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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約翰福音 10:27  John 10:27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

他們也跟著我。

Pastors' words

My sheep listen to my voice; I know them, 

and they follow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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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週年感言
文 /  主任牧師

       江東龍

「你
還在台語教會牧
會啊……」、「現
在台語教會不好

牧會喔」、「現在台灣台語教
會也都改成華語聚會了，倘
若你們教會改成華語，聚
會人數會比現在增長的更快
…………」

每次與其他牧長見面時，
話題總會聊到目前北美台語
教會的光景。不可否認的年
齡老化是目前北美台語教會
的現狀，但真的改成華語聚
會就會有年輕人進來嗎？反觀目前北美華語
教會的情況，教會的平均年齡真的有下降
嗎？年輕人真的會因為華語走進教會嗎？

這幾年常遇到的另一個話題是：年輕人
喜歡現代詩歌，教會若要吸引年輕人，敬拜
的形式就需要改變和轉型，若仍堅持唱聖詩
和傳統敬拜，年輕人會跑光？這也是我常被
問到的問題，也有許多人給予我的建言。
過去這十年，我常常站在主堂的十字底下，
我問神：什麼是合乎您心意的敬拜？北美台
語教會的展望到底在哪裡？在現今的世代中

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存在的
使命是什麼？除了延續四十
年前所領受的使命而創設這
個教會 -- 為著傳福音給本
地區的台灣同鄉，四十年後
的今天我們的使命需要改變
嗎？還是我們仍舊繼續持守
起初的呼召，繼續在這地區
作福音傳承的使命。

至今我的領受仍舊是抓住
起初的呼召，神當初感動呼
召我留在北美台語教會服事
祂，今日這個呼召仍然火熱，

仍舊清楚。從不太會使用台語講道，因著兄
姊的容忍與鼓勵，漸漸的我也習慣用台語來
傳遞神的話語，會眾年齡階層從原本出現斷
層現象，到現在幾乎每個年齡階層都平均補
齊，真是感謝神的恩典，讓這教會如同一個
溫暖的家庭一樣，每個家庭來到這教會，都
有不同的團契、年齡階層的兄姊陪伴來走這
條信心的道路。

我常被問及為什麼對台語教會仍舊存著
樂觀的態度。其實我也悲觀過，在教會轉型
的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和失望，若非緊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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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牧師 20 多年前初到 FCCD

抓住神的應許和呼召或許我也繼續的悲觀下
去。回顧那段悲觀的時期，我的內心中對著
台語教會的前景有幾個觀點 :

1. 期盼一位救星：期盼在北美台語教會    
中出現一個人或是一個成功的案例，能
夠讓教會在不改變現狀當中繼續的增長
的模式和方法。
2. 過一天算一天：因實在不知道前面的
道路到底如何來走，現在反正走一天算
一天，不再去想將來如何，反正若有一
天教會沒人、沒錢該結束就結束，到時
再說。

我承認我曾這麼的悲觀過，但傳道人實
在沒有悲觀的權利，有一次在主堂靈修時，
看著台下空蕩的座椅， 內心中突然有個感
動：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秘
事的管家。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 林前 4:1~2)「忠心的管家」就印烙在我的
腦海中，我只是管家，北美台語教會的現狀

及未來，不是因著我的悲觀與失望可以改變
的，過去這十年，神已經補足了教會各個年
齡階層，神也將建主堂的異象放在教會的兄
姊心中，未來的路仍舊是神掌權，神帶領。
至於我， 當定睛仰望神做「忠心的管家」。
就在那一刻，我整個服事心態轉變了，對教
會的願景也樂觀了，因為我知道誰掌管明天。

過去這幾年突然間聽到「來，過來叫牧
師爺爺………」。這是身分的提升？使命的
加重？望著鏡子裡灰白頭髮的我，在這教會
服事廿三年的歲月，陪伴兄姊一起度過了廿
週年慶，三十週年慶，如今轉眼教會要進入
四十年了。時光的飛逝真叫人不得不停下來，
思想過去這十年來神藉著這教會所留下的痕
跡與使命。

回眸過去十年教會服事的點滴，有一段
的經文浮現在我腦海中，那就是提摩太前書
三章 15 節「…….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
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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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柱石和根基。」如何牧養台灣人的教會？
教會如何轉型面對未來宣教的策略？這將會
一直面臨的挑戰，但這段經文提醒著我們不
論時代的轉變如何，不論福音策略如何的制
定，不論教會如何的轉型，這個教會始終是
神的家，是以真理 ( 神的話 ) 為支柱，為根
基。在過去這十年來我們仍然忠心的宣揚並
教導神的話語，同時相信往後的日子仍舊以
神的話來帶領前面的道路，並發揮教會應有
的本質 -- 榮神益人。

十年前 (2007) 憑著信心，教會從嘉倫市
搬遷到布蘭諾市 ( 現址 )，十年後的今天，
感謝讚美主，我們不僅僅在聚會人數的增長，
同時在不同年齡階層上都已經銜接，並且已
經全數還清向銀行借貸的八十五萬元。四十
週年慶 (2018) 的時候開始在現址擴建神的
殿。過去這十年我們曾經走過不同艱辛與順
利的道路，但是因著神的信實與恩典，我們
得以持守神給教會的使命，也漸漸地建立起
健康的教會生活，透過真理的學習、敬拜、
團契、關懷，將信道且行道的信仰生活方式
切實施行在我們生活中。

「為主」是教會 2018 年的主題，綜合過
去這四年 (2015~2018) 的主題「轉化生命、
更新為主」不單單是北美台語教會轉型的模
式的落實，更是兄姊生命更新的轉變，而我
們所付出的一切單單為主。如同 2018 年的
主題經文：羅 十四 8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
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
活或死總是主的人。誠願神繼續引領使用這
教會來服事這個世代的人，也讓我們一起同
心，將自己獻上成為活祭，同心奔走這條天
路。

作者簡介

江東龍主任牧師 1990 年來美國在取得聖

經文學碩士 ( 主修新約 ) 和道學碩士後於

1995 年元月開始成為本會傳道人到今年

(2018 年 )。

江牧師台灣員林人，與師母周靜怡於 1991

年結婚，倆人同心在事奉上帝，育有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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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Disciples
文 / 謝大中牧師

Rev. Jonathan Hsieh
          ▲ 2016 Taiwan Mission Trip- Yuanli

Intro

The purpose of a trip makes all the differ-
ence. If you travel to experience street 

food, you will follow your nose. If you travel to ad-
mire architecture, your eyes will be always looking 
up at buildings. If you travel for work, you’re going 
to be busy. The “why you’re going” makes as much 
of a difference as the “where you’re going”.

I had been to Taiwan three times before 2016. 
Each trip was to visit my mother’s family and my 
parents’ friends. We mostly only traveled to see 
people and a few sights. The focus was to enjoy 
myself and meet relatives. I’ve visited Taipei 101 
and an aboriginal village. I got to drive my cous-
in’s scooter around a parking lot. I ate fresh guava 
every day from the farm next to my grandmother’s 
house. Every time I went to Taiwan was a vacation.

Our Taiwan mission trip was the first time I had 
gone for missions. Going somewhere for the sake 
of sharing the Gospel changes the way you see 
things. When I had gone to Taiwan for vacation I 
saw and experienced the tangible world. I saw the 
people, smelled the smells, and heard the sounds of 
Taiwan. But on missions, you also see the spiritual 
world behind it all.

You see the temples and idols everywhere and 
realize that almost everyone you see does not know 

the Gospel and has probably never heard of it. 
You smell the odors and realize that smell is there 
because someone is burning incense to an idol or 
ancestor. You hear the sounds and realize that’s a 
funeral procession and those people are trying to 
ensure their deceased loved one has a good afterlife 
apart from Jesus Christ. It’s inescapable. One our 
first day at Yuanli there was an all-day parade for 
Mazu from morning until midnight. There were 
several hundred or even a few thousand people in 
the parade, worshiping a woman who died over a 
thousand years ago and stayed dead. 

The Taiwanese govern-
ment’s census pegged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 popu-
lation of Taiwan at 2.6%. 
Most of Taiwan is Buddhist 
(35.1%), Taoist (33.0%), or 
non-religious (18.7%). For 
every 100 people you meet, 
less than three know the 
Gospel.

There are about 23.55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and only about 600,000 
know Jesus. That means there are almost 23 million 
people that do not. There are 23 million people that 
live without knowing that God loves them. They 
constantly chase after different gods to fill that 

▲2016 Taiwan Mission-Gu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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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y hole in their lives. They will likely die with-
out their sins being forgiven.

Matthew has an account of Jesus’ reaction to 
seeing masses of lost people:

And Jesus went throughout all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and 
proclaim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disease and every affliction. 
When he saw the crowds, he had compas-
sion for them, because they were harassed 
and helpless, like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Matthew 9:35–36)

Jesus did not brush those people off as not His 
problem. He did not simply move on with His own 
life’s plans. He had compassion for those people 
and in response He gave His disciples a command:

Then he said to his disciples,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laborers are few; therefore 
pray earnestly to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o 
send out laborers into his harvest.” (Matthew 
9:37–38)

Jesus commanded the disciples to pray to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God) to send out laborers 
(missionaries) into his harvest (the lost people that 
would believe).

Note the progression. Jesus went out to share 
the Gospel and encountered lost people. In re-
sponse, He had compassion on them. Then He gave 

a command. 

For most Christians, we don’t really go out to 
see or meet the lost with the purpose of Gospel 
sharing. We have different ideas in mind. When I 
went to Taiwan on vacation, my mindset was on 
tourism and reuniting with family, so that is all that 
I saw. When I went to Taiwan on a mission, I went 
out there with the Gospel in mind and saw how lost 
the people are. How can we both pray for more la-
borers and also send some of our own?

Theological

Jesus commanded the disciples to pray for more 
laborers, but He also made us Christians laborers as 
well. Jesus left His followers with the Great Com-
mission:

…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 Go therefore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at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behold,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end of the age.” 
(Matthew 28:18–20)

Making disciples isn’t only reserved for a sub-
class of Christians. In fact, the church should be a 
missionary factory. God gave special roles within 
churches not so that they can do all the work them-
selves, but “to equip the saints for the work of min-
istry, for building up the body of Christ” (Ephesians 
4:12). Those that teach the Bible don’t do it just so 
people can know more facts. We teach Scripture so 
that believers “may be complete, equipped for ev-
ery good work” (2 Timothy 3:16).

It doesn’t matter how much we know if we 
keep it to ourselves. 

How then will they call on him in whom 
they have not believed? And how are they 

▲Rev. Jonathan Hsieh was ordained on July of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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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lieve in him of whom they have never 
heard? And how are they to hear without 
someone preaching? And how are they to 
preach unless they are sent? As it is written,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ose who 
preach the good news!” (Romans 10:14–
15).

As we equip and train up the congregation, we 
also send people out to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Acts 1:8) 
so that others will know Jesus and be equipped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even more people.

Application

All of us at FCCD are here because sometime 
in the past someone shared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with us. It may have been our parents or 
other family members, pastors or teachers in the 
church, co-workers or classmates, missionaries or 
neighbors. We all have different stories, but some-
one presented the Gospel to us. We got to do the 
same.

As we look forward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t 
is clear that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we also need 
to go out and share the Gospel and make disciples. 
The church grows when the Jesus is preached and 
people come to believe (Acts 2:37-41).

As we live out our lives here on earth, let’s not 
forget that most of the world still lives in darkness 
without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 with God. If you keep your eyes open, 
you’ll be amazed at how we are surrounded by peo-
ple that need the Gospel (2 Corinthians 4:3-6). We 
have the only cure so we need to get it out there. 
As we meet together,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younger believers will be the deacons, teachers, 
parents, leaders, missionaries, and volunteer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Let’s equip them so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arry on the task of the church after we 

are gone (2 Timothy 2:2).

As we move toward the next anniversary, al-
ways remember that Jesus saw that we were lost, 
had compassion, and came to save us. Let’s imitate 
our savior.

Author : Rev. Jonathan Hsieh

Reverend Hsieh was born in Illinois and 
grew up in Florida. He attended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and majored in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with a minor in Chemistry. 
Following that he attended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receiving a Master of Theology in 
2010. His first full time position was in Atlanta 
as a youth minister. In 2015 God called him to 
serve as English pastor at FCCD. Reverend 
Hsieh enjoys photography, volleyball, and 
exploring. His passion is to see believers build 
up each other inside the church and go out into 
the world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the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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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能讓人返老還童

        的服事

﹏ 兒童事工簡介

▲ 2016 年 FCCD兒童於聖誕節主日表演唱歌及話劇

從來到FCCD 以來，一直都在兒童事工
上服事神，這廿幾年來的服事深深

體會到聖經中說的【若不能回轉像小孩斷不
能進天國】，每次看到小孩的天真，尤其是
年紀愈小的孩子那無憂無慮自在的表現，讓
我更羡慕以後天國的生活，就是這樣沒有煩
惱，沒有憂慮，天天喜樂的生活。

不知何時開始，自己一點一點地將重擔、
壓力、愁煩慢慢地往身上背，愈背愈多，愈
扛愈重，然後才呼求神，埋怨神給的擔子太
重。感謝神祂知道我會常埋怨有太多的重擔，
所以一直把我放在兒童事工上服事，神提醒
我要我經常的去欣賞這群小孩，去學習他們
的天真無邪，去放下不需要扛的擔子。也因
著這樣的服事，我能有機會常反省自己，也
常提醒自己要回轉像小孩一樣的單純、無心
機的

     

文 / 周靜怡 傳道

生活。

當然在服事這群小孩的過程中，也經常
會發脾氣，看到小孩不聽話時也很想揍他
們（還好有上帝的同在，沒有真正的揍下去，
否則我現在就不在這裡了），在教學過程中
常發現自己的不足，腦筋没有小孩動的快，
行動無法像小孩一樣的敏捷，但每次都抓住
神的真理，求神與我同在，求神在我的軟弱
上顯出衪的剛強，讓我能有智慧的來帶領小
孩，在信仰道路上陪伴他們一起去認識神。

常聽到人說「騙小孩」不難啦，用糖果
騙騙，用玩具騙騙，用奬品騙騙，現在更好，
用手機或 iPad騙騙， 他們就會乖乖的聽話，
不吵不閙，所以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小孩就這
樣的被騙長大。但我好期望我們的下一代不
再是這樣的被騙長大，而能在父母的關愛與
陪伴中來成長，我也期望所有來到 FCCD 的
小孩能藉著每位老師的教導，學到上帝的真

理，從小
就能走在
上帝要他
們走的道
路中，一
生 都 不
偏離主的
路，更期
望每位參
與在兒童
事工上的▲周傳道 ( 前排）與同工在退修會帶領兒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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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親身去經歷神的教導，藉著自己的備
課內容去瞭解神的心意，不要小看自己的服
事，只要盡心盡力，神要用你們改變每一位
小小的生命。

在此介紹兒童事工的工作 ---

兒童部廿幾年前在我來教會時只有幾位
小孩（聽長輩們說以前小孩很多很多的），
到現在大約有 40 位從三歲到六年級的小孩，
加上 5-8 位從 Baby 到 2 歲的幼童，我們大
概有 45 位小孩在 FCCD 的大家庭裡，我們的
活動大致分為週五的 FUN NIGHT，在禮拜五
我們分成三個課程 ---Bible object les-
son, craft and game，就像我們定的主題
一樣，我們希望來參加的小孩能以輕鬆有趣
且愉快的方式來學習，而在禮拜日我們就希
望小孩能够較正式嚴肅的來敬拜上帝，用
正確的態度來學習神的話，所以在主日我們
的課程分成二個階段 --- 前半段 Kids Wor-
ship 和第二堂的兒童主日學，我們有大約
26 位老師加上十幾位的 helper 參與服事，
在 baby-2 歲的幼兒班裡，教會也請了 2 位
專任有經驗的保姆來照顧我們的幼童，除了
這些固定的活動外，在每年我們也辦了一
些活動如 VBS、Egg Hunting 和 Food Bank 
Service…等，希望我們為著這些兒童所設
計的教學與活動，能够讓父母放心的把小孩
帶來教會，並能和小孩一起在屬靈的道路上
一起成長。

▲江牧師賢伉儷

作者簡介

周靜怡傳道，中台神學院教育學學士及達

拉斯浸信會大學教育學碩士，於 1995 年隨

江牧師至本會服事一直擔任無給職兒童部

傳道至今。

周傳道台灣台中人，與江牧師於 1991 年結

婚，育有二子。

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 箴 言 2 2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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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YEARS OF
YOUTH MINISTRY
文 /余祈讚傳道 

Pastor Paul Yu

Pastor Paul was born in Taiwan, grew up 

as a missionary ki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have been in the states since 2006 when he 

attended John Brown University in northwest 

Arkansas. He majored in Digital Media Arts 

in undergrad and went on to study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where he received his 

Master of Theology degree in 2014. Pastor 

Paul enjoys photography, traveling, and 

most of all, sharing the love of Christ.  

2014: Be a Part and Own a Part

What’s my first memory of AYA? I visit-
ed FCCD one Friday night in the early 

spring of 2014 before I was officially hired as the 
youth pastor. Back then,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students were all still separated. We met in the back 
of the empty sanctuary, forming a small circle with 
our folding chairs. The portable building where we 
meet now was mostly for storage purposes and it 
was super crowded with junk and dust. Through 
this brief visit, God began to put in my heart a bur-
den to join FCCD. 

Yes, these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come 
to church “As You Are,” as the youth group was 
called, but they literally came as they were, howev-
er they wanted: disordered and disruptive. I remem-
ber at the first fall retreat I attended, no students re-
spected curfews and the boys would walk right into 
the girls’ room and vice versa. There were verbal 
abuse, constant habits of putting people down, and 
cliques were a big problem. The average number of 
students on a Friday night was 15, and if everyone 
is in a clique, one could imagine how disconnected 

each group was. There were no unity, support, and 
edification within AYA as a whole. God opened my 
eyes to see the divisiveness of AYA and started to 
set a vision within me. I observed how the lead-
ers had to scream to tell the students to be quiet 
and students had to be demanded in order to get 
things done. I saw these things as major issues and 
I knew something had to change. Since most of the 
students grew up together, they treated each other 
as family, but sadly as an unhealthy and unloving 
family.

I prayed for guidance in how I could be an in-
strum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AYA. This was my 
first full-time gig and I also had no idea what I was 
doing to be honest. The first thing I tried was to 
focus my lessons on unity. If we are one in Christ, 
that means we are a body of believers with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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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s, and each part contributes something import-
ant to the whole, however big or small. I started 
to implement “BPOP: Be a Part and Own a Part.” 
The phrase is cheesy and students did not catch on, 
but the main idea was to let every student lead and 
serve in one way or another: worship, games, or 
media teams. This didn’t happen overnight, since I 
was new, I still needed to build relationships. 

Not only that, I also had to fit into the shoes of 
an English pastor. On top of my own lesson preps 
and recruiting teachers, I also had to invite guest 
speakers and plan for Sunday services. Before fall 
of 2015, we still only had two Sunday School class-
es: junior high and senior high. There was a lack of 
volunteers and parents willing to step up to help. I 
saw the ratio of students and the age difference as a 
challenge for the classes, so I began to recruit and 
train more teachers and was able to find curriculum 
that were more suitable for each age group. Thank-
fully, there was also a vacant classroom available, 
so we started a third class. 

I remember sharing our vision for AYA with 
the deacons for 2014-2015 school year: “to see our 
students take on responsibility and ownership of 
AYA through serving in fellowship and ministering 
in outreaches.” Through opportunities like VBS 
and Fall Festival, our students learned to take on 
their responsibility more and started to see their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urch. Another event was our 
annual Youth 4 College Thanksgiving Dinner. By 
cooking their own meals to serve our college stu-
dents, AYA members learned that they can take part 
in giving back not just to those who are younger, 
but also those who are older than them

2015: True Meaning of Discipleship

The AYA Theme for 2014–2015 was “Three 
Ships – Worship, Fellowship, and Discipleship” 
based on Matthew 28:16-20, which is Jesus’ Great 
Commission to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being 
His disciples. The goal was to help our students 

understand that their genuine love for Jesus ought 
to be the motivation for what they do and how they 
behave. We worship not because we are told to do 
so, but we worship because we know God loves us 
and we want to love Him back. Then, the next step 
is to extent this great love to others as well. At this 
point, our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 trained 
for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and led in several 
Good News Clubs at the Spring Creek Trailer Park 
and Union Gospel Mission homeless shelter near 
downtown.

Personally, I also learned that I couldn’t and 
shouldn’t do ministry alone. God provided Leon 
and Lydia Li as our seminarians at this time and 
they were able to help build up AYA as well. At 
the same time, in January of 2015, we began inter-
viewing Pastor Jonathan to come on board as our 
English Pastor. Eventually, both Leon and Pastor 
Jonathan joined me in leading 11 students to Hous-
ton Mission Trip that summer. My driver’s license 
was expired due to visa situation and praise God 
for providing two extra drivers at the time. Without 
their help, I could not possibly handle these stu-
dents alone. Students were able to use what they 
learned at CEF’s Good News Clubs to host VBS-
style events at the Third Ward community in Hous-
ton, the poorest area of the city. We also witnessed 
a gun shooting in the neighborhood and was further 
awoken by the reality of darkness and the necessity 
to shine the light of Jesus around us.   

Through our garage sale fundraising for the 
mission trip, we were able to clean out the old stuff 
in the portable storage and now the back room has 
been restored as the game room with foosball, ar-
cade machine, and air hockey. All these things were 
donated to us once long ago. When I first came, I 
remembered feeling disappointed not being able to 
utilize the equipment. Now, our students love hang-
ing out there, especially on Fun Nights.  

2016: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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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 Paul with Youth

Toward the end of 2015 and more so in 2016, 
that’s when AYA pushed off to a new start with our 
first set of student leaders and new parent coordi-
nators. We continued to work together on having 
a heart of unity: parents, counselors, and student 
leaders. I began recruiting and training them be-
cause I knew the best way to make positive impact 
in the students’ lives weren’t just my lessons or my 
own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udents. Mobilizing oth-
er leaders to show Christ’s love to them can bring 
even more tremendous joy. Instead of me budgeting 
snacks for Friday nights, students began signing up 
to donate snacks to contribute 
to each other. Another way 
for them to own their respon-
sibility in AYA. As a group, 
we can all witness who Jesus 
is by loving and caring to 
each other.

In 2016, the goal was for 
students to be more commit-
ted to God and to each other. 
The theme for that school year 
was “Be a CIA Agent: Caring, 
Intentional, and Accountable” 
based on Galatians 6:2. We 
worked on how to care for 
each other’s burdens as one’s 
own. The continuing vision 
is for our students to pray for 
each other more, especially outside the church. This 
year many student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Taiwan to do summer missions with Pastor Daniel 
and Pastor Jonathan. Praises for this year include 
the formation of leaders, stronger peer relationship 
and support for each other by being less cliquey but 
more caring. There were also several newcomers 
and visitors for our AYA members to be intentional 
at being more welcoming.

2017: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In 2017, we had 28 students and 6 counselors 

who attended DCCYC, the highest numbers in FCCD 
history. Several of them committed their lives to God 
at camp and many of our 7th graders learned how to 
genuinely pursue Jesu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year, 
ou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nt to Chicago for sum-
mer mission, learning about the working of the Holy 
Spirit guiding us as we were exposed to the needs 
of Rogers Park, a diverse neighborhood north of the 
city. The AYA theme for 2017–2018 was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based on Isaiah 40:31, reminding 
us that with everything we do: school, family, friends, 
church, our strengths come from the Lord Himself. 

Our talents and abilities are given 
to us by God and so we rely on 
Him with all that we do.  

AYA 4-Year Highlights (2014-
2018):

1. 10 baptisms. 

2. 5 Graduation Banquets, send-
ing off 19 of our AYA graduates.

3. Annua l  You th  4  Co l l ege 
Thanksgiving Dinner began in 
2014 and has been a highlight 

4. Students began filling out ap-
plications to DCCYC and mission 
trips in order to learn not to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 or as an 
“automatic entry” to church op-

portunities.  

5. Students began to show more interest learning 
about God and taking notes 

6. FUN Night on the last Friday of the month has 
become one of students’ favorites

7. Students show willingness to join AYA as some-
thing they get to do and less about having to 
come. 

8. Taking out their time during school breaks to 
volunteer at North Texas Foo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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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Pastor Paul with Youth in DCCYC

Come as You Are, Leave as God Intended You to 
Be

Over these four years, God stretched me as a pas-
tor beyond my own imagination. He showed me my 
flaws early on in ministry: perfectionism being one 
of them. Gradually as I serve Him and His church, 
I came to rely more on God’s perfection instead. He 
taught me the lessons of humility and patience. Peo-
ple are not going to change overnight and it takes 
time to cultivate life-changing relationships. I re-
member back in October 2014, just few months after 
I came on board at FCCD, I got pied in the face on 
my birthday by some of the high school boys. I now 
call that my own “initiation” to AYA. Working with 
these young men and women led me to ask God to 
give me the patience in shepherding. Often times my 
source of encouragement comes from God, who is 
even more patient with me. Through these four years, 
I have learned the importance to hold my tongue, 
learned to let go of things outside of my control, and 
to devote my life faithfully to serve God and not 
merely to please others. 

Ministry wise, I rejoice in the accomplishments 
and transformation of AYA. Many encouragements 
I’ve received came from other leaders and parents 
who have told me the transformation is like “night 
and day” and that they see huge improvements with 
the students over the years. When I was burned out, 
many of the parents also encouraged me by saying, 

“We know how much work you’ve put in behind 
the scenes” and “although you may not hear it a 
lot, but we do appreciate you.” One of my students 
wrote a life-changing event for an online speech 
class and I quote these paragraphs from his essay, 

I had the same background as the people in 
my youth group, but I didn’t have the same 
interests as them. It was still difficult for me 
to communicate and socialize with them. 
They still felt like strangers to me. It wasn’t 
until our new youth pastor arrived that I 
started feeling a bond between me and the 
people in my youth group. Our new pastor 
saw the youth group as one entity rather 
than a gathering of different people. He 
taught us that, as a church, we were all re-
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 We were all part 
of a team and had to stick together. Sudden-
ly I felt like I was a part of the family that is 
the youth group.

Did I know I could make an impact in the lives of 
these students? No. How did I know what I have 
could meet the needs of AYA? I didn’t. Only God 
knew. I just saw the needs, He gave me a vision, 
and I just went with it, relying on Him each and 
every step. I rejoice in how much God has changed 
me through changing AYA. Yes, we come together 
as we are, but we also strive to become who God 
intends us to be. The latter is the objective we aim 
for. I echo the author of Hebrews, “Therefore, since 
we are surrounded by such a great cloud of wit-
nesses, let us throw off everything that hinders and 
the sin that so easily entangles. And let us run with 
perseverance the race marked out for us,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the pioneer and perfecter of faith.” 
(Hebrews 12:1-2) This is the continuing mission 
for AYA, that we are not doing these things to bring 
ourselves glory, but to boast all the more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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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Ｃ
ＣＤ與我

FCCD & ME

FCCD 作為一個以向台灣人宣揚福音為主要宗

旨的教會，是許多台灣人來到達拉斯之後的屬靈

的家。在這裡，不僅可以聽到親切的家鄉話、有

同鄉的情誼交流，更重要的是主的愛與真理也與

我們同在。我們的信仰在這裡發芽、成長、茁壯，

發展出與神更深切的連結，在弟兄姊妹的關懷中

見證神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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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設立 40 週年歷史回顧
文 / 陳善同 Shan T. Chen

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將於 2018 年 8 月
5 日舉行慶祝設立四十週年感恩禮

拜，及興建新主堂的破土典禮，到時眾多
本地的信徒、同鄉及來賓，將會被邀請來參
加這個聖典。教會也再一次邀請住在新加
坡的張克復牧師，遠途來主領兩天的培靈
會、並且在教會設立四十週年慶祝禮拜証
道。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是四十年前、在
1978 年 7 月 30 日設立。設立的過程非常奇
妙，發起人是當年在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攻讀地球物理學的台灣留學生張
多喜弟兄及他的夫人潘瑞梅姐妹。當年三月
他和一群同學參加畢業前 UTD 所舉辦的實地
研習， 到加州 Santa Barbara 的海邊採集
野外岩石，他們沿著海岸行走時， 他與二位
台灣來的留學生忽然被一個約二十呎高的海
浪打落海裏， 只有多喜弟兄獨自生還。 張
多喜弟兄認為這是上帝的恩典使他能保住一
條生命，此中必有祂特別的用意。之後得到
家裏親人， 尤其是他的哥哥張瑞雄牧師的鼓
勵，他與他的夫人就這樣開始在達拉斯地區
籌備設立教會。

第一次的聚會是借用 Highland Park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的教室。當時參
加的同鄉有 24 名大人及 20 名小孩，其中只
有三戶是基督徒。張瑞雄牧師遠從舊金山來
此地主領該日的主日崇拜。當日大家為著聘
請一位專任牧師的經費認捐。二個月內經由
張牧師的介紹，聘得當時在加州一家神學院
進修的紀元訓牧師來此擔任本會的第一任牧
師。回顧教會開創的經過，能在只有三戶是
基督徒的情況下就設立教會，同時在不到二
個月的時間裡就聘到一位專職牧師，這處處
顯示著上帝奇妙的恩典，人心目中認為不可
能的事，在祂的大能及旨意之下，萬事皆變

成可能了。

教會設立之後，便面臨需借用一個適當
且固定的場所的問題。很多美國人的教會都
不願意長期將場所借給別人，因此剛搬入了
一個聚會場所，不久就必須再開始尋找下一
個新的地方。張瑞雄牧師因為當時擔任美國
衛理公會亞洲教會總幹事，每逢教會被要求
遷徙時，通過他的關係很快就能找到新的聚
會場所。台灣基督教會自成立以來就這樣過
著飄流不定的日子，在最初短短的八年之中，
聚會場所總共搬遷過五次，且最短的一次，
還不到一年。

雖然受到場所及使用時間的限制，我們
無法在主日崇拜時舉辦成人主日學。但是兒
童主日學卻從未間斷過。感謝主的恩典，那
些從小就一直接受基督教育的兒童，長大後
絕大部份都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成人基督
教育則是利用週五下午進行，由弟兄姊妹們
提供自已的家為聚會場所。在紀元訓牧師的
指導下，由教會人員輪流主領，查讀聖經。
主藉著聖經的真理教導每個人。很多尚未信
主的同鄉受到感動，接受洗禮。教會聚會人
數因此漸漸增加。

感謝上帝的恩典及紀牧師的帶領，再加
上教會同工及弟兄姊妹的同心協力，台灣基
督教會終於在 1982 年 11 月購得一塊二英畝
半的土地，並開始進行建築物的設計。1986
年 4 月 20 日舉行建堂破土典禮，動工鑽灌
混凝土基樁。6月進行建造混凝土地基版樑，
因為當時常常下雨，為了能把七千八百多平
方英呎的版樑趕在一天內建造完成，天一亮
工人就開始趕工。工作一直很順利，不過到
了下午天上黑雲漸漸密佈，收音機正在播放
達拉斯地區很可能會淹水的天氣警告。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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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D 在嘉倫市舊址 FCCD 布蘭諾現址

三、四點鐘時，大大的雨點開始降落在剛灌
好的混凝土上，收音機發出教會東西南北四
周不遠的街道已經積水，車子難行的消息，
很多在場的工作人員臉色顯出憔悴不安。紀
元訓牧師看到這種危急情形，悄然的邀我走
到一個角落同心一起禱告，求主幫助。五、
六分鐘過去了天氣並無好轉，閃電強風帶著
大雨點繼續落下來，工人們憂慮的望著我們
兩人，於是紀牧師邀我再次一起懇切的禱
告。雨水在剛灌好的版面上流動聚集在低漥
處，工人看到該處混凝土不足，忙著加高一
些，把不完美的部分補修，不留任合瑕疵。
再過不久雷雨完全停止，天空漸漸轉晴。看
到我們禱告的領班工頭感動的說 : 「原來上
帝是在親自監工，向我們指出低漥不夠平的
地方。」親自見證此種不可思議的奇蹟，我
深深的體會到主確實是一位至真至實，時常
與我們同在，聽我們禱告的上帝，達拉斯台
灣基督教會是祂親自建造的，我們要感謝祂，
讚美祂。

五個月後教堂終於完成。就在 1986 年 11
月 27 日感恩節當天正式遷入新堂做感恩禮
拜，結束了八年多沒有固定聚會場所的日子。

搬入新堂後，每主日除了原有的台語崇
拜及兒童主日學外，我們增加了英語崇拜及
成人主日學。我們邀請達拉斯神學院的學生
來帶領青少年的事工及主領英語崇拜。當時
參加成人主日學的人數，約佔主日崇拜人數
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隨著弟兄姊妹屬靈、
信仰日日長進，主也將人數大大加給教會。

1992 年底紀元訓牧師接受了聖路易台灣
基督長老教會的聘請而離開本會，結束了
15 年在台灣基督教會的事奉。為了懇求上

帝賜予一位新的牧師，弟兄姊妹們不斷地
祈禱。感謝主的恩典，上帝終於在 1993 年
1 月差遣了張克復牧師來本堂牧養。張牧師
當時剛從新加坡來達拉斯神學院攻讀神學不
久。上帝就大大地利用了他特有的恩賜，來
安慰我們弟兄姊妹的心，同時他也不斷地用
上帝的真理來加強我們每一個人的信仰，使
我們確信上帝永遠與我們同在，無時無刻都
在引導我們。

在張克復牧師的帶領下，達拉斯台灣基
督教會於 1994 年 7 月 31 日設立袁煌彥宣教
基金 (Daniel Yuan Mission Fund)。通過
這個基金，我們開始對那些在外面傳播福音
的傳道者，提供一些金錢上的幫助。1995
年 7 月 4 日教會又設立愛心基金 (Caring 
Fund) 給因為緊急需要的人在金錢上能得到
幫助。

1995 年夏天，張克復牧師學業完成需回
新加坡事奉。在他尚未離開本會之前，於
1995 年 1 月 1 日上帝再度賞賜我們一位很
有恩賜的傳道者 - 江東龍牧師來繼續牧養這
間教會。感謝主的引導，在江牧師的帶領
下，教會弟兄姊妹們的信仰繼續日日長進。
主的恩澤更使台灣教會能夠在 1996 年 6 月
1 日聘請了 Rev.Douglas Lew 來本會擔任英
語牧師，負責向講英語，不識台語的人傳播
福音。Rev.Lew 在本會事奉 4 年多，2000 年
9 月 24 日離職。他離開後，英文部的主日
崇拜由當時在本會事奉的達拉斯神學院學生
Rev.Sujaya James 負責邀請他所認識的牧
師及神學生來証道 ; 每主日都有不同的講
員，此種情形繼續了 1 年多，一直到 2001
年 11 月 Rev. Hendra Chousand ( 周賢德牧
師 ) 才接任英文部的專任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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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D 布蘭諾現址
1999 教會退修會 2017 教會退修會

隨著時間的飛逝，創立教會時的年輕會
員都已漸漸老化，當教會慶祝 20 週年時，
會員的年齡 40 歲以下者可以說寥寥無幾。
江牧師到任時，他和牧師娘周靜怡才不過
30 歲左右，尚未有小孩，他們來了之後漸
漸有單身的年輕弟兄姊妹及有小嬰孩的年輕
家庭加入教會，教會人數漸漸增加，兒童主
日學的教室開始不夠用，所以本堂在 2002
年夏季進行舊堂教室及停車場的擴建，於
2003 年春季完工。

2006 年 5 月 7 日教會召開臨時和會，通
過遷堂議案。最大的目的是為著教會遷移到
台灣鄉親比較集中的社區，以便向尚未認識
耶穌基督的人傳福音，引導他們信主。當時
有少數兄姐可能對遷堂的必要性持不同的看
法，或者擔心加重將來教會財務上的負擔，
不願同心協力參與本堂自 22 年前建造舊堂
以來一件最有意義的遷堂事工。致使他們失
去親身見證上帝垂聽我們的禁食禱告，為我
們完成奇妙大事的歷程。

2007 年 12 月 23 日達拉斯台灣基督教
會 遷 到 6700 Independence Pkwy. Plano 
Texas，在新購買的教堂慶祝聖誕節。

在遷堂過程中，各位弟兄姐妹不分老少
在主的引導及總務部委員林承勳弟兄細心策
劃協調之下，大家各盡己力同心投入打包搬
運事工，使繁多雜碎的工作，在井然有序中
順利完成。這件事不但讓我深深體會到，主
內兄弟姊妹美好的一面，也令我覺得身為主
內大家庭的一份子，是何等的榮幸 ! 教會自
從遷堂到 2008 年 10 月中旬為止，還不到一
年的期間，經常都有新的鄉親來參加主日崇
拜。根據招待組的紀錄，在這 10 個月期間，

每主日來參加台語崇拜的人數與 2007 年在
舊教堂同期間的出席率互相比較，大約增加
22%，英語主日崇拜出席人數也稍微有增加。
我們為此感謝主。

上帝的慈愛與恩惠一直跟隨著台灣基督
教會，很多奇妙不可能的事情都不斷的在本
會發生。從教會設立的經過，建堂時雨水中
上帝所彰顯的神蹟以及遷堂時牽涉到 4 個不
同的人種所擁有的 4 間教堂產權的買賣，時
間上能互相配合，在短短 4、5 個月內能順
利的完成買賣，處處都顯示萬能的上帝在掌
管祂的聖會。

教會是由不同的成員結合組成，上帝賜
給我們各人不同的個性，背景和愛好。因
此，我們應當珍惜並享受彼此的不同，不只
是容忍不同，上帝要我們合一。為了合一，
我們絕對不能讓差異使我們隔離，我們必須
專注於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學習基督愛我們
般的彼此相愛， 完成上帝引導我們到布蘭諾
(City of Plano) 的目的。讓這個教會成為
每個人所喜愛的大家庭，兄弟姊妹之間有愛
心，用言語，行動互相鼓勵，學習在基督裡
面扎根成長，在真理上更加穩固有活力，無
私的愛人及服事上帝。

2009 年，台灣受莫拉克 (Morakot) 颱風
的侵襲，造成八八水災。水災後，各級政府
與民間社團就即時動員投入救災及重建的工
作。台灣有十六間教會受损急需重建，於是
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決議要為台灣國內教會
的重建發起募捐。雖然這時本會每月需付還
給銀行一筆不小的遷堂貸款，經過大家愛心
的捐獻，沒多久就募到 $11,950.00，加上
從教會的愛心基金所撥出的 $2,500.00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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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4,450.00 美金，並且在 2009 年 11 月
中旬將捐款寄回台灣，幫助急需重建的教會。

遷堂之後，上帝將得救的人數不斷的加
給教會，受洗入會的人數年年不斷的增長。
新來的年輕會友以及他們所帶來的兒女，給
教會加添極大的喜氣活力。參加教會所舉辦
的各種不同聚會的人數繼續上升，每當復活
節、聖誕節，特別是台英聯合崇拜時，主堂
座位、教室、走廊及所有活動空間、開始顯
現擁擠不足。基於這些因素，教會於 2011
年 6 月 26 日成立建堂委員會，負責分析教
會活動空間的需要，聘請建築師規劃及繪製
新主堂、青年活動中心、牧師辦公室等等設
備的初步藍圖，並於 2012 年復活節向全體
會衆報告未來建堂的初步計劃。

2011 年 1 月 1 日，蘇芷萱傳道 (Susan 
Su) 受聘加入教牧團隊，担任青少年輔導，
負責兒童教育及青少年事工。她年輕、又
活力十足， 除了負責本堂給她指派的事工
之外，還兼任美國學校髙中的籃球教練。
她在本會任職約二年八個月，2013 年 9 月
11 日離職，前往 West Dallas Community 
School 擔任教職。 

周賢德牧師因為遠在印尼故鄉的家人，
事業上需要他回去幫忙，所以他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結束在本會十三年的事奉，全家
搬回印尼。

因為蘇傳道於2013年9月中離開後不久，
接着周牧師又要於 12 月底結束事奉搬家回
印尼，教會的全職人員將只剩下江牧師。為
了兒童教育需要有人策劃執行，執事會於
2013 年 6 月 9 日正式邀請江牧師娘，周靜
怡傳道負責兒童事工，因為過去十幾年她在
教會一直都從事於兒童教育的義工，是最適
合的人選。

同樣，英文部的事工也急迫的需要一兩
位全職的牧師或傳道負責推動。感謝主的
引導，聘牧委員會終於聘了一位就讀於達拉
斯神學院快要畢業的神學生，余祈讚 (Paul 
Yu)，他於 2014 年 6 月 1 日到本會担任助

理傳道，負責青少年事工。一年之後，主又
於 2015 年 5 月 1 日差派謝大中傳道 (Jona-
than Hsieh) 到本會擔任助理傳道、負責英
文部事工，至此本會所祈求的教牧團隊人數
終於齊全。

本教會設立的最大目的是敬拜上帝，傳
講耶稣基督的福音，叫人認罪悔改，接受耶
穌基督為救主，及榮耀上帝。當一個教會努
力遵從這個使命，在地上見證基督時，必然
會带來教會的增長。感謝主，過去幾年這種
增長就顯現在本教會。我們發覺建築物的空
間開始擁擠不夠用，需要擴建。所以 2014 
年 9 月 14 日會員和會通過了興建新堂、開
始為建堂募捐的議案，目標是從 2015 年開
始四年內能募到美金 150 萬的建堂基金，並
於 2018 年 8 月 5 日舉行慶祝教會創會四十
週年那天破土動工，開始興建約一萬五千平
方英尺、造價約三百五十萬美金的新堂。身
為耶穌基督的忠誠信徒，在一生中能有機會
親身經歷建堂事工是何等的榮幸，我們大家
應為此向主獻上感恩。

目前在達福地區的華人教會大約有三十
間，但其中只有兩間是台語教會，所以對那
些講台語的鄉親及華人傳福音，引導他們歸
基督，自然成為本堂責無旁貸的使命。耶穌
基督曾給祂的門徒一個使命：你們要到世界
各地去，向每一個人傳揚福音 ; 這是現代
我們每位基督教徒的責任，也是台灣基督教
會設立的目的。主是信實的上帝，我確信靠
着祂的大能，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一定能完
成祂所給的使命。

作者陳善同弟兄與太太王貴女姐妹

陳善同弟兄現任FCCD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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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
就 是

服  事
文 / 蔡青蓉

記得張克復牧師曾鼓勵教會弟兄姊妹，
他說，每個人要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

及各種聚會，因為這也是一種的服事，因為
你的參加，同時也鼓勵了周圍的人、領會者、
出席者，甚或錯過聚會者。

的確， “Be there”是我們容易忽略的角
色，甚而，有以為 “差不了我一個人”的想
法。而集多數的 “缺我一人”，整個聚會就
是廖廖少數幾人了。這讓我聯想到教會各部
門的事工，大體上，大多數的我們常認為這
是有特別或個別恩賜的弟兄或姊妹，才能承
擔的服事。

但，且慢，讓我們以上面提到的「參加
就是服事」的原則來分析一下，各個部門的
事工，是否每位弟兄姊妹（我們）都能插上
一腳：

教育— 主日崇拜、主日學（包括團契查經）：
牧師、教育組精細選擇的教材、教師們用
心的備課，而我們只要每主日 “be there”，
坐享其成，何樂不為？

宣道— 主日崇拜、主日學課堂上，看看旁
邊常見的身影，今天是否缺席了？拿起電話，
問平安！主日招待、早起床、預備心、精神
充沛與弟兄姊妹打招呼，藉此彼此多認識。

總務— 共同維護教堂整齊，隨手關燈、擺
正桌椅；賣便當，買多出的便當，皆大歡喜。

書記— 週報組、影音團隊主日講道精心錄
製。弟兄姊妹可藉由網路講道信息介紹給親
友、慕道朋友，亦可達到領人認識主、聽到
福音。

財務—「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尋找祂如尋找銀子，搜求祂如搜求隱藏

的財寶」

求主幫助，讓我們有智慧地積續財寶在
天上。

..... 想想， 看看 ..... 也不是太難的事，
「參加就是服事」

—願— 我們的教會 FCCD 像主所稱許的
「士每拿教會：為主忠心」；「非拉鐵非教會：
遵守主道」，也有使徒保羅的心志「以認識
我主基督為至寶」，「願弟兄們都喜樂，要做
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
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

願一切榮耀歸於我主耶穌基督，直到祂
再來！

作者簡介：

1982 年全家移民來美就加入了 FCCD 這個大家

庭，三十幾年來，FCCD 是我們呂家生活活動的

中心，孩子們在教會成長，兒童主日學、青少

年團契、英文部聚會，更是學會流利的台語。

我呢？主恩不息，得以參與服事，自始至今還

是詩班成員。教會屬靈生命的教導、主內兄姊

們的互動與關懷，讓我早已過百的年歲，更加

珍惜在 FCCD 的每個時刻。

蔡青蓉姐妹(前排)

參加禱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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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D 是 我
的

家

口述 : 鄭美香 整理 : 俞政鴻

鄭美香姊妹加入 FCCD近四十年的時
間服事未曾間斷，現擔任 FCCD 執事
會主席

現在我要說的是一個平凡的見證，從
我媽媽 40 歲信主之後，我就跟她一

直到教會去，也一直是個乖乖牌，所以也沒
什麼從強盜到傳道的見證，一開始的心情也
好像跟著同伴一起拿香跟拜的態度。到教會
之後也是因為要跟朋友相
聚，享受成群結黨的快樂。
所以呢這個見證，不是一
個轟轟烈烈的見證， 而是
ㄧ個我伴隨這間教會一起
成長的歷程。

教會成立快要 40 年，
雖然我不是第一批到教會
的人，但是教會在 1978
年七月成立之後的隔年過
年我就來了。算起來也是
元老級的人。一開始也是
跟著主的帶領到這間教
會，現在回頭來看一切都
充滿主的旨意與恩典。跟
著教會一起成長快要 40
年，這期間也受到許多因為要服侍伴隨來的
訓練。這也造就現在我能繼續服侍的能力與
動力。一直以來有一個信念，就是把教會當
真正自己的家，要怎麼樣照顧自己的家，我
就怎麼樣照顧教會中的需要。其實不是我生
來就有過於常人的愛心，其實也是一件事接

著一件事的經歷，來體會上帝在我生命中要
學習的事情。在這一路上我也一直體會到，
這間教會是充滿主恩典的教會。

從司琴開始的事奉

達拉斯是我到美國的第一站，從 1979 年
到如今也繼續住在這裡。一開始到安息日教
會， 後來又到浸信會。 由於都是美國人教
會，所以少了一種親切感。再來，因為知道
我的父親母親要準備從台灣到美國跟我們一

同居住，由於父母不會
聽英文，再來也為了要
安排父母可以有更多的
同鄉朋友，所以我們也
在尋找台灣人的教會。
後來聽說有一間台灣人
教會有要舉辦農曆年的
晚會，所以就同我的家
人一起參加。到了教會
之後才發現，不僅教會
聚會的人不多，而且真
的是基督徒的人更少。
有一部分也是因為想要
與同鄉聯誼，而來參加
教會活動。再來就是，
教會裡面也沒有專職的

司琴，大多是找有學過鋼琴的青少年來擔任
司琴的任務。往往都有台上跟台下不同調的
情況。所以第一次到教會的感覺，就是雖然
覺得很親切，但是又感覺這間教會還不是很
強壯，如果不好好仔細呵護，可能未來的處
境不會太樂觀。就好像剛生起來的火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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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好好的維繫，隨時都可能熄滅的樣子。

這讓我的心中升起了一個感動，我便決
定要在教會服事，尤其是音樂的事工。雖
然我不是音樂系畢業，但是由於從小在教會
就常常司琴， 所以就不知天高地厚的想要幫
忙。這時候呢，我面臨了兩個難題。第一
個就是我的家裡沒有鋼琴， 所以每次聚會結
束，我都要留下來練琴。第二點就是，由於
我從小去的教會是國語教會，所採用的聖詩
與台語教會都不一樣。所以我彈琴時，往往
都要靠著臨時的巧思來讓樂曲更加和諧。正
是因為如此，我必須藉著更加努力的練習，
來讓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彈琴，所消退的技
能，讓上帝來使用。接下來在這方面，我又
發現台語的詩歌，必須自己充分了解到歌詞
裡面的含義，在音樂上面才能好好的表現出
來。所以我除了不斷地練習樂曲，在歌詞的
了解上，我也是格外的用心。十四年的音樂
服事，主讓我學習了許多，也跟主的話語及
敬拜的音樂更加親近。

力求圓滿 ~我的服事原則

力求圓滿，是我服事眾人的一個原則。
在接近 40 年的服事過程中，我的心中還是
留有幾個遺憾。每當牧者，或是兄姊因為理
念不合，或是其他問題而離開教會，都是我
最心痛的時刻。

不論是加入哪一個教派，或是建堂，或
是遷堂。往往都是教會最有可能分裂的時機，
在我服事的過程中，這些議題都曾經發生過，

當時在處理的過程中，若是更加體察有些牧
者兄姐的心情，我想應該能更加圓滿。大多
數會造成紛爭的議題，往往都不是信仰上的
根本問題，而都是做法上的問題。既然只是
做法，應該多些溝通，多些了解，多些包容。
這樣的態度，才不會虧欠了上帝要我們在服
事眾人所賜下的恩典。這也是我在服事上所
獲得的體會。不過也是因為經歷了種種的風
波之後，我就產生了對人有更多需要包容的
體會，也對於教會就像我的家一樣，我也需
要保護教會就像我的家一樣。

我也感謝上帝，在最困難的時刻，祂引
領張克復牧師來教會帶領我們度過難關。後
來張牧師將江東龍傳道帶來我們教會服事。
就是我們現在的主任牧師江東龍牧師。我也
非常高興，年輕的江牧師能夠到我們教會來
服事。因為當時的會友都是比江牧師年紀大
的兄姐。江牧師是一個有活力，有遠見，又
有執行力的牧者。在與他同工近 20 年的過
程中，我也見證了江牧師在各方面的成熟。
上帝也使用他，帶領教會在人數上，在靈性
上，都益發的成長。我也常常勸勉共同服事
的同工，一定要成為牧者最好的幫手。有彼
此服事的心，不僅符合上帝的心意，也是教
會成長最佳的動力。

我期盼我們的教會，能一直走在主的恩
典當中，永遠不偏離祂的旨意，持續不斷的
服事這個時代的人。

◀ 2017 年董事執事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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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D20 週年吳明基夫婦（左一、二 ) 及女兒 Sharon（右

一 ) 與紀牧師合影

   FCCD	10 週年吳明基兒子 Stanley（	前排打紅領帶者 )

It’s God’s will 神 的 旨 意
	文 / 吳明基

感謝上帝的恩典，恭賀達拉斯基督教
會設教四十週年。在這個特別歡樂

的時光，阮特別來感恩。感謝上帝的引導帶
領，使阮全家信主，得走入上帝的殿堂。阮
也感謝教會數十年來在咱大逹拉斯地區的
服務，便咱有一個用咱母語傳福音的教會。
四十年是一個相當長的日子，孩子們也在這
一段期間長大成人並且也有了自己的家。幾
年前愛妻富美不幸生病，雖然上帝給阮有一
段快樂相聚而信主的日子，但終於離開我們
人世與上帝同在。誠如我不久之前在教會做
的見證一樣，我想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It's God's will)。來美國已經五十多年，
過去的日子，除了自己的職業教書、研究、
指導學生之外，一直關心著故鄉台灣的情況。
首先為台灣的民主人權（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要求爭取，接著是為台灣的
安全（Safety and Security) 打拚。大家
都記得馬丁路德 金恩牧師（Martin Luther 
King) 所説的夢，我也有一個夢，夢想台灣
能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民主，人權，
公義，和平的社會。

 
  我還記得當我接任台灣人公共事務會會長
後到 St. Louis 去訪問，當我遇到紀牧師
時，他就對我説”It’s God’s Will”。我一直
沒忘記這句話。當江牧師為富美和我洗禮成
為信主的人之後，更深深的體會到這一句話
的意義。既然上帝是要我為故鄉的事關心，

我這輩子就會依據上帝的旨意及安排繼續走
下去。

 
  自從 1982 年從邁阿密（Miami. FL) 搬到
丹頓（Denton, TX) 迄今已經三十五年了。
剛來不久就繼續我在邁阿密查經班找尋上
帝。全家開始到我們教會來。孩子們長大成
人出家門，上帝恩典，他們也受洗信主。我
兒子Stanley目前在伊利諾州大學城(Cham-
paign/Urbana, IL) 當家庭科醫生，他和太
太 Irene 及三個小孩都是虔誠的教徒，他們
甚至在教會 (Covenant Fellowship Church 
) 設了一個 Taiwanese Bible Study，每星
期三在他們家聚會。雖然很少有台灣來的學
生或我們的第二代，但是他們還是沿用這名
字。女兒 Sharon 在長老會醫院當護士，也
早就受洗信主。

 
  我收集了不少老照片，很多是教會的活
動。或是同鄉會在教會舉辦的活勭，但是時
間久了，一時要找又找不到。這幾張是有
意義的老照片和大家分享。看看這些小孩
子都已經是中年人有他們自己的孩子，而
我們自己已經是滿頭白髮或無髪了。深深
感覺在達拉斯地區的台灣人越來越多，但
是彼此間的來往似乎越來越少。我一直認
為在一個移民國家，以美國為例，教會
一直是社區的中心，幾十年來 FCCD 的發
展值得恭賀，為了照顧老中青小四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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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夠牤的，但是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成為咱台灣人的中心該是我們的目標， 不

是嗎 ? 上帝保佑，引導咱的將來。感恩。 

FCCD	10	-Year	Celebration	:	Stanley	Wu（front	row	:second	

from	left);	Sharon	(	second	row	:	second	from	left)

  Stanley	Wu	(	second	from	right)	at	Mother's	Day	music	

		recital	organized	by	TAA	&	FCCD

				

						My Memories of FCCD By Stanley Wu
I have many memories of being blessed through 

this church.  My more concrete memories begin 
after the church building was initially built.  I have 
memories of making friends during junior high 
- spending time together playing spades, wally-
ball, going to hang out at Bob Lin’s place, eating 
lunch after church, going to Braums afterwards.  I 
stopped going to church regularly for a few years 
but when I came back it was at this church that I 
first became a Christian.  I remember sitting in the 
back crying while listening to the English pastor at 
the time (Ken) share his testimony before he left.  
This was January/February of 1992, my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Until that time I knew about God 
but had never consciously decided in my heart to 
trust in Jesus for my whole life.  Praise the Lord!

A major event that I remember was in July 
1994.  I was in Taiwan and heard the news that 
Daniel Yuan had died.  Daniel was probably the 
brother that I looked up to and respected the most 
throughout my time at FCCD.  Same grade, he was 
a little older, and always welcoming me and oth-
ers... he was sincere and serious about his faith.  It 
was the first time to experience the death of some-
one close to me.  To this day, his life and death pic-

《 Editors'	note	》 Stanley Wu is Professor Mingchi 

Wu's son , who is a family doctor in Champaign IL

tures John 12:24 to me... “unless a kernel of wheat 
falls to the ground and dies, it remains only a single 
seed. But if it dies, it produces many seeds.”   My 
life and my faith were impacted greatly by him.  

I’m thankful for all the spiritual leaders and 
Sunday school teachers - I can’t remember all of 
you, but thank you for serving God faithfully.  Paul 
and Leann, Bob Lin, Ruth Huang, Ken, Pat, Doug, 
Pastor Chi, Pastor Chiang.  In these later years 
I’m thankful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given by the 
church to my parents.  In part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the body of Christ in this church, I’m grateful 
that my parents could also come to trust in God.  
FCCD please continue to pray for and reach out 
to all the generations out there - some older ones 
that have never known Christ, others from my gen-
eration that have fallen away, and younger ones 
that are in pursuit of other things.  May God bless 
and raise up workers from this church that all may 
come to worship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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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報

的
聯

想

文 / 林文蔚

最早 (1978 年 ) 的教會週報

往事只能回味 …

一位曾經風靡整個寶島的歌星感性
的唱著。但是她也不必太難過。至少她還有
記憶來回想過去。

某日，在整理東西時，翻出了一疊教會
週報。我平常很少閱覽任何一篇週報超過兩
次以上，更不用說保存它們了。幾個星期一
過，便隨手扔棄。可是當時為什麼會保留這
些？難道裏面有記載重要的事嗎？在好奇心
驅使之下，我便坐下來讀。

這幾份週報都是多年以前編寫的。當時
教會的人數少，預算有限，週報外觀也不起
眼。然而，看了幾頁之後，我不但忘了原先
放下工作來讀舊週報的目的。反倒是讓這些
泛黃的紙張勾起了一些感觸。

我從來就沒有把週報當做一份休閒、求
知、或是有益身心健康的讀物。我一向認為，
它們只是輔助主日崇拜，讓程序進行得順利
一點的印刷品而已。沒想到，當天下午，某
種懷舊的心情，使我對週報有了完全不同的
看法。於是，我就把這些通知再次詳細讀過
一遍。

這次，我看到的已經不再是聚會的程序
單，或聖工分擔的時間表了。這一次，我讀
的是一段活生生的歷史。這段歷史，有我們
認識的人在裏面生活過， 事奉過。這段歷史，
我曾經目睹過一時，淡忘了許久，而目前又
希望能把它追憶回來。

週報中提到的同工，多數我都熟識。但
是也有不少人名，想也想不起來。我嘗試著
尋覓這些會友的形相。從過去到現在，從一
個聚會地點到另一個。終於，我不得不承認，

我的一些記憶已經永久消失了。即使讓我絞
盡腦汁，還是找不到他們的蹤影。這幾段往
事，也沒有味可回了。難道這是失憶症的症
候嗎？如果是的話，那是第幾期了？

我開始擔心。昨天記憶猶新的事，要是
今天沒有寫下來，是不是明天就要永遠失去
了呢？

想著，嘆著，我的思路停留在 1980 年
代的後期。當時，個人電腦在辦公室中相當
普及。而許多華人教會也已經使用電腦來發
佈中文通訊。聽到了這些消息，我們自然也
希望能夠跟上時代。可是教會不能光是為了
列印週報，而購置一套超過 2000 美元的設
備。我們只能請極少數家中有電腦的會友擔
任這份工作才行得通。但是誰家有電腦，有
這方面的專業，而又有意願一週復一週的編
寫週報呢？

感謝主，縱使有諸多困難，第一張用電
腦列印出來的週報終於出爐。它不但工整，
易讀，還比手寫版提供更多的內容。並且，
毫無間斷的，每個主日它都按時分發到會眾
手上。這位負責週報電腦化的幕後英雄，到
底是誰？除了先前用紙筆寫週報寫到手軟的
那位同工之外，還會有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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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的教會週報1991 年的教會週報

他就是林子傑。

幾個月順利的過去了。有一天，子傑兄
打電話給我。他問我店裡是否有展示下列的
電腦：

IBM PC， 640K， Hercules Graphics Card

Epson MX 80 Dot Matrix Printer

他說他家的電腦故障了，而週報星期六
晚上以前就得完成。如果我能夠讓他使用我
的電腦，即使只用一點點時間，他也會感激
不盡。這是十萬火急的請求。半小時之後，
子傑兄帶著一盒 5.25”磁碟片出現了。

子傑兄坐下來苦寫。我站在一邊袖手旁
觀。他使用的軟件叫做 TE。在 PC 程式幾乎
得用組合語言來寫的時代，這是個相當了不
起的產品。尤其是許多同胞根本不肯花錢買
軟體。廠家一定是相當有勇氣的理想主義者。

無論如何，中文電腦化終於嘉惠到華人
身上了。首先，方塊字一個一個在螢幕上出
現。之後，它們又一行一行被列印在紙上。
修改錯誤，既不必向別人借橡皮擦，立可白
也派不上用場。格式一但設定好了，可以一
用再用。如果沒時間完成工作，您更可以暫
時儲存起來。下次再繼續努力。

鍵盤輸入是唯一討厭的地方，礙手礙腳
的。好在子傑兄已經把教會常用的詞彙與人

名儲存在一
個詞庫。這
又節省了不
少精力。

然而，他還
是 邊 沉 思，
邊嘆息。有
數回，他疾
行到我們的
辦公室，打

電話給牧師與同工 ( 請注意，當時還沒有行
動電話這個電子玩意兒。) 這樣，不知奮鬥
了多久， 終於一切圓滿完工。子傑兄一而再，
再而三的向我道謝過後，便興沖沖的開車揚
長而去。沒想到，一個多小時之後，他又出
現在我面前。他説他得回來做些修正。因為
有些細節沒有向他解釋清楚。真遺憾，如果
傳真機已經發明的話，他就不必白跑這一趟
了。

我的同事替滿頭大汗的子傑兄不平：「75 
號公路甚麼時候才要拓寬呢？已經講過萬代
了。」

有一天，我發現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我問子傑兄， 他如何把週報的內容分成兩
半，一半印在紙的左邊，另一半印在紙的右
邊 - 今天我們把這個動作稱為「多欄設定」
與 「橫向列印」。

他的秘密原來是這樣。首先把文件印出
來，然後把你要的部分剪下來，安貼在另
一張紙上，最後，再把這張剪貼版拿到復印
機上拷貝，不就是了嗎？用甚麼剪？用甚麼
貼？當然是剪刀與漿糊啦！小朋友的勞作
用具與太空時代的電腦文書處理功能是一樣
的。

子傑兄見我瞠目結舌，忍不住破口大笑：
「手藝不錯吧？連你都看不出來！不過你要
用鋒利一點的剪刀或刀片，而且小心不要傷
到手。」

一個主日，在崇拜之前，我看到子傑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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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幾位招待在一起對折週報，以便發給剛進
門的會眾。角對著角，邊沿著邊，他小心翼
翼的折著。這也難怪，每一張紙都是他血汗
的成果呀！

有人提醒大家：「不要説笑了！快一點折，
就要沒時間了！」

是呀，光陰流走的速度比我們想的還快。
誠如古人所言：「逝者如斯乎，不捨晝夜。」

這些原始而又富有創意的文書工作，都
是 30 年前的陳年往事了。今天已經沒有幾
個人知道林子傑曾經負責週報電腦化的重
任。跟他一起並肩努力的紀牧師已經搬到別
州 25 年。而我們的禮拜堂也遷移 10 年了。
之後，人數也大大增加了。

電腦再也不是教會預算中花不起的奢侈
品。長輩們人手一機，或數機， 熟練的運作
著。三位牧者，江東龍牧師、謝大中牧師，
與余祈讚傳道， 都是科技高手。而他們旁邊，
更有一羣極客 (geek) 在支援他們，把通訊
印得更快，把會員拉得更近，把福音傳得更
廣。

藉著信、望、愛，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繼續成長。在這一段相當長的日子當中，跟
著教會一路走過來的週報，它的印製技術也
改變了許多。使用汽車與地線電話來交流的
日子早已遠離我們而去。Email 和 LINE 已
經替我們代步與代勞。在擁有最前端的彩色
雷射幾年之後，那一位還記得撞針式印表機
也曾經被用來列印週報呢？就算傳真機也該
被淘汰了吧？

 科技帶來奇蹟。有誰能預測，數年之後，
我們的週報會演變成甚麼樣子呢？也許它會
以三度空間、伊士曼彩色的形式出現。極有
可能，報告事項除了以文字敘述之外，還伴
有身歷聲，高解析度的影音。而每當一個會
友的名字被提起時，一張玉照就會從週報中
跳了出來。這樣，我們再也不必向臨座詢問
那人是誰。甚至，到時候，生技產業已經發
展出一系列的抗老藥物。借助於這些特效藥，
那幾位曾經為神與教會奉獻他們的時間與精
力，行事被記載在教會週報，而又被遺忘的
會友們，或許，他們的面貌將會從我褪色的
記憶中，一一回復過來。

A Reflection Moment with Weekly Bulletin   By Wenn-wed Lin

‘Tis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let blooming alone.

An old poet wrote to relate his lonely self to 
the last flower in the garden. But he couldn’t be too 
unfortunate. At least he still had memory to revisit 
his past.

One day, while sorting through things in 
storage, I came across a stack of church weekly 
bulletins. My curiosity arose instantly. Rarely had 
I laid my eyes on any weekly bulletin more than 
twice, much less saving them. They were usually 
tossed away after several weeks. But why did I 
retain these few? Was there anything special written 
inside? I sat down to read.

These bulletins were created years ago, when 
our church was smaller and the church budget was 
limited. Their appearance was not as eye-catching 
as today’s either. But before I could finish glancing 
through all of them, something sentimental caught 
my attention and I forgot why I stopped working to 
read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past, I had never considered church 
bulletins as recreational, educational, or some sort 
of reading material beneficial to mental wellness. 
I thought the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to help 
Sunday worships run more smoothly. However, in 
that afternoon, certain nostalgic feeling changed my 
perception toward the bulletins. I read agai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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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fully this time.

What I was looking at were no longer agendas 
of meetings or schedules of upcoming activities. 
Instead, what I was studying were records of a 
living history – a history where many acquaintances 
lived and worked in it; a history which I had eye-
witnessed once, forgotten for years, and now was 
struggling to call back from memory.

Although I recognized many people mentioned 
in the bulletins, there were still quite a few names 
I had no remembrance at all. I searched for their 
owners’ images, from past to present, and from one 
church gathering place to another. Nonetheless, 
no matter how hard I tried to recall, part of my 
memory might have permanently lost. I supposed, 
even if I could squeeze all my brain juice out of 
brain cells, there would still be no trace of them 
inside. Was that an indication of Alzheimer’s 
disease? If so, which stages was I in?

I became worried. Things still fresh in memory 
yesterday and not written down today, would I 
forever lose it tomorrow?

As I lamented and recounted the old days, 
my thinking slowly drifted to the late 1980’s. 
At the time, IBM Personal Computer had been 
widely used in business for some years. We heard 
many Chinese churches were using PC to print 
announcem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Naturally, 
we’d like to follow. However, our church was 
unlikely to allocate more than $2000 to purchase 
a machine for writing weekly bulletins alone. We 
must rely on church members, who had their own 
computers at home. But among these handful 
families, which ones had the expertise in Chinese 
typing? Even if they did, would they be willing to 
volunteer? 

Thanks be to Lord, regardless of all those 
concerns, the first computerized bulletin was born. 
It was neat, easy to read, and contained much, much 

more information than the hand-written version. 
And, best of all, it did not turn up just once. It was 
delivered, week after week, to the congregation on 
each Sunday without interruption. The behind-the-
scene hero, who worked hard to make this happen, 
was none but the very same individual, who had 
been writing weekly bulletins with a pen in his sore 
hand.

His name was Jerry Tzu-Chieh Lin.

Few months had smoothly passed. One day, 
Jerry called me. He asked if I had in my showroom 
a computer with such configurations:

IBM PC, 640K RAM, Hercules Graphics Card

Epson MX 80 Dot Matrix Printer.

He told me his personal computer had broken 
down and the weekly bulletin was due on Saturday 
evening. He would appreciate very, very much if he 
could use my computer to finish his work. It was an 
urgent request. Within half hour, he showed up with 
a box of 5.25” diskettes.

Jerry sat down to type and I stood behind to 
watch. The program he used was called TE, a truly 
brilliant and courageous product marketed in those 
days. In the era, when most PC applications were 
written in assembly language, the publisher must be 
an idealist, especially if you keep in mind not many 
Chinese would ever pay to use software.

Anyhow, we were finally using computer to 
create documents in our own language! One by 
one, characters appeared on screen and, line by 
line, they were printed on paper. There was no 
need to borrow erasers and white-out, as making 
corrections was easy. The layout, once set up, could 
be used again and again. In case you did not have 
time to finish; no worries, the document could be 
saved and recalled, like any file should.

The only draw back was keyboard entry. It was 
awkward and painfully slow. Fortunately, Jerry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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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a small library of commonly used terms and 
church members’ names to save time.

Still, Jerry stopped and grunted occasionally. He 
rushed to my office phone to call pastor and church 
members before resumed typing. (Remember, 
in the old days nobody had a gizmo named cell 
phone?) Finally, he told me he had finished. After 
thanking me repeatedly, he hopped into his lorry 
and took off in a merry mood. But an hour and half 
later, he had to come back to make corrections. He 
was all sweaty from the traffic jam. He said there 
was a miscommunication between him and the 
pastor. How unfortunate! If only fax machine or 
email were invented, he would not have to make 
this extra trip.

“When will Highway 75 be widened?” My 
colleague complained about the inefficiency of this 
government project.

One day I found something technically unlikely. 
I asked Jerry how he could divide his text into left 
and right panes and print both panes side by side 
on one piece of paper, a practice called “column 
setting” and “landscape printing” nowadays.

Jerry told me his secret. Print your file on 
paper. Cut out the portions you need, arrange and 
paste them together onto another piece of paper. 
Then place this patched-together version on a copy 
machine to make final, presentable copies. Use 
what to “cut and paste?” A pair of scissors and a 
tube of glue, of course! Kids’ school supply does 
the same job as modern day word processors.

Seeing me speechless, Jerry laughed heartedly: 
“Not bad craftsmanship, right? You can’t even tell. 
Just make sure your scissors or blades are very 
sharp and don’t hurt yourself.” 

One Sunday, before the church service, I saw 
Jerry and other volunteers folding a stack of weekly 
bulletins before handing them out to attendees. 
Corner against corner, edge along edge, he did that 

so very carefully. But how could we blame him? 
After all, every piece of paper was the result of his 
time, patience, and devotion.

Someone reminded everyone else: “Stop joking 
and hurry up! There is no much time left.”

Indeed, time moves more quickly than we 
think, as once proclaimed by Confucius on a river 
bank: “The bygone alike that flows by, relentlessly 
day and night.”

All those crude yet creative text-editing 
businesses occurred some 30 years ago. Today 
few people realize Jerry Tzu-Chieh Lin was once 
in charge of computerizing our weekly bulletins. 
Pastor Chi, who worked alongside Jerry, moved 
away 25 years ago. Our gathering place has 
relocated from Garland to north Plano for 10 years 
and the size of congregation increases substantially.

No longer is computer hardware unaffordable in 
church budget. Never before had we seen so many 
elders deft at one or more electronic gadgets of 
their favor. All three pastors, Daniel, Jonathan, and 
Paul, are experts in modern technology. In addition 
to that,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geeks at their sides 
to help them send announcement quicker, bring the 
congregation closer, and spread the Good News 
wider.

With faith, hope, and love, the FCCD continues 
to thrive. It has come a long way, so has the method 
its weekly bulletin is produced. Long gone were 
the days when making contacts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land-line phones and vehicle transportation. 
Emails or LINE does the walk for us. Impact 
printer is ages old. We have been using state-of-the-
art color laser for years. Even fax machine is old-
fashioned. 

Technology does wonders .  Who knows 
several years from today, what will our weekly 
bulletin evolve into? May be it will, by that time, 
be presented in some sort of 3-D, multi-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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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e. Possibly, when we open the bulletin, 
the announcements will be showcased in high 
definition videos and surrounding sounds in real-
time. Hopefully, each time a name is mentioned, 
his or her photo will automatically pop up from the 
hand-out and we will no longer have to, with guilt 
and embarrassment, ask neighbors who that person 
is.

Better yet, an array of anti-aging drugs could 
have been invented by pharmaceutical firms. With 
the help of such magic potions, perhaps, the once 
familiar faces of thos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had 
contributed so much of their time to service God 
and church, made their names into the Bulletin, 
and been completely forgotten, would, one by one, 
reemerge from my faded memory.

1994 English Sunday Bulletin

笨
鳥 慢 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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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到貴寶地

因著老公的 Job relocation，我們是從 New 
Jersey 搬來 Dallas 的。
一下飛機，穿著厚大衣的我們：
仰看燦爛的陽光，耳聽啁啾的鳥聲，很是驚
喜；
北方還下著雪呢，公路常常灑鹽，陰溼又寒
冷 ...............
德州卻如此明亮溫暖，寬闊乾燥，心中很是
感謝主耶穌。
“Everything is big in Texas.” 還真不是
蓋的。
德州的公路，車道多，路面寬，路標也清晰。
城市的版面比 New Jersey 的大氣，
民宅的格局也比 New Jersey 的闊綽。

為了好好認識這個城市，
我與老公開車沿著 Belt Line Rd. 走， 開
著，開著 .......
開到了一處，居然看到了寫中文字的招牌。

趕緊開過去，仰頭一看，“華人活動中心”，
走進去，裡面居然有圖書室耶，可以借中文
書籍喔！
門口還放了免費報紙，在上面我們看到了：
「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
這邊居然有台灣教會耶，太奇妙了！
在我們住的 New Jersey 小鎮，沒有華人教
會，我們是上美國教會的。

主日到了，我們鼓起勇氣，找了好久，終於
找到了台灣教會。
進去的時候，已經遲到，門口有姐妹當招待，
非常親切．
我們拿了程序表，摸到後排，坐了下來，
唱著台語詩歌，聽著台語講道，好像又回到
台灣。
聚會結束了，我們與牧師握手道別。
走到門口處，有一位先生，文質彬彬地問候
我們，
還一路送我們到我們的破車旁，他鞠躬 35
度跟我們說再見。

( 因怕被認為是沒禮數的青番 )，我們趕緊
地，鞠躬 37 度，
他又鞠躬 40 度，趕緊地，我們鞠躬 42 度，
依此類推 .......
我們開動了車子，要走的時候，他還親切地
跟我們揮手道別。

以後的每個主日，這位先生都過來與我們寒
暄問候。
我們猜他應該是單身族，因從未看見他老婆。
我們猜他應該是長老，才會這麼有愛心有恆
心地關照 new comers。

後來，我們才得知：
這位先生的芳名叫李耀亭，他的嬌妻叫鄭美
香，
李先生那時還沒受洗，他不是長老。
哇！連平信徒都這麼有愛，這間教會好溫馨
啊！

2. 起飛跑道

來到教會的第二個禮拜，有位孫淑坤姐妹，
熱情地過來招呼我，約我與她一起為教會煮
主日愛餐。
所以在第三個主日，我就勇敢的獻出我的大
鍋菜處女作。
孫姐妹與我約定：她負責肉食，讓我預備蔬
菜。
你看，好心的她，讓我負責的是較輕省的部
分。

週六我趕緊去採購一大筐的山東白菜。
週日早上，我三點就起床，急著邊看食譜邊
煮“開洋白菜”。
我用家裡的鍋子，煮了八次“開陽白菜”，
再倒入教會的大鍋中。
不 擅 作 菜 的 我， 累 得 人 仰 馬 翻
的 ........................
聚會時間快到了，趕緊與老公抬著這ㄧ大鍋
菜到教會的廚房去。
聚會快完了，要吃愛餐前，我急著先到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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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熱菜。
一打開：裝「開陽白菜」的大鍋，我只看到
了一大鍋湯飄著少許菜葉子。
沒煮過大鍋菜的我，不知道：
山東白菜長時浸泡在熱湯汁中，是會愈浸愈
化水的。
我差點兒哭了！就這麼一鍋沒菜少葉的湯
汁，怎麼 serve?
我與孫姐妹，就死馬當活馬醫，還是 serve
了。
我的心情超低沉的，覺得非常挫敗，也覺得
很抱歉；
覺得孫姐妹真有夠衰，有我這麼差勁的合作
者。
可，孫姐妹，從始至終，都笑咪咪，沒責備
我一句。

這是我煮大鍋飯的起跑，真是土！土！土！
後來老公去 Kingsville 的 Texas A & M 大
學，教書 10 年期間，
在「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情況下，
我們辦了家庭團契。
當學生端著半生不熟的派，或燒焦的鍋貼過
來時，
我總是笑咪咪的說：“好吃！真好吃！”
我記起了：孫姐妹當年對我的包容與鼓勵。

後來，牧師來探訪，提起兒童主日學需要老
師。
我就又孤勇地上陣啦！
那些年啊，我教的兒童主日學，有幾個過動
兒，其中印象最深的的有兩位；
一個嘛，我私下給他取名叫小霸天；
另一個，我私下給他取名叫小霸王。

這小霸天啊，番名在外，每個老師都略有共
識，
小霸天的爸爸也知道自己的兒子，有時番番
的；
並不護短，他特地來告訴我：
「若我的孩子不肯聽話，妳可以隨時來會堂
叫我。」

我知道，我若去找小霸天的父親過來，
結局是：小霸天那雙小胖手，會挨打，手心
會疼，會腫。
可憐啊！盯著那雙有酒窩的小胖手，我覺得
就再忍忍唄。
所以啊，小霸天再怎麼鬧騰，我都沒去找他
爸過來。

這小霸王呢？ 他是小霸天的「換帖的」；
兩人嘛，都屁股尖尖的，抖來扭去的，動個
沒時停，
有如鐘擺一般，一副「動者恆動」的狀態。
有時，又像布穀鳥鐘一般，邊動邊發出怪聲。

有次，教室的門忽被打開，有位姐妹扶著門
把，
陰陰的笑著，說：
「這個教室這麼吵，我還以為是沒老師呢。
  原來是你在授課啊！」
「對不起！對不起！我再試試，叫他們安靜
些。」我慌亂地起身說。
轉頭，連忙修正我所謂的「愛的教育」，叫
這些小牛犢靜坐下來。

使出渾身解數，讓他們坐了整堂課，
最怕的是，忽有人敲門，說：
「聚會時間要加長，你就再多教半個小時罷。」
這時啊，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唉！我老公後來也見怪不怪了，主日結束後，
見我頭髮散亂，衣服皺巴，一顛一跛的有如
鬥敗的公雞，
就提著我的衣領將我擰回車上，開車回家了。

你說什麼？小霸天
與小霸王是誰家的
孩子？
師道嘛，除了明明
德以外，還需尊重
個人隱私。
所以啊，他們是誰
家的小孩，不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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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啦。

重點是：
我想對教會的兄姐說：
在教會裡，無償服務的人，是因為愛主，也
因為愛教會。
讓我們對他們的付出，多些珍惜，多些鼓勵；
讓我們對他們的不足，多些寬容，多些諒解。

重點是：
我很感謝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讓我這個笨鳥有學習服事主的機會，有學飛
的跑道，
恩典地給了我許多成長的時間與空間，
有如小鳥學飛，我學得跌跌撞撞的，倒也受
益良多！
一路走來，很感謝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給了
我溫馨的包容。

後來，我們在 Kingsville 辦家庭團契的時
候，
那些雙十年華的學生，人人的個性也皆不同。
但是經歷過教小霸天與小霸王的攀岩階段
後，
我覺得嘛：Kingsville 的學生，真是既文
靜又講理。

3. 聖經的良言

來美國後，我遇到了部分華人，
他們只鍾情看家鄉的新聞，只鍾情與家鄉的
親友聯繫，
不喜與教會有交集，也不喜與華人來往。
平安時，多少有些孤寂，不順時，更是孤寂
加上惶恐。

每次，要與學生告別，我最後的叮囑總是語
重心長：
「你要記得讀聖經，也要記得上教會。」
因為聖經裡說：
「你的朋友和父親的朋友，你都不可離棄。
 你遭難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

  相近的鄰舍，強如遠方的弟兄。」
   ( 箴言  27:10)
無論是否平順，我們都需要朋友，需要好的
朋友。

你說什麼？ 你對教會裡的人曾感到失望？
根據統計，我們遇上的人，至少百分之十，
是我們無論做什麼，他們都不會滿意的。
反之亦然，無論他們做什麼，我們也不可能
有共鳴。
在教會中，與在社會中一樣，我們可能會遇
到：
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
但是，我們也會遇到真正的患難之交。

在舊約聖經裡，有個故事，記載在列王記下
第四章：
有一個先知門徒的妻，，跑去向先知以利沙
哭訴：
「你僕人我丈夫死了，祂敬畏耶和華是你所
知道的，
  現在有債主來，要取我的兩個兒子作奴
僕。」
以利沙問她說：
「我可以為妳做什麼呢？妳告訴我，妳家裡
有什麼？」
她說：「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沒有
什麼。」
以利沙說：
「你去，向你的鄰舍借空器皿 (containers)，
不要少借。回到家裡，關上門，你和你兒子
在裡面，將油倒在所有的器皿中，倒滿了的
放一邊。」
婦人去向朋友借器皿，回家後，關上門，將
油倒入借來的器皿中，這油總倒不完，不斷
地湧出，最後當所有器皿都滿盈了，油就止
住了。
在那年代油是很難得，很珍貴的物資。
婦人欣喜地跑去報告以利沙，以利沙說：
「你去賣油還債，所剩的，你和你兒子可以
靠著度日。」
這個婦人與家人都尊敬上帝，都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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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麗卿姐妹（前排左三 ) 在 Kingsville 時

的家庭團契

當她需要幫助時，她跑去找神職人員，以利
沙對她說：
「我可以為你做什麼？」
在危急時，能有人對你說：「我可以為你做
什麼？」
是多麼大的安慰，多麼大的盼望！
當她需要器皿來盛接神的神蹟與應急的祝福
時，
她在教會的朋友中借到了許多許多，
她所盛接的量是得勝有餘，是還債後還有剩，
是多到以後還可以靠著度日的。

如果我們是這位婦人，我們能借到多少別人
的器皿？
如果我們需要代禱，我們能得到多少別人的
代求？

在神的家中，我們有機會守望相助，
我們有機會，得到應急的幫助，我們也有機
會成為別人的幫助。
這是雙向的福份：
當我們需要幫助時，教會中有人問：「我能
為你做什麼？」
當教會需要幫助時，我們也有機會問：「我
能為你做什麼？」
在被助與助人的過程中，我們體會了神的慈
愛，
這份愛助我們走入光明的和平，也救我們遠
離罪惡的陰暗。
教會是磐石，是神所設立的，是我們心靈的
家。
我喜歡鼓勵人上教會，因為這是一輩子都蒙
福的好習慣。

在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創立四十週年的日
子，
讓我們向主耶穌獻上感恩，這個教會能矗立
四十年是出於主的恩典，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也相信：
主的豐盛恩典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是不
改變的！
我們相信明天會更好，這葡萄樹會結出更多

更美的果實。
「以耶和華為神的，那國是有福的；
  祂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
  因為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祂的人，和仰望
祂慈愛的人。
  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和華，祂是我們的幫
助，我們的盾牌。
  我們的心必靠祂歡喜，因為我們向來倚靠
祂的聖名。
  耶和華啊，求祢照著我們所仰望祢的，向
我們施行慈愛。」
  ( 詩篇 33:9-21)

PS:
感謝江東龍牧師與許多同工們，多年來，
教導我們：打那美好的仗，跑那當跑的路，
守住所信的道。
也感謝大家，在我得乳癌的療程中，
為我代禱，讓我得到力量，平安度過那些走
危橋的日子。
在 Kingsville 學習服事的日子裡，
感謝江牧師與李耀廷兄，鄭美香姐，所給予
的關懷與鼓勵。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祂用厚恩待我；
 我倚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因祢的救恩快樂。」
(詩篇 13:5-6)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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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老

服事神 的 途徑

文 / 盧義雄

年老服事神的途徑可從三方面來思考。 

A 學習年老還能繼續服事神的榜樣； 

B 學習聖經、裝備自己； 從三方面裝備自
己； 第一，從每周的主日學得到裝備；第二，
從系統性的學習得到裝備； 第三，鼓勵中
生代參與系統性的學習裝備，為神國儲備事
奉神的人材。 

C. 參與兒童主日學事工。

A. 首先要思考並學習年老還能繼續服事
神的榜樣。傳道書十二：2-6 描寫年老的寫
照眞是淋漓盡致。年老時不但身體衰弱，心
理也非常恐懼害帕。「不要等到日頭、光明、
月亮、星宿變為黑暗，雨後雲彩反回 ; 看守
房屋的發顫，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
息，從窗戶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門關閉，推
磨的響聲微小 ; 雀鳥一叫，人就起來，唱歌
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處，路上有驚慌 ;
杏樹開花，蚱蜢成為重擔 ; 人所願的也都廢
掉。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弔喪的在街上往
來。銀鍊折斷，金罐破裂，瓶子在泉旁損壞，
水輪在井口破爛」(傳道書十二：2-6)

那麽這段經文的重點是什麼呢 ? 偶而在
聖經廣播上聽到 Dr. Chuck Swindoll ( 達
拉斯神學院退休院長）在傳道書十二：2-6
的講解，他的結論就是「最害怕的就是年老
變成沒有用 (useless) 」。如何克服這心理
上的困難呢 ? 讓我們來看看迦勒事奉神的
榜樣。 

聖經告訴我們，迦樂與約書亞是兩位以
色列人， 經過 40 年的曠野漂流，不但還活
著，並且進入神所應許的迦南美地。當迦勒

40 歲的時候，摩西派他與其他十一個探子，
探索迦南地的人民、軍事等；回來之後他與
約書亞堅決主張進攻迦南，不要害怕，因為
神與以色列人同在。經過 45 年之後，迦勒
已經 85 歲，還是健康如 40 歲的時候一樣，
要求約書亞將希伯崙分給他，希伯倫的居民
是兇猛巨大的亞納族人，最終迦勒把他們趕
出希伯崙，戰勝敵人。

   約書亞記 14:8-9「.... 但我專心跟從耶
和華我的　神。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
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業，因為
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　神。』

   約書亞記 14:10-12「.... 看哪 !現今我
八十五歲了，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
的那天一樣 .... 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
的山地給我 ....」

從這兩段聖經記載有兩點很值得我個人
學習：

1. 迦勒的信心，完全順服神，因為有神的
同在，一定能進入迦南。

2.85 歲的高齡還繼續服事神，從不間斷，
最終勝利；把迦南的頑強巨人趕岀希伯崙。

我的信主與服事受到岳父大人林異醫師
的影響很大很深。他就讀台南長榮中學，從
小就信主，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在台灣鄉下
的小教會服事，但他的心志是很宏偉的；他
是基甸會的會員，熱心分發聖經給全世界各
種不同機構，更難得的是他在老年八十多歲
時，還常常到美國參加國際基甸會議，關心
國際基甸會的事工。他到年老時還繼續不停
的服事神，這種精神很令我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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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方面思考； 學習聖經、裝備自
己。 讓我分享個人學習聖經的經歷如下：

1. 從 FCCD 主日學得到裝備；在成人主
日學的課程做學生聽敎師的講課可以學到很
多；如果是擔當敎師的角色則是受益更多。
多年來擔當兒童主日學的敎師花很多精神準
備教材，收穫匪淺，尤其看到孩子們身體與
屬靈的增長，更是喜悅 !

2. 從系統性的學習得到裝備： 參加 (1)
陳宏博牧師傳道人培訓班（2003-2005）以
及就讀 (2) 四海聖經宣教學院（2009-2018）

我從 1980 年 9 月 8 日信主之後，神給我
很多機會服事祂！到 1986 年底 FCCD( 達拉
斯台灣基督教會 ) 正式遷入自己的教堂，開
始有兒童主日學後，我就自願擔當兒童主日
學教師。從那時候開始，我就一直想要裝
備自己，好好為主所用。這個意願一直到了
2003 年初，陳宏博牧師舉辦傳道人培訓班，
才有點新的希望。我與我的太太，及其他
20 多位不同教會的同工，經過兩年半的學
習（每周星期六整天），終於告一段落，之
後又停頓下來。從 2009 年 7 月開始，我第
一次接觸到四海聖經宣教學院的課程，經過
四年多的時間，彼此學習，終於畢業。但是
學無止境，從 2013 年 11 月畢業後，仍然繼
續在四海聖經學院上課到現在也有四年多的
時間。感謝神繼續帶領。四海神學院學員組
成包羅萬象，有年輕的，有不很年輕的，大
家在一起不分彼此，互相學習，互相幫助，
很感謝。其實只要有心學習，年齡不是我們
的敵人，年齡是我們智慧的表徵。我鼓勵各
位年長的弟兄姊妹，只要你有一顆學習的意
願，上帝會幫助你，成全你的意願，裝備自
己，好好服事神。

3. 鼓勵中生代參與系統性的學習裝備，
為神國儲備事奉神的人材 -- 敎會非常期待
中生代的弟兄姐妹擔當敎會更多的事工， 所
以我時常鼓勵教會約書亞以及家樂團契的兄
姐，在年青力壯時，多多花時間研習聖經，
為神國儲備事奉神的人材。

C. 兒童主日學事工。 從三方面分享我個
人的經歷如下。

1. 首先認識兒童聖經教育的重要性。從
下列經文讓我們體認兒童事工的重要。 
(1) 申命記 6：6-9.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
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
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
要談論 ;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
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
門上。」 (2) 箴言 22：6「教養孩童，使他
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3) 
詩篇 127：3-5「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少年時所生的兒
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滿的人，便
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
必不至於羞愧。」

2. 享受 (Enjoying) 你的教導：數年前
在台灣屏東敎會的支援下做了短宣，在國立
屏東女中的敎師團契分享下列經文：馬可福
音 10：13-16「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
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人。耶穌看
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
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
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 : 凡要承受神國
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於是抱
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以賽亞書 55：8-9「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
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
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馬可 10：
13-16 告訴我們耶穌非常重視孩童；賽 55：
8-9，期待我們的老師要有擔當先知角色的
勇氣，敎導學生抵擋邪惡的世界。在短宣期
間，我也在屏東基督教醫院的洗腎中心傳福
音。當時我看到很多病人都渴望聽主的福音。
鬆土的工作己經開始，而且所播下的福音種
子很快就要發芽，等候我們去收割。盼望各
位兄弟姐妹們，在我們一生中，至少能夠參
與一次的宣敎，經歷神豐盛的大能與恩典。

3. 分享 (Sharing) 李揆中博士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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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ei Chung Lee， Ph. D.， M.D.）李揆中
是敎會近年來很有成就的青年。古人説：有
其父必有其子，揆中的父母親就是我們敬重
的李耀亭、鄭美香夫婦。 揆中不但拿到哲
學博士 (Ph.D.)，並且拿到醫學博士的學位
(M.D.)，這是很光榮而且不容易得到的成就。
當然，揆中的努力很重要，父母的敎導也不
可否認。神是信實的，施恩給忠心服事祂的
子民，如同李耀亭、鄭美香夫婦。數十年前，
李揆中是我敎導的兒童主日學的學生，他的
成就也給我很大的鼓勵。盼望年青的兒童主
日學老師們，學生不聽話，不要灰心，有一
天你 ( 妳 ) 會享受 ( 分享 ) 他們身心靈的
成長。

    誠心的期望教會的中生代能趁身強體健
時，投資更多時間精力研讀聖經，接棒未來
神國人才傳承的事工；辛苦教導兒童主日學
的老師們，也許活潑好動、不聽話的小朋友
讓你頭痛萬分，甚或偶有「不如歸去」的念
頭，請不要放棄，因為將來他們都可能成為
另一個李揆中 ! 而身為教會長輩的我們，雖
然體力、記憶力確實不如以往，但別忘了，
經文告訴我們：年老的有智慧 ; 壽高的有知
識 ( 伯 12:12) 。 只要有心，願意貢獻我
們的經驗、智慧，一定可以找到適合的途徑
服事神，大家互相期勉吧！

 

 

 

 

神 的

時間表

文 / 陳愷之

      陳淑芬

 

2010年的復活節，我們一家三口
一起受洗了。看似簡單的

一句話，但回想起來卻是一段漫長的經歷。
1997 年的冬天因為工作的轉變須從丹佛市
搬遷至聖路易市，那也是我們接觸教會，認
識神的開始。 之後又因為工作因素搬至加
卅，當時已經有了 Raymond，生活的壓力及
責任負擔也更加沈重了，雖然經常在教會聚
會，也接受種種教導，但對於信仰卻仍信心
不足，不懂全然信靠神，也不懂如何把重擔
交托給神，每當面對挫折痛苦的時候不禁地
埋怨，也常逃避遠離神。然而偉大的救主並
沒有因此停息對我們的關愛及試煉。2000
年再一次因為工作的變動來到了休士頓，我
們受到的挫折仍然不斷，當我們信心跌至
谷底之際，教會弟兄姊妹的關愛幫助也不
斷，他們常為我們禱告，持續支撐著走我們
前面的道路。我們就這樣在天父的羽翼下蒙
受祂的恩典，卻又同時承受臺灣習俗觀念的

作者盧義雄弟兄長期致力於主日學教師的服事︐目前也

擔任 FCCD 建堂委員會主席︒上圖為盧弟兄在 2018 春

季成人主日學教授但以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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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綁，心中倍感困惑，在那些年當中，內心
掙扎不曾間斷，常常問自己是否要受洗成為
基督徒？但似乎仍然找不到答案。2001 年
又無預警的因為工作來到達拉斯，這一路這
麼跌跌撞撞起伏不定的我們，迷失了，我們
回到故我，成為那所謂迷途的羔羊，因此到
教會聚會的次數就愈來愈少了，也就這樣渾
渾噩噩地遊盪了許多年。直到 2009 年經過
Billy 和 Samantha 夫婦的介紹來到達拉斯
臺灣基督教會，感謝主因為他們的帶領，讓
我們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深深地感受到神的
心意，也在這屬靈的大家庭裡成長，於是在
2010 年決志並接受主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
救主。

這是我們信主的過程。在那迷失的幾年
當中，神並沒有放棄我們，衪讓我們跳出原
來的框架，重新釐清思緒，一群天使在我們
身邊不斷地關懷著我們，看似遠離神的我們
卻也因此更體會到祂的美意。記得未受洗之
前最怕有人問我們什麼時候要受洗？因為我
們已經問了自己無數次了，但都沒找到確切
的答案，神有祂自己的時間表，祂的計劃大
過我們所想的，衪給了我們足足十二年的時
間去經歷， 思考和學習，並耐心教導、等候
我們全心的順服，來到衪的面前。感謝主！

我們來到這屬靈的大家庭已經九年了，
在信主後的這些年我們滿心感謝神，祂讓我
們的生命有很大的轉變，心靈有了依靠，不

再畏懼，也學習如何交托信靠神，心中有了
平安，喜樂更是隨之而來。

感謝江牧師的帶領，他幽默風趣且又能
確切表達神的訊息，淺顯易懂的解説、也讓
我們很快的明白了解聖經的教導，感謝主！
好喜歡每個主日走入教會時看到一群為主服
事的大大小小，親切地彼此關懷問候，就像
回到家一樣的溫馨，這份來自神的愛我們在
這個大家庭裡，深深地感受到了，就如同聖
經上說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
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
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
神就是愛」；回想在 FCCD 的這些年，我們
所得的遠遠多過我們所付出的，神賜予的恩
典也無以計數。 感謝神， 衪從沒放棄過我
們，也深切相信神對我們的人生有祂的時間
表和計劃，因為耶利米書這樣說 :「我自己
知道我為你們所定的計劃，是使你們得平安，
而不是遭受災禍的計劃；要賜給你們美好的
前程和盼望。」阿們！

◆	陳愷之弟兄全家福

作者陳愷之弟兄與陳淑芬姐妹 ( 右圖左 ) 夫妻多年
來同心負責教會影音組事工

陳淑芬姐妹也同時擔任兒童主日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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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契

約書亞團契聚集了教會的中生代成員

及一群可愛的小朋友

聽聽團長林敏華 (Karen) 及其得力助

手陳吟婷（Angela) 的信仰歷程 .......

在服事中成長
文 / 林敏華

在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參加聚會已經
十二個年頭。從剛到美國的茫然無

知，一直到現在已經習慣了所有在達拉斯的
生活，教會就像我第二個家那樣的給我故鄉
的溫暖。也正因為如此，在教會中的我，就
像待在父母家中的小孩一樣，感覺總是備受
照顧而鮮少付出。靈性上也是如此，十年過
去仍然只是個喝奶的嬰孩。

就在三年前的退修會，那時約書亞團契
改選團長，沒想到我不知為什麼突然被聖靈
感動，竟然脫口而出說我可以試試看，就這
樣已經做到了第三年。接下團長一職真是戒
慎恐懼，因為之前的團長都帶領得很好，好
幾次我都問自己，我只是個喝奶的孩子，如
何能為主、為弟兄姐妹做好這工呢？又該怎
麼做呢？

然而主有祂的帶領，祂讓我發現到我對
聖經的了解需要加強，這樣可以讓我在服事
上有大大的幫助。以前的我很少讀經，但為
了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弟兄姊妹來親近主、
認識主，於是我強迫自己參加查經班，並且
和教會的姊妹相約讀經，也因此得到了許多
靈性上的成長。另外，以前的我是完全不敢
在他人面前出聲禱告，也因著當團長的需要
而慢慢地在禱告上有所進步。

在這段期間最感動的就是團契中的愛與
互助。每一次只要有需要，弟兄姊妹總是可
以一起出動來完成所有不可能的任務，像是
每年農曆年前，近百人的的火鍋聚會；烤肉
活動；戶外踏青；父親節的剉冰…。在沒當
團長之前，我是一個幫忙者的角色，但在當
團長之後，要籌備這些活動，安排弟兄姊妹
負責的事情，一開始很擔心，怕事情沒有處
理好；但感謝主，大家是這麽地熱心參與，
讓每一件事都能夠順利完成，和以前的角色
調換，讓我更能夠感恩以前團契的帶領人的
付出。

許多弟兄姐妹，也包括我自己，在未參
與服事之前，總覺得服事就是付出。但自己
真正做了之後才深深體會到，其實收穫最多
的是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更認識主、更愛
主了！

作者林敏華 ( 左一 ) 與先生、女兒在 2018 復活節女兒

受洗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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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吟婷

常聽人問我為何信主？有何見證？以
前總覺得自己沒什麼見證可以和人

分享，總覺得好像說服力不夠，更別說要
傳福音了！其實信主是否一定非得要經歷苦
難、經歷神蹟才能經歷神才算見證 ?!

我信主的原因其實再簡單不過的兩個字 
-「平安」。第一次有這樣的感受是在進入教
會不久之後，2012 年初的一個主日，剛好
在農曆年前，我的四叔在台灣發生了非常嚴
重的車禍，當天早上我一如往常打電話回台
灣問候家人，但電話那頭卻傳來這不幸的消
息， 且媽媽說醫生已經要家屬做好心理準
備，頓時腦筋一片空白，六神無主的情況
下，突然有一個念頭就是禱告， 當天剛好是
主日，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我要去教會禱告，
當禱告的念頭進到心中的時候，我感受到一
種平靜的力量在心中油然而生，對於當時還
是非基督徒的我而言是很神奇的感受！藉由
牧師和教會弟兄姐妹們合心的禱告，四叔終
於在昏迷的狀態中甦醒，我也能藉由大家同
心的禱心的禱告安慰著台灣的親友們。感謝
主！在我徬徨無助的時候，讓我可以藉由禱
告經歷到祂與我同在的平安！

因著這股神奇平安的力量以及感受到這
個大家庭的溫暖，我找到了歸屬感，儘管當

時對聖經的認識懵懵懂懂，但藉由牧師的講
道、查經班姐妹的見證分享，我感受到基督
教有別於我從小所接受的傳統信仰，神的話
語是可以給人安慰，是教人用正面態度面對
問題，解決心中的疑惑和不安！不同於傳統
信仰中認為這是宿命、是個人的業障，只能
消極的壓抑自己的感受去接受一切。

轉眼間進入教會也有五年多的時間，回
首這些年一路走來，感受到主一步步的在帶
領我，讓我可以從聖經中神的話語得著力量，
從詩歌中得著安慰，祂總是在我身邊安排一
些天使陪在我身邊，感謝牧師，師母和在主
裡的好姐妹們，在我生命的每個關卡和低潮
時她們牽起我的手為我代禱，藉由從主而來
的平安成為我隨時的幫助。親愛的天父，謝
謝祢一路引領保守著我和我的家庭！期盼自
己也可以將這平安的福分和喜樂活出來，帶
給自己的至親好友，活出主的榮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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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到了
迦南美地

文 / 陳豐盛

在走遍南北半球，住過美國東南西北
部，每到一個新的地方，我們務必

找一個屬靈的家—教會。感謝主，在世界的
各個角落都有許多的華人及台灣人，更感謝
主的是在我們到過的城市也都有台灣人的教
會，因此讓我們在異鄉有著同鄉的友情撫慰，
教會兄弟姐妹的相處關愛，聖靈的同在及帶
領。我們一路走來倍感上帝的同在及恩待，
兄弟姐妹在主裡的互相關懷、成長是很重
要的， 使我們在他鄉作客時就不感到孤單。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
立比 4:13）

 
  初來乍到達拉斯這新的地方，先到了華語
教會主日聚會，然後也參加了週間小組聚會，
氣氛雖然熱絡，但內心卻覺得孤單寂寞，因
為與其他組員來自不同的海峽兩岸，雖然沒
有政治意識的衝突，但的確有思想觀念的隔
閡，所以就興起了出埃及入迦南的念頭。在
一個半月後，看到華語報紙的本教會廣告，
就抱著好奇探險的心來到了達拉斯台灣基督
教會 (FCCD)。一來就像「老鼠遇上大米」，
就覺得這是我屬靈之家，毅然決然地留下來
了。一來讓人感覺有如身處台灣之自在感，
二來牧者的信息，深入淺出，容易消化吸收，
幫助我們靈命的成長。在此我們的思鄉情愁
得到了慰藉；心靈糧食得到了供應，兄弟姐
妹的互動得到了屬靈生命的成長，在這溫馨
的環境，怎麼會不留下來 ?!

 
  我們從 2013 年 9 月至今在 FCCD 經歷快五

年的教會生活，讓我們心身靈得到了飽足。
要感謝上帝讓我們在工作上常有自己可應用
的時間，所以我們參加了兄弟姐妹團契聚
會，也參與了家樂團契的一切活動，更參加
了週五早上查經聚會（現在由牧師正名為美
門查經團契），及週五晚上詩班的練習。上
帝的恩典和慈愛是何等的大！在這許多的教
會屬靈生活中，靈命得到了滋養，感謝讚美
主，將榮耀歸與愛我們的阿爸天父。這也要
感謝主讓我的另一半梅珠姊妹，有一顆每會
必到的渴慕的心，讓我們的屬靈生命因此漸
漸的得到造就。也很感謝所有在日常生活中
互相關心扶持，在團契中互相造就的一群熱
心同心愛主的兄弟姐妹的關愛及幫補，讓
我們在達拉斯台灣教會將近五年的這段時
間，更深深的體會上帝奇妙偉大的作為及帶
領，是我們一生中最受祝福、最充實的日子。 

  我要再次鼓勵大家共同勉勵的是：我們
來達拉斯的這些日子裡，我深刻的體驗到，
基督徒的信仰生命歷程不可以做「獨行俠」
或「禮拜天信徒」，應該有屬靈的同伴及每
日的靈修及週間的教會團契活動，才能常保
持屬靈的溫度。就像我們大家家中的 HVAC 
System，如果把它設定在一定的舒適溫度，
反而是節能省電有效率，因為壓縮機會常轉
動，但不必運轉太久，就能很快達到屬靈舒
適的溫度。

 
  但願上帝的帶領，祝福我們能繼續在此
安居樂業，長安久居，因為我們過去的年
月，都在五年一搬遷的定律中，但是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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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樂在其中，可是最近這些年來，我
有愈清楚的感覺，但願神祝福讓我們在長
久流浪曠野後，能安居在牛奶與蜜的迦南
地「達拉斯地區」。在此我們更能享受到
主內兄弟姐妹互相扶持，互相造就，互
相幫補的屬靈福氣。「至於我和我家我
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約書亞記 24:15） 
回首過去所走過的路，雖有淚水但也有歡笑，
這都是神恩典的記號。再次分享讚美詩歌
「幸福」裡的一段歌詞與兄弟姐妹共勉之 ∼ 

幸福是珍惜現在擁有的，感謝上帝供應。幸
福是分享所領受的，叫別人得利益。幸福是
相信聖經所寫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

陳豐盛夫婦（前排 ) 參加週三禱告會

編註 : 陳豐盛弟兄現任教會總務組同工

︐太太梅珠姐妹現任宣道組同工︒

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與 我

文 / 隆卓靜純

兄弟團契姊妹會聚集了教會的長者

在這裡有知識與經驗的交流關懷

上圖為 2017 年復活節獻詩

被稱為千歲詩班

很高興我有這樣的榮幸來慶祝本
教會的設教四十週年，雖然我

正式參加本教會的日子不長，但回想起
來這十幾年來這教會有吸引我的地方。 
 
  當我先生隆玉麟長老和我搬來德州
Denton 幾年後就聽說 Garland 有間台灣教
會，我們就在 2004 年去參加一次主日崇拜，
覺得這教會有濃厚的人情味，又都是台灣來
的同胞，倍感親切。但因距離的關係，只
去了那麼一次。之後我們搬來 Plano。然
而 2008 年冬天因下雪天我跌傷背，不能
動彈，必須躺在床上療傷兩個多月。期間
江東龍牧師受蔣正平牧師之託來探訪，我
們才知道 FCCD 搬來 Plano。我受傷幾個月
後，因不能久坐，所以就近就來 FCCD 參加
崇拜和週五晚上的查經班。後來雖然 FCCD
的姊妹熱誠邀約，然而我們因委身於事奉
弱小教會，就繼續留在原來的教會 -NTCC。 

 
  因為原來的教會狀況有點穩定，我就在
2015 年開始再來 FCCD。 這時我先生 (隆長
老 ) 已回天家了，而我已不再開車了，因此
我很擔心的是每主日來教會崇拜的交通問
題。感謝神，感動了有愛心的兄姐自動伸出
援手接送我來教會， 如美鳳姐和忠吉兄等
人。每逢主日崇拜用台語唱聖詩時，約半年
之久，我都會感慨無量，常常百感交集，念
舊和感謝神的心油然而生，甚至暗地流淚地
唱這些從年輕時就唱熟悉的台語聖詩。

 
  在 2016 年感恩節時期，每次崇拜後報告

重擔給上帝，因祂看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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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江牧師幾乎都會鼓勵提醒大家提供節目
來慶祝感恩節。這引起我想我何不提議讓兄
弟姐妹團契也來一個節目，表示我們也對神
感恩之心。想到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唱聖詩。
經過大家表決，決定要在慶祝感恩節晚上獻
唱。可是談何容易，真正要練唱時，不少兄
姐有的說他們不會唱、有的說沒有聲音、有
的說完全不懂音樂，拍子也不會打，連簡譜
也不會看，更何況是五線譜。我就選了一首
大家較熟悉的感恩節詩歌。經過克服萬難，
大家同心努力地練習。練習中大家喜樂、有
毅力，感恩節慶祝會晚上，我想有點緊張加
上興奮，但上台前大家快樂，上台時大家賣
力地唱，終於以一群平均年齡 70 歲以上的
成員，在感恩節晚上第一次登台獻詩讚美感
謝神的恩。風評不錯，不但沒「放炮」，而
且比排練時有更好的表現。

 
  2017 年復活節前兩個多月，詩班指揮
Annie 告訴我希望在復活節我們兄弟姐妹會
能再獻唱。我聽後一方面高興有人欣賞，另
一方面擔心不知道哪一首他們可以不必花太
多功夫練的詩歌。我選了兩首，其中一首試
著加入輪唱的方式，比上次還難些。感謝神
我們大家努力同樂的認真練，他們如同上一
回一樣練起來．我們就在復活前一主日崇拜
中獻唱。會後接到幾個電話說聽我們唱的很
受感動，讚美、榮耀歸於神！

 
  我參加 FCCD 幾個月後才知道這教會將要
在 2018 年擴建教堂，並慶祝設立教會 40 週
年。我真榮幸能有份於建上帝的聖殿。雖
然我不富有，但我願意以一顆熱誠、高興
的心情和盡一份薄力，與 FCCD 的會友一
起同心參與。建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
為了神的國度需要有屬靈的家，讓信徒大
家聚集在一起敬拜、讚美神，是值得的。 
  說到建堂，我的家父卓恆利牧師在台灣牧
會 50 年的事奉生涯中曾三次帶領會友建堂
的聖工。第一次是 1939 年在台灣北部瑞芳，

第二次是 1949 年在東部花蓮縣玉里，第三
次是 1960 年在花蓮縣慶豐。我也曾親自經
歷了兩次。第一次是 1980 年我們在高雄林
德基督長老教會，第二次是 2011-2012 年在
Flower Mound, TX 的 NTCC。這次是第三次。 

  感謝神，使我們教會有不少熱心愛主的長
執、同工和信徒，他們不但有愛心、願意服
侍的心， 並且有合一的心。相信今年（2018
年）我們定能在神的帶領、祝福和牧師熱心
下，大家同心合意完成神託付的使命，建立
新的聖堂，傳揚上帝的愛和救恩，使更多
人能加入我們這屬靈的大家庭互相扶持走天
路，榮耀主名。

本文作者隆卓靜純姐妹 ( 隆長老娘 ) 帶領兄弟

團契姐妹會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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徬徨無助的人生轉角，

遇到屬靈的 家

文 / 俞政鴻

教會是家；教會裡的人，是家人。聽
起來好像是心靈雞湯之類的陳腔濫

調。但我必須認真的說，我說教會是家，是
真的能住在裡面的家。

初來美國

回想剛來美國留學時，我帶著懷孕的妻
子，從一開始來美國的時候，就住在陳善同
伯伯的家中，受到他們非常熱情的招待。但
是沒住幾天，他們就要坐郵輪度假去了。臨
行前，他們夫妻把鑰匙給我，讓我繼續住在
他們家中；讓我有充裕的時間來辦理：買車，
銀行開戶，還有找公寓之類留學生一來都必
須要辦的事情。老實說， 他們跟我也不太熟，
畢竟也只是剛認識幾天而已，但是他們卻很
放心的把整個家交給我們。原來，基督徒竟
是這樣信任人的。這是我在美國的第一個家。

待業期間

我讀完書準備找一個正式的工作之間，
由於經濟狀況窘迫；被林承勳兄帶到他們剛
買的新家跟他們一起居住，我們夫妻帶著兩
個小小孩也就老實不客氣地住進去了。真不
湊巧，那個時期就是金融海嘯時期，林承勳
兄竟也失業！但他還是很熱情地要讓我們繼
續住下去，而且當然是無償的住下去。有人

聽到這樣的事，一定覺得基督徒真的好傻好
天真！在住他家的期間，我們夫妻也受洗了。
因為，眼見基督徒這樣沒有心機，單單為了
別人好， 自己就快樂。我們也想要這樣活
著！這是我在美國的第二個家。

不曾預想的

  10 月底，在歡樂的節慶季節前，是秋天
涼爽舒適的天氣。在一個普通的星期一下午， 
四歲的姊姊跟二歲的弟弟一同躺在床上，說
著笑話，嘻嘻哈哈的，是許多人家中的情景，
也是能令父母安心的一幕。只是場景換成在
醫院的病床上，等待醫生爲弟弟診測是否是
癌症。這個畫面，常常在我的記憶中停格。

   但是，總記不起病房得牆壁是什麼顏色？
應該不是白色，因為血癌病童的臉，比慘白
還白！

  我曾安慰自己：兒子只是臉色白一點，應
該是運動不足；對了，或許就是貧血而已吧。
醫生也不敢直接確定是血癌，還說有可能只
是嚴重感染。但是，為什麼看起來很溫柔的
醫生，會偷偷滴淚呢？

  過完了忐忑但還有一絲絲期待的夜晚。隔
天早上，報告正式出來：兒子罹患的確定是
急性白血病，需要馬上開始化療。我好像不
小心按了一個按鈕，從這一刻開始，天地都
變色了！

  一連串的治療，開刀、打針、吃藥，全部

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是我走進的第一間
教會，也是帶我信主的教會，在這裡，
我得到許多兄姐的照顧；我認為，這是
我生命裡面最重要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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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進行在兒子弱小的身體上。光是最簡單的
餵藥，都得要從耐心哄騙，到強力威逼。其
中不僅有孩子的因為不想吃藥所生的的嘔
吐， 也有大人因為看到孩子受苦所流的眼
淚。兒子在幾個月內，就要挨上一般人一輩
子都挨不完的針。一開始， 他是哭泣到不行。
到了後來，他對打針而來的痛楚，竟變得沒
什麼反應，生命是堅強的，或許，痛久了，
他就認命了，也習慣了。只是孩子媽媽的心
疼，媽媽的眼淚，卻怎麼也流不完 ........

雪中送炭

  在孩子確診為血癌後，我的父母匆忙地從
台灣過來；由於所租的房子不夠大，也更需
要一個更適合照顧孩子的地方。李耀廷伯伯
跟鄭美香阿姨的房子，那時，正預備上市出
售；這房子剛整理完工，新地板，新衛浴，
白潔的牆面，還有日式庭園。他們知道我們
有需求，就立刻將剛上市的房屋撤了下來，
為了讓我們一家六口人，三代同堂，一同住
了進去。這期間，有非常多的教會弟兄姊妹
們不斷輪流地來到這個家中，帶來許多的支
援，許多的安慰。這讓我尚未信主的雙親，
有了極大的感動。他們發現：基督徒，跟你
想的不一樣耶！這是我們來美國的第三個
家。

因著愛

   我的家人為了孩子的病， 除了擔心之外，
也試著用台灣的民俗療法：除了求神拿符咒
之外，也拿小孩的衣服去祭改。我跟爸媽說：
「我們現在住的房子，是以前耀廷伯伯跟美
香阿姨常常用來招待來訪牧師的房子，裡
面不可以有不敬重上帝的行為。況且，兒子
的名字 Aaron 是取自舊約中第一個大先知亞
倫，他一生的行為都是要跟神交代的，絕對
不可以行祭拜別神的事。」原本都不敢跟他
們談到自己信仰的我，在這個非常時刻，竟
然也鼓起勇氣，說了以上的話。沒想到父母
竟然非常尊重，居然還試著了解我所信的神
是什麼樣的神。我的父親在這三個月的期間，

也把江東龍牧師送的聖經大概都看過一次。
我後來又給父親一本啟讀本的聖經，讓他可
以更了解其中的內容。我不清楚他到底相信
了多少，但是他對於聖經的尊重，超過我這
個信徒。當他在整理書籍的時候，一定是把
聖經排在最上面，絕對不讓其他的書籍壓在
聖經之上！

  我的母親，三十幾年前，在生完我弟弟之
後，就發現他有先天的心臟病。這樣的情
況，當然不能好好的坐月子，必須照顧剛出
生 19 天就要接受心臟手術的新生兒。除了
身體以及心理上的種種疲累以外，還要受到
旁人的指責。尤其妯娌之間說出的惡言惡語
更是可怕：說我的母親一定是做了許多的壞
事，才讓孩子遭受這樣的痛苦。在這期間我
母親的心裡受了很大的煎熬 ............

   感謝主！，我弟弟手術完畢，身體康復，
到現在三十幾歲也都還非常健康。母親好不
容易走過了年輕時所遇到的苦楚，現在再面

▲俞政鴻弟兄兒子發病那年的聖誕節與家人借住

美香阿姨家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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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孫子的病情所帶來衝擊。母親心裡面，這
種被指責的陰影，又再一次浮現。還好，有
牧師及教會長輩的開導，牧師提起新約中一
個瘸子的故事：那時候，人問耶穌，這樣的
事發生在這瘸子的身上，是他自己犯罪？還
是他的父母犯罪？耶穌回答：都不是，他這
樣是為了顯出神的作為。我希望，我的父母
能夠從我跟孩子的生命，看到神奇妙的引領，
也能夠由此歸主，一同加入屬靈的大家庭中。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
憐恤敬畏祂的人；因為祂知道我們的本體，
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詩篇 103:13-14

回首來時路

  回顧這近五年的抗癌時光：上帝賜下的力
量是夠我們用的！一路上，我們默默地低著
頭走著；會累，會難過，互相扶持著，我們
走過了一段又一段；一回頭，竟也快過五年！
若是時光倒流，若能有選擇；我真捨不得讓
孩子罹此病症。我想：神有神的旨意，既然
讓我面對了，我就努力走下去吧。心中雖然
有許多疑問，抗拒，憂傷，憤怒，就讓這些
情緒靜靜地流過，不與之對抗，也不附和。
我自己也知道，父神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們。
我發現，這樣一來，生命竟是可以活得如此
深刻。而且，不是只有自己孤獨地活著，教

會的弟兄姊妹跟你一起活。有些苦難，跟一
群愛心爆表的人一起撐著，真的不會太累。
有好多好多的兄姐，在這個期間，給我們許
多溫暖的關懷，實際的幫忙。若是把全部的
關懷內容全部寫進去，這本特刊可能要比圖
書館裡最厚的字典還厚。達拉斯台灣基督教
會是我走進的第一間教會，也是帶我信主的
教會，在這裡，我得到許多兄姐的照顧；我
認為，這是我生命裡面最重要的家！

這不是一篇只有眼淚的故事，因為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約伯記 19:25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
都過去了。」啟示錄 21:4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詩篇 116:13

作者俞政鴻弟兄全家福近照

俞政鴻弟兄現任 FCCD 書記執事並

且擔任成人主日學教師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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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要
去
教
會

文\

吳
立
智

身為約書亞團契的創團團長

吳立智兄要和大家分享他被聖靈充滿的經驗

這個經歷改變了他的信仰態度  也改變了他的人生

一切的開始 就在那個下雨天的星期六……

「我要去教會 !」每逢週末，當家裡的小
朋友都習慣嚷著要去教會的時候，心

裡不免百感交集。身為全家族的第一位基督
徒，若不是出自神的安排，我太太和我到現
在一定還是維持傳統阿 Q 精神的宗教觀念，
每逢初一、十五對所謂的各神明上香膜拜。 
 
  1998 年來到德州達拉斯，原本是想很快
地完成電訊（Telecoms）學業後就回台灣工
作，沒想到在學校電腦教室班認識了 Fay，
而當時她正好剛從台灣易利信電訊公司離
職，來美進修碩士，因兩人在談話上非常
投合，所以很快就熟識交往。當時的我們
除了讀書外，就是利用週末，參加英文聖
經查經班，有一對美國夫婦就是專門負責
學生事工，除了定期週日崇拜外，也常舉
辦野外踏青及 BBQ 烤肉等活動。 我們是在
二千年十月受洗成為基督徒，同一時期約
有 20 位學生受洗，天知道這時期的我，根
本對基督教信仰沒有熱切想追求的心，只是
本著「吃人嘴軟，拿人手軟」心態，反正一

切和諧就好，畢業前我和 Fay
也回台灣辦了結婚典禮。是傳
統式的，不是基督教的婚禮。 
 
  畢業後，在教會朋友的介紹
下，我到一間律師事務所上

班，責任是電腦及伺服器維修，工作需
要常常加班，壓力很大 , 導致星期六抓
住機會就去打高爾夫球減壓，殊不知 Fay
因平常天天都在看顧小孩，而週六我放
假卻沒幫忙分擔照顧孩子 , 她連喘息的
時間都沒有，壓力日增，抱怨連連，夫
妻之間齟齬不斷 , 婚姻開始亮起紅燈。 
 
  2001 年的冬天，下雨天的星期六下午
Fay 又再問我 : 晚上七點要不要去參加
周牧師的查經班？我又是一往如前的以
身心疲倦為由，拒絕參加，而這次 Fay
狠下心， 把小孩放在兒童安全座椅上綁
好，冒著雨，獨自開車要前往 20 哩外的
聚會場所，在同時，邀請 Fay 參加的夫
婦也默默的在預定碰面的停車場迫切禱
告。我因為不放心她雨天開遠程又帶小
孩，就尾隨在 Fay 的車後面，但在 Fay
發現後我們就回家停車，並同車前往。 
 
  到了查經的招待家庭，我板著臭臉，
堅持要坐在大門口的鐵板椅上，這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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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可以迅速離開，因為我會來只是當司
機，心裡打定這場聚會完全與我無關。聚會
查經前，司琴姐妹開始彈琴、預備心，此時
我原本手腳冰冷的身體開始從丹田暖氣，這
種奇妙的熱源是從未經歷過，而莫名的暖流
也是言語所不能形容，Fay 在聚會後告訴我，
我哭得整個臉都變形，像一個五歲迷路的小
朋友找不到媽媽一般。因為兩個人都為這奇
怪的反應困惑，當晚我們也開始主動查考聖
經找答案。到了週日，我們也請教江牧師這
件事，而江牧師則恭喜我們受聖靈的充滿。 
 
  在神的帶領下， 我們開始了教會服事工
作，從團契團長到總務執事、教會書記、主
日學老師、董事，每一階段都是成長與學習，
把稱不上才能的能力用在教會的事工上。一
轉眼，我們已經在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18

個年頭，求主保守並繼續開拓我們屬靈的渴
望，對主的話語不僅停留在聖經上，更能
在生活上活出我們的信仰，影響四周的人。 
 
  感謝教會長者及牧者過去的堅持與奉獻，
教會 40 週年是一個里程碑，新主堂的建立
原意很好，但在這荒謬悖逆的時代，可能對
教會宣教福音發展上，扣上了一個鎖鏈；求
主加倍保守，軟化達福地區台灣人的心，對
於生活及生命的意義有追求渴望的心，而教
會的大門永遠為眾人敞開，福音的工作也永
遠進行直到主的再來。

吳立智兄的四位子女 ( 由右至左 )	:	Michelle , Melody, 

Sherman 及 Samuel

吳家全家福

本文作者吳立智兄與太太郭碧妃 (Fay) 姐 ,	

兩人育有二子二女 ,

工作家事繁忙之餘仍兩人同心在教會服事。

吳弟兄現任 FCCD 董事及負責成人主日學的規

劃、教學。

郭姐妹現任FCCD財務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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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extremely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and ev-
eryone at FCCD who had an impact on my 

life. The relationships that I’ve made are something 
I will cherish forever. My entire foundation on 
which I continue to build upon was formed at this 
particular church. 

From the sermons and lessons taught by my 
youth pastor, my values and beliefs were devel-
oped. From the retreats, lock-ins, and get together 
whether it be from my time in youth or college, I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fun with peo-
ple who are important to me. From the Christmas, 
Easter, Mother’s Day, Father’s Day, Thanksgiving, 
and many many more special services, I was able to 
come together and celebrate with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From the mission trips I partici-
pated in, I was able to see how FCCD individuals 
came together as one to serve and spread the joy of 

Christ. 
My favorite memory by far is the mission trip 

we took to Taiwan. Not only was I able to share 
God’s love with all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of all 
different ages, but I was also able to do so in my 
native country. The friendships and connections 
formed during that trip are something I will never 
forget. For the past 10 years that I have been a part 
of FCCD, I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e opportunities 
this church has given to me to serve and glorify 
Christ as a believer and I look forward to what God 

has in store for us in 
the future. 

Author : Kerry Lee 
(Right) with her mom 
at FCCD Mother ’s 
Day banquet 

 

Growing Up with FCCD
Kerry Lee Megan Lee

                                                                               

FCCD has been my home for my 
entire life. Even before I 

knew I existed, I was welcomed and loved by this 
church. Growing up in this church has built up and 
strengthened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Wheth-
er it was through the Sunday School lessons in 
Children’s Ministry, or my very first joint service, 
FCCD helped me grow closer to God, and to under-
stand His love 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FCCD for me is the 
people. God works his wonders through people, 
and the congregation of FCCD is no exception. 
Ever since I was a baby, I have felt love pouring 
out of the arms of my friends at church. Pastor Chi-
ang is like a second father, and walking into Pastor 
Jonathan and Pastor Paul’s office is like walking 
into an extension of my home. Because of people 

like Sandy, Timmy, and countless others that have 
shown me their love and kindness, I have been able 
to reciprocate that kindness to other people in my 
community.

I thank FCCD for guiding me along my path as 
a Christian, and leading me on a straight path. With 
this church, I have discovered what it’s like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by God.

                                                   
Author: 

Megan Lee (12 
Years old)  get -
t i n g  b l e s s i n g s 
from Rev. Chiang 
when she was one 
month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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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見證

     耶 穌 又 對 眾 人 說 ：
 我 是 世 界 的 光 。
 跟 從 我 的 ， 就 不 在 黑 暗 裡 走 ， 

必 要 得 著 生 命 的 光 。
          約翰福音 8:12

   When Jesus spoke again to the people, he said,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Whoever follows me will 

never walk in darkness, but will have the light of life.”
                             John 8:12

   Life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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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蹟 與 愛
文 / 紀慶憲

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loving 
kindness) 和慈悲 (tender mercies) 為你的冠
冕。【詩 103:4 】  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

我經歷過死亡。2016 年 7 月 26 日，當天
晚上與 Stephen 在教會打乒乓球，心

臟病發作（心臟驟停）他馬上打 911 求救 ,
時間是 8:59pm，也即時為我作 CPR，6 分鐘
後，救護車到達，繼續積極搶救，作 CPR、
電擊（defibrillation）及胸部壓縮器(Chest 
Compression machine)、插管及注射腎上腺
素 (epi given)、直到 9:37 pm 救護車抵達
Plano Medical Center 門口，才有自己很
微弱的心跳。回憶這一段經歷，細數神的恩
典，見證神的大能，也見證祂是又真又活的
神，祂是昔在今在也永遠常在的神。今與大
家分享如下 :

•7/26 沒有自主性呼吸（no spontaneous
  pulse ）達 38 分鐘之久
  Therapeutic  HypothermiaT=32°C×24hrs
  （低溫治療 24 小時）

•7/27 昏迷插管中
	•	7/27 內人在晚上離開加護病房前 ,吟詩、  
 迫切禱告、見強光，胸部有明顯心跳，眼
 角泛淚光（瑪拉基書 4：2）
	•	7/28 上午甦醒後，EEG 檢查，腦部完全
  沒損傷。
	•	7/28 下午轉入一般病房
	•	8/2 離開 Plano Medical Center 回家
      Life Vest in place for discharge
	•	8/5 星期五清晨 5:30am 在 Plano Baylor
     Heart Hospital 作心臟手術
     quintuplebypass  5 條冠狀動脈繞道
     術（手術時間 5hrs）

		•	8/6 extubated 拔管
		•	8/12 出院回家
 •	8/28 參加主日崇拜

三個月後75歲生日， 女兒在Facebook寫道:

  Happy 75th birthday to my dad!!!!

  It is by the grace of God that he is

  with us today to celebrate 75 years.

  3 months ago...vfib cardiac arrest,

  defibrillation,CPR,epi,chest com

  pressions,no spontaneous pulse for

  38mins,woke  up after therapeutic

  hypothermia with completely intact  

  mentation,folding  origami,playing

  piano. Then undergoes quintuple by

  pass surgery and is out of the hos

  pital  again in 1 week. His recovery

  boggles my medical mind/training but 

  God is more powerful than medicine

  and is the ultimate healer. 

親爱的爸爸生日快樂 !!!

全然是神的恩典，使他今天可以和我們一起
慶祝 75 歲的生日。

三個月前，他經歷了心贜病（心臟骤停），
經 CPR、電擊、胸部壓缩器搶救，沒有了自
主性的呼吸 38 分鐘，經過低温治療，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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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後，醒來檢查結果，有完全完整的
表達力，摺紙鶴、彈綱琴，然後進行五條冠
狀動脈繞道手術，在一個星期後完成治療離
開醫院。他的康復困擾著我的醫生認知 / 醫
學訓練，我知道神比醫生更偉大，衪是最終
的醫治者。（神使不可能變成了可能），感謝
神！

【經歷聖靈的安慰與保守】

住院的第二天晚上，無助迫切流淚禱告，在
幽暗的急診室 CCU 內，主竟然垂聽卑微細聲
的小兒女的禱告，以強光顯現 , 看見了昏迷
中的人，胸部有明顯起伏的心跳，孤單無助
時，主在陪伴，在眷顧保守。如瑪拉基書 4
章 2 節所說「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
有醫治之能」。 神的話語，安慰了我們，主
要醫治！

隔天上午，經過二十四小時的 32° C 低溫治
療，清醒後 EEG 檢查，腦神經醫生說腦部沒
有損傷，有完全完整的表達力，對於一個沒
有自主性的呼吸 38 分鐘的人，是奇蹟！

回想當時，事情發生這麼突然，在美國居住
超過三十年，從未進過醫院的我們，即將面
臨這麼大的風浪，雖然每一夭有不同的挑戰
與痛楚， 但也每一天經歷神的恩典和憐憫，
換醫院作 Bypass 手術、醫生及保險 , 神都
有好安排，除去了我們心中的憂慮， 一切都
很順利。神的恩典與憐憫降臨在卑微軟弱的

人身上。神的話語， 一再的給予我們安慰和
力量，「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
恩惠，就早已喪膽了。」「要等候耶和華！當
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

【詩 27:13-14 】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 【 詩
138:8 】 確信神在眷顧帶領與保守。讓我們
面對苦難與病痛，有盼望、有信心。經歷又
真又活的神永不離開我們。

75 歲了要面對開心手術，手術前醫生對家
人說“ I WILL GIVE HIM A GOOD CARE“，
那時是清晨五點，他真做到了 ! 胸口的疤痕
那麼細緻，腿上的疤痕幾乎看不見，復原過
程相當順利，感謝神，8/28 到教會參加主
日崇拜時，許多人詑異，這麽快，還不到一
個月呢！感謝神的憐憫與恩典！

耶和華－我的上帝啊，我曾呼求你，你醫治
了我。 耶和華啊，你曾把我的靈魂從陰間
救上來 , 使我存活，不至於下坑。 耶和華
的聖民哪，你們要歌頌他，稱讚他可記念的
聖名。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
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
晨便必歡呼。 【詩 30：2－ 5 】

詩人的禱告也成了我的禱告。哈利路亞！讚
美主！

作者紀慶憲弟兄 ( 紀長老 ) 與太太嚴恩慈姐妹及家人

( 右圖 ) 慶祝歷經奇蹟後的 75 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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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奇蹟與愛】

7/26 晚上往教會途中，Stephen 在車上將手
機充了電，是極不尋常的事，那時刻若沒有
充電將電力不足，一切將難以想像。我暈倒
在有地毯的教室，而不是在舖著磁磚的廁所，
因二、三分鐘前我在那裡。Stephen 在我生
命垂危之際，極力的急救，他是神所預備的
天使。感謝全教會牧師與弟兄姊妹的禱告與
愛心關懷，令我感動，求主纪念。感謝上帝
為我準備有愛心且醫術高明的醫生，有很成
功的手術。

數字在聖經裡的意義－「5」恩典～五種獻
祭 , 五餅餵飽五千人，約瑟給便雅憫五倍食
物。寫見證時，想到 8 月 5 日星期五、早上
5 時 30 分、5 條 Bypass、手術時間 5 小時、
75 歲生日，好多個 5 ，是神滿滿的恩典和
憐憫。

生命氣息在神手中，祂是宇宙萬物的大主宰，
祂創造萬物，使瞎眼得以看見，瘸腿得以行
走，祂行醫治的大能，過去如此，現在也是，
祂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昔在永在的神。雨後
我看見了彩虹，雲上總有太陽，黑夜過後，
必會現出黎明的曙光。在病痛中，主擦去我
的眼淚，讓我經歷了奇蹟與愛！上帝的恩典
施落佇卑微小可的人身上！

凡事謝恩

     文 / 李俊明

2018 年是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成立 40
週年紀念，也是我們夫婦來美國達拉

斯定居40年的歷史 (2018年 8月滿40年 )。

1978 年，我與太太林郁芳來 UTD 讀書，
1980 年 2 月結婚。在學生時代，就斷斷續
續的參加在嘉倫市的台灣基督教會主日崇
拜。

2013 年，由於肝腫瘤復發，8 月 17 日進
行肝臟移植手術。11 月中旬，由於肝動脈
大量出血，醫院緊急為我做輸血手術，由於
病危，我太太立刻打電話給她的姐夫、姐姐、
兒子、媳婦、女兒、孫女均立刻趕到醫院，
接著好友牟呈華兄及江牧師放下球桿，立刻
趕到醫院 ; 教會兄姐、僑界好友，關懷之
情洶湧而至。非常感謝鄭美香的親戚鄭醫師，
緊急召集約十位肝臟科相關名醫共同會診，
終於把我救起來了，內心的感激實在是無法
形容。

鄭醫師告訴我太太，把我救起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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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只有 25%，不過他們醫師們一定會全力
以赴，來挽回我的生命，我在有點清醒時，
也特別拜託鄭醫師們及主任們請他們救我。
主任也特別告訴我，他們不會放棄我，要我
放心。醫生告訴我太太我的病危，我的太太
急著哭了，立刻打電話給我在台灣的姐姐，
48 小時之內，我的姐姐帶著我的另一位妹
妹立刻趕從台灣趕到醫院來陪我 10 天，由
於親情的鼓勵，加上教會江東龍牧師、楊正
雄、侯惠育、蔡青蓉、巫飛雄夫婦、董修三
夫婦、葉添富夫婦，黃崇恩夫婦……兄姐多
次來看我，為我祈禱，教會的週三禱告會也
一直持續的幫我禱告，我的病情轉危為安。

走進急診室那道門，像是走入另一個世
界…，急診室沒有春天，急診室是個沒辦法
有生命品質的地方，在這裡，可以深刻感覺
到，生了病，真的很沒有尊嚴。你唯一能做
的，就是祈禱，就是等待。也讓我再也不想
踏進這個地方。在進行各種檢查的時候，你
能做的，還是只有祈禱，只有等待。

後來，藉著與神與自己心靈的對話，為
了我的孫女，我要看她們長大成人，我一
定要堅強，我一定要好起來，這樣求生存
的強烈意志，連醫師及醫院護理人員都說我
Jimmy Lee 是個 Strong Man( 強人 )。活在
當下，開心最重要。信念，是人最大的求生
能量，更讓我們瞭解到「健康」的重要性，
為了你所愛的，真的要好好保重自己。

 2015 年，我與太太一同接受洗禮，更加
仰望神，這是我在醫院時，告訴江牧師等我
出院復原後，一定要受洗，神真的聽我的禱
告，聽從我的吩咐，也許是神要我將來要為
神侍奉服事。

 我常感覺有時幫助別人，等於是幫助你
自己，你不知道那一天朋友會反過來幫助
我們自己。10 個月的醫院進出，驚濤駭浪，
數次被告知病危。不堪回首。2014 年 4 月
我接受第二次肝臟移植手術，接著復健，我
很快的康復起來，鄭醫師及主任們，均認為
我是一個奇蹟， “MIRACLE”!!

 聖經教導我們，要「凡事謝恩」。凡事，
就是所有的事情，包括好事與壞事，讓我們
興奮及讓我們失望的事。能凡事謝恩，自然
常常喜樂，那是從心底發出的滿足和歡樂，
而不單是客觀環境帶來的短暫歡愉。「要常
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 帖
撒羅尼迦前書五章 16-17 節 ) 感恩，是一
種極其高貴的態度。懂得感恩的人，往往也
是充滿喜樂的人 ; 他們的喜樂，更能感染
身邊的人。

 還記得在我病危時，教會兄姐們、江牧
師、楊正雄，、侯惠育、蔡青蓉、董修三夫
婦、巫飛雄夫婦…僑界人士，牟呈華來看我
三十幾次，谷祖光、黃崇恩夫婦、葉添富夫
婦、徐景勳夫婦、梁德豪夫婦、鄭忠傳夫婦、
廖吾峯夫婦、李冠輝夫婦、林維藩夫婦、王
博明、賴元正、陳文憲、張成業、謝大本夫
婦、李小濱、陳文燦夫婦、黃耀輝、曾柏樺
夫婦、簡垂滄、蔡尚寬、張逸夫夫婦、張志
誠夫婦、董西堂、黃文燦、陳淑旻 CPA、陳
欣集、孟敏寬夫婦、張陽天夫婦、徐佩華夫
婦、凌源良兄、林正良兄、我的親家、舅舅、
舅媽、吳憲昌、我的兒子、媳婦、孫女、女
兒及女婿，每隔一天輪流來探視我，在此特
別要感謝我偉大的太太林郁芳，除了白天在
銀行上班外，下班後還要到醫院來看我，我
真是很虧欠她， 我這個大手術幸好有她銀行
好的保險，才得以更順利進行。人一定要注
重身體的健康，否則一切都是假的。

 再度感謝江牧師及教會兄姐們多次來看
我及代禱，能夠重生，實在是主的恩典賜。
感謝僑界先進朋友們，牟呈華、谷祖光、李
小濱、孟敏寬、謝大本，許許多多的好朋友，
到醫院來探視我，及各方面的支持，協助與
友情，內心感激，永記心裡。我覺得不斷地
禱告，個人強烈的求生存意志，良好的醫師
團隊，家人的支持照顧，以及教會兄姐，僑
界朋友的支持，幫助與友情，多方面的因素
配合，我才能夠重生，感恩之心，永遠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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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

凡事都能文 / 侯惠育

作者侯惠育姐妹在 2015 年感恩節做見證

我家有兄妹五人，從小我們是在民間宗
教參雜的信仰中成長的，我是來美國

之後才認識主耶穌，信主之後我才體會到神
的信實及保佑。上帝不僅改變我的個性，同
時也得到神所給我的平安、喜樂與豐盛的祝
福。上帝也特別恩待我，讓我經歷了好幾個
神蹟。使我更確信我所倚靠的是一個又真又
活的真神。

  在經歷了上帝這麼大的恩典之後，我就一
直盼望能將福音傳給我的父母及兄長姐妹。
可惜的是，父母已經過世。然而，我的小妹
在台灣是很早就信主了，因此，我常常就跟
我的大姐還有跟住在本地的妹妹跟妹夫傳福
音。感謝神，本地的妹妹在幾年前接受了主，
目前她在美國教會聚會。兩位妹妹信主之後，
我更積極的為大哥大姐的信主時常為他們禱
告。我的大姐他們都是長年居住在東京，他
們一直在思考，年老的時候要去住在什麼地
方？我的大姐夫想住在美國，我的大姐想留
在東京。兩個人也時常為這件事情爭論。我
大姐打電話跟我討論的時候，我就利用這個
機會向她訴說把這樣的事情交給主耶穌基
督，並學習信靠祂。大姐他們一家雖然偶爾
會去教會，但對真理也不是非常的熟悉。但
感謝讚美主，在聖靈的引領跟保守之下，他
們在 2015 年的四月份，在東京的台灣人教
會中也接受洗禮，歸於主的大家庭中！現在
他們在東京居住，過著基督徒的生活，感謝
主！

  我的嫂嫂，在朋友的引領下認識了主耶穌，
她說她每次唱詩歌的時候，受到聖靈極大的
感動，當場淚流不止，慢慢地她也歸主受洗
了，本來她與哥哥都是喜愛佛學、人生哲理，

但信主之後就捨棄拜偶像的生活，在主的引
領保守下，歸於真道之中。

  但是我的哥哥，他的信仰哲理還是偏向佛
教，與民間宗教有關風水並祭拜祖先的儀
式。他的家中甚至有小佛堂。他的個性則是
頑強固執，在台北的企業界當中，我的哥哥
算是知名人物，他曾經是全國工業總會理事
長， 在企業界也佔有一席之地。並也得到清
華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但不幸地，在
一年的冬季中，身體卻遭受了中風的打擊。
身體的右半邊都癱瘓了，也不能說話。在醫
院住了兩個多月期間，嫂嫂的濟南教會，小
妹的中崙教會，還有一個好朋友的中山教會，
並我們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在週三的禱告
會，大家都很竭力地為我哥哥禱告。不單單
只為了他身體禱告，也為了他心靈上的平安，
更重要的是為他能得到救恩來禱告。因為一
直待在醫院無法真正體會家的溫暖，住院了
一個多月之後，大嫂就帶大哥回到陽明山的
住家。哥哥在回家的路上，雖然不能言語，
但一直在流眼淚，甚至在一進門之後，整個
人就崩潰到嚎啕大哭。我想是因為他有感於
一輩子的努力，到如今竟是這樣的光景。金



57        生 命 的 見 證

作者大哥侯貞雄弟兄生病前獲頒

榮譽博士學位

作者大哥在病中受洗

錢、名聲、地位，這些對他而言已經沒有什
麼意義了！他體會到，今後的起居生活，都
需要人家幫助。並且今後日子都需要坐輪椅，
好像成為一個無用之人。他的心境，就好像
從高山，跌落到山谷之中一樣。

  人的覺悟，是神恩典的開始。由於眾人的
禱告，神感動了中山教會那位姊妹。她便向
我的大嫂提議 : 請中山教會的施啟祥牧師
一星期一次到我哥哥家中，一同查經禱告。
詢問過後我大哥的意見，是否願意參與查經
禱告的活動。意想不到的是，我大哥竟然點
頭同意了！所以施牧師在百忙之中每個星期
四都從中山教會上到陽明山領他查經。

  經過了八個月之後，有一天施牧師在聖靈
的感動之下，知曉了哥哥已經可以到了信
主的階段。經過了禁食禱告之後，他便詢問
我的大哥是否願意接受基督成為他生命中的
救主？哥哥竟也點頭同意！過幾個星期之後
再次詢問大哥，是否願意受洗？他也點頭答
應！真是感謝我們的真神。禱告是真有果效
的，我們家兄弟姐妹五人都陸陸續續成為了
基督徒。哥哥家中的小佛堂也已經全部拆除
完畢了。

  最後我再分享一個神蹟。上個月我回台灣
看我的哥哥，從他身上我就看到上帝加給他
的力量。在漫長艱苦的復健過程中，他始終
不曾厭倦過。在語言老師的指導下，他也能
一字一句跟著說話，但還是不能認字。之前
中山教會施牧師帶著他查經的時候，還曾寫

字給他看，也指出聖經上的字句，他很認真
想知道它的意義。我知道他雖然認不得字，
但是我深信聖靈正在他的心中動工，可以懂
得上帝的真理，最後信主受洗。

  我再次體驗到，上帝奇妙的作為。最後再
見證一句話。to man is impossible. to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馬太福音 19 章 26 節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

  2015 年四月份的時候，我大姐受洗，八
月份的時候我大哥受洗。神的恩典竟是如
此之大，我也再次體會到神的大能。大哥也
是因禍得福， 雖說身體受傷，但靈命卻得救
了！

感謝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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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
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文 / 陳美容

申命記八章三節下「人活著不是單靠
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

切話」，馬太福音四章四節、路加福音四章
四節也記載著。

 
  是的，人是有限的，軟弱的，經常會受到
環境、病痛、人為等等所左右心情，當遭遇
意外而走投無路失去方向時，神的話成為一
盞亮光，指引著你往正確的方向前進，感謝
主，這是我生活中的見證，我願於此分享。

 
Ⅰ 
   2016年10月15日，我有一則感動的禱告：

   「讚美大能力的上帝，帶領我在施恩的國
度，感謝主，求你垂聽我為我先生振事心靈
軟弱的禱告，使他得成為剛強壯膽，他是主
你的寶貝，主啊！感謝哈利路亞！在主的國
度中，我們是剛強的、喜樂的、滿足的，讚
美主，榮耀歸神，懇求主施落大慈愛，大憐
憫，使我能得與振事同心在祢真理中成長，
主啊，這是我的禱告，我的盼望，主耶穌謝
謝你，奉靠主耶穌聖名求，阿門。」

 
  在 2016 年 10 月 15 日之前，我先生振事
經常哀聲嘆氣，非常軟弱無力感，是身體的
病痛？或是心靈的軟弱？真是無解；對我來
說是難過又無助，我是要這樣子生活嗎？這
能榮耀神嗎？

 
  希伯來書四章 12 節「上帝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
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

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話，提醒
了我，幫助了我，順著感動，做了以上的
禱告。讚美主！神垂聽了我的禱告，醫治
了振事的憂傷嘆氣，並賜下滿滿的恩典力
量。我要讚美耶和華上帝，將榮耀歸給神！ 

Ⅱ 
  今年（2017）五月正值暑假，家中的四個
孫子陸續回台省親，當阿嬤的我，正想著有
一段時間的輕鬆，但不料 5 月 14 日傍晚走
路運動時，左腳似乎不順，而且會痛，休息
好多次，才回到家。接著一連幾天都不見好
轉，也停止了每日的走路運動。

 
   5 月 19 日早上，我參加了週五查經班（現
在命名為美門查經團契），正查考歌羅西書
一章九 ∼ 十四節，這是一段保羅為門徒加
增智慧力量忍耐的禱告，其要點為盼望門
徒：1 行事為人對得起主。2 在善事上多結
果子且漸漸的多知道上帝，3 神是榮耀權能
4 在神光明中同得基業。特別感動我的是一
章十一節：「叫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
的力上加力，好教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
寬容」。在這節經文中，我得著亮光，心靈
頓為驚喜，是的，神的榮耀權能，可以加
深我的力量，無論大小事都要歡歡喜喜及
忍耐地接受面對，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
病痛，我也知道神的恩典夠我用，我要靠主
耶穌基督得勝，哈利路亞！結束後，兄姐為
我腳痛禱告，又有玫娟姐特別為我個人按手
禱告，當時感到一股暖流經歷在左腳中，感
謝神同在的甜蜜，真的我得醫治了，感謝
主，我是神的寶貝兒女，是何等的福氣，隨
時可以坦然無懼地向神祈求禱告。希伯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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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 16 節「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
施恩寶座前為要得憐憫蒙恩惠作隨時的幫
助」，提摩太後書一章七節「因為上帝賜給
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感謝神，每日的靈糧指引著我前進，充滿著
滿足的喜樂，讚美主！哈利路亞！榮耀歸給
阿爸父神！！

本文作者陳美容姊妹與先生周振事弟兄 ( 即

江牧師娘的父母 )

我的祖父生於 1850 年桃園龜山的楓
樹村，即是現在的南崁。三歲時家

中有強盜來攻擊，他的父親因抵抗強盜，雖
折斷了歹徒的矛趕跑了他們，但也因此受了
重傷，就在 27 歲時去世。他的母親帶著我
祖父兄弟投靠他的叔父。但因叔父也很窮
困，無法供他們上學。因此我祖父稍大後就
幫人耕農。成人後約在 26 歲時（1876 年）
和我 15 歲的祖母結婚。1892 年當我的祖母
三十一歲時，由她的母親（我的曾祖母）帶
領下信了主，非常熱心。所以每逢主日必帶
著孩子們並童養媳們去作禮拜。只是我的祖
父還是堅持拜偶像。一直到有次他得了重病，
祖母趁機苦勸他當敬拜上帝才能得真平安，
並得醫治。因由我祖母的勉勵和感化之下，
他才解除拜偶像的習慣而歸信基督，並且全
家信主。而在 1898 年由北部第一代宣教師
馬偕牧師施洗。我的祖父母信仰堅定，口不
出惡言，倆人都愛唱聖詩。只是二人皆不識
字，所以希望孩子們都能讀書求上進。

1903 年祖父 53 歲時，祖母在生第八胎
時難産，年 42 歲過世，留下八個小孩和三
個童養媳。祖父頓時失去可靠的賢內助，憂
傷至極。無奈之下，把剛出生才三天的第八
胎女嬰送人領養，六歲的老六大女兒也寄養

信主的岳母家，而排行老七的是我父親，當
時才三歲， 每早晚哭著找母親 !他的父親抱
他、哄他，搖他入睡。晚上父親身兼母親，
手臂當枕頭抱他入睡， 白天帶他去田地工
作。當我父親走累了，他就把我父親放進扛
在肩上的竹籃裡。前面的籃筐擱著我爸，後
頭要不是放著農作物，就是放置石頭以保持
平衡。

自從我祖父信主後，常受迷信親友的阻
擋、譏笑、和百般諷剌。他們説：信番人教，
死沒人哭。又說：無神無明（神明）無公
無媽（公媽），必定絶種無後代等等。因此，
在我祖母過世後三年，於 1906 年，他忍受
諸般的艱苦，就攜眷共十人由西部移居東
部，正如亞伯拉罕攜家族離開拜偶像的地方
一樣。（詩篇一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
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
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 這人便為有福。 
約書亞記一 9：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
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他們因窮困的緣故，就在東部風林縣很
偏避山邊的十六股耕種。一年後，移居到更
荒涼的山谷烘爐口，獨自和兒子們開墾田地，
蓋了一棟房子安居下來，生活艱難，困難不

信心之父
文 / 隆卓靜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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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我的三伯父也曾被日軍徵召為義勇兵，
必須住在山內抵抗原住民的襲擊。我的祖父
為了愛子心切，特別僱用別人代替第三兒子
的職務，並親自去山上領這兒子走艱難的山
路回來。

他們的住家也在最初的六年間曾遭到原
住民幾次的來襲。第一次的襲擊是當他的第
三兒子（就是我的三伯父），早晨預備好正
要拖牛車前往田地，載前一天收割用的工具
時，忽然間傾盆大雨，雷雨交加。我祖父
就勸他，既然下如此大的雨，最好還是不要
去，稻子巳經收割完了，工具不要緊，可再
等會兒。不久，就有人前來報告說，剛剛有
路人經過三伯父要走的那條路，赫然發現有
兩具無頭屍體。分明是這二人剛被原往民殺
害砍了頭，帶走要拿去當祭拜品。（以賽亞
二十六 3：堅心依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
平安、因為他依靠你。）

第二次是在十一月的某天下午，他們在
家中，往窗戶望外看，突然見有五個原住民
持搶帶刀，來勢洶洶地來到他們住屋邊的豬
寮，把五條豬中三條大又肥胖的豬殺掉，然
後就急忙把豬抬走。所幸沒有進屋來搶或傷
人。（詩篇一百二十一 7：耶和華要保護你，
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第三次是我四伯父早晨八點多拖著牛要
去耕田，沒料到已有三、五位原住民躲在
田邊，伺機而行，等到我四伯父接近他們約
有三十多步的距離時 ，他們突然開了兩槍，
企圖要射殺他。但偏偏沒射中 ! 於是我四伯
父立即頭也不回地，飛也似地往家的方向跑。
事後他說，很不尋常的是，當時他毫不懼怕，
只深覺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幫助他三步做一步
地飛奔到家，這明明是萬能的主的手加力量
給他。（詩二七 5：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
暗暗地保我）。

後來我祖父為了避開獨居在偏避危險的
環境，就把他們赤手開闢的田地和親手蓋的
房子賣了。因為他已有一些儲蓄，就遷到靠
近風林的六階鼻購田耕作，並住上了十多年。

這裡可以用走路二個小時左右到風林教會做
禮拜。以前住家附近沒有教會時，他以家做
為敬拜神的地方，培養子女純正的信仰。等
到生活比較安定時，他就把寄養在岳母家的
十五歲大女兒接回來。之後過了十二年，又
聯絡上已送給人領養二十一歲的小女兒接回
來，使她也相信耶穌基督。

祖父生活雖然辛苦，但從未訴苦、抱怨，
他信心堅定，做完工作回到家吃過晚餐後，
常帶領家人唱詩禱告讚美神，有時還講幾句
簡單道理。他不識字，但記憶力強，能背誦
聖詩二十多首全首聖詩。（申六，5 一 7：你
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
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慇懃
教訓你的兒女。）當時他曾獨自徒步走了一
整天，從花蓮沿著東邊山脈的溪流挑了七、
八十斤竹子苗和果苗來種。如今在烘爐口山
麓尚可看到其茂盛。

他的遺言乃是：1. 當傳天理（基督教的
真理）2.當相和相愛。3.當感謝上帝。4.子
孫平安蒙福。

他八個兒女們對他的印象是他持守誡命，
信心堅定，樂意奉獻，樂意助人，誠懇忠厚，
有愛心，不輕易發怒。他以身作則，給我們
兒孫們很好的榜樣。他的兒孫曾孫輩四代共
有 25 人當牧師，女性共有 12 人當師母。也
有不少兒孫曾孫輩從事音樂工作。

因著他和祖母的信主，福音傳入了我們
一整個家族。雖然早年為了信耶穌而受親友
的百般輕視，辱駡，咒駡等，然而他的後代
不但沒有絕種，反而子孫滿堂，受上帝祝福。
就正如詩篇一百十二篇 1 一 2 節所説的：”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敬畏耶和華，甚喜愛他
命令的，這人便為有福。他的後裔，在世必
強盛，正直人的後代，必要蒙福。”

後註： 我的祖父卓宗慶的小傳一小部份曾在

1927年被刊登於台灣基督教會公報第五〇二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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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六 月 時， 一 聽 到 有 親
愛的兄姊提議從休士頓

到加勒比海坐五天的郵輪，才四百多美
元，而且是海洋景觀的房間，就毫不猶豫
地報名參加了。我又很積極地找了喜歡的
兩 個 excursions - 在 Cozumel 的 Amaz-
ing Secret River 和 在 Yucatan 的 Lazy 
River and Cave Snorkel，一起旅遊的兄
姊又告知有 on board credit 以及降價
的 excursions，幫助我們省了一些費用。 
 
  2017 年十月底，一聽到有兄姊幾個家庭
計劃在 12/24-12/31 到科羅拉多滑雪，就
亳不考慮地參加，買了 lift tickets，Fay
代訂了旅館，因為氣候預期寒冷，又添購
了一些禦寒衣物與裝備，期待著滑雪日子
的到來。又有 Michael 提供 Subaru 的四
輪傳動車輛，一路與弟兄姊妹家庭在 Am-
arillo 過一個難忘的聖誕夜，隔日直接
到 Key Stone 拿取預先租借的滑雪用具。 
就在出發的前兩天，發現工作上自己負責
的產品有瑕疵，須立即修正改進，再送往
菲律賓生產線上使用，就這樣匆忙地趕
工，還是興冲冲地忘記背後（工作），努
力面前（高山雪地斜坡），每天都搭 Kyle
的 車 到 Arapaho Basin 享 受 滑 雪「 快 」
感，與挑戰刺激的「爽」感。父神也賜
給我們那幾天晴朗、寒冷的滑雪天氣。 
 
  回到工作崗位後，發覺事態比我想像嚴
重，感謝過去二十年前休士頓的同事，積極
介入，幫助我徹底將問題解決了，我繼續做
善後回收重測工作。更嚴重的是我面對加勒
比海郵輪日期將至，工作、產品上的缺失還
在彌補中，我實在無法向上司開口請假。只
好硬著頭皮，將坐郵輪的行程取消，內心對

不起出遊的親愛兄姊，請諒解為著顧自己的
飯碗，臨陣脫逃。同時祝福他們出遊順利，
你出你入，都有上帝的同在與平安。在這個
冬天最冷的時候，又遇到休士頓的風雪，能
夠平安順利登上豪華郵輪，內心感謝讚美
上帝，也佩服兄姊細微謹密的安排與策劃。 
 
  就在 1/11-1/16 日的之間，因為全美
出奇的寒冷，父親身體不適，沒有食
慾，身體無力，三次進出急診，一直到
16 日，送進 UC Irvine 的急診室，經過
檢查才找到真正病痛的原因 - 有數個腸
穿孔，晚上立馬進行開刀，因為年紀及身
體關係，雖然知道 50/50 的成功率，我們
所能做的，也只有交托在恩主的手中。今
早父親清醒了，在加護病房恢復當中。 
 
  在我身上，在我父親身上，在我家人，在
周圍的兄弟姊妹，一連串的事情發生，這
是差錯呢？是巧合呢？還是上帝的恩典呢？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
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
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
懷意念。」 腓立比書 4:7 這處經節立刻湧上
心頭，提醒我如何向神祈禱。

是差錯 , 是巧合 ,
還是 上帝的恩典 ?

日落太平洋文 / 圖  郭鴻昌

作者郭鴻昌弟兄 ( 左一 ) 現任 FCCD 總務執事	,	與

父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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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家庭

生活點滴
文 / 周靜怡

在記憶裡，看著自己母會的牧師家庭
生活，一直認為這樣的家庭不會是

一個正常人會想要的生活模式，【牧師】沒
有時間給自己的家人，【牧師娘】要十項全
能，【牧師的小孩】要文武雙全，品學兼優。
我就自己告訴自己千萬別想不開踏入這種生
活，但你越怕就好像越會走入，沒錯，我就
是這樣一步一步地往這條路走去。

進入神學院造就，選擇宗教教育，只單
純的希望將來能好好的來教主日學，幫助人
更加認識聖經真理，沒想到竟然在就學中認
識了我的最愛，在交往的過程中一直很擔心
他畢業後會去牧會，所以在五年的交往中一
直很猶豫，一直「追問」神他是祢要給我的
那一位嗎？直到他畢業後，跟我說他要出國
讀書，將來想回台灣教書，（哈利路亜！當
時我真認為神聽了我的禱告，賜給我一位跟
我異象相同的另一半），就這樣放心跟他結
婚一起來了美國。但神有衪自己的計劃，怎
樣也沒有想到在美讀完書後，他竟然跟我說
有間教會沒有牧者，他想留著帶領他們一段
時間再回台灣，（哈哈哈，神祢在跟我開玩
笑吧？！）不過他說應該不會牧會太久，教
會應該很快就找到牧師了，想想也好，有些
牧會經驗再去教書比較有幫助，而且他也能
親身體會到牧會的艱難而不會一直想牧會下
去，但是……真的是愈怕愈會中標，年輕時
回台教書的夢一直都沒有實現，而神卻一直
用我們來牧養教會到現在，而且我們教會對
待牧師和他的家庭太好，讓我也没遇到一些
擔當不起的事。

說起我們家的生活，真的是充滿恩典，
經常經歷到信實的神奇妙的帶領，兩位小孩
都是神差派天使幫我付完生產費。當知道
懷老大時，牧師還是學生最後一學年，我們

的學生保險是最基本的留學生保險，所以
我們必須付完 $5000 之後，保險才會 COVER 
80%，一個窮留學生怎麼有這麼多錢付啊，
可是想到自己不是教導人說：神是信實的，
不要為明天憂慮，怎麼自己卻做不到相信神
呢 ? 當下決定親身來經歷神的帶領，就禱
告上帝，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求神幫助我們
找到解決方法，就這樣在生完小孩出院前，
醫院願意讓我們分期付款的慢慢攤還，奇
妙的事發生，就在我們付了兩次 $50 後，竟
然就沒再收到帳單 ! 老二更奇妙，原本想都
經過五年了，也沒辦法再懷孕了，就自作聰
明的把懷孕險拿掉，可以省一些錢。沒想到
就在沒有懷孕險的同時，我竟然懷孕了，這
下怎麼辦呢？我和牧師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
將來的帳單，但奇妙的上帝再次讓我們經歷
到祂豐盛的預備，神没有因為我自己的小聰
明所做錯誤的決定而不理我們，這次我們只
付完婦科醫生的費用，就沒有再收到任何的
帳單。兩位小孩的教育費也都是經歷到神奇
妙的供應，記得 Timmy 有兩年的學費因一些
事故耽延了申請補助的機會，而學費一大筆
我們又無法籌到夠用的金額，就在要繳學費
當日，打開學校的帳號，想說就分期付款月
付好了，沒想到帳面上竟然是 $0 ，一頭霧
水的打了電話問學校帳戶是不是有錯，校方
回覆說，你們已經付完了。我記得我們只
說 “Really! Why?” 學校也莫名其妙地回
說 “WHY?” 兒子跟校方說我們還没付阿，換
他們一頭霧水的跟我們說那他們再 Check 一
下，再回我們消息。不久回電來說，如果你
們沒有付，那大概有人幫你們付清了，總之
就是不用付了。聽完馬上掛電話，深怕是自
己在作夢，或學校說錯又後悔，（哈哈 ! 牧
師的家庭，還是很小信吧）。這次不只是我
們大人，連小孩也都再次的經歷到神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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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牧師與師母全家在次子 Nathan( 左二 ) 的受

洗日（2018 復活節 ) 合影

位豐盛的神，是隨時看顧我們，知道我們真
正需要的神，既然我們都說神的供應是豐盛
的，我們家就決定學習完全交託，完全仰望，
也因為這件事，我家兩位小孩都願意學習什
一奉獻的功課，每次打工的錢一定什分之一
的擺上，有時甚至願意奉獻更多。

再與大家分享一件觀念改變的事。在我
的「認知」裡，或說在我的「標準」裡，牧
師應該是中規中矩，談吐高雅，說話有條有
理，做事分文不亂，結果大家一定猜得出來
我要說甚麼……唉 ~~~ 偏偏我家老公就不能
合我的標準 ! 他剛開始牧會時，我每天都
想修改他，想改變他的說話語調，想改變他
的一舉一動，好多好多想要他改變成為我
想要的「牧師」，生活一直處在緊張的狀況
中，我就怪上帝，我不是跟祢說過這個人不
適合做牧師嗎 ? 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我老大的
身上，不知以前那錯誤的觀念「牧師的小
孩一定要乖，要有好的榜樣」一直影響著
我，所以我一直處在壓力很大情況下。在教
會，Timothy 一直在我的視限範圍裡，深怕
他說錯話做錯事而被人指責牧師的家庭怎麼
没有管好小孩 ; 他也生活的很緊張，會一
直在意我的臉色，我只要瞪他一眼，他就知
道他回去又要被駡了，直到有一天學校跟我
說 Timothy 的口吃愈來愈嚴重，需要語言治
療時，我才會意到我自己好像出了問題，自
己不是學教育的嗎 ? 怎麼無法幫助自己的家
庭 ? 同時也察覺到以前曾經有的憂鬱症又回
到我的生活中，怎麼倚靠神的人會有這些事
發生 ? 覺得自己好丟臉 ! 來到神面前痛哭，
問上帝，我做錯了嗎？
我求上帝的幫助，教導
我，知道怎麼和先生小
孩相處，幫助我不吃葯
而能走出憂鬱症。奇妙
的神要我好好查考聖經
裡的 12 位門徒和士師記
裡的每一位士師，我從
神所創造的人在聖經裡
所表現出來的生活好好

研究，好好細讀，發現神用他們每一個人，
他們有著不同的特質，不同長相，不同表現，
不同的生活方式，但神卻接納每一種人。上
帝提醒、改變我，要我放下自己的偏見、自
己在傳統中的束縛和錯誤觀念，神要我接納
祂所創造那獨一無二的人。我的先生是神親
自揀選的僕人，我的兒子是神賜給我珍貴的
禮物，神自己接納了他們的不完美，我有甚
麼資格來「修改」神的作品。這一觀念的改
變，幫助我能够真正喜樂的生活，讓我以後
在教養自己的小孩和在教會的服事上有很大
的幫助，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很喜歡聖經人
物查經。藉著每一個人的紀錄，可以從他們
身上看到神要提醒的事，神要用的人，更可
看到神無私的愛，也因為這一觀點的改變，
我對「牧師娘」這崇高的頭銜能夠慢慢地接
受。我雖沒能像保羅一樣十項全能，服事道
路也不盡做得好，生活中仍像提摩太一樣軟
弱膽小，脾氣仍像彼得一樣，體力無法像迦
勒一樣，但我知我在神的眼裡一直都是祂的
寶貝，我所做的只要合神心意，祂都悅納，
我或做不好或做錯的事，祂都願意給機會讓
我學習改變，修正，學習成長。

牧師的家庭有許多和一般會友的家庭一
樣，有著許多的爭吵，不同的看法，很多的
軟弱，仍有煩惱，仍有憂愁。但我們的家庭
因有神的愛而充滿了驚奇，經常經歷到神的
豐盛供應，神的管教和神無限的愛。

我也很感謝神讓我們全家能在 FCCD 與兄
姊們一起生活，一起經歷神，一起扶持在屬
靈天路上相伴同走。我很喜一首歌「藉我賜

恩福」，以這首歌成為我的
禱告，求上帝繼續使用我
們全家和使用 FCCD 所有的
人，讓我們一起能够高舉
十架榮耀主的名，讓每一
位與我們接觸到的人都能
得著神的愛和祂豐盛的恩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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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GIVING   ACCOUNTS
By Anna Chousand

When it comes to thanksgiving, my heart is 
overflowed with it. How would it be not, 

for since I handed over my messed up and broken 
heart to God two decades ago, He fixed it in His 
wondrously amazing ways? And He keeps surpris-
ing my family with good things. And as a result, we 
cannot help but keep growing in our faith towards 
Him.

We experience God’s faithfulness over and 
over again. As we rely on Him through prayers, He 
keeps guiding us step by step. When Hendra served 
at FCCD for twelve years, we saw God at work in 
ministry. We saw how God gave the growth to the 
church as we learned to trust Him. In our person-
al life, we experienced how God took care of our 
needs. His provision has always been on time.

About five years ago, Hendra brought out the 
idea about going back to Indonesia for a while. I 
knew he had been struggling about this for many 
years, but the fact that he really considered going 
back actually caught me by surprise. “Are you 
sure?”  was the question I frequently asked him 
whenever we discussed about this matter. But we 
learned that if He opened the door for us, He would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necessary for us to go. We 
knew that He is trustworthy, just like He has always 
been. 

The next thing was to get ready to “move”. We 
needed to have the immigration documents done, 
pack, put our house for rent or sale, and off course 
inform our families. There was peace in our hearts, 
and we knew that this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fact, God opened each door, so that we knew we 
were on the right path.

Several years before we considered going back 
to Indonesia, there was a period of time that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gave to its overseas citi-
zens to register their children who were born before 
August 31, 2005 in order to have a temporary dual 
citizenship (children who were born after that date 
automatically get the temporary dual citizenship).  
We learned about this information just a couple 
weeks before the due date. We went to Houston and 
got Hannah registered. Hence, all our children’s le-
gal matters were taken care of.

God also provided some good people to oversee 
our house. He even provided a good tenant through 
a brother in Christ. There were some small prob-
lems during these years, but everything was settled. 
Thank God for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that we 
could make a phone call from half the globe away 
free of charge. We just needed to stay awake some 
nights.

We went back and were welcomed by family 
and friends. There were some adjustments we need-
ed to work with such as climate change, culture, 
and language barrier, but eventually everything 
went well. Our kids could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cousins and grandparents. We had a good time 
rebinding with Hendra’s and my families and rel-
atives. We found a welcoming home school group 
for our children. We attended a church where our 
kids learned the Bible stories in Indonesian lan-
guage. We met new friends. We ate delicious food 
and savory tropical fruits. We visited different plac-
es.

We were thankful that we could be a channel of 
blessings from FCCD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o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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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ors at the church we attended. He was diag-
nosed with stage 4 nasopharyngeal cancer. Through 
the support from the churches here and in Jakarta, 
he went through all the treatments. And he was 
healed and eventually went back to ministry.

Despite the good things, there were many chal-
lenges coming our way as well, to which there was 
always way out that led us to give thanks to God 
even more. After a few months in Jakarta, it was 
time for me to apply for the temporary-stay card for 
Hendra. And I needed our Indonesian marriage cer-
tificate. We had registered at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e years before, but I could not find the doc-
ument they gave us. Without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apply for the card, which would cause him 
to go out of the country and come back in every 
month. So I prayed and there was peace as if God 
said, “It’s going to be alright.”

One day, Hendra was cleaning up piles of dusty 
bags in my parents’ house. He showed me a piece 
of paper and asked me what that was. That was the 
document I needed to apply for his temporary-stay 
card! Our hearts rejoiced. I put the last piece of the 
document in the folder and went to apply for the 
card.

The house we stayed at had been empty for 
many years. It was the house I had lived in with my 
parents and sister for many years. Since nobody 
lived in it, it had naturally turned into our family 
storage. Lizards, cockroaches, mice had made a 
home in it, especially the kitchen area. We cleaned 
the house, and Hendra fixed and remodeled some 

broken areas, and we claimed it back from those 
critters. 

After we stayed in Jakarta and partially helped 
my parents for six months, Hendra was employed 
as a Bible teacher for 7th and 8th graders at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the same city. He taught 
there for three school years. The third year, he was 
also assigned to be the spiritual leader for the en-
tire school, overseeing the spiritual matters for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years we lived in Jakarta, we 
were connected to the local churches and mission 
fields that opened our eyes to see the work in the 
fields. Many people are still in need of God’s love. 
Many workers in the fields need our support and 
prayers. Let us continue praying and supporting the 
workers, who reach out to the unreached, who min-
ister to the poor and weak, so that God’s truth may 
be preached, and His love may be revealed to them 
as well.

This is a portion of God’s goodness in our 
life for the past few years. He has been faithful 
throughout our roller-coaster ride of life. He has 
been faithful in sustaining FCCD through our great 
pastors. As we came back and started another chap-
ter of our journey of faith, we are thankful for the 
warm welcome by our FCCD family. We feel bless-
ed. May all the glory be to God alone.

Anna’s  three kids: Andrew, Hanna and Sandra

Author : Anna Chousand 
She is the wife of Rev. Hendra Chousand and 
home school mom of 3 kids



The Lesson of Faith
Paul  Chi-Chan Yu

I praise God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His faithfulness in my life. My name 

is Paul Yu and I graduated with a Masters in The-
ology with an emphasis in Systematic Theology at 
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2014. June of that 
same year, God called me here at FCCD to begin 
full-time ministry. I was born in Taiwan in 1986 
and grew up in the Philippines in 1999 to 2006. In 
2009, I graduated from John Brown University in 
Arkansas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Digital Media 
Arts. For the majority of my life, I’ve wanted to be 
a film director, but I didn’t know all along God had 
a better plan for me. I am thankful that God brought 
me here to Dallas seven years ago after living in 
Chicago for a year and have led me to serve in 
youth ministry these past few years, testifying who 
He is to young students. Sharing my testimony is to 
share how I have experienced the Gospel gift, wit-
nessing how God is our One True God. Many times 
in my life God has revealed His faithfulness to me, 
all the more to teach me how important it is to stay 
faithful to Him. 

One of the greatest theologians of all times, St. 
Anselm of Canterbury, coined the famous phrase,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To begin knowing 
God, you have to have faith first, and then the de-
sire to understand. As long as you have the love to 
pursue God, you will come to know Him. This is 
theology: to learn to know God, we have to witness 
who He is by sharing stories of how we experi-
enced God. 

Christ became my Savior when I was around 
the age of 13, but before then, I was what Dr. Ra-
mesh Richard would call a “nothingist.” Although 
my pre-Christian life had been decently short, 
many things went wrong when I was a child. I 

grew up as a PK, aka, prideful kid. Growing up at 
church, I had all the friends I needed, because I was 
the pastor’s kid, everybody loved me, and all the 
parents wanted their children to hang out with me. 
I remember one time at Sunday School, I took out 
all the coins I had saved up and threw them one by 
one into the offering basket, showing everyone how 
much I loved God and what a good “Christian” I 
was.

I also cheated one time while taking a test, not 
because I did not know the answer, but because I 
was sharing my answers to another student in the 
class. The teacher caught us and called both of us 
into the principle’s office. They were very disap-
pointed with me, because I was not only the best in 
the class, but I was also supposedly the only “Chris-
tian” student in the class, therefore they thought I 
had to be good. My teacher called my parents and 
I had to confess to all of them. It was a shameful 
experience. So, growing up as a “nothingist”, it was 
evident that sin was very much present in my life.  

When I was 12, my parents moved to the Phil-
ippines and decided to become missionaries with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from Taiwan. I was in 
a foreign land for the first time, lost all my friends, 
did not know the language, and was feeling very 
lonely.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 realized 
the world does not revolve around me. Eventually, 
one rainy afternoon lying in my bed meditating, I 
surrendered my life to God and trusted Jesus Christ 
as my Savior. One of my favorite Psalms in my 
early Christian years is Psalm 139. It has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God’s wonderful plan in my life and 
how I am His precious child. It gave m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hat God fully knows me and is al-
ways with me. He is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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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ggles. At the age of 18, I made a confirmation 
of faith at the church, proclaiming to God and oth-
ers that I will commit to Him and never leave Him, 
no matter what happens. 

So far, I have only shared about my life when I 
trusted and believed Christ as my Savior and what 
He has done for me, but now is when I started to 
mature in my faith through various challenges. 

Honestly, this lesson of faith is not easy. During 
the first two years in the Philippines, I tried three 
times to get into Faith Academy, the only mission-
ary school locally, where all my friends went. I 
failed two entrance exams because of my lack of 
English. I didn’t really want to take my third exam 
and begged my parents to send me back to Taiwan, 
to my comfort zone. So, I had to learn to trust and 
believe that God has given me what I needed. With 
God’s grace, I finished my 8th-12th grade years at 
Faith Academy and came to the states for college. 
But before I came to the states, I had to go through 
another test of faith. 

It was five years after 9/11 happened and the 
American embassy was tight about who can get 
into the country. My student visa was denied two 
times and finally got through the third time. I 
thought I was not able to make it to school. This 
was another lesson of faith, teaching me I cannot 
rely on myself or even others, knowing fully that 
God is the one in control of my life. College life 
was a tremendous growth for me.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voluntarily shared various struggles and 
failures with people. I knew that since I left home, 
I needed other believers in my life for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He said to me, “I will never leave 
you nor forsake you” and “Be strong and coura-
geous. Do not be discouraged, for the LORD your 
God will be with you wherever you go” (Joshua 1). 

After college, I moved to Chicago for one year, 
attempting to find a media job on my own, with 
no contacts or network whatsoever. During these 

10 months of job searching, I kept asking myself, 
“What’s my purpose in life? What do I want to pur-
suit? What is driving me?” I have come to realize 
how I have been very selfish and that I would never 
find the answers if I do not turn to God. 

While living in Chicago, I also experienced 
how this world is lost and broken. I somehow saw 
my own failures and the sins of this world. I felt 
burdened. In a windy October afternoon, I sat on 
a Metra train with a cart full of businessmen and 
women with dreary eyes and gloomy faces, work-
ing to pay off loans and mortgage, with an ultimate 
goal of raising their children, and to see their own 
lives pass away just like that. I finally told myself 
with tears in my eyes: “I don’t want this kind of 
lif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more than this.” 

Growing up as a PK and a MK, the thought of 
serving the Lord in a full-time ministry and follow-
ing my parents’ footsteps have never came across 
my mind until this time, a year after college grad-
uation in the fall of 2009. This was when I finally 
recognized how much God has blessed my family 
and gave my parents the willingness to serve the 
Lord and to go wherever He directs them.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was truly proud of my parents. 
I love their life and want to have the life that God 
gave them. Out of the blue, my aunt whom I have 
not spoken to in 2 years asked me if I was interest-
ed in going to seminary. It has been 5 generations 
of Christians in my family and there was always at 
least one full-time pastor or minister. She explained 
to me how none of my cousins are in a full-time 
ministry and that she is praying that God would use 
someone in our generation to serve Him in this way 
in our family. I could never forget what she told me 
that day. 

Then, I started looking into going to DTS and 
nowhere els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only chose 
to apply to Dallas Seminary is because I knew it 
has a strong foundation in Bible and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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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before I considered applying, I registered for 
Focus Day in March and bought my plane ticket, 
basically with all the money I had left, the day be-
fore the deadline. I knew then that God is going to 
tell me great things during the trip. I was giving it 
all up to Him and asking Him to lead me in the path 
He wants me to walk in.

Back on that windy October train in Chicago, 
I wrote on my journal, “I don’t know where this 
strong feeling is coming from, but I’m convinced 
that God wants me to reach out to the poor, the 
homeless, and the oppressed. I’m imperfect and 
helpless and have so much more to learn, but I’m 
ready for it.” Praise be to God that His grace is 
truly enough for us, in May of 2014 I successfully 
graduated from seminary and at the same time God 
called me to FCCD.   

Today, I’m trul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of 
serving at this church. Serving in full-time minis-
try for the Lord is completely not a waste. God has 
continuously blessed and protected me and poured 
out his love to me throughout my life as I have al-
ready shared. This road is completely worth it all. 
One of my life verses comes from Apostle Paul in 
Romans 14:7-8. “For none of us lives to himself 
alone and none of us dies to himself alone. If we 
live, we live to the Lord, and if we die, we die to 
the Lord. So, whether we live or die, we belong to 
the Lord.” These verses sum up my life and the rea-
son why I am able to share these stories with you. 
When I first came to FCCD, I was a complete per-
fectionist and was also very strict with the students. 
After a few years of spending time with them, God 
has taught me to serve His church with faith, giving 
me the lessons of humility and patience. I saw how 
God changed me for the better and also saw how 
He has changed others for the better. It is because 
God’s unconditional love and His unfailing faith-
fulness to me, as a child of His, that I am able to 
share these stories of growth, faith, perseverance, 
and love to our Father.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spend some time reflecting on the past, share it with 
others, so that everyone will receive encouragement 
and comfort from our God. 

雅 歌︐

已 然 未 然  的

愛
文 / 嚴恩慈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
上如戳記 , 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
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
耶和華的烈焰。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
也不能淹沒。」（雅 8：6－ 7）

是多麽堅定且刻骨銘心的愛！他們訂下
「愛情的盟約」，相互歸屬：「良人屬我，我
屬良人」。以戀愛中的男女、新郎與新娘、
丈夫與妻子來比喻上帝與人之間最親密的關
係，乃是聖經獨特的信仰。雅歌描述了男女
情愛的各個層面，展露了愛情的美麗、歡樂、
憂愁，甚至傷痛。藉男女愛情所產生的感受
中，使人領略神對人的愛，以及人當如何愛
神，以達這種境界。

蓋恩夫人如此說「我接受耶穌基督為我
的主，為我的丈夫；不配的我，獻給你，與
你聯結，為你的新婦；我簽此靈的婚約，求
你使我能放棄我自己，惟以你的心為心，能
與你的旨意合一；我願接受你的患難、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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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羞恥的十字架為聘金。我心深受感動 !」

【神恩典的痕跡】

  2016 年 7 月 26 日 , 我的先生當天晚上與
Stephen 在教會打乒乓球 ,心臟病發作（心
臟驟停）, 約有 38 分鐘沒有自主性的呼吸

（No Spontaneous Pulse ），經過死蔭的幽
谷，蒙神保守，奇妙的存活，而且沒有任何
的傷害。每每想起這一切，都會不自禁的流
淚。現在的我們， 每一天都是神的憐憫所賜
予的額外恩典。而在照顧他半年以上的時間，
由於太勞累，自己的健康也亮起紅燈。

  今年三月換了家庭醫師，四月的健檢，發
現 C 肝病毒實在太多，該嚴肅以對， 肝藏超
音波檢查特別詳细，所幸一切都好。事實上，
我十多年前在臺灣健檢就已經發現了，但是
一直沒有治療， 以前的治療要用干擾素，很
痛苦，治癒率也比較低，治療的過程被形容
有生不如死的痛苦，常有人因太痛苦不能忍
受，而中途放棄。

一直以來，因為每年的 Annual health 
checkup,AST 和 ALT 都 很 正 常 , 因 為 沒
有感覺，就拖延著，超過十年以上的時
間，直至今年，經醫生診治後，六月底才開
始服藥治療，過程沒有不舒服或痛苦，生
活作息一如平常。所服用的藥 EPCLUSA
是 2016 年 FDA 才通過的藥，近年來有一
些 C 肝新藥上市，副作用較小，治癒率相
當高，可是藥價相當昂貴。C 型肝炎病毒
是 RNA，B 型 肝 炎 病 毒 是 DNA，C 肝 病 毒
不像 B 肝患者一輩子帶菌，C 肝帶菌者只
要在「無症狀階段」，病毒是可清除的。 

近日翻閱我的 MEDICAL RECORD 以及保險
的資料，看到主滿滿的恩典，一粒 $876 的
藥 ，三個月療程要花費七萬多元，因為去
年換了更好的保險，給付很好，原來主早已
為我預備，在衪的時間裡，醫治了我十幾年
的病，祂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感謝主的憐
憫與慈愛！祂為我所預備的福份，遠遠超過

我所求所想！

「我的口終日要述說你的公義和你的救
恩，因我不計其數。我要來說主耶和華大能
的事；我單要提說你的公義。神啊！自我年
幼時，你就教訓我；直到如今，我傳揚你奇
妙的作為。神啊！我到年老髮白的時候，求
你不要離棄我；等我將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
將你的大能指示後代的人。」（詩七十一 :15-
18）

【我的禱告】

親愛的主：在這感恩的季節裡，這篇詩
人的禱告，也是孩子對主的禱告，恩主謝謝
您的恩典，從歲首到年終，感謝主的保守和
帶領，雖然有歡笑也有眼淚，有痛苦也有失
落，但是信靠主，讓我經歷了信實的神，也
見証了主的恩典夠我用，孩子願意一步一步
跟隨主的腳跡，不論身處任何的處境。我願
委身於主，過簡樸的生活，每一天、每一刻，
忠心跟隨主，直到見主面。

（寫於 2017 年感恩節）

作者嚴恩慈姊妹與先生紀慶憲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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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未曾許諾天色常藍 但祂應許與我們同在

三位 FCCD 教會的姐妹用文字見證

神如何在她們與乳癌的搏鬥中

領他們走過   生命低谷 ..........

信靠順服
文 / 李素梅

FCCD 的 30 週年我來不及參與，但很開心
可以在 40 年紀念週刊表達自己的一點心聲。

很多人都是在遇到困難時不知何去何從，
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幫助他們的神；我
卻非常幸運的在碰到困難前先認識了上帝，
深深了解上帝是如何的愛我們，祂所賜的恩
典夠我們用，讓我平安走過乳癌的治療。

時間回到2012年3月底台北的馬偕醫院，
當外科李主任說：“李小姐，證實了…”，當
時不知為何我沒有激動也沒有流淚，好像上
帝早已放了平安在我心中，讓我毫無畏懼，
一切都變的好自然，只需照著醫師的安排和
指示，於是當天馬上做了乳房 X 光，及心臟
超音波，接著又安排二天後做人工血管植入
及核子照影，再隔二天我就做了第一次的化
療。沒有人可以理解為何我如此平靜，但我
就是知道上帝已為我安排好了路，祂賜給了
我一位最好的醫師及護理團隊，我相信只要
完全順服祂，再全力配合醫院的治療，我就
得醫治。

因為治療我至少得待在台灣 8 個月，所
以急需在化療前先租好房子讓自己安定下
來，然後一步一步地接受治療，這樣就等於
只有 3、4 天的時間可以找公寓，而這時我
先生 Vincent 剛好在網上看到一個二個房間
的公寓還附傢俱，交通又便利，非常適合我
們，我們看了房後立即付了訂金，第二天簽
完約後就搬入，讓我在化療後有一個舒適的
家可以好好休息。時間巧合到讓人難以置
信 ! 若不是上帝的安排，誰有能力可以讓我
在不到一禮拜中把化療前所需準備的事情都

完成？由此我真正體會到天父對我們這群兒
女所付出的愛是多麼的偉大，祂在旁守候著
我們，賜給我們所需要的，一點都不遺漏。

當我靠著聖經熬過化療的這段時間，最
經常唸的就是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要
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
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這
段經文一路陪伴著我，時時點醒我，也讓其
他病友們在我身上看到了神的榮美。他們非
常驚訝，為何有人在罹癌後還可以如此樂觀，
甚至我的謢理師還介紹那些比較憂慮的病友
跟我認識，希望我能給他們帶來正面的能量。
而我除了告訴他們如何減低不適感外，我也
告訴他們因為我最好的朋友 耶穌一直與我
同在，幫助我，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像我一樣。
而最令我開心的是有一位許久沒去教會的病
友，她因此又重新走入了教會，感謝主 !

在整個治療結束後，我回到了 Dallas。
原本想休息一段時間再重新開始找工作。但
奇妙的事發生了 ! 原來我因為治療無法回美
復職，所以公司另請了一位接替我職位的行
員；這位行員在一年後跳槽，而她離職的那
一天是週六，剛好正是我把台北的事務結束
又重新回到美國的同一天。隔天是週日，我
的經理居然打電話給我，問我週一可否回去
上班？神的安排真的超乎人所能想像，在我
自己都還沒想好怎麼去找工作時，祂連工作
都已經幫我預備好了，讓我真正領受到聖經
上所一直強調的，只要信靠順服上帝，凡事
都不用焦慮。主的恩典絕對夠我們用。我是
真真實實的領受到主豐盛的恩典澆灌在我身
上 !

我依稀還記得教會的 Sarah 姊曾告訴過
我，我才剛信主就發生這件事，她擔心我可
能不會再相信上帝，而她所不知的是我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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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全的相信祂並全然交托，我已將我的一
切交給主來主導，這也是我一踏進 FCCD 教
會所學到並且盡心盡力去做的。謝謝 FCCD
與江牧師，讓我在美國擁有一個屬靈的大家
庭，每週日的主日崇拜及主日學能讓我認識
聖經，週報組及 Media Team 能讓我學習到
服事的喜悅，華語詩班更讓我感受到聖詩的
美妙。這是一個非常棒的大家庭，謝謝所有
的弟兄姊妹，我愛你們 !

恩典夠用

作者李素梅姊妹現為週報組及影音組同工

與先生陳斌臣合影。

  2013 年年底我在做例行的身體檢查時，
醫生認為檢查報告沒有異樣。而我對醫生的
診斷一向都是十分信服的，但是當天卻有一
個突如其來得感動，讓我向醫生討論我那一
直存在但開始疼痛的乳腺組織硬塊。在我一
再的堅持下，醫生當場重做超音波掃描及決
定追加取樣檢查。五天後取樣檢查結果出來，
竟是乳房惡性潤浸性導管癌。神的保守有時
只是存在心中的一個微小聲音，而這個聲音
讓我能提早開始進行治療。 

  家庭醫生介紹我二個乳房外科醫生，因先
生是 UTSW 的僱員，我選擇了 UTSW 的醫生；
和乳房外科醫生的約診也充滿上帝的恩典，
先是遇到滿掛，新病人要等一個半月，但是
醫生看了我的病例後自己挪時間，特別提早
接受我這個新病人。

  與醫生協談了解所要進行的療程是先化
療，開刀，再做放射線治療及重建。我們
的上帝是一個貼心的上帝，祂知道我治療

的辛苦，所以也為我減輕路途的勞頓。讓
UTSW 在 2013 年 12 月在住家附近新開的一
個 Richardson / Plano Simmons cancer 
clinic，含癌症專科醫師及化療部門，可方
便做化療。祂也知道我需要的醫療費用昂貴，
讓我全療程符合在 UTSW 試行的一個員工及
家屬醫療保險優惠計劃，所以醫療費用只需
付很少的一部分，讓醫藥費不至於成為家庭
無法負荷的重擔。

貼心的孩子 

  知道是乳癌後，告訴孩子我即將要進行治
療，他們要分擔家務包括洗碗、洗衣服、折
衣服等，從最初的一團糟到自動分工。兒子
感覺上變得很喜歡窩在我身邊，說媽咪我愛
你，給我一個大擁抱。他說他學朋友， 因他
的阿媽也有乳癌，但醫好了；所以他相信這
樣做我也會醫好。聽過來人說需吃多一點，
好有體力接受治療，他就三不五時餵我吃東
西，要我多吃一點，非常的貼心，每天都來
抱抱。感謝上帝，讓我兒子成長為一個善解
人意，能陪伴扶持我的孩子。也感謝神，讓
他在陪伴我抗癌的時間中，能得到朋友的支
持跟鼓勵。  

  兒子在 2017 年上大學前，也決定在眾人
面前告白自己對耶穌的信仰， 接受堅信洗
禮， 歸入主的大家庭中。 也是由於他的信
仰，兒子在我做治療的期間，一直有主的平
安在他的心中，成為家裡很重要的支柱。後
來他才提起，這段期間有一段經文一直支持
著他 :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
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
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 29:11) 

神額外的禮物

  在 2013 年聖誕節前發現自己有乳癌，在
之後幾天被通知先生的綠卡初審通過，可準
備體檢及按指紋。這禮物有喜有悲。 忙著
做一堆檢查的同時，又要準備文件，體檢，
印護照 .... 終於在開始化療前做完我能幫

文 / 邱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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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淑萍姊妹 ( 右一 ) 長期為教會詩班成員

全家送兒子 ( 左二 ) 上大學

忙的，接下來就交給他了。似乎神已安排所
有的時間表，看起來事情都擠在一起，但禱
告多年的綠卡申請，都依序完成，綠卡從遞
件到完成不到五個月，這是神的作爲 ! 雖然
老公的工作不穩定，也關係到醫療保險，只
有將擔憂禱告並交給神， 而祂一路保守帶
領、預備直到現在。神藉著癌症的診治，讓
我經歷到我們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我需要
的祂已為我預備。    

神差來的天使 

  在決定治療方式時，多次與醫生商談，老
公因工作無法每次都陪我去門診，在英文查
經班認識一群姐妹，除了為我禱告外，神安
排二位姐妹幫忙接送我二個在不同學校的小
孩。其中一位身為醫生的姐妹在初期幫我接
送小孩，陪我看醫生，會診，幫忙翻譯，醫
學知識上幫很多忙。期間還有其他相關領域
的醫生朋友親戚給予意見諮詢以決定最好的
治療方案。 

  在最後一次化療前，開車去做車檢及自動
洗車，在車子擦乾時，有一個洗車員工竟莫
名問我是否有 cancer，他說他也曾有 can-
cer，但治好了，所以我也一定會好；我想是
神派他來幫我加油打氣，因為我還在猶豫化
療後是否要做放射線治療，但神說，祂掌管
一切，祂會讓我好起來，不要擔憂。 

在化療期間，感謝 Stephen Lin 弟兄幫忙
安排教會的弟兄姐妹甚至長輩為我的家庭準
備愛餐，有的人要開 30 分的車程，只為了
幫我送餐，不管距離多遠，我心想，要是我
一定會先考慮車程再想是否要幫忙，但她們
的愛心是那麼的偉大，不辭辛勞。  

化療之後的開刀手術安排在暑假，為了解
決三餐問題，不想一直麻煩別人，我在開刀
前就利用準備晚餐時先教兒子煮菜做飯。開
刀恢復期間，午餐大多是老大下廚炒飯，“看
“起來比老爸厲害，而晚餐上帝則預備了由
台灣來的鄰居太太幫我三個星期。 

有主同在，老公和孩子，朋友的禱告支

持，這條路雖辛苦，相信能夠走過去。化療
開始第一週有嚴重的副作用產生，到第三週
就緩和下來，此時頭髮快掉光，洗完澡看鏡
子，自己覺得頭上剩下的頭髮黑色的地方一
圈好像天使的光環，相信如同朋友為我的禱
告「上帝一直圍繞在我身邊保護看顧扶持
我」。「他病重在榻，耶和華必扶持他；他在
病中，你必給他鋪床。」( 詩篇 41:3) 六次
的化療從最初的辛苦，到慢慢知道即將發生
的症狀，能夠順心的面對，「並要在患難之
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詩
篇 50:15 ) 

因為知道神掌管一切，即使在手術那天一
點也不害怕擔憂。做檢查時都自己一個人去
一點也不擔憂，因有神的平安在心裡。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
因為我是你的　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
你。」(以賽亞書 41:10) 

這段經文伴我走過每一個孤獨去做檢查及治
療的日子，不是不想要人陪，而是不想讓她
們的時間浪費在等待中，但主陪我使我不孤
單。回首數算主的恩典，祂一路相伴，為我
們預備一切所需要的，叫我們不必為明天擔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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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

文 / 唐嘉敏 Cindy Lin
2017 年 5 月，我， 38 歲的營養師，注重

健康飲食，很少外食，規律運動，體態纖
瘦，一年生病不到兩次，作息正常，從沒想
過癌症會找上我，卻被醫生診斷我罹患乳癌
第三期！我曾不解，我也曾驚恐，我更在得
知罹癌的當下崩潰大哭，但奇妙的神卻用祂
慈愛的雙手帶領著我開始這段抗癌的旅程。 
雖說自己當了十年的基督徒，平常是有靈
修的習慣，但老實講，大部分的靈修時光
像是我每日例行公事，不冷不熱，直到生
病後，我才在靈修中經歷真正與神的親密
溝通。每天清晨張開眼睛慶幸自己又多了
一天，感謝主！翻開聖經，在祂的話語中
支取生命的靈糧；在禱告中，將憂慮與未
來交托，我聽到祂告訴我：「孩子，我會帶
領你前面的道路！」我決定” Let go let 
God”。而神也在這一路上預備我一切所需。 
 

神的預備

因為自己一向是健康寶寶，不常看醫生，
所以我家的保險就跟隨我先生 Stephen 公司
提供的 high deductible health plan( 高
扣除額保險計劃）。當初我的公司被另一個
大公司併購後提供給新員工的保險我也沒有
加入，因為覺得沒有需要第二個保險，所以
得知自己得了乳癌後不禁擔心若靠先生的保
險我得自付 $20,000 後保險才開始給付。兩
萬元！是一筆大開銷呀！錢哪裡來？那天，
當我告訴一位非直屬的老闆 Joo 我生病的狀
況時，提到了我很後悔沒加入新公司的保險，
她馬上提醒我「今天是保險修改寬限期的最
後一天！現在是 10:30， 12 點以前你還來得
及加入！」

 
  我只知道我錯過了加入保險的期限，卻不
知公司還有一段修改的寬限期！ Joo 真是

上帝派來的天使，幫我解決了財務上的難
關。透過新的保險，我只要自付＄4100 後
保險公司負擔之後的全部費用。除了驚喜，
更是滿心感謝上帝，在還未擔心害怕前，就
幫我把未來的路鋪好，我還有甚麼好怕的 ? 
財務負擔之外的另一個難題就是要在最短的
時間那找好我的醫療團隊，包括腫瘤科醫
生和胸腔外科醫生，盡早開始治療。這兩科
的有名醫生很難預約的到，等個一兩個月才
能看診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但神的安排卻讓
我找醫生的過程出乎意外的快又順利。ㄧ位
和我同事超過 10 年的 Dr.Jun Chen 在知道
我的病情後，馬上一通電話打給她在西南醫
學中心實習時的老同學 Dr.Thuy Le，請求
她無論如何要把我擠進她的看診名單中。然
後透過 Dr.Le 找到胸腔外科醫師。就這樣一
星期內安排好醫生，開始治療前的一連串檢
查，確定癌細胞沒有擴散到其他器官，之後
即展開六次化療，化療結束後再進行手術。 
為期半年的化療是肉體最受折磨的階
段。除了疼痛之外還有各種化療副作用
隨之而來，食欲不振、拉肚子、嘔吐等
都成了我的生活日常。但感謝主，祂 
賜我夠用的力氣可以撐過身體疼痛不適的煎
熬。更幸運的是，原本住在休士頓的父母兩
年前退休搬來達拉斯和我仳鄰而居，我生病
後多虧有他們就近幫忙，接送小孩、料理飲
食等，每天在我家裡忙進忙出。爸爸雖不善
於用言辭表達關愛，但是他每天一早幫我打
精力湯，削好水果端到我面前，在我因化療
而喪失胃口時，他溫柔耐心地鼓勵我吃下 ;
媽媽除了幫我處理家事外，更是我心情軟弱
時的依靠， 她提醒我不要擔憂， 主會賜平
安 ! 我心疼他們退休後不得清閒，還得為了
我勞心勞力，但也感謝上帝透過這個苦難將
我們一家人凝聚地更緊密，是辛苦，但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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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特別的甜蜜。

神的恩典

未生病前的我不僅對自己在家庭、工作、
教會各方面的表現有著高於一般人的要求，
我也用同樣的標準在要求我的先生、小孩，
我，成了孩子口中的「虎媽」，安排各種的
活動、學習，也要求有好的成果，正值青春
期的兒子，可想而知會與我這虎媽有諸多爭
執衝突。在得知自己罹患乳癌時，腦中思索
的除了自己的醫療外，最苦惱的就是該用何
種方式告知小孩自己的病況及他們能否承受
這突如其來的震撼。我求主賜我智慧，有適
當的話語、方式和孩子溝通。欣慰的是，原
本叛逆、被動的兒子不僅會關切我的身體狀
況，他自己的學校功課、課外的的學習活動
都能按部就班完成，沒有我的緊迫盯人，他
反而自動自發了；六歲的小女兒，我以為她
似懂非懂，她竟會在 VBS 中告訴輔導員：「我
媽媽生病了，你可以幫她禱告嗎？」原來，
我的孩子比我想像中還貼心、懂事！因我的
生病，小孩跟著我歷練，瞬間長大成熟不少，
真是意外中的恩典。而我眼中「有些大男人
主義又有些吊兒郎當」的老公，在我生病後，
一肩扛起家中大小雜事及安排、照顧我的醫
療，「你只要安心治病、養好身體，其他的
家事、小孩的事、工作的事都由我來負責。」
原來，我老公比我想像中的更有耐心、愛心、
負責任，對我的支持也超乎我預期。

 
  雖然生病不是件幸運的事，但神也讓我在
不幸中看到祂給我的幸福、恩典遠多於身

體的病痛。此刻的我，深深地明暸每一天都
是神的恩典，家人相處的每一刻時光都值得
珍惜，我的時間都被醫院、工作、家人塞
滿了，那還有時間自怨自艾、憂傷痛苦？ 
 
 

神感動未信主的公婆

從發現癌症以來，我ㄧ直用這樣樂觀、
積極的態度面對，當我的公婆從休士頓來探
望我時，很訝異我居然沒有愁喪的病容，依
然有笑容，依然努力上班，他們問我：怎麼
辦到的？我於是利用這個機會向尚未信主的
公婆傳講福音，讓他們知道我的力量、喜樂
是來自於愛我的天父，也帶他們到我們教會
一起做禮拜。令人驚喜的是當他們回到休士
頓後，從來沒有在休士頓上過教堂的公婆
開始上教會了！！我先生和我這十幾年用盡
各種方法要帶他們信主，都不曾管用過，沒
想到我的生病卻反成為他們認識主的契機！ 
 
 

未來的路繼續仰望主

2017 年 10 月，我的雙乳房切除手術也順
利完成了，在走完了乳癌治療最難熬的前半
部，照理說我應該開始漸入佳境。但我卻開
始有情緒調適的問題出現，說得明白一點，
我陷入了憂鬱症。化療的副作用慢慢開始在
我身上顯現，最困擾我的副作用就是我的認
知能力受到影響，使得我的注意力無法集中，
思考變得散漫、較難進行統合組織，記憶力
衰退，影響所及，家事、工作我都無法達到
自己以前的表現水準。對我而言，我可以忍
受身體的疼痛不發怨言，但 ... 我很難接受

2014聖誕節Cindy 全家在教會發送糖果

化療中的Cindy	( 中 )

還是護士及其他病友

的開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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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無法把家裡整理得井然有序、工作表現
不盡理想的自己！我開始向上帝抱怨：為什
麼我會是那 50% 有這種化療後遺症的人？我
開始跟上帝討價還價：拜託，把我的能力還
給我！！不願、不平、不捨，讓我的情緒陷
入了谷底！不過，情緒即使再低潮，我對神
的愛及信心未曾動搖，因為祂差派在我身邊
的天使天兵 — 家人不離不棄的照顧支持、
教會弟兄姊妹的關懷安慰，讓我知道即使現
在我的問題沒有答案，祂仍與我同在，在他
的話語中尋求，在禱告中與祂交通。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必攙扶你的右手，對你
說：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賽 41:13） 
這是在 2017 年農曆新年和朋友聚會中我抽
到的紅包經文，不知為何這句經文深印在我
腦中，直到我開始經歷癌症的診斷、治療才
明白這是神早在事發前給我的應許。我所要
做的，就是放心的跟隨主的帶領，即使祂現
在把我曾引以為傲的能力挪走， 我也要”Let 
go let God”! 讓祂破碎舊我，活出神旨意
下的 Cindy。但我必須誠實的說， 我知道神
要我去的目的地，只是，我還未到達，我還
在往這個方向前進的路途中。學習接受自
己成為非自己想像中的 Cindy， 真的不容易
呀！但有主的攙扶，我想，這一路會越走越
順，我期待著哪天我回顧一看，我已在這試
煉中學到了亞伯拉罕的信心、大衛的勇氣、
所羅門王的智慧，以及完全的交託，讓神掌
管我的生命 !

作者唐嘉敏姐妹在教會多年投入兒童主日學事工及詩

班

2018 年的全家福

分
享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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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件 神 蹟 奇 事 的 分 享

我是在主後 1989 年在美國阿肯薩州小
岩城第二浸信會接受浸禮成為基徒。

30 多年來多次經歷神，現在特別舉出其中
的一個例子與大家分享如下：

2011 年春天我原在達拉斯任職的公司重
整，電腦部門外包解散，於是經過電腦仲
介公司，找到奧克拉荷馬州北方小鎮 Chan-
dler 的一家保險公司 National America 
Insurance Company電腦部門程式設計工作，
八月十一日走馬上任。話說 Chandler 人口
只有 3000 人左右，當地只有一條街，一家
Walmart 和一家麥當勞，及其他幾家小店，
真所謂鳥不生蛋，雞不拉屎的地方。我任職
的保險公司是家族經營的老店，老爸是 CEO
兼董事長，兒子是 COO 總經理，女兒是 CFO
財務長，有員工 600 多人，專營美國長途卡
車司機健康保險、人壽保險和貨物保險，乃
是當地最大雇主。

我在當地租了 1 房 1 廳 1 浴厠公寓，平
日 Weekday 下班後無處可去，只有去學校操
場散步或偶爾去 Walmart 買日用品。每周五
下班後便鴐車五小時回到 Frisco 家中，星
期日作完禮拜，回家稍作整理即駕車五小時
前 Chandler，如此日復一日，撐過了大半年。
由於年事已高，實在吃不消每個禮拜來回長
途開車 500 英哩，於是迫切禱告向主祈求開
路，希望能夠在達拉斯找到新工作，離家近
一點。垂聽禱告的上帝果然有回應，2012
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時，美國上市公司 ABSG
（AmeriSourceBerGin) 人事部門主管 Paul 
Procter 打给我一通電話，詢問是否有興趣
到 Frisco 公司資訊部上班？我當然表示有
興趣，他隨即安排次日與資訊部主管 Karl
電話口試。很幸運通過電話口試後，接著就

安排五月二十五日十點直接進公司 Frisco
辦公室面談，猶憶是日，風和日麗，如約
準時見到資訊部主管 Karl 先生和 RAI 先生，
一起進入 Karl 辦公室討論過去我曾完成的
專案，並且簡介 ABSG 未來的專案計劃。正
當大家談得興高采烈時，突然有人敲門，某
電腦同仁要求 Karl 出去解決電腦緊急狀況，
於是 Karl 開門快步走出辦公室，並說馬上
會回來， 說時遲那時快， Karl 剛步出辦公
室，我有位從前女同事 Lorna 將近二十年沒
見過面，突然走進辦公室來打招呼並問候我
的近況， 我當時也嚇一大跳！（原來 Lorna
已經在該公司服務多年，當時她從座位起身
要去倒咖啡，剛剛好經過主管辦公室門口，
看到我在坐在裡面，便跑進來打招呼。）此
刻 Karl 先生已經回到辦公室來，很驁奇發
現他的資深得力屬下 Lorna 和我是老同事，
也證實我有多年電腦工作經驗。於是接下來
面談一切進行順利。六月初拿到工作 Offer
聘書，七月中旬班師回朝，開始到離家僅十
分鐘的新公司上班。

每當回憶五年前這段神跡奇事，真是難
以忘懷，歷歷在目，感謝主！讚美主！如今
適逢本教會四十周年，有幸與大家分享共勉
之，謝謝 !

作者彭運起弟兄 ( 左二 ) 與太太莊錫惠姐妹

於 2011 年復活節加入 FCCD會友

文 / 彭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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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使邦國高舉

— 記台灣關係法的由來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我來到美國已經
超過半個世紀，我人生三分之二的時間就
在美國度過。但我也很關心台灣的現時情
況並想念在台灣不多的親人與好友。

我出生在日據時代的台灣，親身經歷
二次大戰及政府遷台，在台灣成長接受教
育，大學畢業後通過留學考試，當了一年
的預備軍官，在 1964 年離開台灣來到美
國留學。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飛機、離
開父母、離開故鄉台灣。我從西雅圖入境
美國轉機直飛德州的達拉斯，停留約十天
後，當時我在 SMU 留學的表兄就開車帶我
到 Waco 就讀 Baylor 大學經濟研究所。當
時台灣的留學生很少，我搬進一間很小的
公寓，裡面除了我以外還住了三、四位美
國人的大學生，其中一位也是與我同在商
學院經濟系的大四學生，他很友善，第一
次見面我們彼此自我介紹才知道他的名字
是 Jim Mattox，達拉斯人。以後因為生活
在同一個公寓裡，常常見面交談，他成為
我在美國的第一位美國人朋友。

兩個學期後，他畢業離開了學校，我們

文 / 楊正雄

前言：

國際情勢風雲變幻，詭譎難測！大國博弈爭
勝，小國則在夾縫中求生，稍一不慎，可能
就沒頂國滅。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局勢
重新洗牌後，台灣一直處在國際地緣政治最
前端的崩潰臨界壓力點。今日筆者要向你訴
說，自己是如何從一個政治局外人，在上帝
默默的帶領下，是如何目睹上帝利用一連串
的巧合安排，替台灣悄悄地佈局一個生存空
間。

 以賽亞書 55:9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
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
的意念。

 羅馬書 8:28 我們也知道，神使萬事相輔
相成，是為了愛神之人的益處，就是那些按
照他的心意蒙召之人的益處。

台灣關係法 (1979 Jan 1st) 成立至今已經
三十八年了，因著它的存在維護了台灣人民
的安全、利益與繁榮，並造就了台灣長期以
來的經濟成長與奇蹟。

我希望藉這個報導，還原當年的歷史事實，
台灣政府如何決定尋求法律途徑，經由美國
國會的支持而通過法案最後成立台灣關係法

的起源與過程，並藉這個機會來紀念這位德
州達拉斯選出的國會議員 Jim Mattox 先生，
並感謝他因著這件事情對台灣人民所做最大
的貢獻。

因政府的邀請，Mr.Jim Mattox 與我剛好在
卡特總統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宣布中美斷
交的當天晚上抵達台北訪問，Mr.Jim Mat-
tox親身經歷並親自參與當年的會議與討論。
他是最早提出立法的觀念與思維，建議台灣
當年政府高層應該尋求美國法律的保障，將
台美關係建立在法律上的穩定基礎，才能確
保長久對台灣有利的關係，而不要按照過去
慣用的方法遊說個別的美國政治人物的友好
與支持。他所建議的這種新觀念與方法最後
形成了台灣關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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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失去了聯絡。再過一個學期，我完成碩
士學位，也離開 Waco 搬到達拉斯來，不久
我就到 Mobil Oil 上班，在這裡定居下來。
四、五年後，在沒有預料的情況下，一天中
午時間在 Dallas downtown 很驚奇的再次遇
見他，交談中我才知道他從 Baylor 畢業以
後，回到達拉斯再進 SMU 法學院進修，畢業
後取得律師執照並在 Dallas County 做 As-
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這次偶然的
相逢，我們從此以後就有互動及聯絡，重新
我們很久的友誼。

Jim Mattox 出身並不富有，父母離婚，
母親在餐館當服務生養家，但這位年輕人聰
明耐苦又有進取心，高中時代就打工賺錢積
蓄未來大學的學費，最後拿到律師執照，開
始他的政治生涯。他是民主黨員，為人急公
好義，關心弱勢族群。1972 年當選德州的
州議員，當了兩任（每任兩年任期）。1976
年他更上一層樓，競選美國國會議員，成功
當選，總共當了三任國會議員，每任兩年的
任期，六年後又當選成為全德州的總檢察長
（Attorney General) 二任，總共八年。可
惜在 1992 年的德州州長民主黨提名的競爭
中，輸給後來成為德州第一位女性的州長 
Ann Richards，也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重
新執業律師。

1971 年 10 月 25 日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
後，除了美國政府仍然支持外，台灣變成了
國際的孤兒，相繼著世界強國也開始與中共
建立外交關係而斷絕與台灣的關係，台灣情
勢愈加不利。當時在台灣的國民政府為了維
持與美國政府的友好關係，開始每年邀請並
招待美國國會議員及州長到台灣參觀訪問。
1975 年 4 月 5 日蔣介石總統逝世，不久蔣
經國先生接任總統， 擔當起這個沉重的責
任。為了遊說美國國會對台灣的支持，更積
極邀請並招待更多的美國政治人物到台灣參
觀訪問，這也就是當時台灣政府所熟悉，經
常運用的外交遊說手段。

1976 年我的朋友 Jim Mattox 第一次當選

美國國會議員，當然也成了台灣政府的邀請
對象。起先他不想去，沒有接受邀請。後來
他告訴我這件事並徵詢我的意見，我建議他
說既然台灣政府這麼有誠意多次的邀請，你
也不妨借這個機會到台灣訪問，親眼看看台
灣的進步情形。他表示要好好考慮再決定。
1978 年休士頓的總領事館透過當時台灣外
貿協會派駐在達拉斯世界貿易中心的遠東貿
易協會的韓松林主任來拜訪我，並請我陪
Jim Mattox 到台灣訪問。我起先猶豫沒有
馬上答應，心想領事館怎麼會請我陪 Jim 到
台灣呢？接著韓主任才告訴我這是因為 Jim
指名要求一定要我陪他去，他才肯答應接受
邀請。後來我打電話給 Jim 查證這件事情，
他才告訴我這正是他向休士頓領事館要求的
條件。這時我才證實韓主任請我陪 Jim 到台
灣訪問的事情是真實的，我也只好答應陪
Jim到台灣一趟。之後韓主任開始安排行程。
我與 Jim 決定趁著每年美國國會休會空檔期
間，1978 年 12 月 15 日啟程到台灣做一個
星期的訪問，在聖誕節前回到達拉斯。行程
決定後我也通知我在台的家人及我太太的哥
哥侯貞雄先生及朋友辜濂松先生。

197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早上，我們兩
人從達拉斯啟程出發，在西岸轉機搭上華航
飛機，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直飛台北。雖然
飛行時間很長，但是一路上非常順利平安，
華航的服務也很好。十六日星期六晚上我們
終於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機門一開，很驚奇
的看到侯貞雄先生及辜濂松先生親自到機門
前迎接我們，這是我們事先沒有預料到的。
這時侯貞雄先生很快地告訴我們今天美國卡
特總統宣布與台灣斷交。推算這個時間點，
可能我們剛好飛行在太平洋上空，當然無法
得知這個消息。這個突發事件讓台灣政府當
局非常震驚又憤怒，這是政府遷台以來最不
幸的消息，一時之間惶恐緊張不知所措，恐
怕引起反美行動，所以侯先生與辜先生特別
到機門前接待 Jim 與我兩人。我們不經過一
般的入境手續，快速通關離開松山機場，來
到政府事先安排經常接待政府外賓的圓山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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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因為那時沒有經過一般旅客出關的地方，
所以也沒有看到來機場接我的年老父親與哥
哥們。在車上 Jim 告訴我，在這個不恰當的
時機聽到這個驚人的消息他也很驚愕。因為
他在離開美國數天前才按照國會議員出國慣
例打電話到國務院詢問美國與台灣的關係現
況，國務院還告訴他一切正常沒有異狀，所
以他也安心出國。 現在聽到這個突來的消
息，他必須查明。

我們到達台北是十六日星期
六晚上，到旅館安頓好時間已
經很晚，恐怕年老父親已經休
息睡覺，所以我一直到隔天早
上才打電話給他，他才知道我
們已經平安到達台北。他還怪
我怎麼不早點跟他連絡免得他
擔心。他星期六晚上在松山機
場等了很久，等到這次班機全
部旅客都出機場門口也沒有看
到我們，以為我們更改行程沒
有回來。我就將當晚情形告訴
他，讓他了解。

第二天 Jim 一大早就打電話到美國大使
館，可惜是星期天沒人接電話。因為剛到台
灣，時差關係非常疲勞，我們就留在旅館休
息，跟貞雄兄們討論日後的行程。星期一一
大早，Jim 就到美國大使館，才知道美國大
使已經事先離開台北，大使館官員提醒他現
在他是美國官員在台北最高階的代表。不久
貞雄兄及辜先生就來到圓山飯店要帶我們去
會見一些政府高層人物，但因為我要去看父
親，母親一年前才過世，所以我沒有參加這
次的會議。晚上回到旅館，我問 Jim 今天見
了那些人、做了那些事，他就告訴我貞雄兄
及辜先生帶他去參加一個很重要的會議，這
些政府要員可能就是剛成立的緊急應變小
組，討論研究如何找出一個方案來向蔣經國
總統報告。他說在會議中，可以體會到大家
都非常緊張慌亂不知如何是好。討論的都是
照台灣過去一二十年的經驗與老方法，就是
找那些有力的政治人物來向白宮遊說影響，

以挽救這個突發的險峻情勢。他告訴我他並
不認同他們的想法與方向，他認為台灣在現
今的處境一定要有新的思維。我就問他是否
有寶貴的意見可提供，畢竟他不但是位國會
議員並且學法律，是個法律人，也很了解美
國的政治體制。他說美國總統每四年一任，
國會議員每兩年改選一次，參議員每六年改
選一次，不只政治人物改換，政黨輪替也常
常發生。台灣的前途以及人民恆久的福祉不
能依靠這些會變換的事情，台灣當局應該

想出一個新的辦法，朝著法律
方向著手，向美國國會提出爭
取經由國會通過法案來保障台
灣永久的地位與安定。我聽了
以後，覺得非常有道理，並稱
讚他這種很有智慧的精明見解。
我問他有沒有向他們建議，他
說沒有，因為以他是美國現任
國會議員的身分不便做任何建
議。我就說你的意見很好，我
拜託他向他們提出這種新的想

法。次日他們又開會之後，他告訴我他提出
了這種新的想法，讓參與會議的人都非常驚
奇並讚同他高明的看法。後來貞雄兄也向我
證實當天開會的情形，台灣政府當局也就很
快決定朝著這個方針努力，Mr. Mattox 也
答應他們回到華盛頓後會幫忙在國會推動這
個法案。

以後我們也去拜會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先
生。這樣我們已經在台北停留了兩三天，因
為台美突發的外交情勢使我們都沒有機會到
處去旅遊觀光，完全改變了我們原來到台灣
訪問的計劃與行程。經過貞雄兄好意的安排，
他帶著我們兩人靜靜的離開台北到高雄去
玩，避開了台北緊張的政治氛圍。幾天後我
們照原定行程，兩人在聖誕節前回到達拉斯。
這是一個永遠難忘，意外、精彩又具有歷史
紀念價值的台灣之旅。

  台灣政府既有了這個明確的方針與目標，
就很迅速積極的籌劃這件事情。1979 年過
年後不久馬上組織一個很有效率的團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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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採取行動。經多方美國友人的贊助，
Mr. Mattox 也積極參與推動，並獲得國會
領導人的支持，在 1979 年 4 月 10 日很快順
利的通過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立案，4 月 12
日卡特總統簽字。我們在此要特別感謝這些
團隊的人所做的努力與奉獻，才能很快的成
就了今天的台灣關係法。

歌林多後書 9:15 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
恩賜！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不是國與國
之間的條約。當時美國國會立法的理由是
藉著台美斷交後， 為了維護西太平洋區的和
平、安全與穩定以符合美國最高利益，因此
獲得絕大多數國會議員的贊成而達成保護台
灣的目的。根據這個法案，美國認為維持台
灣的自由、 民主以及經濟繁榮是非常重要的
事務。並且，美國在必要時得提供防禦性武
器給台灣。由此可見，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前
途及全體人民安全的重要性。

希伯來書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
賜那尋求他的人。

在創世紀的經文描述中，當雅各死了以
後，約瑟的哥哥們因為曾經出賣約瑟，恐怕
約瑟報復，求他饒恕，約瑟卻對他們說：「不
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
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
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創 50:19-
20)

我們的神是創造宇宙並掌管人類歷史的
神。台灣人要保全自己，絕對不能只憑著任
何政治手段，或是培植抑或選擇某一強權勢
力。這些人世間的算計，爭的只是一時之利。
若是讓我們台灣人真心轉向神，上帝必會長
久保守，這才是所有台灣人真正應該選擇的
道路。要先求祂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
要加給你們了 ( 太 6:33)。「這些東西」就
是世上的一切，除了物質上的需要也包括心

作者楊正雄弟兄 ( 中 ) 與太太侯惠育姐妹當年與	

Jim	Mattox	合影	( 供圖 /	楊盛雄 )

楊正雄弟兄現任FCCD董事會主席

靈上的平安喜樂。這是神給我們人類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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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

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Matthew 28 : 19

FCCD 宣教之旅

FCCD  MISSION TRIP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太 28 : 19

FCCD 設立宣教基金，除了支援宣教士

在各地的宣教所需外，也在人力、經費許

可狀況下，舉辦短期宣教。過去十年，我

們利用暑假青年學子方便參與的時間到過

堪薩斯、休士頓、芝加哥及台灣 ; 不僅將

福音種子撒在還未認識基督的人心中，也

讓參與的會友透過短宣拉近與神的關係，

裝備自己為主所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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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的 未來

文 / 王伯勻

自從台灣基督教會創會以來，在許多會
友的心中一直有著一個疑問：「在北美

的台灣教會有未來嗎？」由於會友年齡的增
長，以及只有極少數的年輕人願意在大學畢
業後回到教會服事，這個疑問只有持續擴大。

我們教會在 2000 年時開始有了一些新的
年輕的家庭加入。上帝帶領了許多已信主
及未信的年輕家庭成為教會的一分子。為了
因應這個成長教會成立了約書亞團契。在
2007 年家樂團契也成立了。這些人數的增
長似乎告訴我們台灣教會在北美還是有未來
的。可是接下來呢？是我們做對了什麼？我
們要如何持續的成長呢？

*********

2016 年的暑假，我有機會參加教會的暑
期短宣，跟著教會的青少年一起到關西及
苑裡宣教。我們的宣教隊一成立，便開始透
過密集的禱告及訓練課程來預備一切的宣教
活動。我們宣教隊的使命便是把上帝的福音
藉著暑期聖經學校的課程帶給年輕的小朋友
們。於是隊友把五天裡需要的教材、聖經故
事、勞作、歌曲和舞蹈、甚至點心，都先安
排預備好。我、書燕、Caroline、 和我的女
兒 Joie 被分派成一組，在宣教活動的第一
個禮拜帶領關西愛加倍幼稚園的小小班。宣
教隊的每個成員都信心滿滿的覺得我們有充
足的預備，興奮的期待這次的宣教旅程。

我們到達關西愛加倍幼稚園時，有一百
多個熱情的幼稚園小朋友把我們團團圍住，
大聲地稱呼我們是美國人。Joie 和 Caro-
line 站在一群兩到三歲的小朋友前，用他
們少許的中文開始自我介紹，所有的小孩都

＿ 記 2016 年台灣宣教之旅

2016 台灣關西愛倍佳幼稚園宣教

楞楞的看著她們。我們這時才開始意識到我
們原先預備的教材可能都要重新更改。班上
的小孩都太興奮了，只想蹦蹦跳跳的引起我
們的注意，完全無法專心上課！我和書燕
終於慢慢地安撫了他們，讓他們聽我們講
上帝創造世界萬物的故事，還教他們唱了一
首 God Is So Good 的兒歌。Joie 和 Car-
oline 幫他們做完勞作，又跟他們玩了許多
遊戲。我們好不容易熬到放學，大家都累翻
了。那天晚上回到旅館我們四個人重新安排
我們隔天的教材．書燕上網路找了新的聖經
故事卡通影片和合適的兒歌 ; 我們也重新預
備了隔天的勞作和遊戲。我的腦袋開始告訴
我當初為什麼放棄做老師的夢想，因為我實
在是太沒有耐心了。我開始對自己在宣教隊
裡所扮演的角色失去信心。

隔天早晨我一想到又要當一整天的幼
稚園老師就感到全身無力。可是當我看到 
Joie 和 Caroline 抱著這群小朋友時的真
心喜悅，我突然發現我完全忘了我加入宣教
隊的初衷。我們宣教的目的並不在於貫徹執
行我們預備的教材，而是在於享受與神同工
的喜悅，並且跟小朋友分享祂的愛。他們或
許已經完全不記得我們所教的兒歌或是聖經
故事，可是他們會記得在他們讀幼稚園時有
一群從美國回去的基督徒哥哥姐姐們跟他們
分享了一段非常歡樂的時光。

再接下來與宣教隊相處的日子裡，我開
始注意到我們這群青少年對於服事主的心態
與我有多麼的不同。他們認真辛苦的工作，
卻從不忘了享受其中的樂趣。面臨新的挑戰
時他們並不憂慮，因為他們相信上帝會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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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起克服困難。我的這些觀察在我們第
二個星期到達苑裡聖教會服事時更加明顯，
甚至我們在苑裡的同工們都說出了他們有和
我一樣的體驗。

我們到達苑裡聖教會，預備開始暑期英
文營的那一天，離教會不遠的一個廟裡正好
在舉行廟會。我們當天下午的破冰遊戲及課
程籌劃就在吵雜的鞭炮聲中舉行。在討論中
我們的宣教隊發現我們需要在課程上做更多
的更改，才能因應一個初中班以及新增的兩
節下午課。每班的老師都需要重新編排他們
的課程才能滿足四段不同年紀的學生，分別
從小一到初三。當苑裡聖教會的同工們看到
我們需要在課程上做這麼多的改變時，我們
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憂慮跟廟會的鞭炮聲不相
上下。

宣教隊在苑裡服事的那個禮拜，我們的
青少年們每天晚上都「加班」，為了要預備
隔天需要的教材。Joie 和我原本計劃在這
個禮拜休息，一起到台北玩個兩三天。可是
當我告訴她要預備行李時，她卻語重心長地
告訴我，「媽咪，我覺得我們的宣教隊現在
需要我在這裡。」我有點心疼的看著 Johnny 
和 Joie 辛苦的教著一群比他們年紀大的學
生們做勞作。可是我卻發現不是只有 John-
ny 和 Joie，而是每個宣教隊的青少年都是
喜樂的服事著。他們交了許多新朋友，而且
苑裡教會的每個人都對他們的創造力和應變
力佩服得五體投地。非常明顯的，我們的青
少年願意把學生們的利益放在優先，為了要
為上帝贏得他們的靈魂。

在暑期英文營圓滿結束後的最後分享，
苑裡教會的同工門誠實的告訴我們他們如何
從完全不信任我們宣教隊帶領英文營的能
力，到最後的全然佩服。他們過去帶領暑期
聖經學校的經驗是把每一堂課都在幾個星期
前就完全仔細的安排演練好。所以當課程正
式開始時，他們不需要擔心也不容許任何的
變動。當他們與我們同工時，他們才體會到
上帝如何藉著我們的宣教隊成就他的旨意。

我 們 的
青 少 年
可 以 欣
然 的 接
受 並 應
變 任 何
計 劃 上
的 改 變
而 不 發
牢 騷，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去服事人而不是去當英
雄。苑裡聖教會的同工們終於和我一樣的體
會到我們的青少年能夠這麼喜樂的服事上帝
是因為他們從上帝得著力量。他們知道上帝
是葡萄樹，我們是他的枝子。枝子沒有連結
在葡萄樹上就什麼都不能做。可是當我們連
結在葡萄樹上時，我們能成就的是超乎我們
所能想像的。因為藉著祂，凡事都能。

*********

所以，在北美的台灣教會有未來嗎？達
拉斯台灣基督教會的未來是什麼？當我看到
Johnny 和 Joie 熱情的介紹自己是台灣人，
並且在未信主的朋友前公開承認他們基督徒
的身分；當我看到教會的青少年踴躍的參加
各項宣教活動，我知道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
一定有個充滿神祝福的未來。我們的青少年
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像他們如何的
完全順服上帝的帶領，依靠著衪的愛來面對
所有的挑戰，並且歡喜的讓神來使用他們爭
取失落的靈魂。

我們常會忘記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並不
是一個私人的公司。它是一個屬於上帝的教
會。我們教會的動力從來就不是來自會友或
是長執的意念，而是靠著神的意念。我們時
常聽見如何幫助教會成長、年輕化的建議，
可是我們發現上帝一再的證明是祂帶領、感
動人來加入我們的教會，而不是靠著我們的
努力宣傳。我們能夠持續的增長是因為這是
上帝對達拉斯基督教會的計劃，而不是因為
我們特別做對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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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是屬於上
帝的嗎？我們相信上帝比我們更愛台灣人
嗎？我們願意把教會的主權放在上帝的腳
前，完全讓祂來帶領我們嗎？或許我們的未
來將會有一些讓我們不舒服的改變，我們是
否仍然願意讓上帝的旨意成就？到目前為止
我們一直都是肯定的回答這些問題，並且為
我們的下一代建立美好的模範。讓我們繼續
信靠上帝的帶領來為祂成就美好的事工。當
上帝看到我們願意在每一個決策都尊重祂，
祂一定會藉著台灣基督教會的未來成就祂拯
救台灣人的計劃。

作 者 王 伯 勻

（左一 ) 與女兒

Joie( 左二 ) 帶小

朋友活動

作者王伯勻姐妹長期為教會詩班成員，同時也是青少
年部的同工

The Future of FCCD By Pauline Wang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FCCD,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pressing question hanging 

in the air:  Is there a future for a Taiwanese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This question only becomes 
more protrusive as our congregation ages, and there 
seems to be a lack of interest for the youth to return 
to FCCD upon college graduation.  

     Around the year 2000, we started to see steady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young families amongst 
us.  God led many families to become the body 
of FCCD, some mature Christians, others new in 
the faith. This growth continued and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oshua fellowship.  After 
our move to the Plano location in 2007, the Caleb 
fellowship was also establishe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young families in FCCD brought a 
seemingly satisfying answer to our pressing ques-
tion - yes, there is a future for the Taiwanese church 
in North America after all. But what’s next? What 
are we doing right and how will we sustain it?

**********

    In the summer of 2016, I had the privilege of 
joining the summer mission team to spread the 
gospel in Taiwan, and served side by side with our 

youth group in Guan-Si and Yuan-Li.  Soon after 
the team was formed, trainings and prayer sessions 
started to prepare the team for the mission.  Our 
assignment at the time was to bring the gospel mes-
sage to the young kids through VBS curriculums.  
So we prepared the teaching materials, planed each 
of the 5-day lessons including the stories, the crafts, 
the songs and the dances, and even the snacks.  My 
assignment was to work with Shu-yen, Caroline, 
and my daughter Joie to teach a group of pre-K 
kids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the mission.  Everyone 
on the mission team was excited and ready for the 
mission before we started the trip.

    When we arrived at the Agape kindergarten in 
Guan-Si, we were surrounded by more than 100 
energetic kindergarteners who refer to us as the 
“Americans”.  Joie and Caroline got in front of the 
2-3 year olds and started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in 
the limited Chinese they knew, and the kids were 
obviously confused.  At this point we realized that 
our previously planned curriculums are not going 
to work out.  The kids were way too excited to 
understand our lessons. All they wanted to do was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catch our attentions.  Fi-
nally Shu-yen and I were able to calm them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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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ugh to tell them the story of God’s creation and 
teach them to sing “God Is So Good”.  Joie and 
Caroline helped them with crafts and played games 
with them.  By the end of the day we were all so 
exhausted.  Back in the hotel that evening the four 
of us started to rethink how we should teach the 
classes differently the next day.  We came up with 
new videos and songs, new crafts and games.  In 
my mind I started to remember why I didn’t want to 
be a school teacher due to my lack of patience, and 
feelings of inadequacy started to creep over me.  

    The next morning I was not really looking for-
ward to the same routine.  However when I see Joie 
and Caroline’s excitement as they met up with the 
children again, it suddenly dawned on me that I 
have forgotten the purpose of this mission trip.  It 
was neither about the teachings nor the lessons, but 
to enjoy being coworkers of God and share His love 
with the children.  They might not remember any 
of the stories or the songs we taught them during 
the week, but they would remember us as a group 
of Christians who visited them in their kindergarten 
classes and made them feel loved and happy.  

     For the rest of the mission trip I started to notice 
how differently our youth missionaries served the 
Lord.  They worked hard, but they remembered 
to have fun throughout the process.  They didn’t 
worry when new challenges arose, but worked 
together and trusted the Lord to overcome them.  
This became so obvious that when we worked in 
Yuan-Li during the second week of our mission, 
our co-workers from Yuan-Li Holy Church made 

comments about the same observation.  

    The day we arrived at Yuan-Li Holy Church for 
the VBS English camp, there was some kind of 
ceremonial celebration at a local temple.  Our ice 
breaker activities and course planning sessions with 
our co-workers in Yuan-Li went on amid the noise 
from the temple parade.  During the exchanges our 
mission team realized that more changes needed to 
be made to our previously planned curriculum to 
accommodate a junior high school class and two 
additional afternoon sessions which we did not ac-
count for prior to the trip.  Every teacher had to tai-
lor the course material to fit four levels of students, 
ranging from 1st grade to 9th grade.  The silence 
of unease coming from our coworkers in Yuan-Li 
Holy Church was louder than the noise outside the 
church when they saw how unprepared we were.

    Throughout the week our young missionaries 
worked late into the night to come up with new 
teaching materials and new plans for the next day’s 
class.  Joie and I originally planned to take a moth-
er-daughter trip to Taipei during the week, but when 
I reminded her to pack for the trip, she thoughtfully 
replied, “Mommy, I think the mission team needs 
me here more.”  I was a bit worried when I saw her 
working with “students” older than herself.  Yet I 
also saw that not only Joie, but the entire mission 
team truly enjoyed the work.  They made lots of 
friends, and impressed everyone in Yuan-Li with 
their creativity and spontaneity.  It was evident that 
they were willing to put the interests of the students 
ahead of their own so that they can win them over 
for the Lord. 

    During the final reflection of the camp, the 
co-workers from Yuan-Li Holy Church told us how 
they went from seriously doubting the ability of our 
mission team to lead the camp to being totally im-
pressed! They told us that in the past, they always 
plan out every detail of every class weeks before 
the camp, leaving nothing to doubts and no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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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hanges.  After they worked with our team, they 
witnessed how God worked though us to touch 
the campers.   Our youth gladly worked to accom-
modate any change of plans without complaint 
because they were there to serve, not to play hero.  
Our coworkers from Yuan-Li finally came to the 
same realization I had, that our young missionar-
ies served joyfully simply because they drew their 
strengths from the Lord.  They understood that God 
is the vine, and we are His branches.  Branches can 
do nothing if they are not connected to the vine. 
But when we are connected to the Vine, more than 
what we can think or imagine can be accomplished 
because He makes everything possible.

**********

    So is there a future for a Taiwanese church in 
the North America?  What is the future of FCCD?  
When I saw Johnny and Joie enthusiastically intro-
duced themselves as Taiwanese, and professed their 
Christian faith in front of their unbelieving friends, 
and the youth from our church eagerly participate 
in all kinds of mission opportunities, I knew there is 
definitely a blessed future for FCCD.  I believe that 
we have much to learn from our young missionar-
ies - how they fully trust God’s leading and rely on 
His love to see them through challenges, and how 
they gladly being God’s tool to reach the lost souls. 

     Often we forget that FCCD is not a privately 
owned company.  It is a church headed by God.  It 
was never the will of the church members or the 
church council that kept this church going, but the 
will of God. Many times we hear suggestions on 
how we should attract more young people to the 
church.  Yet God has proven to us times after time 
that He is the one who brings families to FCCD 
regardless of our own effort.  We are growing in 
number because this is the plan God has for FCCD.  
It is because of His love for the Taiwanese peo-
ple and not because of what we are doing right or 
wrong.  

    Do we believe FCCD belongs to God? Do we 
believe that God loves the Taiwanese people more 
than we do?  Are we willing to leaving our burdens 
of running FCCD at the feet of God and let Him 
lead us instead?  There may be unsettling changes 
ahead, but are we still willing to alter our plans to 
align with God’s plan? So far we have said “yes” 
to these questions and we have also taught our chil-
dren well by setting good examples.  Let’s continue 
the good works by trusting God’s leadership for 
FCCD.  When God sees our willingness to honor 
Him in every aspect of our decision makings, He 
will definitely include the future of FCCD as part 
of His plan to save millions of lost souls in Taiwan.

 Mission Trip Reflection 
                           From The Youth



87      FCCD 宣教之旅

2015 Houston Summer Mission Trip Reflections

“Last week on the mission trip I learned that not 
everything goes the way you want and that God is 
ultimately in charge of what happens.  Last week a 
shooting happened near the place where we were 
doing the Good News Club with kids in the neigh-
borhood. We and the kids were in danger since we 
were so close to it but God protected us and kept 
us safe. I feel like I have changed in seeing how 
much I take my life for granted. Before I came on 
this trip I didn’t realize that there were actually 
neighborhoods that shootings happen occasionally 
and just thinking that children have to grow up in 
a place like this makes me think of how blessed I 
am. Good News Club was really fun because we 
were able to play with children and get to know 
them. For example, I made balloon animals for the 
children there and played ball with them. I met this 
little girl named Layla and she would sit on my lap 
during the lessons and follow me around every-
where.  Also I was able to share the wordless book 
to 2 little girls and they both accepted Christ to be 
their Savior and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 Michelle Wu, 2018 Graduate

“This year’s mission trip overflowed with new cul-
tures, communities, and people. Through all the 
new experiences, my main take away is the fact 
that every little thing we do, no matter how small 
or not impactful we may think they are, affects 
those around us.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Good News 
Club I met a little girl named Janay, also known 
as Naynay. She told me the story of how she heard 
the gunshot that killed her father in the comfort of 
her own home. Upon coming in contact with po-
lice officers, she was scared and did not want to go 
near them instead of feeling safe and secure in their 
presence. With the stories I’ve heard and events 
that have happened on this trip made me further 

realize that I’ve been living an extremely privileged 
life. I’ve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simple things 
and the family that I have taken for granted a lot 
more. Throughout this week, I’ve seen God work 
in His perfect timing and perfect plan. The shooting 
that happened during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days 
we spent with the kids really showed me God’s 
faithfulness. It allowed our youth mission group to 
get accustomed to the community the first day, and 
showed the kids we ministered to that just because 
there was an uncalled for event, our desire to teach 
and love them still remains and that we will return 
to them in times of trouble.” – Kerry Lee, 2015 
Graduate

“I have learned a plethora of things; specifically,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we shared God’s love 
and how it is different as compared to our lifestyles 
in Dallas. My mindset has been opened to see the 
true struggle and stereotypes in and of the inner 
city and the “ghettos” of the Third Ward. The kids 
were used to the shootings and knew it was danger-
ous to be out at night. While doing the Good News 
Club, I saw that many of the kids were very ecstatic 
to see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us. For example, 
Nae Nae shared personal info about her family and 
wished us the best of luck and asked when we were 
coming back. It touched my heart to hear firsthand 
about the kids’ newfound, growing love towards 
Christ.” – Tiffany Kao, 2016 Graduate

“I was reminded on this mission trip that God is 
in charge of everything, including your life. When 
we experienced the gun shooting I was reminded 
that God was in charge. I have grown closer to God 
through this trip and have been able to trust in Him 
more. I saw God work in kids as they accepted 
Christ into their hearts and were excited that we 
were here. When I was there I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Jaeal and we spent a great time play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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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bout God.” – Nathan Chiang, 2018 Grad-
uate

“During this week on the mission trip I learned 
more about the Gospel by sharing it to others who 
didn’t know. One example of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Gospel was Daniel. Daniel was about 5 
years old and lives in the Third Ward. I also learn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other re-
ligions. I have gained a stronger faith in God and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compared to before 
the mission trip. During the Good News Club I saw 
God work through us by giving us the strength and 
energy to teach the lessons to the kids in the neigh-
borhood. I also experienced God giving us all cour-
age and continue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the chil-
dren after the gun shooting had occurred the day 
before. I believe God gave us the courage because 
he wanted us to share the Gospel to the rest of the 
kids. This week was fun and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 Joseph Yeh, 2018 Graduate

“I learned that I am still scared to die for Christ at 
times even though I may claim that I would do it in 
a heartbeat. I have changed in the sense that I am 
more sensitive to other things around me because 
Plano has given me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and 
the neighborhood that we went to showed me the 
world isn’t always a kind place. I saw many kids 
get saved on the first day like Janae and Javante. 
Javante was the best of the best. Them getting 
saved really showed that God is touching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 kid’s hearts in different ways. By 
strengthe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we were 
able to finish faster each day because we were unit-
ed with Him.” – Eric Sun, 2017 Graduate 

2017 Chicago Summer Mission Trip Reflections

“I saw God move in this mission trip based on how 
close I got with the 2 other churches we teamed 
up with. I got closer with the Crosspoint team than 
with our own team, along with the Portland team. I 
was willing to do many things I wouldn’t normally 
do because I grew so close with them. It was just so 
surprising because at day 1 we hardly even talked 
to each other, and on Saturday I found myself being 
hugged by many of those teams and being loved by 
them. We just spent so much time with each other, 
that eventually we molded into a family.” 
– Abraham Tsai, 2021 Graduate

“I learned how many people are broken and lost 
spiritually. I learned to have new eyes and ears to 
see and hear the lost people. During the mission 
trip, we had a walk through the community, observ-
ing the community. When we came back, everyone 
talked about how the community looked. No one 
talked about the lost people they saw. So we went a 
second time looking for lost people. I saw so many 
lost people having spiritual battles. It just changed 
my view on the people around me and I hope to 
help bring others to God with my new eyes and 
ears.” - Darren Chen, 2021 Graduate 

“On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as while we were 
at the open-community beach outreach, Caroline, 
Faith, and I were passing out flyers and we came to 
this man who only had a backpack so we decided 
to share about FEC (Family Empowerment Center) 
and gave him a flyer. After we did that we walked 
off to get more people and once we finished it all, 
we started coming back to the tents and we saw 
the same man laughing and playing bag toss with 
some other people. What I learned from the mission 
trip is that God works through different ways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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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how the man only had a simple flyer, he now 
at least knows about the center and maybe if he 
attends he can learn about God and get to a better 
place.” – Joie Lin, 2021 Graduate

“I felt God pushing me to talk to more people and 
be more social. I learned how to approach people 
better so I can share the Gospel. At one point, we 
went to a beach to pass out flyers and invite people 
to the church. Darren and I went around the block 
and onto the street to pass out some flyers. On one 
of the corners, we saw a man sitting on a fire hy-
drant, with what sounded like coins clinking in a 
cup he was holding. He appeared to he homeless, 
but he was complimenting people that walked by. 
Darren approached him and asked if he was inter-
ested in a “Sunday gathering.” The man asked him 
what he meant by that, and then asked more ques-
tions before turning to me for more information. 
He helped us both in how to improve on being spe-
cific about what we were sharing. He then told us 
he was already a Christian and went to church on 
Sunday. We left after that and went down the street. 
We remembered that the church was giving out free 
food and decided to go back to tell the man. When 
we went to the corner, he was gone and we both 
couldn’t find him anywhere nearby.”
 – Johnny Lin, 2020 Graduate

“I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Holy Spirit, how the daily 
inclinations to do godly things is the Spirit talking 
to us. All we need to do is listen to those tiny voic-
es, and pray a lot.

In one of our prayer walks, my group all felt the 
need to cross the street to pray for a school. Imme-
diately afterwards, we met an old man, also Bob, 
who just started learning how to walk again after 
healing from being crushed by a giant coil at work. 
After finding out that his son was a cop and talking 
to him, we prayed for him and said our goodbyes. 
The fact that our whole group felt the inclination 
to walk to the school, and would, or have met Bob 
had we not, shows that the Spirit was working in 
us.” – Bob Lai, 2017 Graduate

“I learned that God loves us all and that He uses 
us as His disciples to spread His love. Through the 
work of community service and VBS, it was shown 
that His love works everywhere and anytime. As 
long as we have the heart to serve, God will pro-
vide. A good story of this is the overall VBS story. 
Just leading the kids through songs and games, it 
was seen that love was shown. On the days of VBS, 
leading recreation was very refreshing just to see 
all the kids playing together and having fun. God’s 
love was working through us all and through the 
other teams we were with.” 
– Jesse Chou, 2019 Graduate

“One of the many things I learned was that even the 
smallest actions matter. Even though it felt I wasn’t 
really making a difference, I was. On Tuesday, we 
were at the Toby Prinz Beach for an outreach and 
passed out flyers to people. Michelle and I walked 
together and we passed by this lady who waved us 
over. She told us that she just really apprecia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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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food she got, the stuff we did and that she’s 
just thankful for us. Her saying that made me really 
feel like me passing out flyers to random strangers 
had some sort of impact, no matter how small it 
was. That lady now knows about the FEC (Family 
Empowerment Center) and the things we did. So 
praise God for that.” – Caroline Lai, 2021 Gradu-
ate

“At the outreach event on the beach, we (Caro-
line, Joie, and I) played volleyball with kids from 
other churches and some local Mexican families. 
Two members of the families were ridiculously 

rude, even to their own family members. They 
were making fun of people out loud, thinking 
I wouldn’t catch what they were saying. They were 
mocking some of the girls’ volleyball and athletic 
skills, while being very inept at sports and unath-
letic themselves. When I got back to the group and 
was talking to Paul at a table. I complained to Paul 
about how those Mexicans were annoying. A man 
who was there with us, who also has Apraxia of 
Speech, told me not to mind them. He said if Jesus 
can love any and all of us regardless and uncon-
ditionally, I should be able to accept those people 
too.” – Winston Fang, 2018 Graduate

至於我，

和我家，

我們必定事奉 耶和華

文 / 李玫娟特別感謝教會及許多兄姐們對 Connie 宣

教的支持、代禱與關心，讓我們感受到

教會的愛心，在這屬靈的大家庭中，將

Connie 視為自己的子弟兵。在這遙遠的

宣教路上，她正帶著大家滿滿的祝福與

愛心，勇敢的往前行！ .........

記得幾年前剛來到我們教會時，看到一群
從台灣來的弟兄姊妹，感到好親切，當

時正是農曆新年，家樂團契在教會圍爐吃火
鍋，我們不但享盡美味佳餚，而且還感受到
在主裏弟兄姊妹們的親切之情，並重溫那來
自台灣鄉土的溫馨。感謝主帶領我們來到這
個屬靈的大家庭，與可愛的弟兄姊妹們彼此
相交，同心服事，一起建造神屬靈的大家庭！ 

很快地，我們就開始參與教會的服事，也真
巧，我們夫妻倆都相繼擔任了家樂團契的
團長，及教育與音樂部的執事，真可謂夫唱
婦隨 ! 在團契裡大家談笑風生，幽默風趣，
還有大家精闢的查經分享，及以生命影響生
命的感人見證，激勵著彼此靈命的成長。在
團契中，不但靈糧豐富，烹飪大廚，更是高
手雲集，炊金饌玉，另人垂涎三尺 ! 在教
會中，有著不同年齡的族群，就好像一個大
家庭，長輩愛護晚輩，晚輩尊重長輩，好比
詩篇 133 1:3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
等的善，何等的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
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
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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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們的教會真的好單純，好和睦，而
這美好生命的流露，就帶下了神的祝福。  
 
  因為我們夫妻倆先後都在同一崗位服事，
所以我們常在一起分享教會的服事，還有
我們都有教成人及青少年主日學，因此我
們特別喜歡一起研討聖經，我們常在休閒時
間，如用餐及散步時，彼此分享在研經中的
领受，及在神話語上的學習，這實在是我們
生活中的一大樂趣！感謝神，讓我們夫妻
倆，能把在教會中的服事，溶入在我們日常
生活中，彼此分享服持，實乃神的恩典。  
 
  感謝神 , 讓我們夫妻能一起服事神，但
是我們更希望我們的孩子也能一起同心服
事神，因此，書 24:15 「 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一直是我們的禱告。
然而我們的大女兒 Connie，在大學時期，
卻失去了對主的愛，我們感到非常的失望與
難過。想到當她在嬰兒時，我們就將她奉獻
給神，多少個早晨，我們和她一起讀經禱告，
多少個夜晚，我們在一起家庭禮拜，難道這
一切都將化為烏有嗎？我們意識到，我們必
須要為我們兒女的屬靈生命來爭戰，因此我
們迫切地為她流淚爭戰禱告，我們的兒女是
屬神的，不是屬世界的！還好她和我們的關
係很好，她開始喜歡聽我們的一些見證 , 還
有銘謙常常會傳送一系列聖經的教導給她，
她竟然全部都聽了！ 她開始主動問我們聖
經的問題，而最重要的 , 是她自己親身經歷
了神。感謝神聽了我們的禱告，如今她重燃
對主的愛火，並且在今年，辭去了她的工作，
走上了 10/40 window 為期ㄧ年的宣教之旅，
此乃中東一帶的回教國家，也是世界上最艱
難的宣教工場之一。在此與各兄姐共勉，若
是我們的兒女，對神的愛心有冷淡的，不要
灰心失望，神是信實的，我們要以父母的屬
靈權柄，為我們的兒女守望代禱，合神心意
的禱告，神必垂聽，他們從小在教會及從父
母所學習的聖經真理，如同種子般，仍然孕
育在他們的生命中，等時間到了，當神澆灌
時，就必開花結果，蒙主使用。在此要特別

感謝教會及許多兄姐們對 Connie 宣教的支
持、代禱與關心，讓我們感受到教會的愛心，
在這屬靈的大家庭中，將 Connie 視為自己
的子弟兵。在這遙遠的宣教路上，她正帶著
大家滿滿的祝福與愛心，勇敢的往前行！ 
 
  今天正是聖誕節，在電話中，從地球的另
一角落，那遙遠陌生的約旦，傳來我們女
兒的聲音，那日夜對她的思念之情，一時化
為喜樂與傷感。回想去年此時，她告訴我們
她想要去宣敎，一聽到她要去那麼危險艱
難的地方，還要將工作辭去，並且變賣所
有，只帶著一個背包，春夏秋冬過一年，實
在不忍，所以我們捨不得她去。有一天，我
聽到一個信息，那位牧師說，「你們做父母
的，從小將你們的兒女獻給神，希望他們有
一天服事神，但是當他們要去 " 宣教 " 的
時候，反對最大的就是你們這父母！」 當
時我一愣，心想這是我們的寫照嗎？接著
我為這事繼續向神禱告，神對我說，衪必如
同雲柱火柱般，與 Connie 同在，而當天我
讀經時，居然正好看到這段經文。我跟神
說，「神啊， 若是你要讓 Connie 去，我只
好順服，但是請給我一個清楚的印證。」這
時 Connie 正好打電話給我， 她興奮地跟我
說，要和我分享一個印證， 她說週末時，她
去參加她們教會總會舉辦的退休會，那位從
外地來的牧師說：「你們當中，有任何人的
電話號碼是有 972 這 3 個數字的嗎？ 而且
只有一位，真奇妙！在早上預備信息時，神
要我對這個人說，「This is the call for 
your calling。」 那個聚會是在洛杉磯，而
Connie 就是當時唯一有著 Dallas 電話區
域號碼 972 的人！並且這位牧師完全不認
識 Connie。接著她說：「媽媽，我覺得這是
神要給妳的印證」。是啊！我不是才剛剛向
神要印證嗎？ 而神馬上就給了，這真是太
奇妙了！我完全降服了，含著眼淚，我在
電話中，為 Connie 的宣教之旅祝福禱告。  
 
  如今 Connie 去宣教， 也有半年了，他們
的服事包括對中東回教徒難民營的關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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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他們查經；引領街頭妓女信主；對販賣
人口的組織傳福音；參與福音電台廣播；藉
著教當地居名學英文來傳福音；及幫助青少
年事工、、、等等。 在他們宣教工場的每一
站，都充满了感人的見證，並看到神的手，
在做奇妙的工作，我真是大受激勵，也從其
中學習到很多屬靈的功課。其中有一個回教
徒，他的手臂，在戰爭中受了傷， Connie
的團隊為他禱告後，他歡呼跳舞，高聲讚
美主耶穌！ 還有神也奇妙地醫治了 Connie
多年來受傷的腳踝。 Connie 在多年前，腳
踝扭傷，多年來看了好多中西醫，都沒醫
好，每次路走多了，就會發腫疼痛。而且
在她要出發前的訓練營中，有一個女孩的腳
受傷了，Connie 不忍看她疼痛，竟將自己
保謢脚裸的装備，讓給了那個女孩子用，所
以 Connie 的腳裹情況更糟了！而在這次宣
教當中，有一段行程，他們要在三個星期當
中走 300 英哩，平均一天要走上 17 英哩，
再加上揹負著 50 磅沉重的背包，我真是心
疼，心想她帶著受傷過的腳，絕對無法走下
這麼沉重的行程。於是我向神迫切禱告，求
神醫治她。結果她說，好多人都沒有辦法走
完這趟路程，雖然她的兩腿酸痛，腳也磨

破了，但她的腳踝卻絲毫沒有任何的腫痛，
而且她現在爬上爬下，完全沒有任何的疼
痛，神百分之百的醫治了她，感謝讚美主！  
 
  雖然她的這趟宣教之旅充滿了艱辛，但走
上的卻是條蒙福之路，她親自經歷到神奇妙
的供應與醫治，及更深體會到神的慈愛與信
實，因此她對神的信心及與神的關係更被提
升了。孩子長大了，更欣慰的是，她的屬靈
生命也長大了！願我們一家能夠繼續忠心的
服事神。書 24:15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
必定事奉耶和華」，將是我們一生的禱告。 

作者李玫娟姐妹 ( 二排左一 ) 現任家樂團契團長及

教育執事

哦,約旦 !

原文 : Connie	Kao
翻譯 : 高銘謙

 【編註】

Connie Kao 是高銘謙及李玫娟的女兒。她於 2017 年辭去在洛杉磯的工作，參加

WordRace 機構十一個月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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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旦的整個月裡， 我們都住在教堂裡。
那是一個離敘利亞邊境僅幾英里的城

市， 人口在難民的湧入下爆增 (有 8萬敘利
亞難民湧入我們居住的城市 )，其中有 3 萬
人接受了教會的幫助。我們所住的教會也經
歷過相同的成長，從一個一層樓的教堂開始
向上發展，加蓋了一個兩層樓的新主堂，還
有廚房、公共區域、一個社區中心的英語學
校、義工的住房及屋頂上的祈禱室，甚至教
堂頂端的屋頂上也加蓋一個房間。教堂毫不
刻意遮掩它的存在，在大門上，在屋頂上到
處都是突出的十字架。 
  我們不允許在外面拍照，因為我們不想引
起人們對我們的懷疑，也不想被視為間諜。
因此，我以前分享有關於約旦的照片都是從
屋頂，還有我們的載貨卡車上或者在敘利亞
難民的家裡拍攝的。 
  我們 7位女孩住在同一間房間，在教堂的
婦女宿舍裡有雙層床和浴室。我們醒來後
會走下樓，通過社區中心，再經過兩層剛完
成的主堂，然後打開大門到廚房 ( 樓梯是室
內，但也半露天 )，在那裏每個人都很忙亂，
也很熱鬧地做著早餐。我們七人的團隊和其
他團隊會輪流進出使用。有一個來自法國的
30 人團隊，他們住在耶路撒冷，研讀他們
的神學學位 ; 另有來自埃及、挪威、美國、
巴西、智利等的團隊。
  早上，如果我們沒有輪到做早餐，我們就
會到會議廳與義工分享我們的亮光和見證，
並等著當天的時程表。我的服事包括在教堂
的英語學校、敘利亞難民家庭、婦女事工、
醫院聖誕佳音的事工、並新難民登記和清潔
打掃。
  教會英語學校的學生來自敘利亞和約旦，
年紀有老有少，英語程度自初學到高階都有。
另一隊英語老師也會教他們。我們的主要工
作是打開教堂大門， 把學生從電梯的底層帶
到社區中心。如果他們都是男性，我們會找
到另一位男性義工把他們帶到電梯，讓他們
上去。然後我們會坐在教室裡與他們用英文
會話。英語學校節目很有趣，大家都很願意
參與會話，我常會在課堂上學習到一些文化

趣聞或一些阿拉伯文。
  真正讓我眼睛一亮的是敘利亞難民的家庭
探訪。我們通常是從教堂步行到他們的家，
偶而會坐計程車。我們一般會帶一些像油、
麵粉、罐裝商品、糖、茶葉或溫暖的衣物、
及孩子的玩具等等當禮物去探訪他們。幾乎
每一個敘利亞的家庭在客廳中都有床墊和墊
子鋪設在地面上，我們會坐下來，聊上幾個
小時。很多家庭牆壁上的油漆都剝落了，有
的天花板也發霉 ; 一些家庭有暖氣但還是很
冷，大部分住宅沒有暖氣，在室內的混凝土
牆通常比室外更冷。我們曾探訪一個單親母
親和她兒子的家，當我們去探訪時，她把她
的墊子帶到室外，讓我們坐在外面，因為在
陽光下比在她家裡暖和。
  我第一次探訪的是一個敘利亞寡婦，他的
成年子女遍佈在歐洲，一個可能在美國。她
全身穿著黑色衣服，她的家就只是一個房間。
我們坐在一個角落的墊子上，她的床則在另
一個角落，她的火爐在另一邊。她泡茶給我
們喝並把餅乾從墊子下面拿出來。她很傷心
地談論她的孩子們，因他們很少跟她說話。
我們是與一個會講流利的阿拉伯文的長期宣
教士一起去的，大部分是他們在交談，有時
會為我們翻譯，如果我們有什麼要分享，我
們會用英語講，他們來翻譯。在這次的探訪
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個女人的寂寞和
孤單， 對那些離家在外的敘利亞人來說，生
活真的很辛苦 !
  我們探訪了一個失去一條腿的人，他可能
有一個女兒。他的家很大，很通風，但是發
黴和骯髒。他的孩子已成年，但很狂躁，沒
有去上學。他也要求我們幫助一位在路上撿
垃圾的女士，由於某種原因她沒有證件。這
個家庭的另一位女士，有一個裝水的容器，
裡面有一隻金魚。我很訝異它還能活下來，
因為她的房子很冷，但在容器裡的水比室溫
更冷，而且又骯髒不清。
  我們去探訪的這些家庭中，他們擁有的不
多，家裡氣溫冷颼颼的，他們不會說英語，
但孩子們卻很活潑，會問候你、擁抱你、和
你玩耍。我們會分享一兩個聖經故事，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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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結束時，總會為他們禱告。我也會向他們
做見證，述說我的腳踝是如何被神醫治的。
我們也會為他們做醫治禱告，會向他們說，
我們來自美國是為了聽他們的故事，也會解
釋為什麼我們要慶祝聖誕節。有些家庭會花
一整天的時間為我們做大餐，花很多時間來
準備食物。這讓我們體驗到了，什麼是真心
的款待。 
  分派物品的事工是很緊張的。負責分派的
人有兩個手機，它們會不停地響，有時會同
時響起，對他們來說，這鈴聲就像有背景音
樂一樣，一直響個不停。當卡車到達當地，
被認出來時，人們會在我們車旁跟我們說話，
要麼跑著在卡車旁，要麼騎著自行車與我們
卡車同行。我們會到倉庫把床墊、墊子、枕
頭、毯子、煤氣和暖氣機等裝進卡車，然後
把需要的東西分送到各人家裡去。在這些接
受幫助的人中，常會流露出感恩和喜悅的心
情，有些人覺得好像在過聖誕節一樣。 
  在醫院裡報佳音，是件很美的事。我與一
個宣教士的家庭一起配搭，我帶來了小提琴，
這是一個來自埃及的女孩借給我 ( 我前次的
敬拜服事中，小提琴弦斷了，真令人難過，
但菲比帶來一把小提琴來到我們中間，可惜
的是也是斷了一條弦，但後來她拿到了新弦，
讓我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能使用它， 感謝
主 !) 。我們會走過一個又一個房間，為結
核病患者唱歌。然後我們再為醫院的創辦人
唱歌。她是一個可愛的老婦人，剛剛收養了
一個被遺棄在外面的敘利亞女孩。當他們發
現她時，他們以為這是一隻貓咪，後來才發
現它竟是一個小女孩 !
  我們在教堂演出了一個聖誕劇，這是為了

語言治療和特殊需要的人舉辦的。 我們一
起唱聖誕歌曲，我用小提琴，伊萊恩用吉他
來伴奏。與這些孩子及父母分享耶穌的故事。
這真是非常美的事。
  一般來說， 我們有著一整天很忙碌的服
事。例如英語學校在上午7:45開始， 在8:45
開放註冊，晚上 7 點才結束。家庭探訪也是
從早上一直到晚上，然後我們會回來做飯及
開團隊會議，最後還有清潔。我們是負責清
掃公共區域和社區中心的。我們真的沒有時
間休息，通常要忙到晚上 9 或 10 點才精疲
力竭的回來。
  這是我第一個月負責當主人，實在不容易
當。我們生活在一個對婦女有很多限制的地
方。在我們到達的第一個星期，川普總統宣
佈遷移美國大館，此舉引起了當地人的一些
激動，並導致我們的行動受到更嚴格的限制。
沒有男伴護送，我們不允許自己晚上在外。
不過這座城市實在也沒什麼地方可參觀的，
因為它只是敘利亞難民區及一般住宅區。這
裏有很多的團隊，在不同的領域中服事。我
們要自己照顧自己，偶爾與其他隊友交通，
不過也是很少的，甚至在晚上開個團隊會議
也不容易，因為總有人不斷進出我們的會議
室。
  我一直處在疲憊中，這時，堅持為上帝而
活真是辛苦。為此我很尊重長期宣教士，因
為我可以看到他們要用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建
立好關係，有時甚至幾年才能有互動的關係。
我們作為一個短期的宣教群體，是無法用一
個月的時間來達到這樣的成果。
  我從與我們交往過的許多阿拉伯和巴勒斯
坦信徒中，調整了我對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的
觀點。我更學會了不要抱怨，要適應艱苦的
工作和漫長的日子， 更要一起來支援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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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Jordan!

  By
   Connie Kao
    1/25/2018

宣教士。我也理解到很多的限制，其實是了
為我們好。
  我看到了，一點點的慷慨可以帶來很多回
應，一個簡單的玩具，甚至一個氣球，就可
以為這些人帶來喜悅。簡單的零食，很快會
被饑餓的孩子吃掉了，一個微笑，可得到孩
子一個緊緊的擁抱和一個吻！  
  我學會了在沒有時間和體力的時候，更要
花時間與上帝獨處。因這是多麼的重要和寶
貴。
  我現在更知道我很喜歡拉小提琴。在晚上
沒有工作時，我會經常躲在屋頂的祈禱室裡，
有時，與手機播放的崇拜歌曲一起拉。很
多時候，我是與其他的樂手一起拉。我會和
來自巴西的朋友 ( 吉他 )、從挪威 ( 鋼琴 )、
埃及 ( 鼓 + 歌聲 )、約旦 ( 鋼琴 + 吉他 ) 
及我的隊友依蓮一起配搭。用這種方式來敬
拜上帝是多麼美麗 ! 更讓我興奮的是，可
以接觸到不同的事工和團體、及不同的年齡
階層。大家一起用心靈和誠實、用我們知道
的方式、用不同的樂器及音樂來敬拜神，讓
我們的心沉浸在禱告及敬拜中。我們也常用
安靜來尋求神，來更深的認識祂。「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
殿裡求問。」詩篇 27: 4

  這讓我ㄧ直默想著，在我出發前，有人给
我的一段經文，就是詩篇 16 篇「你必將生
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We lived in a church the whole month of Jor-
dan. We were in a city mere miles from the 

Syrian border that had exploded in growth driven 
by the refugees (80,000 Syrians lived in the city we 
were in). 30,000 received help from the church. The 
church we lived in had also experienced similar 
growth, starting from a one level church to a church 
that shot up towards the sky, adding in two more 
levels for a new sanctuary, a mezzanine (kitchen, 
common area), a community center for the English 
school, housing for rotating volunteers, a prayer 
room on the rooftop and even a room on top of the 
roof at the very tip of the church. The church was 
unapologetic about itself with prominent crosses 
everywhere, on the gates, on the rooftops. 

     We weren’t allowed to take photos outside as we 
didn’t want to raise suspicions about our intentions 
and didn’t want to be seen as spies. So the photos I 
shared in my previous post about Jordan were pho-
tos taken from the rooftop, inside our distribution 
truck, or in the homes of Syrian refugees.

    Us 7 girls stayed in our own room with bunk 
beds and a bathroom in the women quarters in 
the church. We would wake up and take the st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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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stairs, passing the community center, and the 
two levels of almost completed sanctuary, open the 
double doors to the kitchen (the stairs were indoors 
but also semi open air) and everyone would be hus-
tling and bustling to make breakfast. We had our 
team of 7 and other teams rotated in and out. There 
was a team of 30 from France who were living in 
Jerusalem and studying their theology degrees, a 
team from Egypt, from Norway, from the states, 
from Brazil, from Chile...we were truly internation-
al and the mix of languages was both absurd and 
fun.

    We would make breakfast and if we weren’t 
scheduled early in the morning, sit for the volunteer 
meeting where we shared highlights and testimo-
nies and got the schedule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The 
opportunities that I served in were English school at 
the church, Syrian house visits, distribution visits, 
Syrian school, women’s ministry, a Christmas play, 
Christmas caroling at the hospital, new refugee reg-
istration, cleaning and more cleaning.

    English school at the church consisted of both 
Syrian and Jordanian students, young and old who 
would study English from beginner level to ad-
vanced. There was another team of English teach-
ers who would instruct them. Our main role was to 
unlock the church gates and bring the students from 
the ground level in the elevator to the community 
center. Unless they were only men in which case 
we’d find another male worker/volunteer to bring 
them up or we would escort them to the elevator 
and they would go up. Then we’d sit in a classroom 
and engage and participate in class or stay down 
and make conversation with others at the ground 
level. English school was fun and it was easy to 
engage in conversation and I would usually learn 
some cultural tidbits or Arabic in my classroom 
sessions.

     Syrian house visits were really eye opening. We 

would either walk from the church to their home 
or take a taxi (it was invariably 1 JD anywhere in 
the taxi) and we would usually come bearing gifts 
of food, such as oil, flour, canned goods, sugar, 
tea...etc, warm clothing items or toys for the chil-
dren.

     We would walk in and almost every single Syri-
an home would have a living area of mattresses and 
cushions laid on the ground and we would sit and 
talk for hours. Sometimes there would be peeling 
paint on the walls or mold on the ceiling. Some 
homes had decorated and repainted their walls and 
some walls were left bare. Some homes had heaters 
and were chilly with them on. Some homes had no 
heaters and generally the homes were colder inside 
than outside due to the concrete walls. 

    One home we visited was the home of a single 
mother and her son and she took her cushions out-
side and we sat outside as it was warmer under the 
sun than inside her home.

     My first house visit was a Syrian widow who 
had adult children scattered around Europe and 
maybe one in America. She wore all black and her 
home was one room. We sat in the corner on the 
ground on cushions and her bed was in the other 
corner and her one burner was on the other corner. 
She made us tea and pulled biscuits out from under-
neath her mattress cushion. She was sad and bitter, 
talking about her children and how they didn’t talk 
to her much. Also when I say talk, let me clarify: 
we would go with a long term worker who spoke 
fluent Arabic and they would talk and sometimes 
translate for us and if we had something to share 
we would speak in English and it would get trans-
lated. What stood out to me on that first house visit 
was how isolated and alone that woman was and 
how hard it is for the Syrians who are living outside 
thei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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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visited a man who was missing a leg and 
possibly a daughter and their home was big but 
drafty and moldy and dirty. Their children were 
older but wild and didn’t go to school. He begged 
for resources for his friend, a lady who picked up 
trash on the road for income. She didn’t have pa-
pers for some reason.

    One lady in this family we visited had an empty 
water gallon with a goldfish swimming in it. I’m 
not sure how it was alive as it was freezing in her 
house and the water in the container was colder 
than room temperature and cloudy and dirty.

     We would go to these homes and they didn’t 
look like much and it was cold and we didn’t speak 
English but the children would come alive and 
greet you and hug you and play. And we always 
prayed for them at the end of each visit and we 
always shared a Bible story or two. I shared about 
how my ankle was healed. We prayed for heal-
ing. We explained that we came from America to 
hear their stories and why we celebrate Christmas. 
And we also experienced hospitality that was truly 
touching. Some families would spend all day cook-
ing a feast for us and spend hours upon hours pre-
paring and making food.

    Distribution visits were crazy. The man who 
did distribution had two cell phones that would 
continuously ring, sometimes simultaneously but 
it was like having background music, that’s how 
frequently they would ring. Men and women who 
recognized the truck would talk to us as we drove, 
either running up to the truck or biking alongside 
us. We would go to the storage unit and load up 
mattresses, cushions, pillows, blankets, gas, and 
heaters and then go house to house to drop off what 
was needed. There was such a thankfulness and joy 
in these people, some have described their reaction 
as Christmas day.

    Caroling at the hospital was quite beautiful. I 
went with a long term worker and their family 
who sang well and I brought along a violin that a 
girl from Egypt had lent me (from my last heart of 
worship post, a violin string had broken on the first 
violin which was sad but then Phoebe arrived and 
had a violin that was also missing a string but then 
she got new strings and let me play it for the next 
few weeks, thank you Jesus!). And we went from 
room to room and sang / played a few short songs 
to the TB patients. Then we played and sang for 
the founder of the hospital, an adorable old woman 
who had just recently adopted an orphan Syrian girl 
that had been found abandoned outside. When they 
found her they thought it was a cat meowing only 
to discover it was a baby girl!

    We put on a Christmas play for a speech ther-
apy / special needs Syrian class and we started 
with Christmas songs, me on the violin and Elaine 
played guitar. It was pretty spectacular to share the 
story of Jesus for these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Generally we would have full, full days. For exam-
ple Syrian school started at 7:45 am, registration 
at 8:45 and English school around there and end 
at 7pm. House visits would start from late morn-
ing into the evening and then we would cook/have 
team meetings/clean (we were in charge of cleaning 
the common area and the community center every 
day) and we wouldn’t really have time to rest until 
maybe 9 or 10 at night and then be exhausted.

    This was my first month with a host and it was 
hard. We lived in a restrictive culture for women 
and our first week there, Trump announced the US 
Embassy move which caused some excitement 
among the locals and caused our movements to 
be more restricted. We weren’t allowed to be by 
ourselves outside at night without a male escort. 
There was really nothing to do in the city anyways 
because it was mostly Syrian refugees/residential. 
Since there were so many other volunteers and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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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let us sing for joy to the Lord;  let us shout aloud to the Rock of our salvation.

 Let us come before him with thanksgiving and extol him with music and song.

Psalm 95:1-2

ＦＣＣＤ音樂事奉

  FCCD Music Ministry

many different areas to serve, we were on our own 
a lot, maybe with other teams and even team meet-
ings at night were hard because people would con-
stantly pop in and out of our meeting area.

     I was constantly exhausted and it was hard to be 
living and abiding in God when we were so phys-
ically drained. I have much more respect for long 
term workers because I could see the relationship 
they had built over months and even years of in-
teractions that we, as a short term group, couldn’t 
build in a month’s span.

     I got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the Israeli/Pales-
tinian perspective from the many Arab and Pales-
tinian believers we interacted with.

     I learned to not complain but to embrace the 
hard work and long days, to support the long 
termers and to understand the restrictions.

    I saw how much a little generosity can go. A 
simple toy or even a balloon brought so much joy. 
Simple snacks got devoured by hungry children. 
A smile would bring a tight hug and a kiss on the 
cheek from a child.

    I learned how important it was to spend time 
with God even when there is no time or energy.

    I realized how much I enjoy playing violin. I 
would hide in the prayer room on the rooftop often, 
mostly at night when there was no more work for 
that day and play. Sometimes it was just playing 
along worship songs from my phone. But a lot of 
times it was with fellow musicians. I played along 
with friends from Brazil (on guitar), from Norway 
(piano), Egypt (drums + vocals), from Jordan (pia-
no + guitar) and with Elaine, my teammate. It was 
so beautiful to worship God the way I knew and 
to draw others in and to play music with others, to 
expose myself to different tunes, melodies and wor-

ship anthems. That brought the most life to me. As 
I’m exposed to different ministries, people groups, 
of all ages, I think my heart and passion is around 
worship, prayer and intercession. To find God in 
the quiet play, in the hidden part.

[the one thing I ask of the Lord - the thing I seek 
the most - is to liv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delighting in the Lord’s perfections 
and meditating in his temple...my heart has heard 
you say, “Come and talk with me” and my heart re-
sponds, “Lord I am coming”] - Psalm 27

    I also went back to listen to some prophetic 
words spoken over me before the race and was re-
minded to meditate on Psalm 16:
[ You will show me the way of life. Granting me 
the joy of your presence and the pleasures of living 
with you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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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let us sing for joy to the Lord;  let us shout aloud to the Rock of our salvation.

 Let us come before him with thanksgiving and extol him with music and song.

Psalm 95:1-2

ＦＣＣＤ音樂事奉

  FCCD Music Ministry

來 啊 ， 我 們 要 向 耶 和 華 歌 唱 ， 向 拯 救 我 們 的 磐 石 歡 

呼 ！我 們 要 來 感 謝 他 ， 用 詩 歌 向 他 歡 呼 ！詩篇 95:1-2

馬丁路德曾說過 :「在神學之後，

音樂是上帝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

藉著音樂有時反而容易觸動人心，

把人帶到上帝面前。蒙上帝的恩賜，

我們教會一直不乏有音樂才華的弟

兄姊妹，FCCD 自是不能枉費神在

音樂才能方面的豐厚恩賜，努力以

最美的音樂詩歌來回應上帝的恩

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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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淑宜姐妹

神 的 作 工 ， 真 的 很 奇 妙

文 / 戴淑宜

戴淑宜姐妹負責FCCD音樂事工及

台語詩班指揮

星期五晚上詩班練唱

  1998 年， 我 到 Dallas 
Baptist University 唸音
樂糸時認識了一位來自台
灣的姊妹 Lydia。那時，音
樂系裡只有我們兩來自台
灣，所以很珍惜來自同鄕
的朋友。每次看到這位姊
妹，她總是帶著微笑和喜
樂，不像我總是憂愁和煩惱
著課業，那時我就在想怎麼
有人可以每天帶著笑容，而
沒憂慮 ? 有一天，Lydia 邀
請我參加她所屬的台灣教會
的復活節 BBQ。那次的復活
節是在某個公園舉行，去到
那裏沒有壓力，又認識到
不少臺灣人。在這次聚會
中，讓我更驚訝的是唱詩歌
是用台語唱 ! 因爲在學校
時，都是唱英文詩歌，再加
上國際學生都去參加中文的
禮拜，唱台語詩歌還真是第
一次 ! 唱起來很不順，但
不會排斥，反而更想認識
詩歌的詞意。聚會結束後，
Lydia 姊妹邀請我去 FCCD 
教會，從那之後，我就很固
定每個禮拜從 Irving 開車
到 Garland 來作禮拜，因
為教會兄弟姊妹都很熱心又
熱情，好像回到家的感覺。 
 

  之後開始教會的服事，照
顧小朋友，發送愛餐，上
主 日 學。 1999 年， 我 與
DBU 音樂系同學一起回台灣
宣教，在這次宣教中，我
決志成為基督徒，回 Dal-
las 之後，和牧師討論，我
決定受冼。 2000 的復活
節，在神的國度裏我成為新
造的人。我很喜樂，整個
人的心靈大大的被改造。 
Lydia 問我要不要試著司
琴，詩歌會觸動內心，更
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透
過禱告，我決定做為主的
僕人，全心服事音樂事工。 
 
  在 FCCD 服事音樂事工中，
最感謝的就是青寧姊妹的帶
領，我在她的身上看到她如
何愛上帝，把神的話語放
在詩歌當中，讓我在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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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感言

神 的 作 工 ， 真 的 很 奇 妙

練唱新歌

王貴女 (加入詩班20多年)

參加教會詩班已經有20多年，
我深深的謝謝詩班指揮李青
寧、戴淑宜、牧師娘周靜怡
和伴奏馮慧馨（Lisa)、程雪
萍與新加入吳欣諭姐妹們無
私的奉獻。Annie 常說「我們
要把最美好的獻給上帝」。她
們熱情的奉獻感動了我們這
群詩班成員，激勵大家認真
練唱，唱出上帝要我們傳達
的信息。

我們都有顆奉獻的心，願意
把上帝的訓悔，祂的神性，
祂的受死與復活，並十字架
救贖的大能，和神就是愛的
真理，用嘴唇的祭以音樂的
方式傳達給人，藉著所唱出
的詩歌讓人得著神的救恩。

在每次的練唱中，指揮要求：

1. 在學唱新聖歌之前，先將
音調、歌詞研究ㄧ番。

2. 唱新歌是需照印在紙上原
來的形式唱，不必更改或補
充。有時遇到不容易的歌詞
會稍為更改。

3. 與詩班團員合唱時要能聽
到別人的歌聲，這是合唱困
難的部分，要努力克服。

4. 振作歌唱， 有勇氣，有精
神，注意大小聲、快慢，背
要坐直，不必注意自己的歌
喉。

5. 唱得屬靈，定眼在神面前，
只求神的喜悅，心靈只向神
獻上。

團練完次日，我們會接到分
部練唱的鋼琴錄音，指揮要
求我們每天在家練習，就這
樣日復一日，有些比較長而

複雜的聖歌需要較長的時間
練習才能在主日獻唱。詩班
練唱實在是每位詩班成員的
福份，天天向上帝讚美、敬拜、
祈求，得靈性的增長，日日
更新。

最後引用唐佑之牧師所著的
「唱新歌」中的一段文字與大
家分享：

新歌，原非新近寫作的歌，
而是歌詠的內容，述說神的
作為中有新的事：嶄新的事，
以前所未曾有過的。於是在
歡喜之餘，心存感恩而歌頌
神。新歌說出抒情神學的內
涵。音樂必然是抒情的，但
這是教會音樂．教會見證神
學的信仰。如果說神學是理
性的，音樂必是感性的．那
麼理性和感性結合，必是十
分均衡的發展，使見證更有
力。「唱一次，比禱告兩次更
有意義。」

時更能感受與聖靈結合在
一起，這在我後來擔任成
為詩班指揮後影響更深大。 
 
  帶領 FCCD 台語詩班已有
四年多了，神的作工真的很
奇妙，當聖靈在我身上動工
的時候，甚至在凌晨時，頭
腦一直浮出詩歌的旋律，我
可以順利地一一選出四個月
的詩歌出來，而且上帝更讓
我在詩歌裡面做更多的變動
更換，這是我最大的挑戰。 
 
  在詩班的練習當中，常
面臨不少的困難挑戰，尤
其讓我佩服的是詩班成
員大部分的人是不會看譜

的，而他們願意每個禮拜
五晚上坐在詩班教室虛心
接受指揮的教導，努力練
習，在主日用美麗和諧的
聲音為主獻唱，這讓我知
道要更謙卑地為上帝作工。 
 

「 因 他 眼 淚 我 得 到 安
慰， 因 他 受 死 我 得 永
生， 因 他 寶 血 我 得 到 赦
免，耶稣十架換來冠冕。 
他 蒙 羞 恥 帶 來 了 榮
耀， 因 他 憂 愁 我 得 喜
樂， 他 受 鞭 打 我 得 醫
治， 耶稣十架換來冠冕。 
神羔羊祢帶來救贖，祢的恩
典充滿我心，主慈愛眼淚除
去我的愁煩，祢眼看清我一

切。」
這首「因衪十架」是我最喜
愛的詩歌，耶穌擔起了我的
罪，為我釘在十字架上，這
是何等得徫大，而我是那麼
不配得的，我願意委身奉獻
時間、精神，把上帝的福音
傳遞給更多人，因為神愛世
人，我們更要愛人如己。

2015 聖誕主日 : 詩班 +	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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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育 (加入詩班 40年 )

我在中學時代並不很熱衷於
音樂，到了大學才開始喜歡
古典音樂。來到美國之後經
過朋友的帶領開始上教會。
教會聚會時都會唱詩歌，我
竟非常喜歡詩歌，因為它的
旋律和歌詞時常讓我非常感
動。有時候心裡有憂悶與煩
惱的事時，唱了詩歌會讓我
忍不住地掉下眼淚。我不管
唱好或唱不好總是大聲地唱。
當我們教會開始成立詩班時，
我就馬上參加，到現在也已
經有 40 年之久。在這 40 年
當中，我不曾無緣故就缺席
詩班獻詩，我是忠於詩班的
一份子。馬太福音 20:16「那
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
要在後了。」是的，詩班有很
多年輕人加入，他們都唱的
非常好，讓我這個老成員真
想退休。但想到參加詩班是
對神的一種事奉，也是我可
以事奉的工作，要退出的念
頭就打消了。因為我想有一
天我到主耶穌那裡時，我可
以大聲地告訴祂，我一生忠
心事奉祢，用詩歌來讚美祢，
將一切的頌讚、榮耀歸於主
耶穌基督。我是多麼高興地
事奉。我覺得我一生能在主
耶穌的事工上有一份貢獻是
值得驕傲與歡欣的事，並且
能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給
主耶穌。我也希望喜歡唱歌
的兄弟姐妹們來參加詩班，
就是兄弟姐妹們事奉主的好
方法，唱歌不但可以陶冶你
們的心靈，也可以在主耶穌
面前交出好的成績單。我希

望兄弟姐妹們不管你們唱好
或唱不好，就是帶著事奉主
的心態來參加吧！

蔡青蓉 (加入詩班 35年 )

.... 那個主日，華語詩班站
在台前，正開始唱著當天的
獻詩。

眼前一亮，～那位姐妹～ (因
著一些家務事情的耽擱，她
已有一陣子，不在詩班了；
曾多次鼓勵她，再回到詩班
來；知道她是多喜愛吟唱詩
歌的。）

她正開著口，露出微笑，愉
快地和著節奏唱著、唱著 ...

頓時，我內心多麼地激動，
口中唸著感謝主！感謝主！
眼眶也不禁濕了。

瞬間，我看到 ... 台上每位
獻詩的姊妹，每個人的面孔，
呈現了天使的容貌。一群美
麗的天使就在眼前，那歌聲、
那景象，懾住了我整個人．
我淚流滿面，心中充滿著感

陳梅珠 (加入詩班五年 )

參加詩班其樂無比

感謝主，能參與詩班的服事，
能開口吟詩讚美上帝，這是
神所賜奇妙的恩典。每次的
練習及獻詩，心都被感動，
神所賜每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有音樂恩賜的人寫出美妙動
人的音律、歌詞，讓我們吟
它時內心都深深被觸動摸著
及感動，尤其是詩班兄弟姐
妹合一的四部和聲更是美，
這也要謝謝我們的詩班指揮
淑宜姊妹耐心的教導我們，
將最好、最美的歌聲在主日
崇拜時獻給愛我們的阿爸天
父，將一切榮耀歸給他。

動與喜樂，久久無法平息。

是的，我們要向耶和華唱新
歌，因為祂行奇妙可畏之事，
我們要用琴和詩歌，歌頌讚
美祂。

台語詩班主日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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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豐盛 (加入詩班五年 )

參加詩班自己得著了安慰

來到 FCCD 將近五年，一路參
與詩班行列，唱過無數詩歌，
都是傳統詩歌，常忙於注意
音調起伏無暇欣賞豐富含義
的歌詞。最近幾年來，拜網
路發達之賜，獻詩完隔天就
能在 YouTube 上看到詩班獻
唱的實況。不是老王賣瓜，
我們自己也常受感動，更能
靜靜的聆聽詩歌歌詞的屬靈
豐富含意，受到很大的感動，
這都要將榮耀歸給天父上帝，
因為一個詩班是由許多成員
組成，必須在各位組員同心
合力下並在指揮尋尋善誘、
耐心指導及司琴不厭其煩的
配合下，排練出來的結果。
而且有時會挑戰有點艱難的
曲目，特別是感恩節及聖誕
節的節慶曲目更是一大工程。
我覺得有用心及好的詩班的
獻唱對整個崇拜的儀式過程
會有很大的凝聚力，可以將
會眾帶入以心靈及誠實進入
的敬拜，並有助於我們打開
心門，讓聖靈在我們心中作
工感動。特別在最近（2017
年七月份）詩班所獻唱的「當
答案不夠時」，及男聲詩班所
獻的「依靠」這兩首詩歌，
特別受到感動及激勵。在「當
答案不夠時」這首詩歌提到
每位基督徒多多少少會有幾
個聖詩經節可琅琅上口，在
遇到困難時，可以拿出來派
上用場，鼓勵自己或勸進別
人；有時候在心靈深處受到
極大傷害時，背誦的經文似

乎也不能療傷。當答案不夠
時確記仍有耶穌，他不只是
回答你的禱告，也要成為你
的避風港。這給我最大的激
勵及得到真正的安慰，因為
正好在那段日子裡因做了身
體檢查，醫生發現了某些問
題，需須加做 CT scan 及 MRI
進一步複查，讓我心中免不
了恐慌，但在同時也因唱的
這兩首詩歌，我找到了屬靈
的答案，心裡也得著安慰，
感謝主！讓我更加有信心毅
力繼續參與詩班，我也要積
極的鼓勵各位會友，不論老
少，不必在乎是否懂多少樂
理，只要參加詩班，就可神
益人造就自己，何樂而不為
呢？

林正富(1995加入詩班迄今)

從小就很愛唱歌，剛信主時
也在詩班得到造就。在詩班
唱歌和自己唱歌最大的不同

李陽浩(2013加入詩班迄今)

感謝神恩賜我渾厚的低音，
參加詩班只是把神給予的恩
賜用於教會，還給神。謝謝
指揮每次精心挑選詩歌，每
一首都很讓人感動。參加詩
班讓我與神更加親近，感受
上帝時刻同在。當然我們還
有進步的空間，但總願意將
最好的獻給教會 , 獻給愛我
們的神 !

就是在詩班裡要學習聽其他
聲部的聲音，讓自己的聲音
成為詩班整體和諧的一部分。
「這是天父世界」是我很喜歡
的一首詩歌，歌詞很有畫面，
每次聽或唱這首歌總是能激
勵、提醒自己 : 這是天父世
界，祂仍掌權 !

優美的男聲是詩班的珍貴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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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靜怡姐妹

喜樂詩班

喜樂服事

文 / 周靜怡

周靜怡姐妹 , 大家口中的牧師娘 ,

師母 , 現為喜樂詩班指揮

  我們是一群原本習慣用華
語表達的兄姊，每個主日下
午一起練習，願意將自己的
聲音獻上，用音樂來服事神
的詩班，所以剛成立時我們
稱為「華語詩班」，但也不
知從何時起弟兄不再參與，
而我們也慢慢地開始學習以
台語來獻詩，又因為大家都
帶著愉快的心情來練唱，來
服事，因此也就演變成為現
在的「喜樂詩班」，我們仍
盼望有一天弟兄也能再次加
入這個服事的團隊。

  每次在選歌時神會讓我想
到目前教會的光景、牧師的
講道內容而來選出要獻的歌
曲 ; 有時也因選不到歌而苦
惱，但奇妙的神常常會給我

們出人意外的喜樂，有時獻
的詩歌就是某幾位弟兄姊妹
的幫助，詩歌帶來了及時的
安慰與鼓勵，真正體會到 :
不是我們能，而是神掌權，
神能够用每一首音樂來幫助
人來體會神的愛。有些時候
在練習時一直覺得無法詮釋
的完美，總覺得唱不出那想
要的感覺，但神又常讓我
經歷祂的同在， 當主日獻詩
時，那不完美的聲音都能和
諧的發出讚美的聲音，就好
像神在我們當中親自指揮，
天使一同和詩班同唱的好
聽，我體驗經歷到服事不是
只靠自己的才能，需要倚靠
神，若沒有神的同在和愛，
就算不得什麼，我們的服事
也没有意義。

原華語詩班現改為喜樂

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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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感言

陳淑芬 (加入詩班 7年 )

能夠用歌聲來服事神是何等
喜樂的事。在華語詩班已經
有七年之久，卻一點也不厭
倦， 因為每一首詩歌都很
美，神透過詩歌來提醒我，
教導我，並且常常在練習及
獻詩時得到安慰及感動，見
証神的大能，也經歷感受衪
的同在。

非常感謝師母的帶領及司琴
們的付出，她們服事時謙卑
真誠的態度令人佩服，就如
今年的主題一樣「為主」，
是啊！看到她們全力為主擺
上的，也成了我們學習的好
榜樣。聖經說：「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在詩班
讓我看見姐妹們同心為主的
心意。

詩班也如同一個團契一樣，
我們更是彼此關懷，鼓勵，
能夠和這群姐妹一起服事，
真是有福， 讓我深深體會
「讚美不是重擔，不是義務，
乃是特權，乃是享受。」

仲崇馨 (加入詩班 3年 )

因為喜歡唱聖詩，所以加入
了詩班。華語詩班曾獻過一
首詩歌叫做「我相信」，歌
詞有提到「選擇那尚好的福
分，不回頭」，每次唱的時
候內心總是特別激動。在詩
班我學了很多詩歌，當我在
開車、做飯或空下來的時候
就會自己唱詩歌，感受到主

的同在，在詩班的服事，讓
我受益良多 !

李素梅 (加入詩班 7年 )

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聖詩，
剛到教會不久，感謝陳建
中弟兄的邀請，我開始進
入華語詩班。我是看不懂五
線譜的人，但感謝瑞玲及嘉
珍，總是站在我旁邊幫我抓
音準，讓我在練習時可以很
快進入狀況，不會走音。感
謝 Annie、牧師娘及以前的
指揮，非常有耐心，不辭辛
勞、一次又一次的帶著我們
練習。詩班真是一個很棒的
團體， 不用怕自己聲音不
好、五音不全，只要加入，
這群不可思議的音樂使者一
定可以把大家變成一個不同
的人，勇敢加入吧 !

陳吟婷 (加入詩班 5年 )

喜歡詩歌帶來的溫馨感動，
記得我們有一次獻唱「因著
十架愛」這首歌，深受詞中
「因祢受鞭傷我得醫治，因

王伯勻 (自青少年加入

至今 )

祢受刑罰我得平安」感動．
因著主的大愛，我們才能經
歷主的醫治和平安．藉由一
首首的詩歌中一再經歷主所
賜的福份，是主自己的能力
讓我可以在詩班裡服事，一
同榮耀讚美主！

謝謝 Annie 和師母辛苦且耐
心的教導，帶領詩班，自詩
歌的選取，聲部的配合和訓
練，由衷感謝你們辛勞的付
出，竭力使每首詩歌成為最
美的獻祭。

我們每次練歌都是吃完午飯
後，肚子滿滿腦袋空空。所
以很容易放空譲聖靈充滿。
牧師娘又從來不會因為我們
唱錯罵我們。有時候台語唱
成中文，中文唱成台語，然
後大家都樂的哈哈大笑，真
的是很喜樂！

喜樂詩班春天賞花遊



年 份 日 期 事    件

1978 7/30 FCCD 誕生    首位牧師紀元訓牧師

1982 11 在嘉倫 (Garland) 購買一塊地預備建堂

1986 4/20 開始建堂—破土典禮

1986 11/27 新堂完工感恩禮拜

開始設立英語崇拜及成人主日學

1992 12 紀元訓牧師離職

1993 1 張克復牧師到職

1994 7 設立袁煌彥宣教基金

1995 1 江東龍牧師到職  

1995 7 設立愛心基金

1996 6 聘任首位英語牧師 Rev. Douglas Lew

2000 9 Rev. Douglas Lew 離職

2001 11 聘任 Rev. Hendwra Chousand 周賢德牧師擔任英語牧師

2003 春季 舊堂教室擴建完工

2007 12 遷堂至布蘭諾 Plano 現址

2011 1 聘任蘇芷萱傳道擔任青少年輔導

2011 6 成立建堂委員會

2013 9 蘇芷萱傳道離職

2013 12 周賢德牧師離職

2014 6 聘任余祈讚傳道（Paul Yu）負責青少年事工

2015 5 聘任謝大中牧師 (Jonathan Hsieh) 負責英語部事工

2018 8/5 設教 40 週年紀念禮拜

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四十年大事記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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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編輯後
文 / 郭書燕

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秘書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1:7~8

這是一本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會友用文字為主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為寫下的感恩見證的集
結。無法忘記每次收到投稿文件時內心的興奮與感謝，閱讀時的受感與動容。弟兄姊妹文
章的感人不在文字的華美，而在它們的真誠與真實，因為這不是戲劇或小說，這是真實的
生命紀錄。

謝謝每一位投稿的弟兄姊妹，為 FCCD 成立四十週年的紀念特刊，在繁忙的工作、服事、
家事外，還願意花時間、精力為分享神的恩典而努力寫作。沒有你們的稿件，這本特刊無
法成型！

刊物編輯的完成多虧多位弟兄姊妹的辛勞付出。書記執事俞政鴻兄在編制過程中除了負責
統籌協調、做決策外，更在文章的整理收集上著力甚多。記得當初討論要採用哪一個排版
軟體時，他果斷決定「為神做的事工，當然要用最好的工具」，於是編者才有幸可以使用
到專業等級的排版軟體，刊物也能以較精緻的面貌呈現在閱讀者面前。陳淑芬 (Sue)、林
敏華 (Karen）、陳沁瑜、江佩珊 (Betty) 等姐妹幫忙邀稿、拍照及部份文章的打字。周柏
輝兄（Paul Chou) 也以他平面設計的專業為本特刊設計封面和封底。願神紀念所有參與
這本紀念刊物製作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辛苦！

透過此次的編輯工作，神教會了我何為「與神同工」。對比自己在去年（2017 年）年中向
俞執事提出的編輯計劃書的規劃內容與最後成品出來的目錄， 我看到了「人的計劃」與「神
的作為」兩者間的差異。神用祂的方式調整了我的規劃，完成祂所定的旨意；原來過程中
的「不盡如我意」為的是要成就神的視野和高度。讀經禱告、順服與付諸行動，是與神同
工的不二法門！順服而行，我真的就體驗到神的帶領。當想法枯竭時，神就在我開車、坐
在電腦前發呆時捎來靈感；軟體使用遇到困難時，Google 和 YouTube 就即時把解答放在
我眼前。從開始到完成，是神在帶領，我所要做的就是緊緊跟隨祂！！

時值達拉斯台灣基督教會慶祝設教四十週年及年底（2018）即將進行的新堂破土動工之際，
僅以此特刊作為獻給我們全能天父的馨香祭，願所有頌讚、榮耀歸於 主。

主後二〇一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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