐浴在神的話神中真是甘甜，獲益良
多，終生受用。呂沛淵牧師教授全方位學神提醒我們神學院畢
業，仍是學神的開始，我們要以耶穌基督謙卑順服神為榜樣。
麥希真牧師教導我們良善是指生命的事奉，做主喜悦的人；忠
心是指工作的事奉，做主喜悅的工。鮑會園牧師教授聖靈論，
教導學員們時時依靠聖靈，對付老我，不要高舉恩賜，乃要
高舉賜恩的主。哥林多後書4章7節：「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
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關國
瑞牧師在百忙之中，特別為了進深學房的學員寫舊約概論的講
義，內容精闢扼要。經他講解舊約聖經，大大地提升學員們對
研讀舊約的屬靈味覺。馬友藻牧師的聖經難題解答，也將大家
常久以來的新舊約難題得到精確的解答。陳終道牧師每週從加
拿大多倫多飛到舊金山，多次旅途勞累，身體雖不適仍不忘學
房的課程進度，將病床做講臺，用錄影的方式授課。于力工牧
師雖已卸下基督工人神學院長之職，但仍參與進深學房，栽培
下一代神工人的重任。雖白髪蒼蒼但聲音嘹亮精神奕奕，開
着他的恩典車（老舊但仍能跑路）從伯克萊到福利蒙的基督之
家來授「如何靈修」和「小牧人訓練」課程。唐崇榮牧師授教
牧學；唐崇懷牧師、林道亮牧師、詹正義牧師都從南加州飛來
北加州參與支援學房事工。容保羅牧師、唐佑之牧師、鄭果牧
師、黃存望牧師、沈保羅牧師、頼若瀚牧師、劉鋭光牧師、謝
友王牧師、殷穎牧師、劉東崑牧師…這些良牧對主忠心，也因
他們與寇世遠監督多年的情誼，願花時間和精神來進深學房授
課。全是神的恩典，讓我們基督之家的弟兄姊妹和本教會附近
各教會弟兄姊妹都蒙福，有機會向那麼多神忠心良善的前輩長
者學習神的話。時光飛逝，但神的話和他們愛主忠心的榜樣永
遠存在我們的內心，並激勵我們愛主的心。

回首1983年來到基督之家第三家正當壯年，如今已屆傳道書所
述杏樹開花推磨的稀少，從窗往外看的都昏暗……之際，但願
不白佔地土，不辜負主恩，能服事主是恩典，人到老學到老，
特將年前在台北基督之家46周年慶典所學習的分享一下。

１．台北基督之家牧長們有清楚的異象，有目標，有計
劃，同心合一，彼此順服，（謙卑／愛，掌權先服權）肯
付代價，是生命的事奉團隊，願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興
旺福音。

２．他們專心祈禱傳道，注重個人靈修生活，夫妻同心事
奉，全家與神的關係正常和諧，同工之間常有溝通、同心
禱告、彼此順服、敬神愛人、同心配搭事奉、榮神益人。

３．寇紹恩牧師與長老們雖為主擺上許多但在分享中仍謙
卑的承認自己個人的輭弱和不足，願意不斷更新自己的霊
命願意放下自己，有謙卑依靠仰望主的心志。順服神的旨
意，美好的事奉榜樣。

４．他們願花心思和時間把牧養的工作靠著聖霊實踐出
來，製作培訓的資料、靈修的經文、內容解釋、生活的應
用、回應禱告等，他們願付代價的栽培造就信徙，關心羊
群的需要，值得我們反思與學習。

數十年來，基督之家第三家衆同工們都很忠心和愛主，雖有不
斷的學習健康成長，但仍需仰望主的憐憫，能有更討主喜悅的
事奉獻上，求主幫助大家，繼續做好領人歸主和領人事主的職
份，靠著聖靈的大能傳主福音，將人的靈魂從撒旦的權勢搶救
回，不辜負主的大愛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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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下一個四十年
蕭嘉全長老

四十年是段漫長的日子，若從出生算起，四十年可以從倚賴父

母呵護的孩子，到長大成人，建立家庭，為人父母，呵護下一

代的成長。若從進入社會服務算起，四十年可以從初入職場，

走進退休年齡離開職場。所以每四十年可以說是一個世代，四

十週年正是一個交替傳承的時刻。

聖經裡最有名的四十年就是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

走了四十年，待發怨言的那一代人都過去了，才由約書亞率眾

渡過約旦河，進入應許之地。申命記8：3-4「祂苦煉你，任你

饑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這四十

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神是公義又慈愛

的，祂雖然苦煉我們，但仍供應我們吃的穿的又保護我們，就

是要我們知道並相信，也是主耶穌曾引用的「人活著，不是單

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路加福音4：4）。

基督三家承寇世遠監督和幾個愛主的家庭在1979年成立於福

立蒙，特別注重神的話語，四十年來從50人到500人，從借用

美國教堂到擁有三萬平方呎的教堂，陸續組成了20個團契查

經班，從兒童主日學增加了青少年事工，更有了英文部崇拜，

中英文成人主日學也配合三堂崇拜，總共有13班，又設立了

AWANA兒童事工以及中文學校，我們也先後資助多位會友進

神學院進修，參與成立基督四家及六家，目前支持38位宣教士

和福音機構，曾差派宣教士到非洲肯亞服事，也積極地差派本

地，近地和遠地的短宣隊伍，實在都是神的恩典。

四十年是一個新世代的開始，我們為過去的四十年感恩，我們

也為未來的四十年仰望，感謝神在今年先後差派了金牧師和謝

牧師來到我們當中，並引導長執會對會章檢討更新，將帶來一

些新氣象。我們從一個移民的教會開始，當年剛到美國的年輕

會友現在都成了含飴弄孫的老華僑了，近一、二十年來的新信

徒已成了教會的主要同工，當年兒童主日學的孩子們現在也成

了英文部的核心同工，當年刻鋼板印週報，打電話通知聚會，

今天全靠手機和互聯網了，福立蒙的人口從1979年的13萬，四

十年來增加了將近一倍。四十年周圍環境的改變很大，雖然教

會的信仰、真理永不改變，但是教導、關懷、團契、宣教的方

式和制度都得跟著時代和科技以及環境的變遷而更新，我們是

否應該仍然抱持著傳統？還是應該：

從一個移民的教會長成一個社區的教會？

從一個中文教會長成一個多元的教會？

從一個曾受美國教會幫助的教會，長成一個關懷協助其他少數

族裔的教會？

求神帶領我們前面的道路，擴張我們的境界，賜我們異像，如

何在福立蒙、在加州、在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福音事工上為神

所用，也求神賜我們合一的靈，順服教會的頭—主耶穌基督的

帶領，使教會成為禱告的殿，迎接更美好的下一個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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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與我
張肇榮傳道

還在台灣，正準備來美國的時候，教會師母告訴我們，到美國

一定要找間教會聚會，但是要小心找，不要去到有問題的教

會。這就為難了，我們怎麼知道那一間教會是有問題的呢？真

正來了美國，安頓好了之後，我們就想到應該要找教會，就翻

開報紙，看到寇世遠監督創辦的教會，心想這個傳道人是教會

師母肯定過的，他的教會應該沒有問題，正好在Fremont有一

間，就這樣，我們全家就到了基督之家第三家。

剛到教會，且剛到美國的我們，人生地不熟，所有事情都需

要了解、熟悉，受到教會許多家庭的幫助。那時也是開放家

庭，potluck的全盛時期，並且我們全家參加各種聚會。父母

參加中區查經，我參加詩班、同心團契，還有成人主日學；在

聖經真理打下根基，過著充實的教會生活。當時身為高中生的

我，學校課業幾乎沒有壓力，周末更有時間參加聚會，就在來

美國兩年之後，我開始參加進深學房，直到2005去南加州讀神

學為止。

來到美國，英文一直是我的障礙，然而年輕人來到三家，好

像自然就應該去英文部，心中那時有一個感動，是否能有一個

Mandarin Youth Group。與牧師和同工分享之後都以為好，當

時教會又來了一家人，有幾個適合的成員，就開始了聚會。因

為最開始有七個人，所以中文名稱為五餅二魚團契。

我們是1994年開始來到三家，那時教會已經搬到現在所在的教

堂，寇監督也過世一年。我相信對當時的同工來說，教堂是新

堂，大家雖在失去寇監督的傷痛、恢復、調整中，但對剛來教

會的我們，完全沒有感受到任何不安、混亂的氣氛，一切運作

得非常順利，眾人仍然熱心擺上。

2005年大學畢業，教會支持我到南加州讀神學院。在外地生

活的時候，當然會去別的教會聚會，但是聽到基督之家這個名

字，心裡的感覺就是不同。雖然不一定有三家的消息，但是深

感基督之家就是我的教會。在南加州也去過那裏的基督之家，

講到一些熟悉的話題，例如進深學房，口唱心和集，還有基督

之家的精神，都是那麼的熟悉親切。近年來各地基督之家被神

使用，好像就是我的教會，我也參與其中。

感謝主，我在三家受洗、受造就、裝備，也被神呼召，出外十

年之後又再次回到三家，並且成為傳道，都是神的恩典。聖經

中很多事件、人物，都是以「四十」為一個階段的分界。最為

人所熟知的應該是從摩西到約書亞，而三家也正在經歷傳承的

時間點，是一個約書亞的時代。將要接棒的約書亞，神給的要

求幾乎只有一條，就是謹守遵行神的律法、倚靠神、剛強壯

膽。傳承的時候將有很多的改變、調整，但是不變的是神的話

語。三家早期開始，有傳道人強而有力的生命之道；講台的信

息是三家的特色。當時的傳道人很多已經安息主懷，但是我們

的神仍是同一位，並且仍然帶領教會前進。願感動前人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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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感動，賜福新一代，繼續更多、更大被主使用。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

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

記1：8-9）

追憶那段如飛而去的日子
紀念三家成立四十週年

一粒沙

在三家慶祝二十週年的特刊裡，我寫了「匆匆十七年」，也參

與了特刊的策劃、審稿、校對、編排。三家慶祝三十週年的那

個九月，我離開了三家，去了六家，但在慶祝三十週年的特刊

裡，我寫了「二十七年來去匆匆」。今年的感恩節，三家就要

慶祝四十週年了，當年的同工曾逸盛弟兄要我再寫一篇，這個

時候，我已經離開三家整整十年了。

看秋風捲起落了一地的枯葉，隨風飄散，在秋風颯颯裡，人總

會顯得比較孤寂。上了年紀的人，在這個時候，最容易觸景生

情，追憶起往事。那麼，就讓我的思緒飛翔，「追憶那段如飛

而去的日子」吧！

回顧我屬靈生命的成長，就不能不提基督三家，我82年初到

三家，遇到不少高中、大學的校友，而且很多是同輩的，可

以說一見如故。早在四年前決志的我，就在復活節由寇監督施

洗，從掛名的天主教徒成為基督徒。沒多久就學習事奉。有點

「趕鴨子上架」的感覺，就這樣，在懵懵懂懂中，走過了好幾

個年頭。那時候，常有機會聆聽寇監督的證道以及週五的聖經

講解，奠定了聖經的根基。感謝主！神的話語在我還年輕的時

候，就成為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尤其是在腳步特別匆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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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生活，更需要神的引領。

在孩子稍長、工作漸漸穩定以後，我開始比較多的事奉。也感

謝中區查經班多年來的栽培和陪伴，我的靈命可以穩定地成

長。教會人數漸漸增多，有熟識的人走了，也認識了新來的弟

兄姐妹，教會繼續增長，會眾的靈命也一天天地成長茁壯。

在三家的二十七年歲月裡，不論家庭或教會都有很大的變化。

教會從租堂而買堂，後來換了一個更大的堂。我的家庭也遭逢

過變故，自己也在二〇〇一年離開職場，就讀海外神學院，

二〇〇三年畢業，開始了講台的事奉，也開始了一個新的查經

班。日子在忙碌中倏忽而過。

二〇〇九年的七月，神帶領我到了六家，開始了一段迥然不同

的事奉。兩年前也從「傳道」的職位退休了。這兩年裡，和三

家的幾位老同工一起撘遊輪，一起追憶當年在三家成長事奉的

日子，感覺無比的甘甜。

我之所以能夠在六家勝任「傳道」的工作，除了在神學院接受

的兩年專業訓練外，都是在三家二十七年裡接受的裝備。從帶

查經、教成人主日學，到成立一個查經班。還有幾年來在講台

事奉的操練。感謝三家的培育之恩，也感謝牧長、弟兄姐妹的

扶持，尤其是在我家庭遭逢變故的時候，你們的安慰和陪伴。

離開三家以後，有幾次回去參加特別的聚會，也回去過以前的

Ohlone查經班，雖然有些新來的我不認識，但見了面還是覺得

很溫馨，就像回到了「娘家」一樣。雖然物換星移、人事也有

變動，但三家永遠是我屬靈成長的地方，是我的「娘家」，願

神厚厚地賜福！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

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

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詩篇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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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
白至彬

那年因朋友的幫助，帶我和大女兒到基督之家第三家，那時是

在Irvington租堂，主日崇拜前後都要幫忙收拾椅子，就這樣開

始教會生活。

=》怎麼會　那是將近40年前的事！

又是朋友照顧開始工作生涯，在一家半導體公司，為半導體測

試儀寫軟件，同一公司工做了15年。多少次經歷險遭請出門的

危機，能夠安全過關想必是自己夠努力且能力超群。年事稍長

才知都是神的指引及保守。

=》怎麼會　如此後知後覺！　

工作平順、家庭增長，生活所有一樣樣備齊，非常感恩。三個

孩子也在安穩的環境中成長，工作收入許可，孩子們都能上教

會學校，直到高中畢業。每星期除了星期六，每天能學習聖經

中的教導，真是莫大的恩典。

=》怎麼會　現在都自立自強，努力獨力打天下！

每星期日到教會是規律生活中的大事，三個孩子參加兒童主目

學，做家長必須參與幫忙。多年來看著這麼多小朋友，在各方

面的成長，有說不出的欣慰，弟兄姐妹共同分享所知所學，和

孩子們一起長進，蒙神恩待引領。

=》怎麼會　到現在都年過70，還捨不得放下這份事奉機會！

十多年前終於從職場退休，這下可是時間多多，立時參加了：

• 活水團契－每星期四和姐妹們唱詩、讀書、禱告、午餐，

分享生活中點點滴滴。

• 詩班－每星期日練詩、獻詩、聚餐、短宣，...獻詩合唱曲會

唱203首，教會聖詩會唱350首。

• 健身團契－唱詩、信息分享、健身操、同樂會。

• 長青團契－每星期三唱詩、短講、健康講座、生活見證、

愛宴。

=》怎麼會　退休生活如此忙碌，全是從神來的恩典！

該停筆了=》怎麼會　這麼多話！

40年了，神的恩典述說不盡。然而必須分享的是：

神的愛，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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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載恩典脂油
楊韻英

三家四十年了！神的作為多麼震撼人心！正如經上所記：「千

年如一日」，四十年在浩瀚宇宙的歷史中或許微不足道，四

十年只像瞬息，但人生又有幾個瞬息呢？在這段流逝的歲月痕

跡中，無處不寫著神的恩典，彰顯神的榮美、全能、憐恤。星

移物換，人來人往，多少的同工、朋友，共同編織見證這段歷

史，更體驗著它在自己人生與靈命上不可忽視的奇異恩典。

每人帶著不同故事、經歷，來自不同地域，背景各異，卻不約

而同奔向這屬靈的家。胼手胝足，不分你我地和睦同居，若非

主恩，有可能嗎？我永遠記憶猶新：在三家第一個聚會地點，

會前需排放椅子，只見西裝筆挺的弟兄，賣力地搬椅掃地，當

時傻眼了，嘩！這些人如此謙卑柔順，這是我無法忘懷三家的

第一件事。當時剛抵美，人生地不熟，尚在適應期，才去教會

一次，竟收到三家寄來的歡迎卡，使我感受到一種溫馨喜悅，

那是我無法忘懷的第二件事。不多久加入詩班，班員甚是熱忱

友善地關照我這新進同工，常常練詩後還去喝下午茶或到處走

走，我也就瞬間融入這家。是的，「家」，就連教會的名字也

意義非凡，極像寇監督的証道，深入淺出。「家」這字貌不驚

人，卻隱藏神深不可測的智慧恩澤。聖經的記載，神最先創立

家，之後才有教會。翻開家史，從最初租場所、搬椅子，至今

天擁有如此大的家宅，其中所經歷的是滿滿神恩。

我雖因故遷離加州一段時日，卻知教會的成長非一日造成。三

家最初始於查經班，林長老、蔡黎暉師母經常開放家庭，並費

盡心力準備豐盛食物。而寇監督則造就靈命，彼此配搭天衣無

縫。雖然草創階段，同工們很多正在白手興家，卻不遺餘力

為主擺上。丁鴻鈞、張平夷、吳左恆等人熱心傳福音，開放家

庭、款待查經班。尤其吳建輝、莊嘉蘭夫婦，日常工作雖很勞

累，仍舊招待弟兄姐妹直至半夜，不分彼此。除使人有賓至如

歸的感受外，夫婦倆的廚藝更叫人難以忘懷。莊姐妹特別有教

導恩賜，多年不計辛勞，輔導需要幫助的肢體。感謝主，因為

姐妹蒙了神的恩膏，成為智慧愛心兼具的有力同工，努力建

造神的家。記得那些年弟兄們未懼危險，屢次爬上屋頂修理房

舍。都是這些看似不足為道的小事，在滋養著教會，也按著神

的心意把家建立起來。神未曾忘卻，點點滴滴，均記在冊上。

然而我親身見證，那些盡心盡力的同工，自幼帶兒女上教會

的，都蒙神厚恩，子女傑出幸福，愛主愛人，面對世界篤定得

多，也安寧幸福得多。由此也得見，信徒責任重大，神囑我們

要把福音傳到地極，確有其迫切性。

我自幼上教會學校，只因那是當地最佳學校，但非人人能像我

這麼有福氣。後來遷台學中文，雙親與寇監督、徐農牧師一起

事奉於靈糧堂，所以我們來美自然去基督之家三家。因母親是

徐牧師夫婦及教會多位長輩浙大的同學，姨媽是林長老七叔

同學，又是羅媽媽的上司。兆璋十多歲已結識家母，應該是母

親賞識她的琴藝吧！家兄與基督之家更是關係密切，寇紹穎夫

婦、林萬春、鄭茂生、羅家順、沈麗薰，是先後期同學，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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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恰是陳正宇同學。感謝主帶領保守，否則一定流落家外。

我在求學期間因法國的法律怪異，即便是移民，停了工作便不

得居留，所以週日須打工，沒法上教會，但感謝神憐憫，最後

把我帶返祂設立的家，多年來更蒙恩無數。外子因曾在槍林彈

雨中打殺越共八、九年，戰爭後遺症嚴重，多次急救，無一不

靠眾牧長同工，廢寢忘食地禱告挽回。灣區工作壓力已很大，

下班未進餐就拖著疲乏身子，由徐興緯夫婦帶領，聚集一室同

心禱告，詩班肢體更陪伴軟弱的小我，徹夜守在急診室。郭

忠凱夫婦、黃鈺洲、龍校長、張平夷多位，獻出無私的基督之

愛，伴著嚇壞的雍，早已忘了飢睏。每回他住院，各牧長同工

川流地探望打氣，院方人仕更稱：「從未見任一病患有如此多

訪客。」在療養院休養期間，更蒙曾逸盛夫婦，楊伯雄夫婦多

方協助，又帶雍出外用膳。活水姐妹也患難見真情，一聽說去

看雍，手上水果也不吃了，要帶給雍，儘管當時，那吃得下，

但心底那份溫暖與感恩彿若冬日的太陽。遷回灣區這些年，數

不清的入院、求診，各牧長肢體多方支援，才得度過。自出生

及長，由於大環境之變遷，遷移多國，不免問神，為什麼把我

留在美國這麼久呢？歷經多年神恩終於明白了，神體貼雍是個

很需要朋友的人，寇監督常說有愛就有羊，而三家肢體有二大

特點，就是愛人、顧人。奇哉！那些心裡盛滿愛的人似乎會容

顏不老。

領我入詩班學習，事奉，也是愛的感召。這麼些年很蒙造就，

特別鄭錦榮牧師來了之後，領我們進入教會音樂中更高的境

界，學習了數不完的經典名曲，大家莫不欣喜若狂，更努力用

心。藉著陳正宇、王利玲打下的基礎，大家一起進步，也更有

默契。甚至連錯也一起錯，令指揮哭笑不得。班員人材輩出，

練習當中笑語不斷，使人只覺怎麼這麼快就收工了，肉身的勞

累也忘了。而個人最有得著的乃是神每每藉著詞曲教導我，對

我說道「孩子，事情是這樣這樣的…」當時心底的感激不能言

喻，多次神更以詩歌來安慰或警惕我，唰一聲，淚水已滾落。

老牛般的破鑼嗓，神也不嫌棄，容我繼續學習，豈不感恩！十

多歲已在教會司琴，但那時是為做而做，未明事奉意義。三家

真的是個教導的大學堂，習得事奉意義後，更見主恩，滿足喜

樂來自天上，主的慈愛莫可測度！

感謝主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在路上都滴下脂油，這四十載也

因著事奉中所見奇蹟、恩澤，領我們前進，更仰望主的榮美，

歸榮耀於至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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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之家的孩子
顧瑜華

「基督之家」的孩子是蒙福的！成為基督之家的孩子已經36年

了，感謝親愛的阿爸天父，在這個神的大家庭裡無微不至的教

導與供應一直到如今，受之點滴當湧泉以報。

【詩116：12-14】「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

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眾民面前

向耶和華還我的願。」

感謝「台北基督之家」牧長與弟兄姊妹的引導、扶持、關

愛，36年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走進了位在台北青島東路的台

北基督之家。青年學子的我，在牧長兄姐們的呵護下，十二月

份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直到今天一切都是神蹟，而非偶

然。

【傳三14】「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

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

感謝「基督之家二家」牧長與弟兄姊妹，在1991年先生少豪最

絕望的時候，走進了二家主日崇拜聽見摩西十災的訊息。神的

公義與憐憫讓一位浪子痛徹心扉，成為神國裡穿戴全副軍裝的

勇士，一生跟隨主。

【弗二19】「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

國，是神家裏的人了。」

感謝「基督之家三家」牧長與弟兄姊妹。1995年在唐佑之牧師

的輔導證婚與祝福下，全教會牧長弟兄姊妹們參與了我們夫妻

倆的婚禮，在喜宴上見證了神的榮耀，全然委身。

【書二十四15】「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感謝「基督之家三家」，提供進深學房的學習課程，讓少豪有

機會在1994-1999年，有五年的學習成為第一屆畢業生。讓我

們在同心團契、愛加倍團契、差傳、財務、26年長執會有機會

學習與努力長進；成人主日學、兒童主日學、AWANA、中文

學校，也提供服事的機會，教學相長。短宣的事工中造就了我

們全家：1994年參加美中短宣後，神感動我們對傳福音、救靈

魂、見證主恩，其熱情負擔，有增無減。同時也讓三個孩子學

習參與短宣，每晚讓他們為宣教士點名代禱。三個孩子10歲開

始參加台灣短宣，在服事中見到了耶穌，我們全家因宣教傳福

音，而大大蒙這福音的福氣。

【弗四16】「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

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

「恐懼害怕1996年早產的大女兒，因為聲帶神經被剪斷，無法

說話；亦恐懼害怕1997年早產的老二，腦積水、視網膜剝離、

和近視1200度而瞎掉；恐懼害怕2004年老三又是早產；亦恐

懼害怕2006年開了三次手術的乳腺癌復發，而離開我的先生和

三個可愛的孩子；也恐懼害怕2014年我聾掉的耳朵，再也聽不

見。」



四十週年 2019

58 59

感謝「基督之家三家」牧長與弟兄姊妹24年來肢體的連結，陪

伴著我和我的家人一一度過難關，在這個神國的大家庭中血濃

於水的相交，充滿對神無盡的感恩。

【羅八35】「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感謝「基督之家三家」牧長與弟兄姊妹。30年來栽培先生少豪

成為神國的精兵，讓他在一個屬靈的環境中成長，無悔地走事

奉的道路。神既選召了他，始終恩待他。感謝主，祂是永遠信

實的神，無論情形如何，祂的恩賜和選召是永不後悔的。

【羅十一29】「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如今，三個孩子也已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先生也走上雙

職的事奉道路，全家繼續在神的帶領與扶持中，傳福音、救靈

魂、見證主恩。

【羅十二11】「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感恩成為基督之家的孩子!

詩班事奉二十年
傳玉

你嘴裡所出的，就是你口中應許甘心所獻的。要照你向耶和

華－－你神所許的願謹守遵行。（申23：23）

團契小組長向我提及，慶祝二十週年特刊裡有我「詩班事奉」

的文章。「是嗎？」我說。回家找出特刊，果然有我的文章。

只是現在的我，對文章中所提及的：

「我曾是詩班的逃兵....所以再回詩班，我對自己只有一個要

求…那便是無論在任何景況下，絕不輕言退出。」

感到特別的觸目。當時的我只是希望自己做事，不要再一次的

半途而廢。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忘記了當年的話，但是神沒有

忘記，也沒有輕看我的承諾，藉著團契小組長，提醒我在二十

多年前不知不覺中所許的願。

在這二十多年的詩班事奉，所獻唱過的詩歌超過三百餘首，這

些唱熟的詩歌成了我人生歷程中，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我曾因

在人前不會禱告，向神求，希望能像團契中一些姐妹，閉上

眼便能如行雲流水般的侃侃而談...但是神給我的是那些唱熟的

詩歌。我曾經在沉睡中被George Job Elvey的《那等候耶和華

的》“They that wait upon the Lord”（ 賽 40：31）音樂吵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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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大鷹　他們必如大鷹展翅

飛騰

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必從新得力

他們必如大鷹　他們必如大鷹　他們必如大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他們行走也不疲乏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也不疲乏　他們行走也不疲乏

這時候的我已經完全醒透了。音樂沒有停…

你當依靠主　依靠主　到永遠　因為在主耶和華有永恆的大能

你當依靠主　依靠主　到永遠　因為在主耶和華有永恆的大能

你當依靠主　依靠主耶和華　因為在主耶和華有永恆的大能　

永恆的大能

終於了解，為什麼作曲家會讓一首詩歌詞重重複複的堆疊。而

我也因著這一首詩歌，走出了低谷與陰霾。

二零一六年三月退休，四月在詩班指揮的引導下，參加了鄧英

善牧師的《聖經信息查經班》，一個必須做功課的查經班。當

時查的是啟示錄，對我而言啟示錄很艱澀。即便在二零一三年

為了參加「使徒腳蹤」土耳其希臘的旅遊，也只勉強讀完了

啟示錄的七個教會。是神的恩典，這一次讀啟示錄耳中卻充

滿了音樂。拜過去二十年在詩班事奉之賜，當我讀到啟示錄二

章十節，「務要忠心至死，我就給你那生命的冠冕」，耳中便

響起Mendelssohn的Be Thou Faithful Unto Death（凡為主忠

心至死）。當我讀到啟示錄七章十二節「頌讚、榮耀、智慧、

感謝、尊貴、權柄、大力都歸於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耳中便響起Bach的Blessing，glory，wisdom and 

thanks（頌讚、榮耀、智慧、感恩）。讀到啟示錄七章十三到

十七節「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哪裡來的？...這些人是從大

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淨了。所以，他們

在神寶座前，晝夜在祂殿中事奉祂。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

們。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因為

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

他們一切的眼淚。」，耳中便響起了John Stainer的What are 

these？（這些人是誰？）當讀到天上的敬拜讚美，「萬王之

王　萬主之主...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Mo-

zart的Praise Ye the Lord（你們當讚美主），Handel的Praise 

the King（讚美主）和Holy Art Thou（聖哉天父）便在我心中

響起...整卷啟示錄就在「樂」此不疲中讀完了。原來啟示錄充

滿了敬拜讚美的泉源，無怪乎大師級的音樂家們都不約而同的

從啟示錄得到靈感。

詩班事奉主恩滿溢，使我覺得二十年如一日，甚至常常忘記自

己也在事奉。而詩班成員事奉的歲月超過十年的，比比皆是，

不少成員甚至超過三十年。希望唱歌不走音，又「有心」的主

內肢體，加入我們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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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盛的生命
李美仙

今年是基督之家第三家成立四十週年，而我也在四十歲時，在

基督三家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基督之家成立當時，正是我出生

那年。雖然我沒有經歷過四十年來教會所發生的大小事情，但

我相信牧長同工們一定經歷很多。我聽牧師長老講述當初如何

從查經班開始，到租借別的教會場地；從買下小小的西班牙教

堂到現在寬敞明亮的大教堂。基督三家教堂的擴大和教會的成

長也見證了神的榮耀與恩典。

「四十」常常在聖經出現。在舊約中，當上帝用洪水毀滅大地

時，他讓雨下了四十晝夜（創世紀7：12），以色列人在曠野

流浪四十年（申命記8：2-5）。在新約中，耶穌接受試探四十

晝夜（馬可福音1：13）耶穌復活和升天之間有四十天（使徒

行傳1：3）我無法揣測在聖經當中，「四十」是否有某種特殊

含義。我自己覺得「四十」有神的試煉和考驗，又是對未來的

新生和展望。更是神恩典的象徵。對於我來說，四十歲之前就

如同有身無魂的人，認識神之後，我確確實實地知道自己是個

多麼有福氣的人。神的話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篇119：105）

因著認識神的關係，雖然生活中、工作中依然會遇到一些挫折

和困頓，但讀經、禱告總是帶給我心靈的平安和喜悅。神的話

語給我戰勝撒旦的勇氣和力量，我不會在愁苦中消沉下去。每

次有困難我就會拿起聖經，聖經中的話語是最智慧的靈糧。主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我實在地知道這豐盛的生命，不再是對金錢對世俗的

追求，而是對靈裡生命成長的渴望。我知道是神的大愛，藉著

教會弟兄姐妹的關愛，每個主日我都不敢錯過，每次團契都有

收穫。即使有時候身體不太舒服，可是只要來到教會，一切身

體上的病痛似乎都煙消雲散了。我也非常感謝長老們對我的關

愛，也非常感謝能夠在四十週年，因為主的恩典，可以為四十

週年的特刊做一些校對的事奉。我的生命真是豐盛地享受神的

各種美善的恩賜，也希望自己能夠在神的帶領下，在牧長同工

和主內弟兄姐妹的幫助下，結出聖靈的果子、仁義的果子、光

明的果子、服侍的果子，各種各樣彰顯神榮美的好果子。感謝

讚美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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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的教會﹕我們起來建造吧！
張練能牧師

在喜樂的教會中，信徒充滿喜樂地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牧者也

喜喜樂樂地牧養和教導，這是每位信徒都渴慕，更是彰顯神心

意的教會，腓立比教會是個蒙神賜福的教會，使徒保羅更希望

他們成為「喜樂的教會」模範，在腓立比書短短四章的篇幅

裡，提到「喜樂」一詞共有十六次之多，在該書信他不但講論

「喜樂的人生」，亦提供眾信徒「喜樂的教會」的模式。

喜樂教會的起點

使徒保羅在腓1：24-30中說﹕「腓立比教會啊，你們雖然是在

患難與逼迫下所生的教會，現今卻是我保羅的喜樂，我本來與

基督同在是好的無比，但是為你們，我仍要住在世上，且與你

們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叫你們在基

督耶穌裡的喜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喜樂更加倍！」（

意譯）

喜樂教會起點是一個異象，一個負擔。教會開始時往往是一個

牧師，或是幾位信徒，到一個沒有教會的地方，看見很多人沒

有福音聽，對這個地方有異象，有傳福音的負擔，這些人不是

沒事做，只因為他們蒙神的呼召，蒙神的光照，就放下其他的

工作，把自己的生活和時間奉獻給神，來做福音的工作。基督

之家就是寇世遠監督從台灣來到美國的時候，看到美國華人福

音的需要，與當地信徒聯絡起來，開始家庭查經，進而發展教

會聚會，然後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慢慢地建立起來，他

是有異象有負擔的人，我們的教會到今年十一月就是三十週年

紀念了，我們看到一個有負擔的牧者來到我們中間，把福音傳

給我們，我們對他所傳的福音起了回應，教會便建立起來，蒙

神賜福三十載。現今在教會事奉的傳道人和牧師，也絕不是沒

有辦法在其他地方做工，才來教會事奉，乃是蒙神的呼召與差

派，就放棄了他們一生要做醫生、做工程師、做生意人…等等

志願，來專心做福音事工，好像舊約聖經所記載的多位先知，

他們本來有自己的工作，但是神吩咐他們放下本來的工作，一

生為神傳達信息，教導神的子民，就遵行神的旨意，一生做先

知，成為傳達神心意的使者，故此我們要為這一群在我們中間

忠心牧養和教導的人，滿心感謝神，也衷心謝謝他們在主裡的

勞苦與擺上。

喜樂教會的建造

單靠一個傳道或牧師來建造喜樂的教會是不可能的，必須有一

群信徒與有負擔的牧者彼此勸勉，同心事主。神的心意絕不是

要牧師或傳道人在教會裏面代替信徒來事奉，祂的心意乃是「

全民皆兵」，每個信徒都參與教會的事奉，事奉是不能代替

的，牧師、傳道來並不是要代替他們，乃是牧養與教導他們，

把異象跟他們分享，帶領他們成長、生活與事奉，所以教會的

建立需靠信徒與牧者的互動。自聖靈在五旬節降臨，教會便開

始建造，不過教會還是一直「在建造中」（“under construc-

tion”），直到主基督再來，才能夠完工。所以在每時每刻，教

會都需要自我檢討、更新、重建異象、同心拓展福音事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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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發覺教會有破口之時，就當勇敢地面對，一方面在主面

前尋求更新，另一方面發起「尼希米行動」－－尼希米經過三

個晚上的巡視後，便呼籲神的子民，說「我們起來建造吧！」

（尼2：18）百姓便起來，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在敵人攻

擊下，齊心協力地重建城牆，堵住破口。

使徒保羅向蒙神賜福的腓立比教會發出挑戰，勸勉他們更上一

層樓，朝著「喜樂的教會」標竿邁進，他說﹕「…叫你們在基

督耶穌裏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就越發加增，只要你

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

那裏，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

穩，為福音齊心努力。」（1：26-27）在此，使徒保羅提到建

造喜樂教會的三方面﹔（一）生命—「基督的福音」、（二）

生活—「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三）事奉—「同有

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福音齊心努力」。

（一）喜樂教會的生命

基督的福音是我們屬靈生命的起點，馬丁路德說福音有兩個

重點﹕第一是「唯獨藉信蒙稱義」，我們蒙神稱義是藉著我

們信耶穌，不是靠其他的，更不是靠功德，靠我們的行為，我

們根本沒有什麼功德在神面前使神看重我們，我們都是有罪

過的人，思想、生活、動機上都有很多的黑暗的地方，我們乃

是靠著主耶穌基督的救贖，接受祂的福音，罪過得蒙赦免。中

國人的傳統思想著重將功贖罪，所以中國人的宗教絕大多數都

有靠功德上天堂的觀念﹕慈濟講功德會，信徒把金錢奉獻給功

德會，積德上天堂，但是這些都不是聖經裏面所講的福音，因

為我們每天都有罪過，我們有什麼功勞可以自贖罪過？我們只

有靠主基督為我們被釘十字架上，無罪的基督代替我們成為有

罪，以死亡來代我們付清罪債，使我們所有信祂的，罪過得蒙

赦免，被稱為義，得永生。第二是「唯獨聖經是權威」﹕聖經

以外沒有另一個權威可以與它並列，聖經不但是無誤，也是教

會和我們個人的信仰、道德、生活行為最後最高的權威，我們

的信仰絕不能「聖經外另有經」，天主教教皇的「諭令」並非

無誤的權威，社會的思想和教會的傳統也不是權威。若以使

徒保羅的話來說，基督耶穌的福音就是「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

架」（林前2：2），也是「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

祂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羅10：9）

主耶穌說﹕「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

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太7：17-18）每位信

徒就好像一棵樹﹕生命就是樹根，生活是樹幹和枝子事奉是樹

葉與果子，三方面的健康和成長都有其重要性，缺少其一，樹

就倒塌或變得無用了。屬靈生命有如樹根雖然埋在泥土下面，

一般情況下是看不見的，只有從個人生活的表現，就可以看到

泥土下面的景況﹔事奉雖然可以假裝或演戲，但是從其果子便

可以看出樹的本質和生命。故此，生活是生命的彰顯，事奉是

生活的流露，生命在下面做根基，然後生命就帶來生活，生活

就帶來事奉，健康的屬命生命是結好果子的首要條件。很多時

候，我們每天忙著幹活，在教會裏又忙著事奉，往往忽略了自

己屬靈生命的成長，內在生命漸漸萎縮枯乾，也不為意，有如

以前一個造鞋匠，他的生意很興旺，日日夜夜忙著做鞋，但是

他的妻子沒有鞋穿，自己也是赤足走路。我們要緊記﹕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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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beings，不是human doings啊！

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太5

：13，14）請注意，祂並非要我們「作」鹽、「作」光，乃是

說我們本質就是鹽，就是光，我們若有豐盛的鹽與光的內在生

命，鹽與光的功效就自然會彰顯出來—「鹽若失了味，怎能叫

它再鹹呢？……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故此，建造喜

樂的教會時，教會各人都要注意他個人與主基督的關係和自己

內在生命的成長，以基督的溫柔、聖潔、公義和慈愛為榜樣，

對付內心的驕傲、嫉妒、惱恨、忿怒、惡毒，思念那些真實、

可敬、公義、清潔、有美德、主所稱讚的事，不住禱告，凡事

謝恩，就能靠主常常喜樂！（腓4：4-8）

（二）喜樂教會的生活

我們信主後，生命被神改變了，生活也要隨著生命的改變而更

新變化，所以使徒保羅吩咐腓立比教會「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

福音相稱」（腓1：27）。在建造喜樂的教會過程中，信徒的

生活是重要的一環，生活是生命的彰顯，事奉乃是敬虔生活的

流露。使徒保羅在羅馬書講論一套全備福音的次序，他在1-5

章先講論到我們在基督裡蒙恩的生命，在6：1-2就以「這樣，

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斷乎不可！我

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幾個問句為首語，

直到第8章末，論到我們的生活﹔然後在第12-16章則以「所

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為

引言來勸勉我們獻身事主。（羅9-11章乃是插入的一段，講論

以色列人得救的問題。）可見生活把我們的生命與事奉連繫起

來，合神心意的事奉必須有合神心意的生活，沒有與基督的福

音相稱的生活，就談不上合神心意的事奉！

主耶穌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b）

所以我們的生活必須把內在豐盛生命彰顯出來‘每日學習更像恩

主，為主而活。

教會信徒生活有兩個特殊的標記：「彼此相愛」與「合一」，

叫世人認出我們是主基督的門徒。

彼此相愛

主基督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4-35）在學

習彼此相愛的過程中，我們要注意「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

歡真理」（林前13：6），並且新約聖經常常把「愛」與「聖

潔」相提並論，例如﹕「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

近。」（羅12：9）「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

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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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5：1-3）「在

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

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1：27）。

所以，愛和聖潔就好像信徒的一對翅膀，如要高飛，我們就必

須把愛與聖潔這雙翅膀一同拍起來，教會也如是，如果教會

不但著重彼此相愛，也同樣看重聖潔的生活，就可以高飛，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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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福與被神使用！請看約翰是那位「愛的門徒」，也是談論

「相交」（或「團契」fellowship）最多的使徒，在約翰壹書

裡，他以神的屬性為我們信徒相交的起點與要素，他先指明「

神是光」（1：5），我們相交就要在光中（意即在聖潔中）—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

真理了。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1：6-7）繼而指出

「神是公義的」，我們便要在義中生活並彼此相交—「就知道

凡行公義之人都是祂所生的」（2：29b），「小子們哪，不要

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人」（3：7b）﹔然後約翰才談論到

「神是愛」（4：8b），我們「也當彼此相愛」（4：11b）。

故此，聖潔、公義與慈愛的生活言行在「喜樂的教會」是絕不

可以分割的，沒有神的聖潔或公義的愛，不是從神來的愛，乃

是「濫愛」，「世俗的愛」，或「情慾的愛」﹔但是單有聖潔

和公義，而沒有愛心的教會，則叫人敬而遠之！

彼此同心

猶大人被擄歸回，能夠在敵人威嚇迫害下，成功地重建聖殿

和聖城，都是因為百姓都起來同心建造，「如同一人」（拉3

：1;尼8：1）﹔詩人亦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詩133：1）故此，我們若要以建造「喜樂的教

會」為目標，便要學習「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

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更重要（筆者重譯），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

的心為心。」（腓2：3-5）我們在主內同心，必須先明白神的

心意，與基督同心，不可以單單高舉「同心的旗號」，但行事

為人卻與神的心意背道而馳，「同心」就會墜入「同流合污」

的陷阱。初期教會的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是很好的例子（參徒5

：1-11），這對夫婦同心嗎？當然同心，並且超級的同心，

他們「同心」欺哄聖靈，結果先後被聖靈懲治，仆倒在使徒腳

前，氣斷身亡！另一個例子就是百基拉和亞居拉，他們才是我

們當學習的榜樣，他們同心在基督耶穌裡與使徒保羅同工，也

為了保羅，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在他們家中常有教會聚

會。（羅16：3-5a）

主耶穌在最後晚餐結束之前，知道自己被賣的時刻已臨近，便

迫切為門徒做最後的禱告，禱告中提及兩個重要的「關係」﹕

（1）門徒與世界的關係；（2）門徒與門徒的關係。（約17

：9-26）按主耶穌的次序，祂先懇求父保守門徒入世而不屬

世，因為聖潔的生活是門徒合而為一的基礎—「我不求你叫

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他們不屬世界，

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

理。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我為他們的

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繼而求父叫眾

門徒合而為一，像祂與父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

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

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在美國南北戰役中，有人問

林肯總統，怎樣知道神是站在他們的一方，林肯總統回答說﹕

「當我們站在神的那一方，祂就站在我們這一方！」但願教會

的教牧同工、眾長執與信徒都順服在神的旨意下，一同朝著「

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的目標

邁進，使大牧者的喜樂可以滿足！（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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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喜樂教會的事奉

生活是生命的彰顯，事奉乃是生活的流露，所以事奉不是純綷

外面的活動，乃是內在生命的流露。單有外面的活動而沒有相

稱的生活行為和內在生命的實際，便是「演戲」，或是假冒為

善﹔事奉若是源於內在生命的流露，乃是以生命傳遞生命！

主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15：1-5）在這

段經文，主所提及的果子包括兩類果子，就是聖靈所結的果子

（加5：22-23）和事奉的果子（羅1：13）故此，我們若要結

出合乎神心意的果子，就當除去一切與主交通的攔阻，求主常

常鋻察我們的內心生活，讓主的生命在我們裡面快快成長，以

致結果！

我們在教會事奉，不但是事奉主，也是服事眾弟兄姐妹﹔我們

一方面是神的僕人，另一方面也是眾人的僕人。所以我們不但

要聽從主命，遵守衪的話語，忠心事奉﹔也要傾聽弟兄姐妹的

意見。因為我們是主僕，又是公僕，我們要有立場，常常站

在神的話語上，但是內心也要寬大，遭遇到弟兄或姐妹不同的

意見、批評、甚至攻擊，就當先自我檢討，若有疏忽或不對之

處，當在主面前認罪悔改，立志改進，再與對方坦誠和謙卑的

交通，尋求解決的方法。在北美的華人教會，因著眾信徒的不

同背景，從兩岸三地及東南亞來的信徒聚在一起時，不免有風

土人情、言語表達方式、處事方法的差異﹔再加上浸信會、長

老會、信義會、聖公會…等等個別教會背景與傳統的差別，若

每人都硬著高舉自己的背景或傳統，教會即或未到肢離破碎

叫人心痛的地步，也不用再談「喜樂的教會」的建造！故此，

我們要多依靠主，努力學習「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的動

怒」，（雅1：19）並且「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

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羅12：17-18）

因著眾信徒的背景與靈命成長的差異，教會事奉裡必然會產生

磨擦，磨擦有大也有小，不過無論大小，都是磨擦，並且要注

意：小磨擦若不好好處理，很可能會變成大磨擦﹔大磨擦若不

和解，會變成心結﹔心結不解開，會變成隱藏在心靈深處的「

還未了結的要事」（“unfinished business”）。所以，在教會

事奉裡，無論遇到大或小的誤會或磨擦，我們必須面對問題，

盡快的設法解決、和解或彼此原諒，絕不要誤用「以和為貴」

這口號，把問題掃入地毯下，不了了之，因為這些「還未了結

的要事」極少會自然蒸發而去，反會變成「定時炸彈」，累積

到某時某月某日就爆炸。許多小孩子突然離家出走，甚至槍殺

父母或自殺，就是家庭裡「還未了結的要事」炸彈爆發而生的

悲劇！所以，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信的結語中，也要求這個蒙

神賜福的教會，儘快解決友阿爹和循都基的問題，他說﹕「我

所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勸友阿爹

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人，幫

助這兩個女人，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腓4

：1-3）看來，友阿爹和循都基都是愛主的姐妹，曾與使徒保

羅在福音上曾一同勞苦，現今卻意見分歧，各持己見。我們雖

然無法知道她們的爭執有多大，但是當時整個教會都知曉，並

成為建造「喜樂的教會」的障礙，使徒保羅並沒有對她們的問

題不聞不問，讓她們繼續爭吵，反而呼籲一位與他同負一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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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去幫助這兩位姐妹，儘快使她們和好。可見，「使人和

睦」不但是登山寶訓八福之一，也是教會與主同負一軛的信徒

之責任，不過要注意的是那位「使人和睦的第三者」必須要情

緒上穩定，屬靈生命成熟，不偏坦任何一方，公平處事，不偏

心待人，在希臘文聖經裡，使徒保羅說：「我勸友阿爹，又勸

循都基…」，充份表明這是神對這位「使人和睦的第三者」的

要求。

假若在事奉中，你發覺你對主內肢体有任何意見或他對你有任

何不滿，該怎樣辦呢？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對兩類不同的個案，

都有很明確的教導：

太5：22-24說：「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

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所以你在案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

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所以你若曾

罵過弟兄姐妹、得罪或虧欠了他的，就當趕快與他和好，請求

他原諒，這個和好的行動比向神獻禮物更重要，更迫切！

太18：15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

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若然你覺得有弟兄或姐妹得罪了你，請你絕不要怒氣沖沖

地，立刻跑到他面前，責備他，因為主的吩咐是要你「得著你

的弟兄」，故此自己要到主跟前，懇求主平息你激憤的情緒，

把祂無限的慈愛、憐憫、寬恕澆灌在你的心田，醫治你的傷

痛，學習饒恕對方，直到你能夠可以平心靜氣地單獨與對方交

談，讓神為你預備一個適當的場合和時間，與他會面，增加彼

此的了解與體量，正如彼得.史卡吉羅牧師說﹕「以符合聖經的

方式來解決衝突，你不僅需要知道馬太福音十八章15至18節，

而且，你自己必須是一個情感健康的人。」（＜＜建立高EQ的

教會＞＞第73頁）若是彼此有誤會，你便與對方澄清誤解的地

方，彼此饒恕、和好﹔若然對方真有得罪神之處，你可以清楚

地向對方說明，求神光照並感動，對方若聽你，你便得了一位

與你比以前更親密的弟兄！

結語

在教會紀念成立三十週年之際，思想教會的異象，筆者感覺在

灣區建立和牧養教會不容易，建造一個「喜樂的教會」更需要

下功夫，然而，這既是神的心意，我們就當懇求恩主幫助我

們，叫我們下垂的手、發酸的腿，再次挺起來，手牽手地向著

喜樂的教會齊步邁進！願神報答那些在我們中間為主勞苦的

人，堅立他們手所做的工，並賜福我們的教會，使我們在主恩

典中成為明亮的燈臺，叫神與人喜樂的教會，阿們！

（原載基督之家第三家 2009年 《慶祝三十週年特刊》）

編者按：2009年張練能牧師是基督之家第三家的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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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寒的第一晚
林萬春

1979年11月25日基督之家第三家就在一個月黑風高，帶點寒

意的晚上開始了第一次聚會，這是教會歷史的開端。當晚聚會

的人數約在二十人左右。

因為寇監督早上安排在第一家，下午第二家，所以我們第三家

就排在晚上聚會。正好Irvington美國教會也願意晚上借教堂給

我們，所以晚上聚會就這樣順理成章地開始。當晚聚會，程序

和今天沒有不同，二十多位坐在一個四百多個座位的大教堂，

是有點「清寒」的感覺。不過我們大家心中火熱，讚美耶和

華。寇監督證道，賦予我們使命和挑戰，要藉著我們把三家建

立成為在Fremont的燈塔﹔要我們把這個教堂的每一個座位填

滿。當時我還很懷疑的問﹕「這可能嗎﹖」但神所賜的，竟然

超乎我們所求所想﹔如果我們三家再回到那個Irvington的教

堂，我們真的是把每個座位都填滿了。我們三家乃是神所應允

的一個榮耀的教會。

我們的家

三十年前，我們借了Irvington的教堂晚上聚會。過了幾個月，

我們人數就不斷增加，所以我們決定改到下午聚會。於是Ir-

vington美國教會就讓我們使用他們的副堂。於是我們每個主

日，就把椅子從倉庫排在聚會的地方﹔聚完會後，又把它們搬

回去。當時我們年輕力壯﹑樂此不疲，而且神也不斷地加添我

們的人數﹔我們已近二百人了。比起Irvington美國教會，我們

有點喧賓奪主。

眼看著副堂的空間已不足使用，神就藉著同工的智慧，給我們

機會買了一個很老舊的小教堂。外面下雨，裡面也下雨﹔冬天

沒暖氣，就靠著我們一群年輕人的熱血溫暖了整個教堂。為了

漏水，朱國鈞長老（當時大約四十歲）爬上屋頂去修房子。突

然下面有人大喊﹕「朱弟兄，您太太陣痛要生了﹗」我們就是

在這樣的歡樂中，同心合力建立這個家。

我們的人數不斷增加，主日學的小孩子也很多。這個小教堂，

也不堪負荷了。所以長執會擬定了改建的計劃，準備花150

萬去重建原有的小教堂。就在建築許可一直無法核准和拖延

下，Fremont City居然開放教會可以在工業區建堂的法規。於

是我們在神奇妙的引導下，以180萬的價格，買下了現在的「

三家」。我們賣了原來的小教堂，再加上籌備重建的基金，

毫不費力氣，就把這個「教堂」買下來了。這是十五年前的事

了。我們三家是當時灣區面積最大的華人教會。您們想想看，

神是如此的祝福我們第三家，賜予我們這麼好﹑這麼大的地

方。寇監督的最後一次證道，就是第三家搬進這個教堂的感

恩禮拜。他呼召我們要善用神所賜的地方，傳揚福音，領人歸

主﹔於是開始在三家設立「進深學房」。

我們的詩班

我三十年來一直在詩班服侍，從四人詩班開始－董明明（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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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歐陽天惠（女中音）﹑林萬春（男高音）﹑葉正仁（男

低音），一直到現在。剛開始是葉正仁帶領，司琴兼指揮﹔唱

的是「教會聖詩」。後來人數多了，就由朱國鈞弟兄（當時還

未按立長老）帶領。他是一位傑出的電機工程博士，也是位專

業的軟體工程師，他多才多藝﹔十年後，他獻身傳道﹔他是位

忠心﹑單純﹑有神智慧的僕人﹔他就是我們第一任的指揮。後

來由蔡建堂弟兄帶領，他是一位化學工程博士。然後由陳正宇

弟兄帶領，他也是位電機工程博士，專業於軟體設計。再由李

琪姊妹帶領，她是位生物化學博士，做基礎醫學的研究。然後

由林舜真姊妹帶領，接著再由陳正宇帶領。我們司琴一直是羅

兆璋姊妹，她也從事醫學方面的工作﹔神給她彈琴的恩賜，從

不出錯。這段時間，我們已搬到了現在這個新家﹔人數仍舊繼

續成長。王利玲姊妹也帶領了一段日子。王利玲對兒童詩班特

別有負擔，所以一直祈求有人可以到教會擔任指揮的事工﹔沒

想到，神真的聽了王利玲姊妹的禱告，就差遣了一位最好的指

揮鄭錦榮牧師﹑司琴鄭師母，還有全家﹕鄭純慧姊妹﹑鄭博仁

弟兄﹑鄭博信弟兄來我們三家的詩班。我們做夢也沒想到，神

的安排是如此的奇妙絕倫﹔所賜給我們詩班的，超乎我們所求

所想的。

我是如何蒙恩得救

挪亞建方舟，他們全家都進了方舟﹔可是當時幫忙建方舟的人

並沒有進方舟。我就這樣在教會幫忙建造方舟，卻不知道要進

方舟的人，想起來蠻好笑的﹔可是這樣的人，其實不少。我雖

能感受神的愛，我喜歡教會的弟兄姊妹，我也喜歡牧者，我

也喜歡一家人都在一起敬拜神，我也喜歡參加教會的事工﹔可

是一直沒受洗，做個「以假亂真」的基督徒。就這樣過了二十

五年。我是個好命的人﹔洪玲美是位才德的婦人，她擔當一切

的煩惱和憂愁，我就每天過著平安喜樂的日子﹔反正天堂很遙

遠，今生比較實際。

大約在十七年前，我岳父岳母過五十周年的金婚紀念。我身為

女婿，就在我們教會舉辦了一個感恩的禮拜。大家好高興也好

熱鬧。當天有寇監督﹑徐農牧師﹑莊文生牧師和李子晟牧師來

主持﹔寇監督開始證道時，突然話題一轉，宣佈今天要奉主

的名要把我受洗歸入基督的名下，叫我從眾人面前走到基督臺

前。當時我的感覺就是拉撒路被耶穌從墳墓被叫出來一樣，我

就走出來，在四位牧師按手下，宣告受洗歸入基督。我就從永

死的生命得到了永生的生命。

過了將近二十年，我還是一樣平安喜樂地過日子﹔我太太還是

一樣忙進忙出。所不同的是，我已進了方舟，在神的生命冊上

有我的名字，我已成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基督徒。

（原載基督之家第三家 2009年 《慶祝三十週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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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
老兵

那天在教會，朱長老與蔡長老同坐，見了我就說教會準備為成

立卅周年出一份特刊，邀我寫稿，我曾編過教會的棕葉集，當

時常向他們兩位催稿，如今物換星移，不甚唏噓！我能寫些什

麼呢？如同白頭宮女話當年吧！

我們是1985年開始在三家聚會的，夫妻倆人在路州剛受洗就

搬到加州來，應牧師的囑咐向他推薦三個教會連絡，沒想到一

打到三家就是徐農牧師接的電話，從此與基督之家結下不解之

緣。一晃24年了，我們從年青到白頭，兒女由幼年到成家，這

個教會與我們一生息息相關，真是地上的家了。

第一次聚會

記得第一次聚會，在結束時循慣例，我們列入新人介紹，大約

提到先生在找工作，聚會一結束，林萬春就來找他，不幾天就

去他公司上班了。我也在會後有意外的驚喜，黃滿生喜孜孜地

跑來找我，多年不見的小學同班好友不期而遇，這個教會是待

定了，當時教會是租Irvington的外國教會副堂。

廚房事奉

很快地教會有了自己的會堂，座落在今天Weibel小學的對面，

當時並沒有小學，只是一片空地。我們的新堂乃是一幢木製的

老教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廚房在主堂的前面緊臨South 

Grimmer，當被邀請事奉時，我就選了廚房，因為初信主，什

麼都不懂，煮飯做菜是本能，豈敢推卸。當時約有六、七十人

聚會，每星期有三個家庭供應午飯，那時中餐外賣風氣未開，

所以菜都是自家煮的，每家都把最拿手的端出來，真有家的感

覺。我們就負責找同工，打電話提醒及安排葷、素，菜的連

絡，與我同工的有鍾立心、黃音、張麗蓮。

棕葉集的事奉

不知怎麼轉成文職的，棕葉集是三家的季刊，藉著文字的交

通，弟兄姐妹在靈裏有了深一層的了解，以至相互堅固信心，

在凝聚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每年退修會後大家最是火熱，稿

源充沛。還記得與沈麗薰、歐陽天惠同工的日子，是學習，也

是享受。她們文采飛揚，聖經節熟稔。

兒童主日學的事奉

當你有小孩在上兒童主日學，是很難逃避不當兒童主日學老師

的。記得每主日從南灣奔向Fremont的路上，先生開車，我抱

著教材，努力地記英文名詞，先生看我如此吃力，說，教會裏

這麼多的事奉，怎麼挑這個不拿手的，當時很單純，只要被邀

請，就當作是從上面來的呼召。我說，教會缺老師，我怎麼教

我的孩子，就怎麼教主日學，他們的爸媽都是中國人，英文不

好有什麼丟人的。沒想到兒童主日學的事奉從三家，到四家、

五家，在山中無老虎的情況下，我都當了第一任的連絡人，

也開始了暑期聖經班及週五的中文學校。二十年來我看到當年

的小學生，有的當了牧師，牧師娘和宣教士，無限欣慰，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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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了保羅所說﹕『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照他

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當然，我也要謝謝永遠的白校

長，循循善誘，忠心服事的好榜樣。

到四家

那是一段充滿青春熱力的年代，如今常聽人提到生命河靈糧堂

興旺有活力，我們當年何嘗不是這樣，大家同心合意興旺福

音，有異象，有祝福，無往不利。住在南灣的弟兄姐妹感到華

人在南灣漸漸多起來，有必要成立一個新的據點，於是在三家

及一家的12個家庭結合起來，成立了第四家，我們就是那十二

家之一。就這麼告別了第三家，那是1989年的事。

再回三家

這一別是12年，最小的都唸大學了，東灣比南灣居家寬

敞，2001年我們搬到Fremont來居住，自然地又回到三家來

了。

花果飄零

回到三家有一種陌生的感覺，許多老人不見了，許多新人我不

認得，當然還有我認得的，他們默默地在自己的崗位上忠心地

守望這個教會，竭力保守自己不沾染是非。氣氛上與當年大不

相同，是我們沒活力了呢？還是變成熟老練了。

親上加親

最近有件非常感恩的事，兒子終於結婚了。他妹妹早在六年前

結婚時，我們尚無心理準備，兒子卻在我們期待又期待中與他

小時兒童主日學的舊識牽手。在三家時他們都只有七、八歲，

很快地小女生一家搬到東岸，兩家各分東西二十年，唯一的交

集是她們有隻小狗帶不走，而我們剛在南灣買了房子，所以順

理成章地領養了Brownie，除了第二年寄上小狗與孩子的生活

照，其間別無連繫。套句寇老師母在婚禮上的話，雙方父母都

是基督之家的弟兄姐妹，這門婚事是親上加親啦！也許你日後

的親家，就在眼前喔！

期許

我們的黃金歲月在教會裡渡過，看到年輕的弟兄姐妹活躍在各

個團契，心中有無限的期許。盼望未來的30年是你們一展身

手的時候，獻上最好的為主發光，相信教會未來的30年更加輝

煌，而我們這批老人，是人老心不老，當效法迦勒，抓緊餘下

的光陰更上一層樓。

（原載基督之家第三家 2009年 《慶祝三十週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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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是永生　神的家
張德立牧師

感謝　神，本教會蒙　神保守引領二十年。回想基督之家的創

立，乃因先寇監督三十多年前，在台北蒙　神感動，領悟到教

會絕不是教堂，教會該是　神的家。教會是　神在地上屬靈的

家庭。因　神願意與祂獨生子耶穌基督重價所贖、所召出來的

群體同在，所愛的，被建立成為教會。先寇監督是根據提摩太

前書三章十五至十六節，來開創基督之家。

（I）教會是永生　神的家——提前3：15

使徒保羅經過二十七年的事奉。在他最後兩卷書信中，提前3

：15－16表明教會是　神的家。在舊約的時代，　神藉會幕或

聖殿與以色列民同在。新約時代，　神卻藉著教會與人同在，

教會是耶穌基督所建立的（馬太福音16:16-18），是祂的身體

（以弗所書1：23），教會也是　神肉身的延伸（The　Exten-

sion　of　His　Incarnation），使人能夠藉這屬靈的群體，感

受到祂的愛。因　神的愛絕非抽象，乃是實在的。教會是永生

　神的家，永生是指　神的永恆性，祂不是受造的，祂無始無

終，創造時空，所以不受時空的限制。這麼無限偉大的　神竟

願與教會同在。

（A）教會是真理的柱石——真理是指不變的耶穌，柱石指出

教會的職責，必須高舉真理。

柱石是支撐建築物的。在當時希臘或羅馬，常見在很高的柱石

上有他們所崇仰的偉人。教會是真理的柱石，所以教會理當高

舉耶穌，使周遭的世人都可以清楚看見耶穌是唯一的救主。藉

傳福音，將耶穌傳揚。

（Ｂ）教會是真理的根基—教會不單是真理的柱石，也是真理

的根基。

根基是支持整座建築物的，能保持建築物的屹立不搖動，照樣

提醒我們，　神要使用我們這一群體（教會），來持守並維護

福音的真理。真理既是教會的柱石和根基，可見教會若沒有耶

穌基督，絕對是建立不起來的。

（II）使徒保羅對耶穌基督的感讚——提前3:16

使徒保羅既深深的領悟到教會是何等　神聖，心靈就油然發出

感讚「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提前3：16ａ）

，意指保羅對　神奇妙的計劃與旨意，實在感受到極大的震撼

與喜樂，　神的計劃與旨意實在是太奧妙了，太偉大了，宏大

到難以測透。除非心靈沒有領悟，這是眾所不能否定的。然後

他就宣告　神在肉身顯現的奧秘。

（III）　神在肉身顯現——提前3：16ｄ

這表明　神未曾降世為人之前，已經存在。　神就是肉身顯現

的耶穌基督。而　神怎麼會成為肉身，的確是天地宇宙之間一

項大奧秘，是人所無法了解的。使徒保羅就用以下五種的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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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被聖靈稱義一提前3：１６ｅ

基督降世成人以後，雖因擔當世人的罪，被當作罪犯釘死在十

字架上。但　神使祂從死裡復活，三位一體中的聖靈證明並宣

告祂為義（羅１：4，11），基督按肉體是真人，按靈祂的確

是神的兒子。

（B）被天使看見——提前3：16ｆ

天使目擊耶穌基督從降生前直到降生在地上，因擔當世人罪被

釘死、埋葬，第三天死裡復活，四十天後升天。所以耶穌基督

一切所作所為均都被天使看見，一切證為屬實。

（C）被傳於外邦——提前3：16ｇ

因　神愛世人，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遍天下，不單單屬於一個

種族或一個國家，乃是超種族與超國家。

（D）被世人信服——提前3：16ｈ

耶穌基督的福音能夠將近兩千年毫不受限制被傳遍到各地，各

方，各族。使越來越多的人信服，的確是　神的大能。

（E）被接在榮耀——提前3：16i

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勝過死亡的權勢，也清楚證實了祂的確

是　神的兒子。祂40天後升天回到　神的榮耀裡，這正是一切

信徒將來的盼望。

以上的五種見證，證實耶穌基督是　神，且在肉身顯現。這是

教會絕對該傳的福音。誠願基督之家（第三家）二十週年後直

到主再來，仍持守傳這福音的使命感。祈求主使本教會在本市

（福立蒙），成為有屬靈影響力的教會。教會即是永生　神的

家，求　神使我們每位弟兄姊妹，成為　神的愛的導管，將我

們從　神所蒙的愛流露，藉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進未信者的心

中，使他們因此得安慰，並生命得重建與充實。

二十年來，　神在教會實有說不盡的恩惠，從無到有，從小逐

漸成長，從沒有堂址到有現址。並每一階段的過程中，　神興

起弟兄姊妹，同工參與事奉。讓我們進入二十多年以後，並跨

進公元兩千年，廿一世紀中，弟兄姊妹更心連心，手連手，倚

靠　神事奉，面對將來直到主再來，靠主恩典努力「傳揚真　

神福音」「建立基督身體」使本教會成為大使命的教會。

願我們也同心將最高的榮耀，最深的感謝奉獻給三位一體的　

神。阿們。

（原載基督之家第三家 1999年 《二十週年感恩特刊》）

編者按：1999年張德立牧師是基督之家第三家的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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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神賜福的教會
唐麗娟傳道

神的異象

台灣基督之家於1969年1月26日開始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到

1979年3月18日成立了中和基督之家。台灣基督之家的成立，

實在有神的異象，絕對不是人的作為。

海外因需要而設立

1978年2月26日寇世遠監督來美一個月巡迴佈道後，有段空閒

的時間，有人建議何不聚集些渴慕真道的弟兄姊妹，利用家庭

的客廳來查經，彼此切磋靈性。查過幾次經後，人數增加，開

始崇拜，在美國開始成立據點；第一次崇拜來了七十多人，是

租用美國教堂下午的空檔時間來崇拜，全然由弟兄姊妹配搭，

分工合作。雖然多是新手，但火熱擺上的事奉光景，較之國

內一點也不遜色，而且大半都是年輕力壯的精英學子，他們立

足國外，都有浮萍之感，一旦有了自己的教會，咸感有根的歸

屬。

當時牧者為配合美國上班的緊張生活，在舊金山加州大學附

近，福立蒙及密爾佈瑞等三處每週分三、四、五晚上分區查

經，另外還有姊妹會，青年團契，利他團契等工作，一人牧養

忙得不可開交，神非常祝福金山灣基督之家，兩年間先後成立

了三個教會，分布金山灣區，鼎足而立。第一家因年輕人的需

要，用英語翻譯講台，第二家為了方便粵語的弟兄姊妹聚會才

成立的，所以就用廣東話翻譯，第三家由於部份住在福立蒙一

帶的弟兄姊妹，必須來回花一兩個鐘頭車程趕來聚會，傳道人

情願自己一人奔波，在成立查經班十七個月後，建立了教會。

美國基督之家第三家成立過程

基督之家第三家成立於1979年11月25日，當查經班人數近60

人寇監督認為時機成熟就在1979年11月25日成立第三家。主

日崇拜是由寇世遠監督主領，因租用美國長老會會堂，聚會時

間是晚上七時三十分。對象是來自台灣講國語的華人。教會成

立一年後，成人人數倍增，當時的組織結構是同工會形態，設

有主席、副主席；提倡人人都是同工，全教會總動員，人人傳

福音，帶人歸主。其會友的年齡在30至45歲之間佔百分之七

十。1981年寇牧師在一、二、三家來回服事中看到第三家人數

加速增加，需要一位全時間同工來牧養教會，故由東部請到徐

農牧師。主日崇拜時間改到早上11:00。教會人數明顯增加，

到1985年主日崇拜成人人數已有120人，兒童75人左右。1987

年成人約170人上下，兒童70人，青少年45人。1989年11月

25日按立李天祥為英文部牧師。1989年徐牧師按照會章退休成

為顧問仍在本堂服事。1989年一些搬往南邊的同工開始在聖荷

西聚會，於6月11日成立第四家（後來由於成長迅速於1995年

2月5日在Cupertino成立第五家）。1992年邀請林逸生牧師來

牧會直到1994年。1995年九月張德立牧師牧會期間，於十二

月成立安庭屋佈道所人數約七十上下至今，1999年5月按立黎

廣傳為牧師專門負責並有張凱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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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治會

由於寇監督心臟病發後，看到這樣的組織結構越來越大，就和

其他牧者決議在1989年9月23日通過教會會章10月22日按立長

老，並有牧師負責講台：

1999年第三家現任長老／牧者:

林樹培、朱國鈞、蔡康樂長老／張德立牧師

李天祥牧師／邵聖光、鄭國顯、唐麗娟傳道

安庭屋佈道所：黎廣傳牧師／張凱傳道

造就工人—進深學房

寇監督晚年注重信徒造就訓練同工，於是親自籌劃進深學房，

尤其從大陸回美後，更覺得迫切需要把畢生生命的經歷追求傳

遞給有負擔的人，造就他們，讓他們將來可以到大陸傳福音，

從讀經、查經、解經、講道等的經驗傳授造就主合用的工人，

能傳講純正全備的福音而且靈命成熟愛神愛人，也能與人配搭

合做一同建立基督的教會。於是在1993年七月十七日，創辦進

深學房，地點就在基督之家第三家。

事工獨特

（1）有健全的會計制度－－財務獨立

基督之家在開始就向政府登記成為合法的「財團法人」，建立

會計制度，使會計與出納分開就是管錢不管帳，管帳不管錢，

並有超然的審計；每年按聖工需要編列年度收支預算，平日按

預算支付，以正式會計做法，憑支付發票（會計制作）交由出

納付款，每月有收支明細表公告於週報，所收奉獻也一一登週

報，以茲徵信，每到半年及年度，都有決算表，使弟兄姊妹能

明白家中財務狀況，並將決算表報政府稅務機關核備。

（2）弟兄姊妹一視同仁參與事奉

美國一些教會服事的同工如領聖餐、禱告、接待、查經…等聖

工，都沒有姊妹參加，但在基督之家，凡是聖工姊妹們都有

份，只要肯擺上，一定有機會事奉。寇牧師特別教導的是信無

善行仍是死的，聽道的目的就是為行道，每個信徒都要事奉，

所以在1969年一月二十三日創立教會時就訂了基督之家守則，

第二條「…凡是家中人都當事奉主」，並設立靈修部及行政部

來管理教會。

靈修部所屬有：祈禱、傳道、談道、差傳、聖樂、家庭小組、

造就學校及兒童主日學等。

行政部所屬有：財務、總務、接待、聖禮、資訊、堂務、文

字、週報、飯食等。

（3）每個人都可依自己的喜愛及恩賜選擇事奉，人人都適得

其所，得以發揮。

當年寇監督以「這家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三：15）為目標來創立基督之家「教會」。有別於其它

的教會的是「基於自立、自傳、自養原則」，一切直接向神負

責。寇監督講的道使人聽的明白，讓人感受得到並叫人願意遵

行；當心臟大手術後，體力日漸衰退，知道自己在地上的年日

沒有多久，故應邀前往中國大陸七個城市三十三天傳講了二十

六場信息，除了主日證道，並在七處神學院講學，並將五十冊

的【研經集】版權奉獻，準備以簡體字出版；自大陸回美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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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意籌備【進深學房】有心培訓一些對大陸福音事工有負擔

的工人，前往大陸宣揚真道；總而言，之基督之家就是一群報

福音傳喜信的群體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增長往前行！

「有神可拜」「有恩可蒙」「有靈可感」「有道可聽」「有工

可做」是基督之家提供的五項服務；教會是家，彼此關懷，互

無所求，愛心包容，溫暖幫助，有賓至如歸的感受。教會有標

竿，在安定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進步，最重要的基督之家家

人之間有基督的「愛」圍著「弟兄姊妹」直到主來。

（原載基督之家第三家 1999年 《二十週年感恩特刊》）

溫馨的家

駱銘鰲

記得1983年第一次來到基督之家第三家，看到七八十位弟兄姊

妹，和和樂樂的聚會，用餐交談。第一天張平夷弟兄就派我開

始學習錄音的工作。第二次聚會完用餐時，就有一位蠻像我姐

姐的蔡碌碌姊妹過來，問我結婚沒，我說已經結婚了，她說否

則就幫我介紹對象。口氣像極了自己的姐姐，因為我姐姐，就

喜歡幫我找配偶。從第一次到三家，一直都覺得這是家。

這個家有一個大家長，我們都聽祂的話，祂就是耶穌。主因著

愛也賜給我們好牧人，傳道，及屬靈上有得著的弟兄，來幫助

我們在神的話語，更認識祂，更了解祂善良純全的旨意，也在

生命裡，生活中，讓聖靈做感化更新的工作，也常常領受祂

的恩典。我當時信主不久，對聖經的了解也不深，那年夏天，

我第一次參加夏令會，我匆匆忙忙地拿了一點衣物就搭便車去

了，換洗衣物不夠，就有點異味，有一天下午，吃過午飯，在

小徑中往聚會的路上，遇到寇伯伯，我平時都不敢和他談話。

當時寇伯伯很和藹的說，小兄弟貴姓，我報上了自己的名字

後，順便提到我姊夫，因他曾在台北基督之家聚會，寇伯伯立

即很興奮的說，你的親家母也在這裏。就拉著我去會堂中找姊

夫的母親，我覺得很不好意思，因為邋裏邋遢的樣子，深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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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嫌棄。感謝主，姐姐一個禮拜後打電話給我說，她婆婆好喜

歡我，完全沒有嫌棄我的穿著及年少輕狂的樣子，因著愛屋及

烏的感情，所以還沒見到姐姐，就對我們家的人有好感。怪不

得寇伯伯那麼有福，因為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寇伯伯、諸位牧

長、弟兄姊妹也一直在做使人與神和睦的工作，也帶我們在

耶穌基督的愛裡和睦相處，教我們常常要使人與神和睦，更藉

著中保耶穌基督的愛，在人與神和好的同時，也能使人與人和

好。我們雖然是缺欠的肢體，但主也配搭我們眾肢體，賜給我

們加倍的體面。怪不得我們有非常好的話語上的供應，活潑的

團契，代代相傳，不但大人得長進，小孩長大後，也能持守真

道，有活潑喜樂的生命。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

和根基。

每年我們不但大家庭有許多迎新，感恩，節慶的聚會，讓大家

歡聚一起，享受主的愛。也有肢體的關懷，也有許多個別的團

契。我很記得當年三家的嬰兒潮，媽媽們挺著可愛的大小不一

的肚子，照團契照，當然我們家也有一張照片，供我們回味無

窮。在小皮蛋們出來前，姊妹會更送上一大箱紙尿片，讓人很

窩心。除非為人父母，否則怎能喜愛Pampers　Luvs呢？

我們早期還有愛心活動，週六至弟兄姊妹家做院子。姊妹們準

備了好吃的東西，一起分享。步入中年後，就沒有能力來享受

了。但願年輕的弟兄姊妹還有人願意推動這些活動，讓我們在

日常生活中，也能更熟悉。

這一年多來，在台灣工作，常常想念三家我所熟識的弟兄姊

妹，牧長們。多麼希望我們能在一起事奉主，也服事教會的肢

體，在靈裡有長進，討主的喜悅，只是前面的路，我們只能由

主親自引領，求主榮耀祂自己的名！

（原載基督之家第三家 1999年 《二十週年感恩特刊》）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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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全）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

殿。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以

弗所書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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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之道
寇世遠監督

A.觀念的建立：

1. 得救的應許是全家的，救恩的得著是個別的（徒16：31

）。

2. 事奉的榜樣是全家的，個別的委身是情願的（書24：15

）。

3. 事奉神是得救者的回饋反應（出3：8，12；羅12：1-2

）。

4. 事奉蒙福、生活無缺、身心健壯（出23：25；詩35：27

；太6：31-33）。

5. 事奉態度，當存敬畏之心，戰兢而快樂（詩2：11；利

10：1-3；來12：6）。

B.本家的異象：

1. 教會是家（提前3：15），不是教堂，後者是錢買的，

前者是血贖的（徒20：28）。

2. 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前者是高舉基督，廣傳福音，

後者是解決問題，和睦同居（太16：15-20；18：15-18

）。

3. 聖工都是家務事，家中每一會友都需學習自理，不可諉

責他人，更不可假手外人（彼前2：9）。

4. 家中人人都是骨肉之親，不可或缺，必須有無相通，憂

喜與共，造成彼此相愛的要求（約一3：17-18）。

5. 家中長幼有序，長愛幼、幼敬長，顯出屬靈美德，互相

需要、彼此尊重，自然消除代溝（彼前5：3-6）。

C.主要的目標：

1. 量的增加（每天多一個：新的來，舊的在）（徒2：47

；2：41；4：4；路12：1）。

2. 質的提高（個個都算數：人人重生、家家事奉）（比較

徒6：1-7）。

3. 道德普及（福音廣傳，添滿外邦人的餘數）（羅11：25

；16：25-26；林前9：23）。

4. 愛的延伸（神的國度，擴展至每一角落）（太24：14；

徒1：8；太6：10，12：28）。

5. 基於以上四項，造成榮神（美事）、益人（善事）、捨

己（真事）的總標竿（可14：3-9）。

D.配搭的方式：

1. 分工合作，發揮團隊精神（徒6：1-7）。

2. 顧全大局，不搞本位主義（比較徒1：15；2：14）。

3. 盡其在我，兼能照應他人（徒18：24-28；20：33-35）

。

4. 維護真理，高過個人得失（加2：11-14；彼後3：15-16

）。

5. 面對問題，絕不掩飾卸責（徒6：2；路22：31-32）。

6. 合作之道，能向對方學習（林前16：15-18；羅16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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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心之法，在以主之心為心（腓2：5；太11：28-30）。

E.整體的方向：

事奉主者，請以下面兩句格言，為每天調整與主關係的試金

石，藉以正確樹立每天生活與工作的屬靈方向。

1. 破除「四寡」，厚植聖徒基業（徒20：32）。

2. 推廣「三傳」，強化國度功能（提後4：1-4）

《按》所謂「四寡」乃一般事奉的通病（詩139：23-24）：

1）刻薄寡恩：缺少愛心（路6：35；來13：2-3；太18：33）

。

2）優柔寡斷：缺少決心（雅1：5-8；路18：22-23）。

3）輕諾寡信：缺少誠心（傳5：4-6；撒上18：17-19）。

4）孤陋寡聞－缺少虛心（林前8：1-2；太5：2）。

所謂「三傳」乃事奉主者必須學習的功課（林前9：16-18）：

1）口傳：講台傳道（路4：16-30；徒13：13-43）。

2）筆傳：文字佈道（路1：1-5；羅16：22；出17：14）。

3）身傳：生活證道（王下4：8-10；路23：41；約9：20-33

）。

另有「血傳」（成為殉道者）：不列，因非信徒所能自決，亦

未敢苛求於一般事奉主者。

（原載基督之家第三家1989年秋《棕葉集26集》）

學習事奉
徐農牧師

基督之家三家今年已是成立十週年。我來加州足足九年，回想

起來，不過是昨日的事。棕葉集同工要我寫一點事奉的經歷，

因為今年是教會的事奉年，所寫經歷之中有些是受挫折後得著

的教訓，有些是事奉的願望，不代表我已經完全遵守，只是對

自己在事奉上的提醒和勉勵。

1. 願主保守我事奉有忠心而純正，沒有其它摻雜的動

機，單單為榮耀主的名，因為一生的果效從心而發（箴4

：23；徒20：24）。

2. 只求做一個暗中事奉的人，隱藏在主裡面，任何事不

故意喧張，寧願被人遺忘，惟求主的喜悅（太6：1-4）。

3. 注意日常生活中聖靈的引導，隨時傳福音，眷顧弟兄

姐妹急切的需要，在極平常的事上，常有神蹟奇事，使教

會大得增長（徒3：1-10，4：4）。

4. 在教會裡，不因弟兄姐妹家道、學識、貧富而另眼相

看，對貧窮軟弱的人要加倍的扶持，不落入偏見之中（雅2

：1-4）。

5. 對出錯的弟兄姐妹，勉勵和教導，但不失望。受人毀

謗，先檢點自己，決不恨人，因為我們都是活石，用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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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靈宮；即是活石，神的大能會改造我們納入正軌（彼前2

：4-5）。

6. 用喜樂的心來服事人，因為喜樂是神的表號（箴15

：13；詩42：5）。思慮憂愁是人肉體行事的表號（路10

：41）。

7. 接納凡有純正信仰其它教會的弟兄姐妹，不分彼此開

誠交誼，在共同場合中一同來事奉主（弗4：1-10；弗3

：17-18）。

8. 順服上面的人，意見不同要坦誠表達而不做暗昧的事

（彼前2：18；弗5：20）。

9. 事奉會遭遇各樣艱難和痛苦，唯一的途徑是活在和神

對話的禱告生活裡，環境和情緒如風浪起伏，用祈禱或禁

食祈禱，求神給我裡面的透視和力量能笑看風浪（帖前5

：16-18）

10. 讓我的嘴常連在活水的源頭裡，說感恩的話；造就人

的話、污穢的話，一句也不可以出口（雅3：6-7）。

11. 事奉而後知不足，用敏銳的眼光從弟兄姐妹身上和各

種短期訓練，福音培靈聚會中，抓主神對我的教導和提示

（提後2：1-2）。

12. 身體是神的殿，要小心維護，心靈的建康需要強健的

身體來幫助（提前4：8；約3：2）。

13. 定期選定一日放自己的假，那天完全不受常規的約

束，好像孩子得了自由日，在主裡享受各樣我喜愛的生趣

（提前6：17）。

14. 我們在神前是僕人的身份，同時也是天國大使的身

份，所以要謙卑不隨從肉體的安排，樂意事奉人，另外要

看重自己崇高的身份，而不辱使命（林後5：20；羅1：1

）。

（原載基督之家第三家 1989年秋《棕葉集26集》）

編者按：1989徐農牧師是基督之家第三家的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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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恩典園地
蔡徐智玲師母

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祂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

的。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豐

富的恩典。（弗1：6-7）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過

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

恩。）祂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

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

明給後來的世代看。（弗2：4-7）

2019年教會主題:彼此相愛，榮神益人

5月智慧人生（詩90：2）

6月成全神的奧秘（啟10：7）

7月基督國度的降臨（啟11：15）

8月聖徒的忍耐（啟13：10）

9月逃避最大的災難（啟16：18）

10月蒙召，被選，得勝（啟17：1-18）

11月天上的福分（啟19：7-9）

12月復活作王的權柄（啟20：5-6）

2019年教會團契家庭小組查經內容是哥林多後書、約翰福音

四月

4/19（週五）在本堂舉行受難日中英文部聯合特別聚會，紀念

主耶穌受難，也一同領受聖餐。

五月

5/3-5（週五－主日）賴若瀚牧師帶領本教會三天培靈會；主

題：【智慧人生】智者不惑（太11：16-19）；開啟智慧的門

（雅3：13-17）；數算的智慧（詩90：1-19）。

5/5（主日）長執會投票通過聘請Chang Kim牧師為英語部年

輕家庭牧師。

5/20（週一）基督之家聯合禱告訓練中心舉辦了上山禱告。

六月

6/2（主日）兒童主日學舉辦『如何預防孩子被性虐待：『性

教育問題解答』講員：周津，李師母。

6/2（主日）暑期成人主日學課程開課。

6/2（主日）下午2:30PM舉行中文學校結業典禮。

6/2（主日）長執會通過李天祥牧師，張肇榮傳道續。

6/7（週五）晚8:00PM-AWANA結業典禮。

6/17-21教會舉辦兒童暑期科學營。

七月

7/13（週六）教會野餐於在福利蒙中央公園（Lake Elizabeth）

舉行。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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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基督之家夏令退修會舉行。主題『更新與突破』；講員

李秀全牧師。

8/11（主日）7:00PM台灣原住兒合唱團2019巡迴演唱會在本

堂演唱，一同見證主恩！

8/18（主日）秋季班成人主日學正式上課。

九月

9/6（週五）新學年度AWANA開始第一次聚會。

9/5-15美中短宣，教會七位弟兄姊妹和五家聯合，一共十三位

前往，由五家葉長老領隊。

9/7（週六）舉行中秋晚會，六點晚餐，七點聚會。

9/８（主日）長執會順利通過聘請謝冠廷牧師為主任牧師。

9/８（主日）教會中文學校開課上課時2:00-4:00PM

9/9（週一）11:00AM-2:00PM基督之家聯合禱告訓練中心於

舉行上山禱告。

9/14聖言講道研經學院在本教會網路開課直播『從釋經到講道

証書課程』—靈程進階，賴若瀚牧師主講。時間：每星期六

10:30AM-4:30PM，共五週。

9/29（主日）下午2PM舉行洗禮。受洗弟兄姐妹：羅志茹，楊

鵬飛，何建英，李麗芳，鄭保國，邵美玲，田敏，鄧小紅，曾

曉曉，姚璐，宋偉，戈鳳英，光若蘋。

十月

10/11-13舉行宣教年會；主題：『從使徒保羅体認普世宣教』

講員：李智群牧師和文恩賦牧師；三家SJSU，德國，黎巴嫩，

美中短宣分享。

10/21聖言學院的網路直播『從釋經到講道証書課程』—十步

釋經法；賴若瀚牧師主講。每星期一、二，共七週。時間是

7:30-10:00PM。

十一月

11/1謝冠廷牧師接續主任牧師職位。

11/9（週六）早上十點路加醫療傳道會於本教會舉辦社區健康

講座。肝膽腸胃專科陳宗勉醫師主講『華人常見的肝臟疾病：

認識，面對與戰勝』。

11/15-17陳金獅牧師（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榮譽院長）帶領本

教會三天佈道會；主題：『天上地下最大的福』；贖罪之恩—

代罰替死的救贖恩情（賽53：6；弗1：7）；生命之道—體現

人生終極性的目標與價值（路3：38；約1:12-13）11/17：（

主日崇拜）：國度榮耀—上帝兒女的福上加福（弗1：3-14）

11/17（主日） 2:10-3:30PM，中文學校家長聯誼會在英文部

交誼廳，主題： 『感恩見證會-數主恩典』。

11/23（週六）早上10點本教會舉行40週年感恩慶典；下午有

開放展覽，晚上有團圓餐會。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

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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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年大事記
  

1979. 11.  25

• 基督之家第三家正式成立教會，在Fremont 美國 Irvington 

長老教會第一次主日崇拜

1980. 11. 22

• 每月一次同工會在監督帶領下教會事工一切取決於同工

會。林樹培弟兄阮雄弟兄接任同工會主席

• 成人主日學，詩班開始

• 基督之家第三家設有：靈修組，探望組，文書組，總務

組，財務組，接待組，交通組，聖樂組，姐妹組，團契

組。各組由小組長負責

1981 

• 徐農牧師應邀參于基督之家第三家事奉

1982. 3. 7 

• 差傳基金成立（教會每月奉獻的百分十存入）

1982年底

• 常青團契成立

1983

• 基督之家第三家成立五週年，每主日在美國長老教會的副

堂聚會，五年來受洗人數共46人，教會聚會平均人數108

人，成人主日學20人，兒童主日學40人，每週六有天人之

間的電視佈道

1983復活節 

• 第一期棕葉集出版

1985. 11. 10 

• 成立週五晚兒童中文班以增加週五晚上來教會人數

1986. 2. 9  

• 同心團契成立

1986. 11  

• 基督之家第三家遷入自購的教堂（45180 S. Grimmer Blvd., 

Fremont）

1987

• 青少年的英語崇拜由李天祥弟兄負責

1987. 8. 10 

• 暑期兒童聖經班（VBS） 

1987. 10. 23  

• 寇監督開始在基督之家第三家主持週五晚上聖經問題解答

1989. 9. 23 

• 基督之家全體會員大會通過基督之家第三家教會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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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10. 29 

• 經寇監督選定，按照會章按立林樹培、朱國鈞弟兄為長老

1989. 11. 25  李天祥弟兄按牧典禮

1992. 9. 1  

• 林逸生牧師正式開始牧養基督之家第三家

1993. 5. 22  

• 基督之家第三家新堂獻堂典禮

1993. 6. 29  

• 寇世遠監督蒙主恩召安息主懷

1993. 7. 17 

• 進深學房正式開課

1994. 9. 8  

• 活水團契開始在教會聚會

1995.4  

• 基督之家五家聯合舉辦福音營

1995. 8. 15  

• 張德立牧師接受基督之家第三家聘牧

1995. 12. 3  

• 安庭屋Ardenwood佈道所 首次主日崇拜

1996. 9. 6  

• 美中短宣（9/6– 9/16）開始

1998   

• 神州華夏團契每月第一個週六晚聚會

1999. 4. 24  

• 按立黎廣傳傳道為牧師； 按立蔡康樂弟兄為長老

1999. 9. 10  

• AWANA開班（一年級以上的小朋友開始上課）

1999. 12. 5  

• 基督之家第三家早堂的崇拜開始（開始兩堂聚會）

2000. 1. 3  

• 林樹培長老退休榮升榮譽長老

2000. 6. 11  

• 基督之家第三家安庭屋佈道所自立成為基督之家第六家

2000. 11. 24 

• 北區家庭小組查經班成立

2001. 7. 13  

• 塞班島短宣開始 （九人參加，共十天）

2003. 9. 8  

• 聘請賴若瀚為基督之家第三家顧問牧師

2004. 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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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成培宣教士開始非洲肯亞長期宣教。七月四日差遣禮

2006. 10. 21 

• 基督之家第三家中英聯合臺灣短宣開始

2006. 12. 2 

• 按立鄭博信弟兄為長老

• 第一期教堂改建完工獻堂禮

2007. 6. 1  

• 張練能牧師正式開始牧養基督之家第三家

2008. 5. 18  

• 粵語主日崇拜及主日學開始

2008. 11. 22 

• 基督之家第三家主日聚會的大堂完工，舉辦奉獻典禮

2009. 4. 11  

• 黃成培宣教士按立為牧師

2011. 3. 20  

• 聘請孫雅各牧師為基督之家第三家主任牧師

2011. 8  

• 德國短宣開始（朱長老）

2013. 6. 15  

• Merced/Atwater航校短宣開始

2013. 11. 10  

• San Jose州立大學查經班及短宣開始

2014. 1. 11  

• 按立四位新任長老：張國光、張振揚、蕭嘉全、宋偉陵

2014復活節 

• 棕葉集復刊

2015. 1

•  Fremont Christian School高中生事工開始

2015.5

• 朱國鈞長老退休榮升榮譽長老

2016. 1

• 兒童主日學雙語班開始

2016. 10

•  蔡康樂長老退休榮升榮譽長老

2017.3. 30

• 寇何荔璇師母安息主懷

2018.7

• 舊金山灣區培靈會在教會舉行

2019.11.1

• 謝冠廷牧師接續主任牧師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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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慶祝

寇世遠監督講道

兒童詩班

溫梅桂音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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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堂時候的兒童主日學
1993 Fremont Solar Way 獻堂

聖誕晚會 退修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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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主日學老師

絃樂團聖誕晚會表演

鄭錦榮牧師師母

小組郊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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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長老與師母

長老按立

團契獻唱

詩班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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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週年詩班聖詩錄製

英文部青少年退修會

教會洗禮

宣教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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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之家的緣起

蒙神祝福，基督之家於1969年1月23日在臺灣臺北成立，由當

地信徒遵照聖經教訓建立教會，爰經同工推請創辦人寇世遠為

監督負責牧養，直接向主負責。自1978年後，在舊金山灣區陸

續成立基督之家。基督之家第三家也按聖經啟示之地方教會原

則在1979年11月25日成立，1989年按立長老，配搭事奉實行

長老牧會，共同持守基督之家守則，榮神益人。

地方教會

遵照聖經的教訓與原則，

使徒承接大使命，至各地廣傳福音，

造就當地信徒，

按立長老，牧養治理，

按照聖經啟示之原則：

自養：就地取財─經費（太16:13-20）養於基督

自立：就地取裁─行政（太18:15-20）立於禱告

自傳：就地取才─人事（約20:21-23）傳於聖靈

三方面都直接向神支取，向神負責，建立地方教會。

長老牧會

依據聖經『使徒行傳』建立地方教會的榜樣與模式

保羅每到一地：遍傳福音，裝備造就，

成全當地聖徒，建立地方教會

並依照屬靈原則（提前3:2-4，多1:6-9）

按立（多1:5，徒14:23）生命成熟之信徒為長老

負責牧養、治理當地教會（彼前5:1-3）

基督之家守則

聖靈和我們一同定規的「基督之家守則」，一共十條，把教

會內涵的實際，包括在：啟示、合一、事奉、獨立、傳道、

敬神、愛人、輸財、和睦，和開放等十個重點中。』這守則如

下：

1. 啟示：我們相信聖經出於神的啟示，絕無錯誤，永不廢

棄，為我們言行、思想、生活及工作的準繩。

2. 合一：我們深知道這家是永生神的教會，必須永遠讓主作

頭，顯出身體功能，凡是主用寶血買來的，都是一家人，

凡是家中人，都當事奉主。

3. 事奉：我們衡量教會興衰，不只看聚會人數多寡，更要看

事奉主者若干，我們帶領軟弱肢體，不只看望照顧，更要

給予責任，人人參加聖工；同享主賜福樂。

4. 獨立：我們堅持地方教會立場，基於自立，自傳，自養，

原則，一切直接向神負責。

5. 傳道：我們無論得時與否，務要傳揚福音，以基督神性(生

命)為經、人性(生活)為緯，交織天(神)人合一之道，使生命

影響生活，生活反映生命，二者相互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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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敬神：我們的心尊主為大，把神放在第一，每動一念，每

發一言，每行一事，每到一處，不是想我能得到什麼，乃

是怕主將失去什麼。

7. 愛人：我們看人比自己強，總要欣賞其長處，包容其短

處，紀念其好處，擔當其難處，使每一恩賜均被尊重，匯

為主用。但絕不高舉人，免人跌倒，不論斷人，免我虧

損。

8. 輸財：我們確認施比受更有福，一切財物悉出神賜，應當

與人分享，我越給人，結果神越給我，施惠於人，便是善

待自己。

9. 和睦：我們必須拆毀人與人之間隔斷的牆，經常保持靈裡

交通，互相接待，彼此服事，不給惡者留地步，個人是非

恩怨可以不計，惟有真理異端不能妥協。

10. 開放：我們這家對外門戶開放，不爭取亦不拒絕任何人，

凡願以基督之心為心，天父之事為念者，都有權和我們一

同敬拜，配搭事奉，榮神益人。

編後語
曾逸盛

記得三年前在棕葉集四十集才寫：「『四十』是個重要的數
字：摩西在西奈山與神面對面四十天，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
四十年後進入應許的迦南地，耶穌在曠野禁食四十晝夜後受魔
鬼的試探。」現在馬上又要面對另一個「四十」：教會的四
十週年。在聖經裡，四十年是一個世代。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
埃及，四十年後約書亞接替他，帶著以色列人進迦南地。大衛
做王四十年，所羅門接續他做王。教會四十週年，也應該是新
舊世代交替的時機。但願神呼召更多有恩賜的年輕弟兄姐妹來
接替教會的各項聖工。新世代的同工不僅能夠提供基督之家「
有神可拜」、「有恩可蒙」、「有靈可感」、「有道可聽」、
「有工可做」五項服務，也能持續實踐主耶穌吩咐我們的大使
命。

四十年來有不少牧師在教會服事過：1989年（十週年）的主任
牧師是徐農牧師、1999年（二十週年）是張德立牧師、2009
年（三十週年）為張練能牧師。為了讓大家對教會的過去能有
較多的認識，我們將三位主任牧師當年所寫的文章收入特刊。
另外還包括了幾篇過去弟兄姐妹寫的文稿，介紹了基督三家早
期的人事物和組織機構。希望這些可以勾起一些回憶也幫助新
會員瞭解三家的歷史。在這裡也非常感謝牧長們在百忙中賜稿
勉勵和弟兄姐妹的參與，使棕葉集40週年特刊能如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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