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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長的鼓勵 
 

 

教会是神的殿, 是信徒敬拜事奉与相愛成長的所在; 

教会是神的家, 是世人得着安息与蒙受救恩的地方; 

教会是神的见证, 是作黑暗世代的明燈; 

教会有神的使命, 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在庆贺恩信教会一週年之际, 求主使恩信教会能遵行神旨, 藉着

信徒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努力广传福音, 使自己蒙恩也叫别人得

福。 

                                                                     ～主恩堂 黄远年长老 

 

 感謝神！由於弟兄姊妹們忠心的擺上，從 2009 年 2 月 20 日

成立的植堂委員會開始，恩信教會從預備期，建立期，裝備期，

一步步進入成長期。「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我們用（腓 1:9-11）來彼此激勵，這也是我為弟兄姊妹們誠心所

禱告的；在恩信教會的成長期中，我們必須： 

1）在知識上長進 

  2）在見識上操練 

    3）在愛心上增長 

      4）能夠分別是非 

        5）作誠實無過的人 

          6）結出仁義的果子 

            7）將榮耀稱讚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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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 

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彼后 3 ： 18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在基督裡、豐盛的賜福給你們每

一位忠心的弟兄姊妹！                          

               ～主恩堂  陸寧馨長老 

 

 恩信教會( FCC ) ，前身為新生命小組，乃主恩堂 ( CCCNJ ) 

國語堂江昭陽牧師於2003年剛到任時, 他鑒於位西區 Randolph 地

區無華人教會但有不少華人同胞, 故成立了第一個在教會外,以弟

兄姐妹家聚會, 兄弟我及我的姐妹黎明有幸就此參與並帶領這小

組, 一直至 2006年CCCNJ 成立了植堂策略規劃委員會，並於2009

年順利聘任了陳信銘牧師后，完成交棒與他。 

 回顧自小組成立, 至恩信教會甫成立週年，統共逾 10年之久, 

在接續的年歲中, 謹 祝願恩信教會繼續遵循聖經的命令--愛神並

愛人, 裝備並動員眾聖徒完成耶穌基督所賦予我們的大使命。 

                                                                  ～主內同工 林文仁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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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信基督教會 

的昨日、今日 

與明日                李美娟 

  

 2016 年 6 月 15 日是恩信教會從母堂主恩堂獨立出來的ㄧ週年紀念

日，如同年滿十八歲的青年人，離開父母的家，自己生活，父母盡到了

撫養教育的責任，孩子也學習了獨立生活所需的一切技能。像世上所有

的教會一樣，我們是連於元首主耶穌基督，祂是我們的頭，是我們的主

救主。 

 七年前，當神給的異象讓我們知道新澤西州的西北部有不少的華人

居住，卻沒有一個說中文的教會，一群有共同負擔的弟兄姊妹從主恩堂

出來，胼手胝足同心合意的開始了當時的家庭聚會，他們在附近的社區

傳福音，使許多華人朋友陸續地來到教會，當時在蘭道夫市的新生命小

組因地方不夠而分成 A,B 兩組，後來租用 American Christian school 的場地

來聚會，神親自帶領弟兄姊妹火熱的傳福音，努力的探訪。 

 2010 年 2 月 1 日神帶領陳信銘牧師從伯明罕回來開始植堂，終於

2010 年 8 月 29 日在現在的地址舉行第一次主日崇拜，並於 2010 年 9 月

11 日獻堂。當日主題講員蕭保羅牧師及與會的一百二十人一同慶賀並見

證恩信基督教會正式成立。 

 恩信基督教會取名於以弗所書 2:8-9:「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

誇。」因此我們以感恩的心來領受神對我們的托負，將主耶穌基督救贖

的恩典傳給那些以信心接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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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信基督教會在母堂主恩堂的蔭庇下走過了五個年頭，如同吃奶的

嬰兒終於長大了可以自己走路了，這五年中，教會在陳信銘牧師的帶領

下，弟兄姊妹互相扶持、共同成長，一個人當好幾個人用，人人都在服

事，人人都是同工，從服事當中所領受的恩典更是多而又多。 

 2015 年 6 月 15 日是教會的獨立紀念日，在這一天，大家歡欣鼓舞的

迎接教會的獨立，到今天，一年過去了，雖然步履不是很穩健，但是前

面的道路是很清楚的，我們需要更大的場地來敬拜神並且容納教會一切

的事工，青少年事工需要更多的同工投入，我們的英文堂會也是勢在必

行的，這些是我們的近程和遠程目標，神是我們的帶領者，在祂的帶領

之下，恩信教會必定能長大、茁壯、成熟，為祂所用，榮神益人。 

親愛的主內家人及朋友， 

耶和華是神；他光照了我們。理當用繩索把祭牲拴住，牽到

壇角那裡。  

你是我的神，我要稱謝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  

           -詩篇118:27-28 

 

感恩的人知道誰是供應他一所需的那位； 

感恩的人知道有人在關心他； 

感恩的人面對困難時不懼怕，因他不覺孤單； 

感恩的人因此也是在別人困難時，容易伸出援手的人； 

感恩的人也將是一些人為何感恩的理由與感恩的對象！ 

讓我們用繩索把祭牲拴住，牽到壇角那裡，天天獻感恩的

祭！       

        -铭记 FB Nov. 2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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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陳信銘 牧師 

 

 

「恩信」 創刊了，開拓了一扇恩信人以筆靈交的窗

戶；我以感恩興奮之情向大家道一個平

安！我知道每一個刊物都要有人細心的澆灌，才能結出可口的果實，長

出悅人心扉的花朵。在此謝謝所有在此園地耕耘的園丁們！ 

耶穌在馬太福音 11:16-19 這樣說：「我可用什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

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 我們向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

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約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說他是被

鬼附著的； 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人又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稅

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 

 我想耶穌的這一番話在今天仍然適用，當有人以像小孩子一樣單純

的心去表達心中感受時，往往得不到單純的回應；不吃也不喝，與「被

鬼附著」有甚麼關係？也吃也喝，並不見得就是「貪食好酒」。我喜歡

與小小朋友對話，因為他們非常直接沒有詭詐。耶穌說：「智慧之子總

以智慧為是」豈不是在說有智慧的人是不會存惡意去論斷人的。讓我們

以孩童的心在這塊神給我們的園地盡情表達神

在你我身上的恩惠；若有人說出你心中喜樂之

情，你可「跳舞」回應；若有人提醒你的罪

情，你更可「捶胸」的到主面前認罪回改。 

 甚願在此園長出的果蔬，都是我們主耶穌

那「可吃」「可喝」從天降下的靈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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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偶拾  铭记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

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約翰福音 4:13-14 

 人以相對的態度與解決眼前需要為目的到教會，想從神那裡得幫

助，而今天有許多的教會也如此被于祈于求。在教會中這些人眼前的需

要若不被滿足，他們可能當場轉身而去；若這眼前的需要暫時得著滿

足，如病得醫治、心情得平靜、經濟好轉、人際關係改善、等，但教會

卻沒有幫助他們認識並接受耶穌為救主，真正倚靠祂認罪悔改，靠聖靈

過著有新生命的生活，在聖經真理中成長；有一天這些人 (可能已經受洗

成為所謂的基督徒，或更甚者為教會中的執事、長老) 靈裡因沒有活水的

泉源，還要再渴。因為如病得醫治、心情得平靜、經濟好轉、人際關係

改善、等，都是「這水」並非「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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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當代教會讀經禱告的聚會人數希少，人的耳朵發沉，只想聽一

些希奇的言論感到嚴肅與害怕。人總想從神得甚麼？表示仍然在

「渴」！或許有人要挑戰說：先將「這水」(病得醫治、心情得平靜、經

濟好轉、人際關係改善) 滿足他們，他們才有機會得著「活水」。這是撒

但今天在教會的最大謊言，太多的人因要提供「這水」已經精疲力盡，

自認務實，認為整天憂心於「活水」的信徒是食古不化不知變通；造成

教會中的分爭結黨。豈不知如此之事在教會兩千年來從來沒有停過嗎？

撒但已然得逞！ 

 保羅當年面對哥林多教會的問題，其實已經歷過了這些爭扎，並在

哥林多前書第二章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心得，並非保羅的智慧不如你

我，而是他早已認知他的主的智慧才是完全無誤的。畢竟人來到教會是

要看「主耶穌」，或信徒如何專心學習認識並跟隨「主耶穌」。我們的

需要主必按祂的智慧與時候來成就。今天的教會請回到：「不知道別

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吧！教會才能重新有因得「活水」

而來的活力！   

     

  A stiff apology is a second insult... The injured party does not want to  

  be compensated because he has been wronged; he wants to be healed  

  because he has been hurt. 

          -Gilbert K. Chesterton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difference between an eager man who wants to  

  read a book and the tired man who wants a book to read.  

          -G. K. Cheste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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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玉的受洗見證 
         

         我出生在中国的吉林省，在国内所受的教育是男女各占半边天，夫

妻二人地位平等。丈夫因为脾气急躁，性情倔强，再加上我对丈夫一点

不肯让步，常常和他吵架，以致家无宁日。他每天下班回家都买菜，帮

我做家务，可我非但不欣赏他，还常挑剔、抱怨。今年的 2 月份，我来

到美国，与家人也就是电话联系，枯燥的生活使我的心情非常的压抑和

烦闷。 

 在偶然的机会，找到了恩信基督教会。通过读经，看到作妻子的，

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

的头，他又是教会全能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

顺服丈夫（以弗所书 5 ： 22-24）。如果我连身旁的丈夫也不顺服，又怎

么顺服上帝。在以后，我们电话里很少吵架，和丈夫有矛盾时，就先反

省，先说”对不起”。是上帝给了我勇气。感谢主，我和丈夫的关系改善

了，丈夫看见前后判若两人的我非常高兴。 

 靠着天父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我渐渐变得比以前喜乐、平

安。在上帝的引导下，我不再固执地倚靠自己，把一切交托，仰望在主

的手中。现在上帝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的罪，只有接受主耶稣的救

恩，我们的人生才有盼望。感谢上帝的恩典，我愿意全心全意依靠主耶

稣，跟着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藉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

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求你赐我不动摇的信心，一生跟随你。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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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恩典 信耶稣得永生! 
王芳娜 

 

  光阴似箭,岁月匆匆。就像所有的福州人一样，

我从中国漂洋过海，随着妈妈和弟弟于 96 年年底移民到

美国和爸爸团聚。出国之前奶奶曾经语重心长的教导我，到美国后要自

强不息，不要在困难面前低头。我深深的知道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会很

苦，现实中寄人篱下的生活更是苦上加苦。 

 上高三的时候认识了一位美国朋友 Angela Carter，她的爸爸是一 位

牧师。她也曾经向我传过福音，但是当时我并不认识这位神。 我一直是

抱着不接受也不排斥的态度。但是我们伟大的神却在我的心灵深处播下

了一粒种子。辗转几年过去了，我和我们的神擦肩而过。 

 在 2002 年有了儿子 Billy 后,我的生活就变成了每天两点一线，家丶

餐馆丶家。每天都为了挣钱而忙碌着。朋友也少了，信仰也完全没有

了，有的只是一具空壳，每天都在为生活而奔波劳碌。心灵也越来越空

虚了，遇事不冷静，喜欢钻牛角尖，凡事总往悲观方面想，餐馆的生活

也使我养成了急性子的脾气，经常会开口骂人。特别是老教不会的员

工，我偶尔会失去耐性理性。现在回想起来我承认这些都是我的罪并求

神赦免。圣经上说过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信靠，凡事盼望，这也

是神对我的磨炼。  

 感谢神！圣灵在我心底播的种子终于发芽了，去年冬天在雅华的带

领下我和我儿子认识了恩信教会，认识了陈牧师、师母，还有这么多的

弟兄姐妹。第一次的祷告也是美瑜姐教我的, 从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要

相信和跟随这位真神，只有他才能真正的改变我，从那以后我变的不再

那么自私和易怒暴躁了，我们凡人所受的苦和我们的主耶稣比起来显得

多么的微不足道。上帝赐下他的爱子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

字架上。三天后他复活来显示了他是一位复活的神。也感谢神的一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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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和恩典赐我一个幸福的家庭。感谢爸爸、妈妈一直以来无私的爱我。

感谢牧师和师母的一路关怀。感谢身边所有的朋友。感谢恩信教会给我

这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去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位大能的神。感谢神赐我智慧

去更好的教导我的孩子和处理好每一件事情。 

 今天我满怀感恩的心情将自己奉上,交到神的手中。我要一生信靠主

耶稣基督接受他作为我个人的救主，一切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

真神直到永远。阿门！ 

We should have faith on Truth!  

If it is truth, it is truth no matter you believe it or not. There-
fore, the most people are dealing with the struggle of their 
believing. There is no peace in us until we put our trust upon 
the Truth! 

People might say, it is truth, but ...; the words after BUT make 
truth not truth. If you have a BUT to add you should say it is 
not truth, because there is a BUT needs to add. Until all BUTs 
are added makes it real truth. 

Another person might say, your BUT makes the truth not 
truth. If it is legitimate, then the BUT has to be removed to 
make it truth. Until all unnecessary BUTs are removed makes 
it real truth. 

Truth is truth, there is no BUT. Obedience is required, let's 
have faith on truth! 

ASV Heb 4:9-11 There remaineth therefore a sabbath rest for 
the peopble of God. For he that is entered into his rest hath 
himself also rested from his works, as God did from his. Let us 
therefore give diligence to enter into that rest, that no man 
fall after the same example of disobedience.  

-铭记 FB Aug 1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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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伊 

 

  

 一家人到美国学习生活已经快

三年了。在这三年里，几乎没有一天不是靠着神的恩典走过来的。无论

大事小事凡事祷告总是没有错的，自以为自己很有信心，有一天 Henry

（我的弟兄）借着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对我说“你知道吗？信心也是神给

的，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可夸口的。”我才看到自己的骄傲，回想这段时间

即使是凡事祷告也未必蒙神喜悦，他让我在这段时间学习了很多的功

课。 

他是供应和医治的本身 

2015 年 5 月 Henry 从波士顿大学毕业，我们决定 6 月 30 日之前搬离

波士顿去新泽西。然而直到 6 月 13 日，我们都没有找好新泽西的房子。

那天女儿笑笑生病发烧，睡前一直很难受，等孩子们终于睡着了，我们

夫妻打开一个姐妹转发给我们的链接一起看了一个讲道。那是一个埃及

的牧师，他大声疾呼很有感染力，整个布道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说“我

们的神不是供应的神，不是医治的神；我们的神他自己就是供应、他自

己就是医治的本身。”那个讲道到最后，牧师呼召信徒放下自己所追求的

来单单服事主，他在视频里一遍一遍呐喊，我仿佛听到了上帝对以赛亚

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个晚上我们俩沉默很

久，同时想到一件事：在还没出国前 2012 年 10 月的一次名为“生命的火

炬”的同工退修会上讲员呼召说“若有一天神呼召你全职为他服事，如果

你愿意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当时我们俩在第一排并肩都站起来了。3 年

不到，我们居然忘记了在神面前的誓言。可是，神却没有忘记，借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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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晚上的视频，他提醒我们自己曾经许下的承诺。那个晚上我没有再为

女儿生病，房子没着落而担忧，而是单单思想我们该怎样服事神。 

第二天早上帝真的让我经历到他就是供应和医治的本身，晨修时有

一种莫名的平安和喜乐。居然，刚读完圣经一个住在新泽西的姐妹给我

打电话说有一对宣教士夫妇愿意将他们的房子租给我们，他们每年有一

半的时间都会在中国宣教，虽然他们的家离我的学校较远，但是当我一

听是“去中国宣教的宣教士”立刻感觉到那就是神的心意，当下决定就租

他们的房子。并且，那天早上笑笑醒来后烧退了精神、胃口都好了，神

奇妙的医治了。当我们单单寻求他，他就是一切的源泉。 

他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搬到新澤西之後，我按照計劃開始了學校的學習，Henry 卻始終沒有

找到工作。在這一段漫長等待的過程中，我開始有了疑惑。明明從波士

頓搬到新澤西是上帝的心意，可是為什麼作為一家之主的弟兄投了上百

份簡歷卻始終沒有工作的機會呢？接下來的路到底要怎樣走呢？我並不

是擔心將來的生活，因為我知道這麼多年來神從沒有讓我餓過一頓，也

沒有讓我露宿過街頭，我確定他會供應我，就像從波士頓搬來前的最後

一個週末他反復三次借約書亞記第一章的信息對我說「不要懼怕，也不

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可是，我

心裡疑惑的是未來的方向在哪裡，一家人今後是留在美國呢？還是回中

國呢？是繼續世上的工作呢？還是全職服事神呢？ 

我不停地想要答案。一天凌晨，因為喝了咖啡做功課到很晚，躺在

床上依然睡不著，朦朧之中，神讓我看到一個異象：一片漆黑中，有一

個小光源，帶著我往前走。那光不大，沒有把整片黑暗照亮，因此根本

看不見遠方，只能看見腳前。不是我拿著光源，而是光源領著我一步步

快走。我相信這是神給我的異象，讓我知道他的心意。我很感恩，因為

過去我常常禱告「你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但是我總是想當然覺

得一有光，就沒有黑暗了，然而神讓我深刻體會到什麼叫腳前的燈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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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世界還在黑暗中，我只有單單尋求他、依靠他，因我是軟弱的，

若不跟好这光我会掉入世界的黑暗中，被吞没。他提醒我，不要指望了

解遥远的未来，而应走好现在的每一步，相信他终会带我走到目的地。 

他是我唯一的寻求 

Henry 的工作一直没有消息，但是他对神话语的渴慕却是一日胜过一

日。在两个孩子接连重病，却因为没有保险去不了医院的过程中。我再

次来到神面前无助地询问：“神啊，你究竟要怎样养活我们一家？”那时

我清清楚楚听到他的回答：“我要用我的话语养活你们。”从那以后 Henry

寻求的方向开始改变，他不再固执于自己一定要在事业上荣耀神或先建

立自己的事业有了一些积蓄再服事神的想法。受到属灵长辈的鼓励，我

们开车去宾州探访了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缩写： WTS，西

敏神学院）。试听了几节课，和在读的学生交流之后，Henry 没有被四年

艰难繁重的学业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要申请这所学校的心。 

作为太太的我，当然是支持他的，兴奋的同时我开始向神祈求他应

许的实现。（似乎是我们都愿意去为你读神学院了，你什么时候实现你

的应许呢？）我们结婚之前一无所有，就是因着神一句应许“从此起首，

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申 2:31）我们大胆

地踏上裸婚这条路。这些年来，我一直牢牢抓着他的应许，仿佛以色列

人知道神曾应许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地赐他们为业一样。那几

天查经神让我反复思想出埃及第 33 章，“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

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

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

有分别吗？”（出 33:15-16）亚伯拉罕离开吾珥、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不都

是为了那应许之地吗？我在想，若是当年神对我说“你们可以得那地，但

我不与你们同去。”或许我就接受了，不会像摩西那样祈求神的同在。然

而，摩西最清楚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当将神的应许实现看为终极目标，而

应追求神自己的同在。保罗说他视一切为粪土，惟将主基督耶稣视为至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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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些经文，想到我自己，我真心羞愧，我来到主面前认罪。因

我把神的应许看得高过于神自己的同在。我知道我的主每天都在我的生

命中保护我、带领我，我不当把见神迹、见应许实现来作为验证他同在

的证据。 

“单单寻求神”是这几年我学到的最宝贵的功课。Henry 如今拿到了

WTS 的入学申请，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一家之后还有更长的路要

靠着神同行。不是寻求他的供应、他的医治、他应许的实现，而是单单

寻求他自己。 

你信這話嗎？ 

 今年的復活節紅蛋是翁家貴做的，他第一次做卻做

得不錯，不愧是餐館老闆；他還謙卑的說今年顏色染得

不均勻，有點像彩蛋，明年一定更美麗。我們要謝謝他

把明年的工作都已攬了。 

 

 蛋代表生命而紅色當然就是耶穌的寶血了！而這生

命將突破困難，因耶穌的寶血從死亡中復活。其實就這

麼簡單，紅蛋真的就表明了復活節的意義。 

 

羅馬書 1:4 --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

明是神的兒子。 

約翰福音 11:25-26 -- 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

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铭记 FB Apr 2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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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 
 

    —Henry & Eva 代祷信 

 

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姐妹， 

感谢主，我们一家四口自从 2013 年离开上海到美国生活学习一转眼

已经快 3 年了。在这三年里，我们经历了神很多奇妙的带领。 

2013 年秋天，我们刚到波士顿，Henry 就开始了繁忙的学业，Eva

在家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和操持家务。波士顿的冬天来得很早，而且非

常漫长，第一年的生活因为没有车显得比较艰难，常常需要把孩子们裹

得严严实实然后推着双人推车在雪地里走，坐汽车、地铁要上上下下

抬。特别是周五晚上到教会参加学生团契，常常半夜 11 点还在室外的地

铁站上等车。不过感谢主，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景况

还是别有一番滋味。 

2014 年春天来临时，我们经历了神另一个考验，Eva 意外地发现自

己又怀孕了。那时老大 Ivan 多多才 2 岁半，老二 Abby 笑笑才 7 个月还

抱在手里。我们对这个新生命的来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不知道如何

应对，我们不断祷告求神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去面对第三个孩子的

来临。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 Eva 第九周产检时却发现孩子已经停止

了心跳。我们当时真的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会让这件事发生，但

在伤心难过的同时我们依然坚信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确实，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教会的牧师长辈更多地了解了我们的

情况，也更热心地帮助我们。教会一对夫妇愿意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将他

们地下室的三个房间租给我们一家，因此，我们省下了一些钱买了一辆

二手车，还有机会让 Ivan 去上了几个月幼儿园。更奇妙的是，不久之

后，我们附近的一对华人邻居经历了我们同样的遭遇。丈夫常驻纽约工

作，偶尔回家探望，太太一个人带着一儿一女怀着老三却意外流产。刚

刚经历了同样打击的 Eva 能够感同深受地关心她陪伴她，我们煲汤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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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她，帮她照顾两个孩子，还借此机会跟她分享上帝的爱。感谢神能这

样的使用我们，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之前失去孩子的经历有他的美意，因

为同样的经历更能安慰人心。 

在波士顿的两年里，我们每周跟年轻的学生们一起聚会查经，

Henry 有机会参与到带查经的服事； Eva 也在教会带领儿童主日学。我们

也和过去在上海一样开放家庭，欢迎学生们来家里聚会吃饭。之后 Eva

对于团契年轻姊妹有负担，希望更多的关怀和陪伴她们，于是发起了一

个姊妹祷告会，每周三早晨准备好早餐邀请姐妹们来家里灵修分享一起

祷告(感谢主在我们离开后该姊妹会依然持续至今)。感谢主因着我们一点

点的摆上在他手中就如五饼二鱼般让更多人看见主的大能，以及坚定弟

兄姊妹对于主的信心。 

2015 年初，眼看 Henry 就快要毕业，之后的道路何去何从，我们并

不确定。在祷告祈求的过程中，神的心意渐渐显明。Eva 拿到了原来在新

泽西学校的 offer 让她可以重新回去继续以前的学习。回首过去，十分感

恩，虽然神在 2009 年呼召 Eva 回国传福音时看似终止了她的美国留学

梦，可是在 6 年后神又让她带着一家继续学业，我们的主真是奇妙的策

士。 

因此 2015 年 6 月底，我们一家从波士顿搬到了新泽西。感谢神感动

了一对爱主的宣教士夫妇愿意将他们一半的房子租给我们，这是神奇妙

的安排。与他们相处期间，见证了他们对主忠心的摆上及在神话语上的

渴慕。他们从 1999 年开始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回国宣教，这样的经历深深

地感动和影响着我们。在他们的介绍下，我们也在新泽西找到了属灵的

家——恩信的教会。这是一个刚植堂出来的小教会，虽然母堂其实离我们

家更近，但是我们在祷告之后确定神要我们在这个新的植堂里委身同

工，感恩他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学习各方面的服事。我们的牧师是第四代

基督徒，他一边在牧会一边在神学院教书，他对神的话语非常严谨、神

学根基很强。跟着他一起查经、学习让我们领受和得着很多。对于两个

孩子，我们也特别感恩，主亲自为他们预备了很好的玩伴。教会里的另

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年龄与多多、笑笑相仿。他们的母亲自己在家教

育孩子，这让我们有所启发，也在尝试 homeschooling。他们一家非常有

爱很热情，每个星期我们的这些孩子都会在一起聚会、敬拜。当然，还

有教会里其他的孩子们。Eva 也能运用自己的专业，常常教他们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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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va 求学的过程中，我们也继续跟她所在的学校的学生团契保持

着联系，一起服事当地的华人留学生。其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属灵长辈

生命的见证，有些虽然身患癌症正在化疗，却依然热情服事校园、生命

充满喜乐。我们曾经因祈求工作迟迟没有回应而疑惑过，但是神借着这

些如云彩般围绕我们的见证人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有更美的旨意。 

在一段时间我们夫妻同心合一的祷告中，我们听到神清楚地启示

说，他要用他的话语来养活我们。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

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

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那

段时间神的呼召借着经文、借着主日的信息越来越清楚。神没有开启

Henry 找工作的那一条路，却开启了另一条路，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和介

绍我们开始去了解有关神学装备上的事项。 

3 月初，我们开车去了一次宾州探访了 Westminster Theology Semi-

nary（西敏神学院）。 参观了他们古老的校舍，试听了他们几门课，也

跟那里的工作人员、在校学生进行了一些交流。虽然神学院 4 年的学习

将会很艰苦，但是要做神的仆人就要下定决心好好装备，在神的真道上

打下坚固的基础，就如保罗曾在阿拉伯旷野 3 年的进修。我们也相信“日

子如何，力量如何，”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感恩的是，从环境上看，Henry 要去读神学院的这个计划，教会的

长辈、弟兄姐妹都同心地支持，连家人虽还有未信主的,也没有反对。 

如今，Henry 已经提交了申请，在等待的过程中，写下此家书，盼

望在主里的家人能为我们祷告： 

1.Henry 的申请能成功，今年 9 月能顺利入学。 

2.求主加添力量能完成 4 年的学业，让 Henry 因越多认识主而越谦卑

自己，不失去起初的热心。 

3.求神预备我们在宾州的住处和委身服事的教会。 

4.求神预备我们生活、学习所需的一切供应，保守我们一家人的健康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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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 Eva 能在今年年底顺利毕业祷告。之后求神清楚给她的方向是

找工作还是继续 homeschooling 带孩子照顾家庭。 

6，无论是在家还是将来去学校接受教育，求神保守多多和笑笑能始

终走在神的真道上不偏离，一心敬畏主。 

7，求主让我们在这四年的学习里能慢慢清楚确定他要我们将来服事

的禾场。 

主里相爱的， 

Henry、Eva、多多&笑笑一家 

2016/3/23 

 重生！  

 我們必須常常提醒自己以為得救，卻生命沒有真正改變的

「基督徒」。我相信在今天的華人教會，非常需要這樣的提醒！

比較其他各樣受歡迎的講座更加重要得多。耶穌說被召的多，選

上的少（太 22:14）。你有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被自己

的經歷嗎？（約 16:8）你已經承認自己有罪並求耶穌基督的赦免

嗎？（約 8:23-24）我在主裡說若沒有這樣罪得赦免經歷的人，

如何為耶穌的福音作見證呢？！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

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尼哥德慕 說：「人已

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 聖 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國。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我說：『你

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約 3:3-7) 讓我們都確實的悔

改，領受神在基督裡給我們的的新生命。聖靈必住在我們裡面，

引導我們的道路，有力量活出見證神的生命！ 

-铭记 FB May 2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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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行 奇事的神   

            蘇淑珍 
                                                                                 

   

 

 

 

 

 受洗已有三年多, 但讀到一些神蹟, 潛意識裡總覺得那是別人的故事, 

直到今日。 

 心靈和身體的大醫生 
 

 八十四歲的父親因敗血症 (死亡率是百分之七十), 十月九日住進加護

病房, 待我回台後, 他已經插滿管子, 不能言語。我急著想為他做贖罪禱告, 

但不知如何下手。這時上帝給我一連串的幫助。在我第一次加護病房外

等待時, 遇見內湖教會的姐妹們, 那是她們最後一次訪問八仙塵爆傷患(因

此早一天或晚一天, 我就無法遇到了) 他們給了我一本小冊子, 教我如何做

贖罪禱告。因為父親不能說話, 我問高中同學怎麼辦? (我的高中同學一家

信主, 姐夫是牧師) 她教我, 你可以問你爸爸, "如果你願意認罪信主, 就按

一下手心。" 於是下次去看他時就問他, 結果他很用力的按----我欣喜若狂, 

第二天馬上請牧師來為他認罪禱告並洗禮。 

  "欣喜若狂"是因為父親願意信耶穌, 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他是繪畫和

雕塑師傅, 曾在北台灣各個著名寺廟工作五十餘年。在家時他每天早晚祈

求拜佛, 我從來沒看到任何人像他這樣虔誠的。我一直以為, 要他信耶穌

是天下最困難的事情。 



 

 恩信一周年 23  

  他接受洗禮之後整整昏迷一個星期, 醫院發出病危通知, 在此期間我

簽署放棄急救書。同學告訴我不能放棄, 把握每個機會每次見他時為他禱

告, 叫他害怕痛苦時叫耶穌基督的名, 看到亮光要走向亮光的地方---因為

即使病人是昏迷的, 他潛意識仍然可以聽到聲音---終於有一天他醒來了! 

慢慢地, 心跳正常, 感染好轉, 接下來是"拔管", 這又是一個考驗, 因為他抽

煙五十多年, 三年前才戒, X 光片是白茫茫的 (都纖維化了)。這裡上帝再次

展現奇蹟, 在加護病房三十九天後拔管成功, 住進普通病房。 

  其實在這時我已完成任務, 可以回美了, 但我決定留下來, 因為沒人比

我更適合照顧父親, 我延機票一個月。住院醫生看到他時直搖頭, 說他只

是"拔管"而已, 他的病情還是更適合留在加護病房, 因此所有的設備(心跳, 

血壓顯示器...)又搬回來。 

  住進普通病房時, 沒有帶任何的 3C 產品, 只帶衣服, 一本聖經和詩歌

譜。看護真是勞累的工作, 平均兩個小時就要把病人喚醒(吃藥), 不然就被

護士打擾或被病人吵到 (要換尿布) 若感覺壓力太大, 我就去樓下彈琴。樓

下大廳有一台鋼琴可以自由彈的。我常用彈聖詩來得到安慰。 

 若太晚被守衛禁止不准彈, 我就獨自到處逛。這家醫院很大, 為了省

電, 只有人路過燈才亮, 因此到處都是黑漆漆, 陰森森的, 不過我並不怕, 因

為我心裡的神最大! 在醫院前後總共待了兩個月, 看到鄰床人搬進搬出, 什

麼是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死亡不足懼, 內心的黑暗和對真理的忽視才是真

正可怕的!  

 慢慢地, 上帝展現能力, 儀器一樣樣的搬走了, 老爸也一天天清醒, 但

也歷經洗腎, 發燒的考驗。最後一個是肝功能指數仍然高 (我很擔心, 因為

只有一周就要回美了) 但抽血前夜聽到爸爸用台語祈禱---希望耶穌保佑自

己身體健康----然後我知道我們這次肯定能出院了! 果然抽血當天結果出

來, 醫生說可以出去了! 

 這次我的收穫最大...上帝堅固我的信心, 一步步帶領我。每次面對困

難, 祂總是及時給我幫助。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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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必親自預備 

  父親住加護病房期間, 每天去看他, 坐醫院夜班交通車回台北, 常常覺

得茫然對將來無所適從....不自覺地從車窗向外看---台北現在有很多教會, 

建築物外的十字架, 在夜晚紅色霓虹燈像天空插下的寶劍, 一個接一個, 十

分明顯。望著它們, 覺得信心又回來了。 

  過去看了很多文章, 談到上帝用不同方式給作者開導, 有時是耳旁有

清楚的聲音, 有時是看到東西, 有時是夢見異象...這些經驗我都沒有! 但這

次很著急地想為家人找一個台語教會, 幾天來一直想這件事。結果走在路

上, 腳踢到東西差點滑倒, 抬頭一看, 看到了它----那是教會的標語, 釘在騎

樓上不知多少年了, 原文是,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

感謝祂, 稱頌祂名。" (出自聖經詩篇一百篇第四節) 打電話給他們, 發現那

教會離家很近, 而且是一個台語教會。教會的新牧師甚至不知道有那標語

釘在那地方。 

  事後我刻意再走一次福和路。整條路好幾公里, 只有那個地方有教會

標語。為此我無法解釋, 為什麼會在那時那地想滑倒。只能說如果我們專

心祈禱, 耐心等待, 留意外界, 上帝一定會給我們啟示。其實上帝給每個人

Calling,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能接收到？大多時候是因為我們全神關注在我

們想要的東西上(私慾), 所以我們就很難察覺到。只有清心仰望神，拿出

時間給神，耐心等候神的人，才更容易接收到神要給他的信息。 



 

 恩信一周年 25  

      林映妤 

 年初, 我因媽媽病危住院, 所以趕回台灣。 在台灣這一陣子, 實在是

非常神奇, 真的就像我常跟小朋友說的聖經裡 Jesus 行的 "Miracle", 我親眼

在我媽媽身上見證到了神蹟, 神的大能大大的改變了我媽媽, 讓她從一個

完全不信上帝的人, 到接受耶穌基督成為她生命中的救主, 且接受洗

禮。"我 要 一 心 稱 謝 耶 和 華 ； 我 要 傳 揚 你 一 切 奇 妙 的 作 為 。

(詩 篇 9:1)"   

 因我和哥哥長期住在美國, 爸爸還在上班, 媽媽平常都是一個人在

家。感謝神! 在幾年前, 爸媽住家大厦樓下多了一個基督教會, 叫美福中

心。教會有辦一些社區活動, 其中一項是老人日托, 就是 65 歲以上的爺爺

奶奶, 可免費參加一個禮拜三個半天的活動, 在那裡量量血壓, 聊聊天, 做

做運動。我們一直鼓勵媽媽去參加老人日托, 但媽媽總有許多藉口不能

去。  

 兩年多前, 媽媽騎摩托車出了車禍, 腳骨折並動了手術, 有好一陣子行

動不便, 並且不太能出門, 這也是神的作為, 我媽因禍得福, 在玉青姐妹不

斷的電話關懷下, 開始去參加老人日托, 進而積極參加老人日托的活動, 包

括旅遊, 活力秀,甚至還與爸爸一起上台表演。媽媽雖然不能親自加入活力

秀, 但也都隨著活力秀活動到處去當啦啦隊, 她也與老人日托的老師與長

輩們都成為好朋友, 她喜歡買煎餃與大家一起共享, 也喜歡把教會的老人

日托活動 POST 在 FB 臉書上。 

我 躺 下 睡 覺 ， 我 醒 著 ，  

耶 和 華 都 保 佑 我 。 

詩 篇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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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在今年一月初人開始有點不舒服, 胃口不好, 且行動有些不便, 

1/10 禮拜二曾倒在地上爬不起來。 1/11 禮拜三上午, 我打電話回家沒人接, 

我很擔心, 就打電話給樓下教會美福中心求救, 姐妹與同工馬上幫忙叫救

護車送媽媽去醫院急診室。當天下午在急診室, 教會老人團契的姐妹去看

媽媽, 有一位胡媽媽詢問我媽媽是否能為她禱告, 我媽媽以前百般拒絕 別

人為她禱告, 感謝神!  那天竟然願意接受胡媽媽的禱告。媽媽當晚呼吸喘

息, 後來休克, 醫生馬上決定進行插管, 然後我媽媽就進入呼吸加護病房。

1/13 禮拜五, 弟兄與姐妹去醫院探望我媽媽, 當天志明弟兄帶領我媽媽做

決志禱告, 我媽媽就接受主耶穌進入她的心中, 成為她生命中的救主。 

 我爸媽家雖不像台灣傳統初一, 十五燒紙錢拜拜, 但爸媽信禪, 修身養

性, 常拿著佛珠唸經, 深信修身養性能將人的慾望拿掉, 到"空即是空"的境

界。 據教會姊妹說, 媽媽開始去老人日托時, 會先在門外拿著佛珠唸經完, 

覺得安心的才進入教會。到後來我發現媽媽睡覺的枕頭下, 竟然放著一張

經句卡: "我 躺 下 睡 覺 ， 我 醒 著 ， 耶 和 華 都 保 佑 我 。(詩 篇 3 :5)"   

 媽媽 1/12 插管後, 在呼吸加護病房呼吸訓練一直不成功, 表示需倚賴

呼吸器, 不能自行呼吸.  1/25 轉入呼吸照護中心, 與主治醫生面談後, 醫生

告知: "你媽媽可能短期無法脫離呼吸器, 或許一輩子都不能脫離呼吸器"  

這消息實在是大大的打擊了我的信心。那時在和神禱告後, 一直有平安在

心中。 神真的是一個聽禱告的神!  上帝派了一位天使來加強我們的信心, 

在同病房內, 有一位因動心臟手術, 比我媽媽小兩歲的陳先生, 那時他已動

氣切手術, 且慢慢脫離呼吸器, 還可坐輪椅到外面晒太陽, 他的家屬一直來

鼓勵我們, 也幫媽媽打氣, 因此, 神也帶領我們做是否給媽媽進行氣切的手

術的決定。在 2/6 媽媽接受氣切手術後, 接下來 7 天進步神速。在我離開

台灣前夕, 有姐妹鼓勵我"剛強壯膽"的問媽媽是否願意受洗, 但那晚媽媽對

我搖搖頭。隔天禮拜六早晨, 有位胡媽媽去探訪我媽, 胡媽媽在幫我媽媽

禱告後, 大膽問媽媽是否願意接受洗禮, 媽媽竟然點頭了!  感謝神!  一切榮

耀歸給神!  當天下午 2/11 禮拜六的下午兩點, 我們一行六個人, 就在病房

裡, 我媽媽受洗成為上帝的女兒。 後來我媽媽在 2/15 成功脫離呼吸器且



 

 恩信一周年 27  

轉入普通病房, 雖然還接著氧氣。 在過了一個禮拜後, 也可有時脫離氧氣, 

推輪椅到處走走, 這一切真是上帝神奇的作為。 

 最後與大家分享, 我們是上帝的 instrument, 即使像我信心這麼小, 這

麼不配的人, 上帝也願意使用我, 讓我能親眼看到我媽媽接受主耶穌且受

洗。如果你身邊的家人親戚或朋友還未信主, 不要灰心, 恆心禱告, 上帝會

在祂的時間、地點尋回祂的小羊的。 

 認識神！是很多基督徒的目標；神也已藉著一些的人、

事、物來顯明祂自己，也都記載在聖經裡了。爲何人讀了聖經

仍不信神差來的基督呢？(約 5:37-40) 也有一些人非常熱心做了

許多自以為是神要他做的事，而最後主卻可以對他說：「我從

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太 7:22

-23) 

神對來安慰約伯的那些「德高有學問」的朋友說：「我的怒氣

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

的是」(伯 42:7)  

 這些年來我的負擔是講台上講聖經，講台下帶領查經；遇

見了各式各樣對同一經文有著不同見解的人。但極少遇著謙卑

讀經，細讀上文下理的人。我非常相信聖經要傳遞的信息是確

切的，只要我們能專心安靜我們的心，並願意付代價順從而

行；不但能讀懂神的話，並且讓我們的心智被啟開能明白許多

過去不明白的事。(希 4:12 ；林前 2:15 ；耶 33:3)  

         -铭记 FB Jun 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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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同在的恩典                      朱美花 

 

  

 

 

 

 

 

 

 

 我要感谢赞美天父的爱，因为在这世上他是唯一的真神上帝，他差

他的爱子主耶穌基督降卑来到世上用舍己的爱来拯救了我们。 

 神是信实不偏坦人的神，今生跟随主耶穌你是我的主，我们的生命

是你在陶造在更新，当我们在遇到试练和做决择中徘徊的时候是主的大

能在保守，带领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人有平安让人有喜乐，天父的慈

爱充满世界每一个角落，主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看到他与我的家庭

同在的美好。       

 主的恩手一直牵引着我走属灵的道路，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的困难

和忧愁，身体的病痛和跟家人的相处关系，在教育孩子方面都要向主祷

告，因为祷告的力量很大，凡事仰望主就不再惧怕，因为主是我们的山

寨是我们的避风港。主是圣洁的救主是全能的医治主，在我们身体有疾

病软弱时，是主伸出他医治的手，使我们的疾病得复原，软弱得刚强。 

 在圣经上主应许我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

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人若离开了我就什么都不能

做。」感谢主，是主耶穌改变了我对做事情的看法和人际关系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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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会用自己的老我去看別人眼中的刺，却不看自己眼中的梁木，懂得

了凡事包容一点，忍让一点，不去计较别人的恶，总要以善报恶。 

 主让我明白读圣经的宝贵，经上教导我们今天不要为明天而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人若挣得了全世

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主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是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圣经上的每句话都带有能力。 

 在主里我体会到要顺服圣灵感动的美好，当我和我的先生意见不同

吵架时，是圣灵感动我夫妻要彼此相爱和睦相处，要为自己和先生来祷

告，求主赐我们平静的心，当人顺服圣灵的感动和提醒去做的时候，就

会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还有心里的平安。 

 主耶穌感谢你那深长的大爱爱着我们，让我们明白也要用像主爱我

们那样的爱去爱身旁的人，让人看到我们属神儿女的不一样，来荣美天

父的名，主感谢你藉牧师的口传讲圣经上的真理，你赐给牧师当讲的信

息来喂养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主是你的爱让我深知道人生的意义和

代价在哪里？我的心要有神的眼光努力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因为天

父所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那才是永存在天上的。 

 感谢主让我明白孩子是神赐予我们的产业，求神赐给我们从神而来

的聪明智慧来好好的教导孩子，自己愿意多花点时间跟孩子沟通相处，

耐心听孩子的想法，也懂得了在孩子还没说完他们的想法之前，不要自

己觉得不对或不好就去骂孩子，也不像以前一样一直打拼事业而不保重

自己的身体。 

 感谢主，牧师带领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查圣经和分享，在

主里灵命都能够成长，我相信天父会爱顾保护我们到底，神所赐给我们

的都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因为在我们还没开口以先，他就知道我们的

一切需要和难处，只要我们真心向他求，神必应允我们的祈求，唯有耶

和华能使我们安然居住。 

 这一生能认识信靠主耶稣就是最美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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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信教會」

迎新春， 

賀新歲 
    楊若夢 

 

 2/7 在新州「恩信教會」主日崇拜後有愛宴與慶祝春節活動，各家

準備豐盛拿手菜，敬邀新搬入社區或未曾謀面的新朋友來到我們中間，

和樂融融分享新春的喜樂，除去人生地不熟之孤單，有愛和關懷聯結，

領受賓至如歸之溫馨。更藉著中國人在經商公司行號、居住、飲食、學

校、醫療、教會---等團隊尋求各方面需要的資訊，媒體供應各項資源，

解決「食衣住行」上面臨的各樣人生問題，尋找就尋見，願在新的一年

每人都有新的恩典，寫下更豐盛的生命樂章。聚集活動包括唱詩、舞台

劇、短講之外有「尋找父母」、「元霄猜迷」「撿豆比賽」等遊戲，引

人入勝，歡樂滿堂！ 

 陳信銘牧師在聚會中諄諄愛的引導，願衆人領受由上帝賜與的各樣

福氣，也為新的一年面臨之挑戰，預備峯迥路轉、破繭而出、脫離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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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氣，相信上帝會保護引領醫治，使每個生命歷鍊，成長茁壯，煥發 

出生命的光彩！ 

遊戲---《尋找父母》 

 孩子眼罩蒙雙眼，自選父或母或祖父母，長輩高坐，用觸覺去辨識

父母，不能用音容笑貌取決，每人都能

找到愛的保護者嗎？當調換座位時孩子

們還是有失誤之舉，盼返鄕尋根的遊子

們能找到愛的根源，流離失所的浪子們

也不再流浪，能夠回家重溫天倫之樂！
 

舞台劇----《大衛與巨人歌利亞》 

 大人孩子共同演譯現代的得勝者，

騎車頭盔、球棒、彈弓、石子一併上

場。小小大衛祗用彈弓一把、幾顆石子

就能打倒巨人。唱作俱佳，令現場觀眾

動容。年青人啊！不叫別人小看你年輕，小兵立大功，小人立大志，培

養孩子的信心和毅力，今日品徳上的栽培，造就出明日各行各業的卓越

精兵。省思「豪媽」、「虎媽」的作為，用愛的教育永不差錯，每家孩

子都能出類拔萃成為傑出青年！  

智力比賽----《元宵燈謎》 

 詩詞歌賦，單打獨鬥，文武全才，是這個單元的特色。老少各半，

拔得頭籌，訓練跳脫巢臼的思維

方式、有如智力測驗一般的靈光

乍現。平常眼觀四面、耳聽八

方，多讀聖賢書，留心身邊的人

與事，全人全心的裝備，中國人

的後代可多是光宗耀主之輩哩！ 

《揀豆 》比賽則需敏捷細膩心

思，手腦並用，在分秒必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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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保證」 

恩信佈道會       
      李美娟  

 

 

 

 

 

 

 

 位於新州蘭道夫市的恩信教會日前舉行佈道會，一百多會友與來賓

參與了兩天的講座。主講人張忠和牧師在兩天的訊息當中用「神的大

愛」和「神的應許」兩個主題將上帝對人類的美好計劃闡明出來。 

 週六的晚上聚會在熱絡的晚餐會上開始，恩信教會準備了非常多的

美味餐點菜餚以饗嘉賓，餐後開始聚會，張忠和牧師用大家耳熟能詳的

一句聖經金句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來詳細講述神的大愛。神

是萬有的源頭，他因為愛而創造了人類，人類犯了罪無法自救，神為我

們提出了一個拯救的方式，就是用他完全聖潔沒有犯罪的獨生愛子耶穌

基督來為世人代死贖罪，使我們不再生活在罪中而能與神和好，進而在

永生中與神同得榮耀。張牧師強調人類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信」，

信就能得著這一切。 

 週日的聚會中張忠和牧師將聖經中「神的應許」與會眾分享，神應

許相信的人有永生的住處、通往永生的道路、禱告的垂聽、聖靈的陪

伴、屬天的平安。與會的眾人聽了之後，有多人決志邀請主耶穌進入他

的心中，並要一生跟隨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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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粮团契   

   朱恩禧 
 

 

 在美国有这么一个群体，早上十点才迎来他们的早晨，匆匆洗刷

后，就要开始紧张忙碌的一天。除了午餐和晚餐的时候才有五至十分钟

的时间传一口气，直到晚上十点或更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自己那

个只能算为一个窝的家。是的，他们的职业是美国的中餐馆从业员。他

们大多来自中国大陆沿海乡村，年纪很轻就背井离乡只身来美，没有太

高的文化，缺少谋生技能，就只能投身到中餐馆这个无需太多英语的行

业中。白天在那通红的炉火之前，流淌着多少的汗水与泪水，在笑脸的

背后，强忍着老板、经理的责骂以及客人的刁难，晚上思念家乡的父母

亲人，忧虑着背负的巨额 “来美费”。陪伴着自己的却只有那窗外一轮

明月和空荡荡的四面墙壁。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人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就放纵自己

吸毒、嫖妓、赌博，有的人就 “黐线”了。嘿，广东人真会埋汰人，何

为“黐线“？就是人脑中两根筋黏住了，那个人就不正常了。当你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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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的街头，发现有人抬头念念叨叨，或者对着墙壁讲话，请不要以

为他们是在讲电话，更不会是在祷告。 

 有的人辛苦打拼，也出人头地了，成了家，自己开了餐馆做起老

板，但却没有因此轻松下来，反而更忙碌了，本来打工时还每周能休息

一天，现在却要 7 days a week, 一个人要顶二个人的工，本来不堪的身

体，更加疲惫了，紧张焦虑之下，脾气也更坏了，家庭关系、夫妻关

系、子女关系也更面临种种挑战。这是大多美国福州人的一个缩影，而

我恰恰也属于当中的一员。 

 直至我们来到了教会，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

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

是你们得安息。”（马太福

音 11:28）神的话是那么的

美好，那么的肯定，感谢赞

美主！为我们在 Randolph 这边预备了一间教会，一个非常有神之爱的

家，又在牧师的带领下，我们有了一个非常适合餐馆工作时间的餐馆福

音团契，我们称它为 “恩粮团契”，因为主用祂的话语喂养我们。在每

个月的第二与第四个礼拜三晚上 10:30 到 12:00，在这一个半钟头内，有

牧师或教会的同工来深入浅出的为大家讲解圣经的知识（我们现在已经

查到使徒行传）。在查经之前，我们都会先以诗歌来赞美神，在充满喜

乐的歌声中，在弟兄姊妹彼此的代祷中，我们将自己心里的担子交托在

主耶稣的手中，求祂为我们担当。查经后，每一个餐馆的弟兄姐妹都预

备各自的拿手点心，一起分享，彼此交通。聚会的地点有时在教会，有

时在弟兄姊妹的餐馆或家里。有时我们也会组织一起去郊游，在主里我

们互为肢体，互相勉励，一起传福音，作神的工。 

 经上说：“你门中间谁有一百只羊，丢失了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

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你我都曾是那迷失的羊，

而主耶稣就是那好牧人。求祂带领恩粮团契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更明白

祂的心意，领人归主，个个都成为小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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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查經班       李美娟                                             

 每個星期四的早上十點

鐘在教會裡，有一個查經

班，由陳牧師帶領大家查考

聖經。 

 

 因為在週間的早上，參

加的人必須是不用上班的，

我們的成員男女老少都有，

年齡從三十幾歲到九十幾

歲，有信主多年的，也有剛

信主的和慕道中的朋友，更

有在中國大陸或者在美國其

他州的弟兄姐妹透過電話和

電腦視訊跟我們一起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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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牧師深入淺出的帶領我們學習神的話，大家一起在基督的愛

中成長。除了查經和詩歌我們還每週做運動，強健體魄。不定期

的到餐館聚餐或姐妹帶食物來在教會一起吃飯，而且常常有戶外

活動和郊遊。願主使我們能身體健壯、靈魂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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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泉小組                                                       謝美瑜/陳海蕾 

 活泉小組於 2010 年開始。成員有從中國、馬來西亞、菲律

賓、台灣來的移民 。有年長、中年及正在養兒育女的年輕家庭， 

有如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我們當中有信主多年的弟兄姊

妹，也有正在尋求的慕道朋友。我們每週五晚上在各家庭聚會，

唱詩讚美神，禱告, 分享神的話。今年我們藉由 ABCD 福音聚會，

來幫助慕道友認識耶穌。同工藉此也學習如何互相搭配， 成為美

好的傳褔音團隊。除了定期的查經聚會，我們參與主日獻詩, 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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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各種活動, 如見證分享、專題、郊遊等。小組生活讓我們經歷神

應許的豐盛生命。我們的聚會時間：每週五晚間 7:30-9:00; 聚會地

點： Randolph。 

ABCD 福音聚會 

     主耶稣升天前給門徒的使命是把福音傳到地極, 作祂的見證。感

謝神 2015 年底世界餐福事工聯會帶給我們一套完整的傳福音訓練, 

Ask Bridge Celebrate Discover, 簡稱 ABCD。藉著短片，在十次聚

會中，透過許多人的生命見證，分享遇見神的經歷，藉此領人歸

主。感謝神我們有五位同工願意委身十週的課程。我們探訪、關

懷、祷告, 邀請慕道友, 三月初開始教會第一個 ABCD 福音小組。

我們相信所有事工當從禱告開始。聚會前同工聚集同心為慕道友

禱告。1 小時的聚會藉著不同的活動 - 破冰遊戲、見證影片、問題

分享、經句選讀, 拉近彼此的距離，也拉近每個人與神的關係。哥

林多前書 3:6 寫著 ”我栽種了, 亞波羅澆灌了, 惟有神叫他生長 。” 

願神堅定我們所做的工, 讓這些參加的朋友藉此得恩福! 

 

“There are many, many angles at which one can fall but only one angle 

at which one can stand straight.” -G. K. Chesterton 

"人的倒下可以有很多的角度，但站立的角度卻只有一個"  

           -卻斯特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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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伊 

 

 

 哥林多前书 13 章第四节关于“爱的真谛”有一句人尽皆知的经句：爱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不但是爱的一个特征，更是上帝对属他

的基督徒提出的要求。加拉太书 5 章 22 节写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小组的名字由此产生。 

 恩慈小组于 2015 年底调整为家庭式聚会，地点位于 Rockaway NJ，

小组成员有来自美国本地、马來西亚、中国上海、湖南、四川、山东、

台湾台北、台南、台中等等。小组成员以中青年为主，也有 60-80 岁长

者，小组中还有一群 2-10 岁的孩童。2015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小组

第一次聚会在小组长夫妇家里开始。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一起唱诗敬

拜、查经探讨、分享祷告，之后一起聚餐分享美食。 

 恩慈小组有牧师亲自坐阵，带领大家探讨圣经，任何人有任何问题

咨询总能最及时地得到牧师的解答。小组长是一对特别有爱的夫妇，弟

兄对神的话语特别渴慕，带领查经预备丰富，家里还收藏各种神学书籍

供大家借阅，姐妹细心体贴很会关怀，并且做得一手好菜，得到众人称

赞。 

 小组中有专业的对外汉语老师，在照顾孩童的同时给他们进行汉语

教学，让这些出生在美国的小 ABC 们能不但掌握英语还能自然地用汉语

交流。为母语是英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预备了英文圣经，英文诗歌。

因着上帝的爱在恩慈小组中流淌，所以我们不受任何地域、年龄、语言

的限制彼此相爱、共同追求认识耶稣基督。 

圣诞与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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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的圣诞节特别聚会在悠扬祥和的“平安夜”曲目中拉开

帷幕，我们欢歌笑语喜迎耶稣基督降生的纪念日。孩子们更是兴奋不

已，早早地准备好礼物用绚丽缤纷的彩纸包好摆放在圣诞树下。大家查

经祷告一结束就开始了拆礼物的特别活动，不但孩子有礼物，每有一个

大人也彼此交换礼物，一起欢度这样一个美好的圣诞节。 

 2016 年农历春节期间，弟兄姐妹也相聚在一起，用中国传统的包饺

子活动来庆祝这异国他乡的主内团聚。韭菜飘香，葡萄美酒，欢声笑

语，  大多数的成员都是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家人在美国工作读书生活，

“每逢佳节倍思亲”，然而因着上帝的爱，让没有血缘的我们却能如亲

人一般互相关爱，感恩我们能有这

样好的关系，这样的亲密，都让我

们忘记了自己是个异乡客。 

 为了参与教会的春节活动的舞

台剧“大卫与哥利亚”的演出，恩

慈小组男女老少齐上阵排练准备，

弟兄姐妹们齐心合力在恩信教会

2016 年的春节庆祝会上将圣经故事

以轻松幽默的形式演绎出来展现给众人，并借此机会向人传递关于上帝

的信息。 

福音特会 

 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除了要彼此相爱，当然也不会忘记我们

主的大使命，那就是要传福音。2016 年 1 月 16 日，恩慈小组举办了一

场针对 Seton Hall University 中国留学生的福音活动。在那之前，同工们

齐心为这个事工祷告，一边邀请学生的过程中，一边彼此商量计划分

工。当天，弟兄们下午 2 点早早地开车赶到校园，接来了近 15 位学生，

他们中间有本科生、有研究生，所学的从金融、社会科学、东亚研究到

城市建设等等涉及众多专业。姐妹同工们准备了零食、点心、饮料作为

开场接待，然后年轻同工带领学生们做游戏，使大家彼此互相认识。经

过破冰、分组讨论、游戏环节，同工和学生们有了更多了解关系彼此拉

近，也为之后的敬拜、见证、短讲做了铺垫。游戏之后，在“认识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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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歌声中，大家开始了

敬拜，过程中同工们向学

生介绍了周杰伦弟兄

的“Jesus Fashion”，学生们

惊讶于自己熟知的演艺界

的明星居然也是基督徒，

并且还为上帝歌唱。这对

于过去没有接触过基督信

仰的年轻学生来说是不小

的震撼。敬拜之后，两位同工根据自己过去的经历从留学美国读书、生

活、工作、个人感情、婚姻家庭等角度为主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他们

分享自己的经历，介绍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在同工分享以后，牧师做了

一个短讲，帮助学生们 思考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牧师用自己过去的经

历和简单易懂的比喻提醒年轻的学生们要找对努力的方向，才不至于今

后人生中遗憾。美味丰盛的晚餐是恩慈的特色，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福音

活动中更是不可或缺。恩慈的姐妹们个个都是厨艺好手，满满一桌子的

美味佳肴招待这些年轻的学生。学生们一边吃一边继续跟同工彼此交流

沟通，他们离开时，同工们不但开车送同学还把饭菜一份份打包好让他

们带回去。 

 这些年轻的学生在恩慈小组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这对远离父母只

身在外求学的他们来说是何等珍贵。因为这样一次活动，神借着恩慈的

一群善良友好充满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弟兄姐妹将福音的种子撒进了学

生们的心田里，他们当中一些学生开始常常参加学校里的团契活动，慢

慢走上了认识主耶稣真理的道路上。而对于恩慈小组的弟兄姐妹们，借

着这样的活动更多看到了上帝自己的同在，也尝到了彼此搭配、共同事

奉的甜蜜。 

生日特会与电影之夜 

 2016 年 4 月 2 日，小组一起计划布置给我们中间一个 10 周岁的小

朋友举办了一个特别的生日惊喜派对。大家提早赶到，一起用气球、彩

带、条幅布置场地。当那个孩子她进门时大家齐声喊到“Surprise！”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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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家唱生日歌分享甜

蜜的蛋糕。晚上所有的

弟兄姐妹慕道朋友还一

起欣赏了最近很火的电

影《War Room》。这

是一部令很多人感动有

深入思考的电影，观看

之后，围桌共餐，一边

享用美食一边针对电影

各自分享自己的祷告经

历，对已信的弟兄姐妹是又一次信心加固的机会，而对于慕道的朋友是

一个了解基督教认识弟兄姐妹学习祷告的机会。结束前，我们也像每周

一样为生活、工作、学习、服事等等的需要彼此代祷，让上帝亲自在我

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们。 

 

恩慈小组就是这样一个温暖的团契，我们尽心摆上，彼此关怀，

传递上帝的爱。来自五湖四海的恩慈弟兄姐妹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积极

向上的大家庭，我们真诚欢迎 Rockaway 及附近地区的朋友来到我们中

间，与我们一起成长扩张上帝的国度！ 

         聯絡人：任宗霖（973-819-4312)  Henry Song(857-204-0084)  

 

 

一個世界的崩壞不是來自於惡人有多囂張 

而是來自於好人的沉默  

–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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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教育                                    何惠婷 

 

 我常想：除了父神與基督之外，是不是沒有一個“人”比撒旦更熟

悉舊約（全本）聖經的教導？牠膽敢在耶穌的面前賣弄及辯論舊約的經

文 -- 耶穌在曠野受魔鬼的試探（太 4:1-11），因此，光是聖經的知識傳

授是不夠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

驚。”（雅 2:19）“… 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雅

2:20） 

 教育的目的，不只是“知識”的傳授，更是如何產生“信心” ，進

而激發對“知識”回應的“行為”。 

 不知道您是否有對愛偏食孩童的餵食經驗？您會對孩童說：“這食

物富含維生素、礦物質、蛋白質…，吃了對你有益？”還是，您會費盡心

思來研製色（眼）、香（鼻）、味（舌）俱全的菜餚來誘哄孩童進食？

神賜予我們五官和各種不同的才華，難道不是要我們學習、使用這些恩

賜來享受、讚美祂的萬有創造嗎？“… 見那棵樹上的果子可口，賞心悅

目。”（創 3:6）然而，養育的目標，不光是定時“餵”食而已; 而是培養

孩子們對食物的認識和興趣，進而能自動選擇正確、有益的食物來滿足

成長所需。 

 屬靈教育也是如此！我們使用神所賜與孩童們的五官和才華，藉著

各樣活動（讀經、唱詩歌、勞作、遊戲…），培養他們對屬神的事工（聖

經、教會肢體、見證福音…）有正確的認識和體驗，希望他們在將來，會

自己選擇走上這條一輩子的屬神之路。 

 然而，今日在教會教導青少年的挑戰，是如何和他們生活中其他的

活動比賽？！在他們單純的生活中，充滿了許多刺激，比方說：電視、

電腦網路（TV, Internet, Social Media）、同學的影響和壓力（Peer Pres-

sure）、課業、升學的競爭、來自家庭和交友的情緒困擾、煙酒/藥物的

引誘、娛樂、運動等活動… 我們要如何抓住孩子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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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對每個人而言有不同的定義。我的看法是：有趣

（interesting）、有挑戰（challenging）、有目的（relevant to daily 

life）。因著孩子們的不同的個性，才能、學習方式、心智體能成熟度、

和有限的注意力，老師們花盡心思把不變的聖經真理，以有創意的教導

方式，激發孩子的好奇心、思考力和（運用在日常生活的）決心。我們

（老師）的目標，不是為了討好孩子們辦活動，乃是藉著各樣的活動，

靠著神所賜給我們恩賜，幫助孩子們學習，了解和體驗祂的真實和權

柄。“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 3:15b） 

<暑期預告>  

 從 6 月 24 日到 8 月 26 日止，青少年組在每個星期五會有暑期活

動，歡迎現有的學生、將升級到青少年組的五年級生、和平時不常來教

會的青少年參加。詳情將在六月初公佈，或與何惠婷（負責同工）聯

繫，邀請大家（不光是家長）的代禱和參與協助。 

Train a child in the way he should go, and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turn from it.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箴言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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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         陳群秀 

 恩信教會兒童主日學的學生人數雖然不多，但每個星期天早

上，孩子們都準時到教會，而且個個都穿得 整整齊齊，活潑可

愛！也可以想像他們對神家的尊敬。 

 

 在教材方面，採用

Life Way 主日學教學方

式，從幼稚園至五年

級，每人都有一本圖畫

課本，方便他們可以回

家後與父母分享課中的

聖經故事及經節。 

 

 每逢特別的日子，如復活節、父親節、母親節、感恩節、聖誕

節、新年等佳節，兒童主日學的孩子們都有獻詩表演歌唱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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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孩子們學習到身心靈全方位的健全，並且學會做個基督徒

是為服事神、榮耀神。  



 

 恩信一周年 47  

十字架上的兩個犯人 
            張魯英 

 

 

「有兩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來處死。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

地，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

邊，一個在右邊。」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誚祂說：「你

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另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

「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麼。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

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就

說，耶穌阿，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路 23 章) 

 

未悔改的犯人 

 「你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這句話其實是 :「你若是

基督；就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的意思。更進一步說就是 :「你不是基

督；否則為甚麼不能救自己和我們。」的意思。其實不單是在這裏，在

其他的經文裏我們也看到官府，兵丁與這個未悔改的犯人都異口同聲地

揶揄主：「你若是…」。 

 回想主耶穌在曠野受撒但試探時，撒但不也曾用這樣的口吻對主

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其實他們

真正要說的是：「你若是基督，就會先救你自己」。這些扭曲上帝意

旨的言語中，不禁使我們想到一些對基督教信仰誤解的言論。例如 ：

「你們信耶穌的人怎麼也會遭到這種不幸？難道你們的上帝不保佑你

們嗎？」因為在這樣的誤解心態中，這些人才會對主說：「你若是基

督，可以救自己吧！」。其實他們不明白，正因為主耶穌是基督，所以

祂才只會救別人，而不會救自己。不是不能，而是不會，因為救別人

是祂道成肉身來到世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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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悔改的犯人  

另一個犯人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麼。我們是

應該的。因為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

不好的事。就說，耶穌阿，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路 

23:40~42) 

 這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罪犯身分不詳，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那一天

結束以前，就在各各他山上他已經獲得拯救。當那日下午約五、六時，

羅馬士兵上前把他的腿打斷，雖然他那被施以酷刑的身體給雙手造成重

擔，心臟也破裂，但他卻進入永生，到神那裏去。 

 如果我們回顧那日他被釘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模樣，既口乾又恐懼，

或許他也該像其他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罪犯一樣，發瘋似的一邊咒詛肉體

的痛楚，一邊咒詛罵神的不公。但我們發現這個犯人不同的反應，他愈

接近死亡，愈發省察他自己的罪及判刑公平的問題。他對身旁那一個同

時被釘十字架的罪犯說︰「我們是罪有應得的。」，他之所以會如此，

或許我們會想是不是有他的親人為這個遭逢厄運的人祈禱。但即使沒有

人為他祈禱，我們可以肯定主耶穌會這樣做，祂的確求天上的父寬恕他

們。因為他在十字架上聽到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

的，他們不曉得。」，雖然他也聽到其他人對耶穌的譏諷︰「你如果是

神的兒子，就從十字架上下來罷。」。但諷刺的是他竟是從基督的敵人

那兒聽到了福音─「耶穌是神的兒子」，並相信了它。 

 當時那個垂死犯人在十字架上所作的，是一件最奇妙的信心表現。

再一次讓我們回想，這個犯人在十字架上所聽到了什麼呢？首先他聽到

主耶穌那個驚人的禱告：「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

曉得。」；他也聽到官長的聲音，譏笑祂自稱是彌賽亞；他又聽到兵丁

的笑聲，嘲弄祂自稱是猶太人的王；最後，他聽到另一個被釘的犯人也

加入譏誚耶穌的行列 。就在這個時刻，這個犯人忽然從十字架上發聲，

責備另一個犯人：「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麼？我們是應該的，

因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

事」 。 

 這些話顯露了這個人的靈裏所發生的變化。他是一個被釘在十字架

上罪大惡極之人。但是這樣的一個人居然承認有神，並且承認他受的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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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是「應該」的。這就是「悔改」。然後，他竟轉而對耶穌說：「耶穌

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這實在是一件令人詫異的事。

這個犯人已瀕於死境，他知道耶穌也一樣快要離世。如果說在這以前，

耶穌行了許多神蹟時，要信祂不難；若在耶穌復活後，親眼見過這驚人

的神蹟後，要信祂也不難。但是現在耶穌被釘在十架上，看起來是軟弱

無力、連自己都不能救自己的時候，他突然從耶穌身上發現還有另一個

尚未降臨的寶座，一個高過羅馬帝國的寶座，那裏有一位父，可以施慈

愛憐憫。他也看見，耶穌有那寶座的權柄、可向那位父祈求。於是，他

就毫不猶豫地把所有的希望都投在耶穌的身上：「耶穌啊！你得國降臨

的時候，求你記念我。」這就是「信心」的表現。 

 他相信耶穌就是以色列盼望已久的彌賽亞，他對另一個被釘在十字

架上的盜賊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麼？」。他相信耶穌是

無辜的，是無罪的。他說︰「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他相信

耶穌可以拯救他。他喊叫說︰「主啊！記念我。」他相信耶穌是王。

「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他相信基督的國是超乎死亡之

上。 

 當這個可憐的人呼叫︰「主啊，求你記念我。」主一聽到這話就拯

救他。對基督單純的信心，他得到神的拯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

救。」(羅十 13) ，神赦免該無名者的罪行。同樣，神赦免任何人的罪。

這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罪犯，之所以罪得赦免，並非因為他上過教會，

他離世時教會尚未設立。他之所以得到永生的確據，並非因為他勤讀聖

經、設法行善或生活無可指摘。洗禮的儀式不能拯救他。他被拯救，純

粹因為他憑信心呼求祂，並投靠主耶穌作他的救主。別忘記，與基督同

釘十字架的有兩名盜賊，其中一人被拯救而進入天堂，另外一人失喪。

那個迷失的人，捨棄基督的同在而進入地獄。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路 23:43) 

 把耶穌釘在兩名惡名遠播的罪犯中間， 其實是經過刻意安棑別具用

心的。 他們故意這樣安棑， 目的是要在群眾面前屈辱耶穌， 並且要把衪

與盜匪同列。解經家對於主耶穌對這個悔改信主的強盜所說的話，在翻

譯上有一些不同的解釋，因為按照一般希臘文、英文習慣用法，『今

日』一詞經常是放在同一句話的最末了，這樣這節經文就應該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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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日實在告訴你，你將來要同我在樂園裏了。」但不論是「今日要

在樂園裏」還是「將來要在樂園裏」，與主同在樂園裏是一個不變的應

許，不但是賜給那個在十字架上臨終前悔改的強盜的，而也是賜給一切

被主愛感動，為罪憂傷痛悔的罪人的。主在此應許我們，在有關靈性得

救的事上，不需要等到以後，等到將來，主今天就能拯救我們，現在就

能拯救我們。 

 「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這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給一個罪大惡極

的強盜的應許，因為他真心悔改，並向耶穌表現了他的信心。這個強盜

或許沒有機會受洗，也沒進過那個教會，更何況他悔改的時刻是在自知

已必死無疑的時候，但他卻是個真正得救的人，可見得救的關鍵不在乎

儀文，只在乎是否真的悔改重生並接受耶穌作救主。 

結論 

 這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是在十字架的左邊，一種人是在十字架

的右邊；一種人是譏誚十字架的救恩，一種人卻謙卑接受十字架的救

恩，這就是這個世界的縮影。那個陷在罪中卻與許多世人一樣不知道悔

改的犯人，與許多世人一樣不明白唯有靠主耶穌的十字架才能得救。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心存僥倖，學習這個強盜到臨死了才信主。

因為我們不一定會有同樣的機會，因為我們不知道自己什麼時候會死，

而當我們面對死亡的時候，我們也不一定會有像這個強盜同樣的信心。

當日主耶穌在十字架上講的話是憑祂的權柄講的，『今日』一詞對我們

不但是一個應許，也是一個提醒和勸勉，要我們在有關得救的事上不要

拖延，不要等到明天，等到以後再說，而是要在『今日』，就是現在，

就立刻靠著信心尋求主，悔改歸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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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蘋果銀網子 
        

             

「 一句話說得合宜， 

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     陳信銘牧师 

(箴言 25:11）      

 

  新酒 要裝在新皮袋裡，這是耶穌回應那些以禁食

來責問他的法利賽人與文士，俗語說：「言

者無意，聽者有心」但此處應改成「言者有心，聽者無意」。許

多耶穌的教訓都在與不信的法利賽人與文士的對話中帶出來的。

他們不明白耶穌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豈能叫陪伴

之人禁食呢？ 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

了。」 (路 5:34-35) 他們來責問耶穌的目的是希望造成：耶穌與施

洗約翰之間的矛盾；而耶穌卻是要他們明白「禁食」的真正意

義：為了與主分離的憂愁才需要禁食，而非藉以自表敬虔。此處

的新郎明顯在指耶穌自己，而要明白耶穌的話必須是與耶穌有親

密關係的陪伴之人才可。否則怎麼體會將有一天會因與耶穌分離

而痛苦呢？又怎麼會因憂愁而禁食呢？這就再次顯出法利賽人與

文士不以「神的心意」卻以「律法」為本的錯誤。明顯的他們沒

有改變的「舊皮袋」是無法裝進耶穌的「新酒」。 

        因此當尼哥底母來見耶穌時，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

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約 3:3)  尼哥底母因不明白

而回答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

嗎？」 (約 3:4) 耶穌又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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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約 3:5) 耶穌更說：「我實在

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

國。」(太 18:3) 

 人心的剛硬法利賽人與文士並非極至！在當今的世道，主的話

已在我們耳邊兩千年，又有多少人可以聽進主的話？保羅說會有

一群的人是：「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提後 3:7)  「禁

食」只是耶穌道理的「新酒」之一，耶穌的一切教導都需要一個

「重生」的新皮袋來接受。「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

網子裡。 智慧人的勸戒，在順從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環和精金的

妝飾。」(箴言 25:11-12) 求神賜我們有如「銀網子」的順從之

耳，讓基督教導的「金蘋果」都能落入我們的順從之耳；並且在

實際的生活中活出來，有如「金耳環和精金的妝飾」讓人在我們

言談舉止中歸榮耀於神！ 

索忍尼辛，20 世紀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及良心，我則更喜歡

他另一個封號： 20 世紀的最後一位先知。以下我要引用他說

過的一段話，你說我們的當下是不是被他言中了呢？ 

「除了知的權利外，人也應該擁有不知的權利；而後者的價

值要大的多。它意味著高貴的靈魂不必被那些廢話空話充

斥。過度的信息對一個過著充實生活的人來說，是一種不必

要的負擔。」 

-铭记 FB May 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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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6 篇與大衛生平    任宗霖 
 

16:1  （大衛的金詩。）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  

16:2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16:3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  

16:4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或作：送禮物給別神的），他們的愁苦必加

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16: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16: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16:7  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16:8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  

16: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原文作榮耀）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

然居住。  

16:10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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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6 篇實在是大衛在苦難中的信心讚美之歌，雖然我們無法詳知

大衛當時的狀況為何，但我們看其他“金詩”（56-60）都是他在危難之際

所發出的讚美，我們大約也可以得知，大衛在寫出這首詩之時，也應是

如此的狀況。 

 首先在危難中，他先確認自己與神的關係，以向神懇切呼求為開

端，在苦難中，他明白的認識他的幫助、依靠、甚至他所處的經歷都來

自於神，他也知道神是在他身上完全掌管的，所以他說：「你是我的

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這也成為這整篇讚美的根據。接著，他

確定的說，他是屬神的子民，並且這患難不必一個人單獨的來承擔。當

我們在患難之中，除了仰望神以外，要知道我們是身體的一部份，當有

一個肢體疼痛受傷，整個身體都同樣受苦，不要讓孤單成為我們自我屬

靈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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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6 節中，他再一次將眼目轉回到神的身上，以神為自己的滿足，而不

放在自己的環境當中，不論是逆境、順境都是神所賞賜。在逆境之中，

因著知道都是神所放在他的生命當中，所以能夠說這產業實在美好。 

7-8 節是以神為足。不是只是一時，而是時常、恆久，不是因為神若救離

我的苦境，我就回到我自己的身上，是以頌讚為祭，與神同行。 

9-11 節是以信心為祭、以神為樂。在順境中我們容易以神為樂，因為好

像我們所需求的都已被滿足，而實際上我們是以外在的？？成為我們的

喜樂。在逆境中的喜樂，則真是以信心為祭，因為在逆境中的喜樂，是

以信心望見那更美好的應許，以神的所賜為樂，以神的信心為樂，以神

的救恩為樂，更重要的是以神的同在為樂。 

 大衛在聖經中被視為合神心意的人。我常在思想，到底什麼是合神

心意？是大衛所做的行為嗎？他所犯的罪可能比你我所犯的都要嚴重得

多（姦淫、謀殺、驕傲以致於人民的死亡…）；是他的成就嗎？他的兒

子所羅門在位時，國土更大，更有智慧、威嚴；是他的長相嗎？聖經是

說他長相俊美，但不像是大眾心目中君王的樣式。在詩篇 16 篇中，我們

約可看出一些端倪，在患難中，他所仰望的不是外在的幫助，而是神；

艱難中，他所尋求的不是如何渡過的方法，而是賜方法的神；他不是要

產業，而是要那賜產業的主；他不是要福樂，而是要賜福樂的神。耶穌

在與撒瑪利亞婦人說：「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

父要這樣的人拜他（或譯父在尋找這樣的人），大衛的敬拜，是真的用

心靈和誠實（真理）來到神的面前來尋求的，不是憑自己的能力、才

智、行為，而是憑著神的恩典，我們可以說，這也就是神的心意。 

 今天我們來到神的面前，我們不單只是看見學習大衛如何合神的心

意；更重要的，我們能夠見到那位尋找這樣的人的主 —耶穌基督。神的

獨生子親自來到塵世，將父神的心意表明，彰顯於我們中間，並且親自

順服，是更高的大衛。願我們見到大衛所寫的詩，能夠見到耶穌基督並

學習祂的樣式，尋求祂、得到祂，成為真合神心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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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上帝，信心的考验    
宋逸凡 

 当 亚伯拉罕 75 岁时，神呼召他离开哈兰，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

去，神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应许，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并

使他的名为大，地上万国要因他得福（创 12 ： 1-4）。亚伯拉罕凭着信

心踏上了这“应许”的道路，满心期盼神的旨意成就。然而他的内心还是

很郁闷的，因为神没有赐他儿子（创 15 ： 2）。在那个时代，一个人即

使拥有再多财富，若没有子嗣来继承产业，仍然是很羞愧，没有尊严

的。神明白亚伯拉罕的渴望，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将会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那么多。（创 15 ： 5-6）亚伯拉罕全然的信靠上帝的话语。为

了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等待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终于在他 100 岁

时，神赐给了他一个“应许之子”——以撒。我想以撒的出生，给亚伯拉罕

带来了真正的安慰、尊严和喜笑，也使他对上帝的信心更上一层楼。然

而就在那个时候，上帝给了亚伯拉罕生平最大的考验，要求他把以撒献

为燔祭（创 22 ： 2）。这个要求对亚伯拉罕来说如晴天霹雳般，我想他

那时的心里充满了疑惑，不解。他等了 25 年才等来的爱子，他的一切，

神赐亚伯拉罕应许之子以撒， 

神又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神是矛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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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现在却要让亚伯拉罕亲手拆毁，这对他是多残忍的打击。不但如

此，还有上帝的应许呢？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

要成为大国，地上万族要因他得福等等，以撒是要承接这些应许的，而

现在连这些梦想上帝都要拿走。这样前后矛盾的、玩弄人的上帝是否还

值得信靠？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当时脑海中有没有闪过这个念头，但我

想很多人读到这故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怀疑。 

 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上帝也曾赐我们美好的盼望，让我能到美国

来读 MBA，而且还给了我奖学金。虽然还需要背上一笔债务，但看着学

校发来的历年毕业生的薪资，心想这些债务是非常值得的投资。带着对

未来美好的憧憬，我们踏上了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国度，来建立我们的

美国梦。虽然之后找工作的道路充满坎坷，吃了无数的闭门羹，但因着

信靠上帝必赐我们美好生活的盼望，觉得上帝会安排更好的机会给我。

虽然期间有过 offer，但与我们学校去年毕业生平均薪资水平还有不少差

距，而且那时还有很多 interview，觉得有更好的机会，所以就拒绝了。之

后虽有很多面试，但上帝都一一地关了门，我的心情也从信心满满，到

困惑，到沮丧。班级里资历平平的同学都一一找到了工作，为什么我没

有?上帝让我读了 MBA 为什么不给我工作机会，为什么不让我能靠自己

养家糊口，为什么不藉着赐我好的工作让未信主的家人能就此相信神的

大能，为什么...？人到了绝望的时候往往都会怪上帝，因为上帝是最容易

被责怪的对象。 

 感谢主，藉着圣经中许多信心的伟人来安慰我，指引我，除去我心

中的骄傲。亚伯拉罕虽然带着疑惑，但依然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当他带

着以撒上山时，对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

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创 22 ： 5)，原文意思是，“我们”就回到你们

这里来，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他似乎相信神能使以撒从死里

复活。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敏锐地发现了这点“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

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

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

为 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来

11 ： 17-19）。当以撒问他父亲“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

呢？”亚伯拉罕模棱两可的回答（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

羔。”）中却带着信心。虽然他自己也不清楚神的计划，也不敢跟他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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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仆人讲，因为有时候对神的信心是很奇妙的，难以言表的，也是难

以理解的。约伯无辜受苦后依然赞美神，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

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

的。”（伯 1 ： 21） 

 当我不知将来会如何时，感谢主，上帝却呼召我们全家走一条“特

殊”的道路—全职服事。上帝亲自给了我一个 offer，并应许说“我会用我的

话语养活你们”。我想真正的信仰就应当像亚伯拉罕那样，百分之百的摆

上。况且，这实则是全世界最棒的工作，如司布真说 “要逃避傳道人的呼

召，如同逃避地獄的火！如果上帝呼召你成為傳道人，就不要作賤自己

去當皇帝。” 虽然这是一条充满挑战、艰辛的道路，但相信靠着主的力

量，这一定也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当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愿意付上一

切的代价时，神阻止了他，并赐给了他一头公羊代替以撒。由此看出，

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一切时，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付出，反而都是祝

福，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所有的代价。牛羊的血只是预表，不能

使我们完全（来 9 ： 9，12），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

而当 1000 多年后上帝的儿子在各各他山上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向天父喊

着说：“我的 神，我的 神！为什么离弃我？”（太 27 ： 46）时，上帝

却在沉默中付上了全部的代价。 

 上帝很多时候会在熬炼我们的过程中让我们经历这种“矛盾式”的挑

战，看看我们在那种环境下能否依然坚信他是良善、信实与智慧的。亚

当和夏娃曾经失败了，当蛇挑唆他们说神不让他们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是

因为不想让他们如神那样知道善恶时，魔鬼的潜台词是上帝不是良善

的，不要信靠他。然而，那末后的亚当，即主耶稣基督在受到同样的试

探后却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魔鬼诱惑他自己把石头变成面包

时，他的潜台词是上帝把你扔在旷野 40 天，不供应你吃的，不管你了，

上帝不是良善的，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用自己的能力喂养自己吧。耶稣

基督用上帝的话语击退了魔鬼。盼望我们每个人在将来遇到类似上帝“矛

盾式”的挑战时，能靠着神的话语站立得稳，依然信靠他的良善，信实与

智慧。因为“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赛 55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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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信基督教會聚會時間 

週日 Sun.: 

中文崇拜   10:00am ～ 11:30am Chinese Worship 

中文主日學   11:30am ～ 12:30pm Chinese Sunday School 

青少年主日學  10:00am ～ 11:30am Youth Sunday School 

青少年崇拜   11:30am ～ 12:30pm Youth Worship 

兒童主日學   10:00am ～ 11:30am Children Sunday School 

兒童崇拜   11:30am ～ 12:30pm Children Worship 

幼兒照顧   10:00am ～ 12:30pm Toddler & Infant 

週二 Tue.： 禱告會： 8:00pm ～ 9:30pm  

週三 Wed.： 恩糧團契  每月第二、第四週三 10:30pm ～ 12:30am 

週四 Thu.： 週四查經班  10:00am ～ 11:30am (七、八月暫停) 

週五 Fri.： 活泉小組 7:30pm ～ 9:30pm 

週六 Sat.： 恩慈小組 4:00pm ～ 6:00pm 

 

恩信基督教會 

11 Middlebury Blvd, Unit 12, 

Randolph, NJ 07869 

(862) 244-3717  (Office) 

(973) 252-5001  (Fax) 

829faithfulness@gmail.com 

www.fccnj.org 
 

陳信銘牧師  

Rev. Joseph Chen  

(973) 216-1152 

 



Cicadas  live underground alone for 17 

years before they climb up 

above the ground. Who wakes them up? They must 

receive the wake-up call at the same time. Or, there i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for calling them after the first 

cicada receiving the first wake-up call. Anyway, either a 

clock was accurately installed, or someone has to ring a 

bell. 

        -铭记 FB Jun 22, 2013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

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以弗所书 3 ：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