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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 A N G E L I C A L  F O R M O S A N  C H U R C H  O F  O R A N G E  C O U N T Y



但 那 等 候 耶 和 華 的 必 重 新 得 力 。 
他 們 必 如 鷹 展 翅 上 騰 ； 

他 們 奔 跑 卻 不 困 倦 ， 
行 走 卻 不 疲 乏 。 

以 賽 亞 書 40:31

But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will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they will run and not grow weary,
 they will walk and not be faint. 

Isaiah 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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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慧牧師
9/1981 
9/22/2002

(英語)
沈喬治牧師
***1986

(英語)
Jack To牧師

***1990

1980 1981 1982 1983 1987 1988 1989 1991 1992 1995 1996
   

9/1981 開辦心
理健康班, 一
年之久,幾個月
後租用Buena 
Park 浸信會開
始主日聚會

9/24/1983 
自立、
牧師就任、
購堂 

7/17/1988 分
堂：聖喜台福
基督教會

8/24/1988
分堂：鳳城台
福基督教會
9/18/1988 分
堂：愛恩台福
基督教會
9月/1988 教育
館建築完工

華語崇拜開始
4/21/1991
分堂：聖光台
福基督教會

轉型為小組教會;
台福聯合運動大
會，本會得總冠
軍
5/28/1995 分堂:
新生命台福教會

設立台語,英語

2/16/1987 
教育館建築工
作開始

葡語崇拜

苦難中的驚奇 
見證

台福聯合運動
大會，本會得
總冠軍；小組
教會之計劃及
推動；開始普
世豐盛生命的
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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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俞明禮牧師

陳敏欽牧師
10/13/2002 
3/30/2008

莊澤豐牧師 
12/1/2009

(英語) 
Gabe Barber 陳威任傳道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在Anaheim 設
立北區福音中
心，並開辦甘
泉藝術學校；
成立巴拿巴小
組事奉學校，
歸屬台福神學
院培育中心

第一屆事奉學
校畢業生共 9 
位；第二屆學
生共16位

6/25/2000 
分堂：恩惠台
福教會Grace 
Bible Church

2/11/2001
分堂：
北區睦鄰教會
Good Neighbor

9/22/2002 
周淑慧牧師任
滿20年退休
10/13/2002 陳
敏欽就任本教
會第二任主任
牧師

6/2003 差派
龔偉鴻傳道開
拓：紐西蘭長
提台福教會　

宣教.....
4/1/2008 陳敏欽
牧師受徵召就任台
福總會總幹事　

1/11/2009 英
語堂巴傳道 於
本會按立牧師
　

1/10/2010 莊澤豐牧師
就任本教會第三任主任
牧師
3/5/2010 莊澤豐牧師被
推選為台福總會之會牧
7/1/2010 顏明誠牧師; 
賴瑞珍傳道到任　

監獄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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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威任牧師 
12/4/2018

陳德明傳
道代理牧
師室事宜 
10/6/2019

蔡維仁牧師 
10/3/2020
(英語)
Tommy Wang牧師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Next 40
   

6/14/2013
教育樓整修工
程，正式破土
動工。

04/20/2014 
教育館整修、
停車場工程完
工獻堂。

2015本會第六
年組團飛回台
灣，做監獄短
宣事工。

2016 越南教會代
表Thoai弟兄與本
會達成合議，於
每週日下午借用
英語堂聚會。
5月陳威任傳道
按牧 
12月廖光詠傳道
按牧

2018 莊澤豐牧
師於12/4任期
滿正式離職，
陳威任牧師在
本會聘牧期
間，自 12/4 
暫代主任牧師
職務﹝一任一
年﹞。

陳威任牧師在本
會服事十年，於
九月30日任期
滿，正式卸下英
文堂及代理主任
牧師之職務。
10/6/2019本會影
音室更新工程已
完成。
10/6/2019陳德明
傳道代理牧師室
事宜。

1/5/2020 長執會通過王凱明
(Tommy Wang)牧師的聘任案，
任期兩年  

12/26/2021  
王凱明牧師
完成兩年英語堂
牧師任期

3/22/2020 由於新冠狀病毒的嚴重擴
散，並配合加卅政府居家隔離的宣布，
本會暫時關閉
10/3/2020 和會通過蔡維仁牧師(Alfie 
Tsay)為柑縣教會主任牧師。12/27/2020
總會總幹事胡忠倫牧師蒞臨證道，並主
禮蔡維仁牧師就任本會主任牧師。



7

40th Anniversary

 

 

 



8

40th Anniversary

 

 
 

 

 

 

 



9

40th Anniversary



10

40th Anniversary

1:8

 

2940 Markham Road Scarborough ON M1X 1E6 TEL: 647-771-5390 
E-mail: church@efcnewlife.org  Web Site: www.efcnewlif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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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者
的
話

He will give food to his flock like a keeper of sheep; with his arm he will get it 
together, and will take up the lambs on his breast, gently guiding those which 
are with young. Isa40:11

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
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
慢慢引導那乳養小羊的。 
賽40:11

W
ords of Pa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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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典中前進
慶賀柑縣台福教會創立四十週年

周淑慧牧師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
民中傳揚他的作為！
要向他唱詩歌頌，談論他一切奇妙的作
為！  ～詩篇105:1-2～

歷史是一部故事，每當慶賀時，也是一種回顧。
教會的歷史又是有其特點，是神人合作的事蹟，是團隊合作的故
事，當然，也有許多說不完的個人的感動故事。

在此四十週年時，我還能活著與你們一起回顧，一起慶祝，心中
充滿感恩。我在此要列出幾個教會相關的回顧與前瞻：

柑縣教會是蒙恩典而成立的教會
教會是由心理班在Cerritos開始的，神給一個姊妹負擔邀請我來
到社區開了心理班。神也感動一群人信了主，還差來一群基督徒
一起學習，由認識自己到學習溝通，及個人成長，改善家庭夫妻
生活，並親子關係教養兒女的原則與目標。一個教會在創立前已
有這些準備真是恩典，每周四的心理健康班，實在看見神的作
為，怎麼能由心理課吸引到未信者，並且受感動而歸向主？ 因
為其中也有聖經課，聖靈感動人心，人就降服在神面前，這叫恩
典。恩典就是我原沒有的，神加給了我們；恩典就是我們本來不
配的，神因為祂的大愛而賜給我們，還加上祝福。我常渴慕這種
雙重祝福(Double Portions of Blessing) 我已經體會到神很想
給我們雙重的祝福，當我們順服的走每一步時，神就引發更多的
祝福隨之而來。雙重祝福追隨基督徒一生，信主耶穌不但靈魂得
救，也能成為神的器皿，奉獻生命事奉主，還能使生命影響許多
人的生命，由一人的得救，更能帶領全家信主，世世代代蒙福。
神等候給你及教會雙重的祝福。

讓歷史延續與擴展：教會既然在恩典中形成，這歷史是要延續下
來的。由一代接續一代，這正是生命的傳承。

四十年前，第一代信主的人，帶領了全家人來信主，如今兒女們
也成為信徒，緊緊跟隨主傳揚福音。不但如此，更看見擴大範圍
到周遭的親人朋友，這是教會成長的秘訣。四十年來，我們看到
生命的延續與擴展，如今也許你的家人都已信主，你也還有生命
裡面的接觸點，把你的線與面畫出來，我們就可找到教會發展的
藍圖，你的親朋是你的延長線，你的職場鄰居是你的擴展面。只
要我們都是在神面前，求神指示我們，幫助我們找到延長線與擴
展面，以禱告的心，讓聖靈來推廣我們所領受而付諸行動，必要
看見效果。

團隊服事的恩典
主耶穌傳福音的開始是從呼召兩對捕魚的兄弟，慢慢呼召了成一
群十二人的門徒。耶穌教我們團隊的服事，給我們原則“合而為
一＂(約17:11)。十二門徒各有特性，有領袖型的，有深思型的，
有急躁型的，有居心不良的，有默默跟從的，但主都能接納他
們，訓練他們，以生命榜樣栽培他們。柑縣教會充分表現了這種
團隊服事的模式，互相接納，彼此包容，“彼此同心，效法基督
耶穌，一心一口榮耀神 —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羅15:5b-6 )

在柑縣服事二十年當中，我非常感恩的是和睦謙卑的團隊服事，
從長執會到同工團，沒有人是堅持己見，炫耀自己。長執會開會
是和睦並以同心禱告為基礎。在我腦海中，我擁有與各團隊服事
當中美好的回憶 : 崇拜前的禱告團，教主日學的，講道的，造就
關懷的，各盡其職。每禮拜詩班進場前的禱告，敬拜團的敬拜，
使我感動，聆聽詩班的獻詩，
每次帶給我信息。而四十年
來，這些敬拜團與詩班人員還
在服事，我常說他們是牧師中
的牧師，他們預備我以聖靈講
信息，藉著詩歌帶給我從神來
的感動。

長執的團隊讓我懷念，他們從
艱難接受一位女牧師，到成為
全心支持，同心為教會盡心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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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牧師生日

力的團隊。開會前深度的禱告，彼此聆聽尊重，且信任我所領受
的異象，往前開拓了四間教會，且在我任滿離開教會，前往作普
世宣教時，還有不少人同心支持這項新的呼召。

我感謝之心由衷而出，未來柑縣教會的延續成長，就在於重整團
隊服事。

因著主愛，勇往前進
教會以基督為元首，祂配得尊崇與高舉，只要我們願意讓祂居首
位，我們必看見祂的臨在，體會祂的同在，明白祂的心意。
拯救靈魂，造就門徒，執行大使命，跨越界線，勇往邁向普世宣
教之路，教會必受雙重祝福，不但教會強壯，信徒也充滿聖靈的
能力，成為宣教的教會。即使在這周圍有動盪不安的局勢，有我
們自己的困境，但是那愛主之心，使我們裡面的那一把火，不會
熄滅，那一把由寶座上所領受的炭火，潔淨我們的嘴唇，潔淨我
們的心，點燃愛主的心，向主說：「我在這裡，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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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行程：「傳承永續」

蔡維仁牧師／趙純雅師母

上一段歷程：「恩膏滿溢」

柑縣台福基督教會的歷史，就是上帝信
實眷佑和豐富供應的見證。40年來，這
是會眾共同的經歷，也是上帝國度一同
見證的祝福。雖然我沒有榮幸參與這一
段「進入應許地」的旅程，但是透過教
會設教30週年紀念冊中豐富、詳盡的記載，看到上帝的恩手在設
教、購堂、植堂、增建、宣教、培植… 上，都有祂「超乎所求所
想」的引導和祝福。

在教會數十年的歷史中，上帝差派多位牧者辛勤、忠心地擺上，歷
任的長執、同工也同心配搭服事，以至於教會能夠戮力達成「傳揚
福音，建造生命」的使命。柑縣台福基督教會蒙福的歷史不但是恩
典夠用，更是「恩膏滿溢」，如同「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
果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創49:22)

這一趟旅程：「盡心竭力」

上帝在柑縣台福基督教會上一段歷程的豐富祝福，也讓祂自己的家
在試煉、挑戰中，得以繼續倚靠恩典站立得穩。2020年春季開始的
新冠疫情對世界時局、國際關係和社會、經濟的影響至鉅；然而，
因著上帝信實的同在和應許，教會依然同心經歷了出人意外的保守
和供應。在疫情的挑戰下，「臨危受命」的長執帶領眾同工盡心竭
力地付出，使得教會崇拜和各項聚會基本上正常運作，會眾也能持
續得到系統性的餵養。教會整體忠心地擺上，神也信實地供應、賜
福 – 疫情期間，許多教會面臨財務困境，柑福教會卻是恩典滿而
溢。

下一個行程：「傳承永續」

普世性的新冠疫情將會為下一個世代帶來什麼樣的變化和挑戰；教
會如何在不斷變遷的世界潮流中，持守不變的呼召和使命，是當前
需要認真面對的課題。教會的傳承當然不是到了設教40週年才需要
開始思考、探討的課題，只是這個挑戰愈來愈急迫了 — 台灣的
移民潮已經消退了好一段時間，教會正面對著會眾年齡斷層和高齡
化，以及如何傳承的問題。

移民第二代的信徒要「存活」在以第一代的移民為主體的教會中，
本來就需要面對多重的挑戰，而當第二代的成熟信徒被興起成為長
執、同工，開始參與教會的治理，甚至準備要承接教會的永續傳承
時，常會面對一個重要的關卡：教會治理模式和理念的差異。曾經
有一位第二代的牧者跟我提到：「我實在看不懂移民教會的行政管
理和議會運作的原則。」移民的教會要能夠永續傳承，第一代領袖
就必須承認有轉換模式 (Paradigm Shift) 的必要，並且願意謙卑
地學習第二代的信徒領袖能夠適應、承接的行政管理和議會運作模
式。

40年來，主藉著祂所選召、設立的牧者、長執、同工，帶領眾聖徒
成就許多美事，成為國度、教會、肢體極大的祝福。這些都是神所
悅納、紀念，也會繼續存留的屬靈和實質的產業。但是面對世代交
替、傳承的挑戰，教會仍然需要回應「心意更新而變化」的呼召。

誠心祝福柑縣台福基督教會領受新的異象、新的眼光、新的理念、
新的模式… ，向著標竿直跑！「弟兄們，我不是以為自己已經得
著了；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力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　神在基督耶穌裡從上面召我來得的獎賞。」(腓3:13-
14) 

誠願掌權的主宰繼續呼召、引導，讓「這殿後來的榮耀… 大過先
前的榮耀。」(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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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Journey: Perpetual Inheritance

Rev. Alfi e Tsay

The Last Voyage: Abundant Blessings

The history of EFC Orange County is a vivid testimony of God’s faithful 
providence and abundant provision. This has been the cooperate witness 
of the whole congregation as well as fruitful blessings witnessed by the 
Body of Christ. Through the ample details recorded in the 30th Anniver-
sary Memorabilia, God’s prevailing leading and blessing were evident 
in church establishment, property purchase, church planting, mission in-
volvement, discipleship and more. 

Through the past decades, God sent many pastors to serve His church 
diligently and faithfully. Numerous elders, deacons, staff  and co-workers 
also labored alongside the pastoral leadership to foster the spreading of 
the Gospel and to disciple countless pious Christ-followers. The history 
of EFCOC is blessed not only with suffi  cient grace, but even overfl owing 
with anointings just as “a fruitful bough, a fruitful bough by a spring; his 
branches run over the wall” (Gen 49:22).  

The Current Walk: Exhaustive Diligence

God’s blessings over EFCOC throughout the last voyage also enabled His 
church to withstand trials and challenges of current era and still stand fi rm 
in God grace. The global Covid Pandemic since the Spring of 2020 pro-
foundly altered the whole world in almost every aspect - politics, ideology, 
economy, social structure… Yet, God’s faithful presence and unfailing as-
surance still led His church to encounter his safekeeping and provision. 
Elders, deacons and many co-workers labored tirelessly to ensure the 
“normalcy” of Sunday services and other group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church members continue to receive spiritual nourishment in 
God’s unchanging Truth. Many churches experienced fi nancial hardship 

during the pandemic; by God amazing grace, however, EFCOC was even 
blessed with fi scal surplus two years in a row!    

The Next Journey: Perpetual Inheritance

What challenges will the church face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 How 
should our church hold fast to the unchanging mission and calling genera-
tion after generation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At this 40-year juncture, 
how to smoothly passing the bat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be-
comes a pressing task especially when we witness the inevitable aging of 
the bulk of our fi rst-generation immigrant members.

It is hard enough for the second-gen believers to “survive” in a church 
founded by fi rst-gen immigrants. So, we all rejoice when some mature 
second-gen believers were raised up to the leadership status and started 
to participate in church management. But it soon became evident that the 
major hurdle for the second-gen 
leaders to take part in leading 
the church is the immense diff er-
ences in perception and model of 
church polity. It is vitally impor-
tant for immigrant church to ad-
mit that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for paradigm shift. First-gen 
leaders must humbly learn the 
established parliamentary pro-
cedure so that cross-generational 
leaders can all understand and 
execute confi dently - thus the 
church can function eff ectively 
and in order (see 1 Cor 14:40).



16

40th Anniversary

All the fruits that our predecessors labored 
will surely be kept as fragrant off erings 
pleasing the Lord who called this church 
into existence. But faced with the calling 
to perpetuate our mission across genera-
tions, we must will to keep on being trans-
formed and renewed (see Rom 12:2). 

Pray that EFCOC will receive new vision, 
new perspective, new model... to “fi n-
ish the race” sturdily. Pray that “the latter 
glory of this house… be greater than the 
former” (Haggai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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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這樣來到柑縣教會的

陳敏欽牧師/周庭華師母

話說公元兩千年六月，趁著暑
假，我帶著師母、三個孩子、
一家五口家庭旅行到美國的西
海岸。出發前幾天，接到劉富
理牧師的電話，話筒另一端傳
來聲音說：「敏欽，聽說你們
要來加州旅行，這個週末，我
在一個教會舉行特別聚會，請
你們來參加，同時星期一請
到學校來，我要請你們吃飯。」我說：「劉牧師，我到加州也早
有安排服事，可是說不定可以趕上星期天下午的最後那一堂。還
有，星期一我一定會來神學院拜訪您。」劉牧師是在東海帶我信
主、為我施洗的恩師，想不到在離開校園25年之後，還可以在北
美見面，那是何等難得的機會，決不容錯過。

終於，我們一家五口來到了神學院劉牧師的辦公室，一排坐下
來，我坐第一個位子，師母坐在我旁邊，接著是三個孩子照年齡
排序坐下。只記得劉牧師從座位上站起來，一個一個跟我們握
手，並且一個一個很仔細地端詳我們一番，好像是在為女兒找女
婿一般。

接著他撥了一個電話，只聽到他說：「阿舅（註：吳德聖牧師）
，請為陳牧師安排聚會。」然後就帶我去吳牧師的辦公室。吳牧
師對我說：「不是我要找你，是我太太要找你，她要請你們吃
飯，她也是一個牧師（註：周淑惠牧師）。」因為我還要帶孩子
們去聖地牙哥參觀海洋世界，吳牧師說：「你們從聖地牙哥回來
的時候，到我家來，那天晚上，我們要一起聚餐。」然後他隨手
拿了一張紙，畫了到他家的地圖，寫了名字、地址和電話給我，
我接過來一看，背面寫了一些字，很可能是吳牧師剛講過的主日
信息的主題和大綱，題目是：「一條未曾走過的路」，神似乎是
透過這個字條要對我說些什麼！

聚餐那一天晚上，周牧師帶了幾位教會的長老同工一起用餐，我
的左邊坐着我所敬重的已經息了世上勞苦的黃順天長老，那天晚
上我帶著他的話：「柑縣教會是一個很有愛心的教會，你們來，
我們會好好的愛你們」，結束了我們西海岸之旅。

2020年9月，「安排聚會」的事終於開始：我受邀請主持柑縣教會
18週年慶，分享了三堂信息，這是第一次的測驗；同年12月，受
邀分享聖誕節期的培靈信息，這是第二次的測驗；隔年三月，受
邀分享三堂春季佈道聚會，這是第三次的測驗。在這三次訪問教
會的經歷當中，印象最深的有兩次：

一次，一位同工問說：「陳牧師，你相信靈恩嗎？你相信神跡
嗎？」記得我回答他說：「我是一個非常靈恩的人，我相信靈
恩，但我相信的靈恩不是所謂的只是講方言和行神跡；我相信的
靈恩是聖經中明文記載的三十多種的屬靈的恩賜。神賜給教會中
每一個肢體至少都有兩種以上的屬靈的恩賜，我們每一位兄姐都
需要去發現、發展並使用。我也相信神跡，但我不會行神跡。可
是當我們每一位兄姐努力去使用上帝給我們的恩賜，同心事奉的
時候，必然經歷、見證上帝的神跡在我們當中。」

還有一次，另一位同工問說：「陳牧師，你在你們的教會是怎樣
選任長老和執事的呢？」記得我是這樣回答的，我說：「我是從
禮拜三晚上教會的禱告會中經常來參加禱告聚會的人當中選任長
老和執事的。一個不來禱告的人，怎麼知道教會的大小事工和需
要呢？一個不知道教會事工和需要的人，怎麼來擔任長老和執事
呢？」這些回答，經過這麼些年來，我覺得還是蠻中肯的，也是
蠻貼切的。後來我到了柑縣，感受到他們還深深地記得這兩段
話。

經過一年十個月的禱告尋求，我心中仍然沒有特別的印證要離開
牧養將近20年的，已經建立深厚感情的印城華人教會。雖然這二
十多個月當中，也有一些神的話語，也有一些證據，但我都還覺
得微不足道，很可能是出於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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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2年4月15日，上帝親自出手。那一天是星期日，講完道，
教會和兄姐們吃完了中餐，回到家，那是傳道人一週當中最放鬆
的時刻。一直到晚上九點多，我才想到那是報稅的截止日，報稅
的資料都放在教會辦公室，所以我就開車回教會，7分鐘的路程，
做完稅，影印一份，正本封在信封裡面，準備隔天寄出。離開辦
公室，上了車，在中間凹處，隨手拈來一個錄音帶，就放來聽。
 
這個錄音帶是有歷史的：擁有這個錄音帶至少12年以上，是六個
月前在整理家裡車庫的時候，從工具箱裡面掏出來的，因為已經
有一些油垢，所以隨手就把它丟進垃圾筒，車庫整理完畢，想想
又把它撿起來，擦乾淨，放在車子裡面。那六個月當中，每個週
末都有機會開車在附近車程兩個小時左右的幾個大學查經班帶領
聚會，也有機會開車單程六個多小時到北邊密西根州主持中西部
牧者退修會，可是它就是這樣，在車子裡面呆坐了六個月之久，
直到那一天晚上。

上了車，打開錄音機，第一句話就是：「現在我們要來做結論」
。顯然這個錄音帶以前我聽過，但還沒有聽到結論的部分。接著
說：「你們不敢踏出去，因為前面是一條死路；後面是豐富的、
寬廣的、沒有危險的、舒適的。」這句話正中我的內心，這將近
兩年來的尋求，這不就正是我心中的掙扎和擔憂嗎？印城是我服
事的啟蒙地，妻子、孩子、兄姐們一起胼手胝足，一起打拼，建
立教會。在這裡服事多年，已經打下美好的基礎，受弟兄姊妹們
敬重愛戴，社區關係良好，孩子又有美好的成長環境，這裡太棒
了，太舒服了！

開車回到家，打開車庫的門，車子開進車庫，關掉引擎，把車庫
的門關下，錄音帶繼續轉著，這時講員說：「我要為你們禱告，
若神呼召你們，請你們走到台前來，我要為你們禱告。」講員的
禱告簡單扼要，只用一句經文：「弟兄們，我以神的慈悲勸你
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神所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理所當然的。」
 
我雖然坐在車子裡面，沒有走出去，但我的心已經走出去了。禱
告完，下了車，上了樓，師母已經休息了；我顧不得她是否已經

睡著了，因為已經禱告尋求快兩年了，我出聲說：「庭華，我準
備到加州去了。」她被我吵醒，問我說：「現在幾點鐘？」我看
看床邊的鬧鐘，我告訴他：「正好是午夜12點。」我自己的解釋
是這樣的：4月15日，報稅正式告終，過去的已經結束，告一段落
了，一個新的篇章要開始了。

印城20年，打下了牧養教會的根基。無論是釋經講道、牧養
關懷、僕人領導與執行力，在那些年間，學得許多寶貴的功
課。2002年，來到加州，加入柑縣教會的服事，正式投入了台福
宣道運動的行列，好快也整整過了20年了。

柑縣教會的服事為我開創了服事生命旅程中一個新的里程碑！她
提供給我機會和媒介，透過她，得以：

1.見證優質的長執：第一次在柑縣主持聖餐禮拜，六位西裝筆挺
的長老，來到台前，站立一排，整齊劃一，訓練有素，有條不
紊、按次續行，這是一枝有操練的軍隊。

2.結交長久的友誼：交朋友是需要付出時間和代價的。感謝神！
弟兄們不嫌棄，願意彼此相交，在柑縣我學會了，原來弟兄們彼
此之間也可以成為莫逆之交的，謝謝你們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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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動門徒的訓練：嘗試了多種不同的門訓方法：一對一、一對
二、一對對五對，友誼式門訓、主日學式門訓。我們一起相交，
彼此學習，遵行主的大使命，學習「使作門徒」。

4.關顧愛心的長輩：學習和長輩做朋友，這是一群神賜給教會非
常特殊的寶貝，他們是教會的資產。家有一老，如有一寶，他們
的口中充滿仁慈的法則，值得年輕的一代學效，珍惜那段與他們
在一起彼此學習的日子。

5.著重小組的發展：聖經中不乏「彼此相愛」、「彼此饒恕」、
「彼此擔當」、「彼此建立」的命令與教導，至少70處以上，許
多結實的道理，都是在小組和團契當中實際活出來的。想念每一
次的參與，和睦同居，非常的享受。

6.強調高峰的敬拜：每年敬拜團隊的服事訓練，領會的人當怎麼
說話？說些什麼話？每一個步驟轉換時，轉折語氣當怎麼說？緊
急狀況當怎麼處理？每一個段落可以使用多少分鐘？都有詳細的
教導和記錄。

7.感念無比的詩班：老幹新枝，歷久常新，不屈不撓、始終如
一。無論婚禮、慶典、追思、節期、主日、特會、佈道、短宣，
都有他們的身影！音樂富化了聚會的深度，詩歌聖化了聖徒的內
心。

8.持續教會的建立：建立標竿型教會，設定教會的異象和使命宣
言，專注在敬拜、佈道、團契、栽培、事奉五個目標上面，五方
面平衡發展，建立健康的教會。

9.開廣服事的空間：因為長執同工和兄姐們寬廣的心和支持，得
以以柑縣教會為基地，擔任區牧，服事西南區七個教會；擔任傳
教師會會長，服事六、七十位台福的傳道同工；成為宣教士，一
週一天派駐正道神學院，擔任實習教育老師。

10.拓展服事的領域：從一個獨立教會的事奉進到一個宗派的事
奉，從一個宗派的事奉進到宗派總會裡面的服事。受徵召擔任總

幹事，接著又受徵召擔任台灣正道福音神學院的院長，這是當初
神把我抽離印城，來到加州，加入柑縣教會時，所始料未及的。

以上種種，是神透過柑縣教會，使我在人生的旅途中，在事奉的
行列中，過去這20年來，更多豐富了內在的生命，進深了屬靈的
恩賜，擴大了友誼的範圍，學習了教會的建立、深深認識到：教
會是神目的中的目的，心意中的心意，無論如何，要保護她、珍
惜她、愛她。

值此紀念40週年慶，特以此文訴說心中的感恩：謝謝您！柑縣台
福基督教會！我屬靈的家！

敏欽牧師、庭華師母
Eric, Caleb, & Amy 同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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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趁今日》於柑縣台福40週年

莊澤豐牧師／孫純菊師母  

在學校讀書時，常聽到一句話，就
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柑縣教會是一個喜歡植樹的教會，
在加州、亞利桑那州、佛羅里達州
先後拓植了好幾個教會，生了許多
屬靈的孩子，也讓很多人的心靈得
著豐盛的餵養，使我想起聖經：「
當將你的糧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
必能得著。」（傳11:1） 

今天世人無法掌握未來，也不知道
將來有甚麼災禍臨到地上，該作的乃是，儘量將你所擁有的好東西
﹝屬靈或物質的祝福﹞與人分享，不要考慮時勢艱難，而耽延主的
工作：「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來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
有人能做工了。」（約9:4），無論得時不得時，總要傳福音，且不
渴望回報，主耶穌說：「施比受更為有福。」（徒20:35），何況，
神應許：「因日久必能得著。」，必能看見收成。

今天的世界是被撒旦掌控，而神差遣我們參與神國再臨的計畫，當
配合聖靈，憑信心大量撒種，「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不要歇你
的手，因為你不知道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晚撒的，兩樣都
好。」（傳11:6）。不要停止作工，不為己利，在黑暗混亂的世代
裡，有策略的將資源分散、差出去：「你要分給七人，或分給八
人，」（傳11:2），神有創造性的能力，必然帶來奇妙的果效。  
 
柑縣是一個種樹，也是撒種的教會，不論是家庭事工、社區講座、
團契小組、植堂、詩班監獄宣道…，同工們都竭力以赴，也蒙神豐
盛的賜福。基督徒不看環境，只仰望神：「 因我們行事為人是憑著
信心，不是憑著眼見。」（林後5:7），只要遵行主的大使命，廣傳
福音，相信柑縣教會末後的榮耀，必大過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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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瑞珍牧師／盧雪鳳師母

諸天訴說神的榮耀，穹蒼
傳揚祂的作為。

首先要感謝這幾個月來弟
兄姊妹的代禱和蔡牧師不
盡的關懷，以及星期二早
上牧者聯合的代禱。

三月初賴牧師雙腿因神經
所造成的疼痛，寸步難行孩子們與我四個家庭一起幫助他一直到4
月26日的手術完成，才知道他有那麼嚴重的骨質疏鬆症。他的手
腳還好，就是脊椎骨特別的軟弱。
每年我們都有按時的做身體檢查，血液也都正常，原因是他的脊
椎骨不接受血液中的鈣質。

在這短短的兩個月當中，他需要做很多的檢查，包括Xray, 
M.R.I.但我看到神的手一路的引領，如：脊椎骨外科醫生的預
約，往往都需要一個月或更久的時間，才能見到醫生，因為他有
很多病人。但神都超速的讓我們在一、兩天的時間內，就能回診
瞭解自己的狀況。 （在我們迫切的禱告之後）
整個過程對我來講，我的重擔大到無法背負。我唯有禱告神，求
祂幫助我。包括手術的日期、時間、地點與醫生的醫療團隊，因
為他需要兩個外科手術醫生，一個是脊椎骨的專科，另外一個是
普通一般的外科醫生，他需要前、後都開，以方便拿取脊椎骨斷
裂的前後碎骨。賴牧師的二哥曾來電話，要我們慎選醫生，不要
過於著急。但一切來的太匆忙，他每天早晨起床需要20到30分鐘
來調整他的疼痛，人忽冷忽熱，一下需要熱毯子，一下又太熱，
我形容不是人可以面對的日子。

手術的這條路是唯一的一條路，我們別無選擇，我們也沒有其他
的多餘時間可以找第二個醫生來評估比較，我唯一只能相信神會
做一切妥善的安排。

手術的時間訂了之後，我看到家裏後院的玫瑰花盛開，我心理清
楚， 神讓我知道一切都會平安無事，因為他掌控一切。一個70多
歲的老人經過6個小時的大手術，又經過預期8天的住院，可以轉
到復健的醫院，在手術後兩個星期順利拆線，都沒有任何的不好
的狀況發生，這不是神奇異的恩典，不然是什麼？神的憐憫與恩
典滿滿的同在。

在復健醫院，有一位年輕的復健師告訴我，他在復健醫院工作已
7,8年，很少看到手術後能這麼成功，完全沒有疼痛。很多人仍多
少受疼痛的影響，仍需服止痛劑。

賴牧師在回家後，我們兩人靈裏最深的生命共同分享，是詩篇23
篇： 我雖然行過死蔭的幽谷，也不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願
用我們生命的見証與弟兄姊妹共勉之。



22

40th Anniversary

A Prayer for EFC Orange County 
on This 40th Anniversary

To our good and gracious Father in heaven,

Thank you for redeeming us through Your Son and adopting us into 
Your family as beloved sons and daughters.  

May this reality always be good news to us that moves us to rejoice in 
You always.  

Turning forty is a milestone worth celebrating.  

As we refl ect on our history, more than 
anything we want to celebrate Your 
faithfulness.  We praise You for the vic-
tories we’ve experienced and the fruitful 
seasons we’ve enjoyed.  And we trust 
that You ordained even the losses we’ve 
endured and the troubles we’ve encoun-
tered ultimately for our good.  In every-
thing, we believe You have remained 
faithful and true to us as Your people.  
Despite our weaknesses, our wayward-
ness and our sin, You have continued to 
love and lead us as our Good Shepherd.  And over the years, through 
Your steadfast guidance and timely provision, we have grown and ma-
tured.  You have inspired faithful service and loving contributions from 
brothers and sister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o build Your church 
both here and beyond.  

Turning forty is also a time to remember our calling.  

As we look ahead to the future, more than anything we want to contin-
ue to seek Your kingdom.  Renew our vision of You Lord – Your holi-
ness, Your mercy, Your humility – so we would be rightly and regularly 
amazed by You.  Keep us from the endless idols that compete for our 
greatest aff ections, which were made for You alone.  Pull us daily to 
rest in You and be refreshed by You.  Stir in us repentance that produces 
fruit.  Help us to live by faith and follow You boldly without fear.  Train 
our hearts to fear You instead of men.  Help us to love not as the world 
does, but to love one another – and the world – as You have loved us.  
Make us fi shers of men who long and labor to see lost people found in 
You.  Empower us through Your Spirit to be Your witnesses, testifying 
to Your grace that saved us and continues to change us today.  We ask 
these things with confi dence, knowing they are what You desire to see 
in Your church.  

In the glorious and awesome name of Jesus we pray – amen.

Pastor Tommy & Christine , Karter & K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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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40th Anniversary, EFCOC!

Pastor Gabe and Cheri

For the past four decades, EFCOC 
has existed as a beacon of God’s 
love and grace in Southern Cali-
fornia. Our family is so grateful 
for the six years we spent with 
you, serving as your English Pas-
tor as you graciously welcomed us 
into your family. We saw, up close 
and personally, how much you 
love Jesus and are committed to 
His kingdom.

So much has changed in the decade since we moved to Northern Cali-
fornia. Many of you have experienced the joys of weddings, the birth of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graduations. We have also felt the pain and 
heartache of losing some dear saints. But through all of the ups and downs 
of this life, we know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uilt in our church family will 
endure.

Cheri and I hope and pray that this 4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i nds you 
all well, and that you are excited to enter into a new decade of pursuing 
God’s kingdom together!

Love, Pastor G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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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祝福

2009年隨著神奇妙的帶
領，我們來到了柑縣台
福教會，開始了全時間
的服事，這裡也成為我
們屬靈的家。回首過去
的年日，服事中經歷的
點點滴滴，真是滿有神
的祝福及數不盡的恩典。

從歲首到年終，許多的
季節與節慶，同工退休會、農曆新年、復活節、春季野餐、母親
節、父親節、畢業晚會、台灣短宣、墨西哥短宣、週年慶、園遊
會、感恩節、聖誕節、冬令會，等等。因著神，這些都成為和弟
兄姊妹們值得回味、值得感恩的時刻。

但最大的喜樂，是看到許許多多的人來到教會，因遇見神而生命
被翻轉，願意受洗在基督裡得著新的生命，願意委身在神的家中
忠心服事，願意接受呼召、不畏艱難、踏入宣教工場。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因為神的愛而被拉近，原來是陌生人也因此在柑縣成
為了家人。

感謝神，賜給我們屬靈的家人，陪著我們走過生命的低谷，也陪
著我們經歷神奇妙的作為。在我們面對久久無法懷孕的日子裡，
教會不斷為我們禱告代求，一年一年的過去，弟兄姊妹持續扶持
我們、鼓勵我們、不放棄的在禱告裡紀念我們。感謝神的應允與
祝福，永遠記得與弟兄姐妹分享我們懷孕時極大的喜悅與感動的
眼淚。

感謝神，讓我們在柑縣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裡被愛包圍，讓我們
有機會在不同崗位服事，在學習中成長。也特別感謝屬靈長輩們
對我們的愛護、教導及包容，看待我們就如看待自己的孩子一
樣。更感謝家人們對小Aaron的疼愛，他是一個蒙福的孩子。

在這特別的日子裡，心中充滿感恩，為柑縣過去的40年獻上感
謝，也為柑縣未來的年日向神祈求，願柑縣在聖靈的澆灌下繼續
成長茁壯，充滿神的榮耀，成為眾人的祝福！也願柑縣秉持台福
精神，繼續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靈魂！

EFCOC，我們永遠的家，We Love You!

Happy 40th Anniversary!

Pastor Will, Sydney and A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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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 for Takeoff 

Pastor Will, Sydney and Aaron

The number 40 is a signifi cant number in the Bible. Noah and family 
endured the fl ood for 40 days, the Israelites wandered in the wilderness 
for 40 years, Jesus was tempted in the wilderness for 40 days, and there 
was a 40-day period between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ascension of Je-
sus. If we can use one word to describe the purpose of all those experi-
ences, it would be the word “Preparation.”

When the water subsided after 40 days, the world was renewed, and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family to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When the 
Israelites learned the way of the Lord after 40 years, God called upon 
Joshua to lead them into the promised land. After 40 days of persever-
ance and overcoming temptations, Jesus began his public ministry. Af-
ter spending 40 days with the resurrected Jesus, the disciples received 
the Great Commission.

During the last 40 years, God has been actively preparing a church in 
Garden Grove, which He Himself established in 1982. Started with 
just a few families of believers, who were obedient toward God’s call-
ing, EFC Orange County served as the spiritual home for hundreds of 
believers, if not thousands, over the years. Not only was the gospel 
preached, lives transformed, disciples trained, churches planted, fami-
lies restored, but most importantly, God’s name exalted and glorifi ed.

It has truly been a blessing to be a part of this amazing OC family. 
When we arrived at the church in 2009, we only knew a handful of 
people. As a newlywed couple who just entered full-time ministry, we 
were both nervous and overwhelmed. However, the OC family em-
braced us with love. As time went on, the love never decreased. OC  
family allowed us to serve without reservation, to learn through making 
mistakes, and to love and be loved at the same time.

Over the years, we got the privilege to journey with many families. 
From birth of little ones to graduations. From pre-marital counseling to 
wedding celebrations. From baptism to ministry installations. And from 
time to time, we had to lean on each other as we said good-bye to our 
loved ones who went before us. So many precious memories, so many 
familiar faces, lots of laughter, and lots of tears. We were able to share 
all these experiences because we are one OC family.

Words cannot describe how much we love and appreciate the OC fam-
ily. Words cannot describe how proud we are to be a part of this OC 
family. EFC Orange County has always been a house of prayer, a house 
of worship, a house of love, a house of faith, a house of relentless pur-
sue of God’s truth, and a house where believers of Jesus Christ unite in 
one accord in His love and for His sake.

As we celebrate this monumental milestone of 40th anniversary, the 
journey does not stop here. God has been preparing and equipping EFC 
Orange County for 40 years. Instead of dwelling in the past, we must 
now fasten our seat belts and prepare for takeoff  because a new season 
is coming. Let us fi x our eyes on Jesus, 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Let us continue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make OC a place where 
more people can fi nd love, hope, and acceptance in the year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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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40th Anniversary EFCOC!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in the blink 
of an eye the time has gone by so quickly.  I still remember when I fi rst 
started attending EFCOC as a young adult, it was the love of Christ in this 
church that led me to stay.  I am thankful for the many pastors, uncles, 
and aunties, and friends who journeyed with me through my time at OC.  
Not only did I grow during my time at OC, but this is also the church 
where I received my calling to enter into full time ministry and become 
a pastor, and also the place where I got married.  God has worked in my 
life through this church and my prayer is that God will continue to use 
EFCOC mightily to make mature disciples and to share the gospel where 
it is needed.  Grace and I, along with our children Jarren and Sophia 
would also like to send our love and best wishes to EFCOC on this happy 
occasion.  God Bless!

Sincerely,

Pastor Isaac, Grace, Jarren and 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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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Jack Lai (賴俊甫傳道）：
從96年來到柑縣，歷經了學生時期、職場
至現在全職服事，唯一不變的是柑縣大
家庭濃濃的情誼及在主裡的愛心關懷。
也願OC在未來40年能成為真正的Family 
Church, 有傳承第二代、第三代能不斷地
在這個Big Church Family中有恩典有真
理的成長茁壯，為主得人如得魚，成為世
代的光和鹽。

郭家暢牧師／張淑清師母
柑縣台福教會四十週年快樂！
從1999到2014，在這裡的我，從一個初
信者成為了傳道人，結婚生子建立了美
好的家庭；在牧者輔導同工們的提攜
下，信仰紮根靈命長進生命茁壯；酸甜
苦辣的服事經歷與回憶，都是幫助我繼
續成長的動力！
感謝您培育了我，期盼一同為大使命繼
續努力！
Charley 郭
洛杉磯中華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陳德明牧師：
感謝神，帶領我在柑縣教會度過30年的
恩典歲月。在這個教會學習更深的認識
神，也認識許多在信仰路上結伴同行的
兄姊。與大家一起敬拜神、服事神是最
大的喜樂。
劉小梅師母：
感謝柑縣教會，我屬靈的家。30年前在
這裡受洗、參加團契小組、學習神的話
和弟兄姊妹們同工並享受在主裏的美好
情誼。回想這30年在柑縣教會的點點滴
滴，心中充滿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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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志遠/鄭雅懿傳道

柑縣台福弟兄姊妹，
平安：
很榮幸可以在40週年
的時刻，分享對柑縣
台福教會的感恩!

柑縣教會是我侍奉的
第一站，我們全家在
2013年至2015年因在
正道福音神學院念書
的原故，從台灣來到
南加州，並在柑縣教
會實習。還記得一開始在找實習教會時原沒有考慮到柑縣，因從
宿舍到柑縣有一段路程，但感謝主給我清楚的印證加上莊牧師的
邀請，我們最後決定到柑縣實習。現在回過頭看，很感恩能在柑
縣實習，成為我全時間侍奉的第一站，這是主的恩典。

每每在服侍時都會想到柑縣的弟兄姊妹，柑縣的弟兄姊妹們人人
都能教導、談道、見證、關懷、宣教，是一靈命成熟的教會，是
眾教會的榜樣。我想這是因著大家對神的渴慕跟隨、牧者們紮實
的教導所產生的果子。

和大家分享一些對柑縣的回憶、感恩：
為服侍機會感恩：我在柑縣曾經有機會用台語講道，這應該是我
人生唯一一次的台語講道，很佩服自己的勇氣，但一方面也感謝
莊牧師、長執們給我們許多服侍的空間。

為著美食感恩：每個禮拜五團契聚會結束後，一起享用各團契所
準備的各種美味點心，大約10點多結束美好交誼返回宿舍路上還
會買In-N-Out當宵夜，11、12點到家再把早已睡著的以三、樂河
抱回家。記得有一次華青團契約好週六去Newport Beach買螃蟹在
教會聚餐，我和雅懿帶著以三、樂河前一天晚上團契結束後就鋪
地墊睡在教育館教室。除此之外，更是為著弟兄姊妹們時常的接
待我們到家中用餐感恩。

為著華青的服侍感恩：還記得團契剛成立時，有時只有3、4位聚
會(含我和雅懿)，離開前增長許多，為此感恩，這也鼓勵我們後
來可以繼續參與學生工作。這些契友後來有的受洗、有的結婚、
有的離開加州回到廣州、台灣，我們都還有聯繫，甚至有機會去
探訪，雖然我們離開了但在主裡仍是一家人。

為著弟兄姊妹們對我們的關心、愛護感恩：剛到柑縣服侍時，孩
子還很小，分別只有5歲、2歲，許多弟兄姊妹熱心周全的關照幫
助我們，也會邀請我們出遊與到家裡作客，我們後來繼續深造神
學的支持、回台灣後許多弟兄姊妹來台南拜訪關心我們。

最後祝柑縣台福教會，就如以弗所書3:20–21所說的，願上帝繼
續透過柑縣台福教會榮耀主名直到永遠：
「上帝能照著運行在我們心裏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切，超過
我們所求所想的。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以弗所書3:20–21)

志遠、雅懿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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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

證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
但我的慈愛必不離開你；
我平安的約也不遷移。
這是憐恤你的耶和華說的。  
賽54:10

For the mountains may be taken away, and the hills be moved out of their 
places, but my love will not be taken from you, or my agreement of peace 
broken, says the Lord, who has mercy on you.  Isa. 54:10   

Testim
o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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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na 受洗見證：

非常激動，今天我能站在這裡，有這麼多兄弟姐妹見證我的受
洗。

２０２０年疫情開始的時候，我們全家留在了美國。在一個偶然
機會認識了Amber。她真誠善良，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她像天使一
樣讓我首次接觸基督教，並了解到了上帝。

後來在我帶孩子治療過敏的時候，有幸認識了擁有大愛的黃文雄
醫師。那段時間我一個人帶兩個孩子，壓力很大、精神焦慮、身
心疲憊。黃醫師每次見面都給我們做禱告，介紹我們認識上帝，
他的話句句觸動我的心，在他的話語中，聖靈不知不覺地走進我
的心裡，使我內心非常渴望得到天父的愛。

沒有人的生活是一帆風順的。今年１月４日，我和先生被撞了
車。在急診醫院醒來時，我渾身劇痛，一群天使一樣的醫生圍住
我，他們那關切的目光和話語讓我永生難忘。我還記得進CT設備
檢查的時候，有個醫生輕輕的在我耳邊說“God bless you.＂，
另一個醫生在我身上蓋上了暖暖的小毯子，我頓時覺得這些檢查
設備不再冰冷。我閉上了眼睛時，感覺到自己躺在一個滿是燭光
的溫暖的房間裡，那位身材高大的慈祥的天父竟然就坐在我的身
旁，他用他溫暖而有力的大手撫摸著我最痛的頸椎，並告訴我不
要怕。我瞬間沒有了恐懼，心平靜下來，身上的疼慢慢地消散
開……我感覺整段檢查就好像做了個很享受的一個夢。檢查結束
後，醫生告訴我說在眉骨、肋骨和頸椎有多處骨折。我先生驚恐
萬分，隨即給黃醫師打了電話，他得到了很多安慰，心情得到平
復。

後來，我被轉到專科醫院後，蔡維仁牧師在電話中為我做了禱
告，懇求上帝帶我脫離危險、賜予我平安。幾分鐘後，專科醫生
就來了，他第一句話就是“你非常幸運！＂因為我的五處骨折雖
然都是非常危險的部位，但經過評估後都不需要手術。我深知撞
車那個剎那分別是上帝的大手阻止了最壞的情況的發生。我們如
釋重負，本來感覺很不幸的我突然覺得能得到上帝的眷顧是那麼
地幸運！

在回家的康復過程中，我又得到了黃醫師的很多指導和關心，教
會小組的兄弟姐妹也常常打電話過來給我安慰和禱告。更神奇的
是，在偶然的機會我又結識了另一位基督徒 Grace。我們素不相
識，她卻把家裡的僅有的一支止疼乳膏送到了我的家門口。後
來，我才知道她在滑雪時也受了傷，在家裡等待手術。我們就像
姐妹一樣，互相鼓勵。她溫柔的話語和鼓勵陪著我度過了躺在床
上的三個月！還有鄰居 Serene，她信仰上帝，她得知我車禍後，
常用神的話語來鼓勵我，還陪我在陽光下散步。她常說的話就
是＂你能走多遠，我就陪你走多遠；你累了，我就送你回家。＂
我還要感謝教我們學習聖經的 Linda 老師和 Amber、Eileen 等
姐妹們。每個週三的上午和她們度過的有主陪伴的時光，總是充
滿了平安和喜樂。

上帝如此愛我！祂派來這麼多天使給了我這麼多真真切切的愛與
關心！讓我的生命得以成長。傷痛的折磨已微不足道，因為聖靈
就在我的心裡，主就在我的身旁。我的先生更是目睹了身邊的基
督徒們的無私的愛，他也決志信主。在主的指引下，不常做家務
的他，每一天都認真地安排我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照顧著孩子
的學習和各種活動；晚上還要和國內聯繫工作的事情，任勞任
怨，非常辛苦。最讓我感動的是他每天晚上帶著全家一起做禱
告，領受神的話語。禱告完了，他就會用精油給我按摩後背和
腿，減輕疼痛。有時候看我好不容易睡著，擔心驚醒我，他就直
接在地板上睡。是主的力量讓他如此改變。

今天兩個兒子也在這裡，他們越來越懂事，每天關心我，毅然都
變成了小暖男。我覺得好知足、好感恩。如果沒有這次車禍，我
永遠也不會有機會感受到的如此的溫暖、愛和驚喜。我心裡知道
上帝已經慢慢的走進了我的家庭，他已經給我們的生活帶來了巨
大的改變。

我在４月６日的時候做了CT，醫生驚喜的發現我的骨折處已經幾
乎全部癒合。只要再配合幾個月的復健，我就可以完全康復。我
心中充滿感激，感謝主安排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個人、感謝主在我
身上創造的奇蹟、感謝主給予我們全家和身邊的善良的兄弟姊妹
的恩典！我今天願意受洗，正式成為神的女兒，加入這個充滿愛
的大家庭。一生信奉主！追隨主、依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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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受洗見證：

今天很榮幸能夠在主的引領下，站在這裡受洗。所以我首先要感
謝主讓我和我的全家進入您的懷抱中，讓我們重生得救。

最早對於基督教的認識，是我一起在同一學校讀書，之後分配到
同一公司工作的發小那裡得知。但後來突然有一天公司體檢，檢
測出他患有乙型肝炎，公司冷酷地解雇了他，他因此失去了生活
的動力。可是在神的帶領下，奇蹟竟然降臨在他的身上。在他不
斷的侍奉主、依托主、信仰主的過程中，他的轉氨酶竟然恢復正
常。連醫生說這都是一個醫學的奇蹟。那時候，我就對主和基督
教有了神一般的嚮往，但後面有涉及閱讀學習基督教歷史文獻
時，感覺更多的是異教或者古代神話的底色，進而離神越走越
遠。

直到我們在２年前移居美國以後，我和我的全家更加接觸到越來
越多的基督教徒。好多教會的兄弟姐妹們就像我們自己的家人一
樣，處處給與我們幫助和支持。每次和他們一起，就感覺向上帝
派來的天使們在愛我們一樣，使我們內心越發感到喜樂平安，使
我們更加嚮往進入主的大家庭。

而今天我能夠在這裡受洗，尤其要感謝就像聖靈一樣指引我的兩
個人。一個是我的太太Deanna，她是一個要強又能幹的人。去年
五月份我因為國內生意的事情離開了美國，直到十二月份才回
來。這七個月，我太太帶著兩個孩子體會到各種生活的不易，期
間我們又買了新的房子，各種瑣碎的事情都壓在她的肩上，非常
辛苦。而她決志信主，她感覺主就在她的身邊給她力量，把孩子
的生活和學習打理的井井有條。但是就在今年１月４日，我太太
不幸遇到車禍受了傷，我也一度非常痛苦。然而在冥冥之中，我
感受到神真的慢慢地走進了我的家庭，給了我力量，讓我像太太
一樣在神的庇護中撐起整個家庭的重擔。我更目睹到我身邊的信
主的朋友們，無論是認識的，還是不認識的，都盡其所能地給我
們精神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幫助，陪我們走過了這一段生命中最
艱難的歷程。

那我要感謝的另外一個把我們全家指引到主的大家庭的，就像我

們的父親一樣存在的人，就是黃文雄醫師。由於大兒子過敏嚴重，
在治療過程中，我們認識了黃醫師。每次看到我太太滿臉的疲憊
時，每次我們為一些孩子教育問題頭痛時。他都真誠地為我們的家
庭禱告、為我們答疑解惑。他總是孜孜不倦地利用他難得的空閒時
間為我們講解聖經，講述神的力量，無私地為我們傳經、為我們祈
禱。讓我們更加了解到了基督教，讓我們認識了我們的天父。

“我們都知道萬事互相效力，叫愛神的人得益處。＂（出自羅馬書
８章２８節）。真的很神奇，我們的天父，祂在使萬物效力，派這
麼多的天使來安慰我們、幫助我們，讓我們在異國他鄉感受到了親
人般的溫暖和愛。祂讓我們學著在每天晚上睡覺前一家四口手拉手
禱告、分享和讚美。這使我逐漸覺得在這個異國他鄉，我們並不孤
單。上帝一直在愛著我們。上帝就在我們身邊，祂給予我們力量和
智慧，讓我們學會了彼此讚美和感恩而不是抱怨，也讓我們學會了
彼此付出。更加神奇的是孩子也變得懂事，我太太心情也變得平順
溫和，我也對生活有了更深的體驗。

所以籍著洗禮，我可以向世人宣告我是神救贖的人。“我＂願意與
主同死，同埋葬，同復活。向神表示順服主，讚美主，記念主，和
主的門徒一同在主里相通，合一，並亊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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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順弟兄 受洗見證：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叫孫順。一轉眼，在美國學習工
作生活了１０幾年了，其中在美國的金融行業工作了將近１０
年，目前在美銀美林任職客戶理財經理。每天忙忙碌碌地與形形
色色的的客戶打交道，在各種五花八門的投資組合中做選擇。如
此高強度的工作讓我從不停歇。

直到２０２０年１０月，身體感到非常不適，才抽空去見了黃文
雄醫師。在黃醫師專業細心的檢查以及各項抽血和掃描後，發現
並沒有任何異樣，可是人就是很不舒服。從沒有身體不適的我，
在面對這次的不適時，顯得格外焦慮和手足無措。可能是上天的
旨意或是冥冥中的安排，在有一次與黃醫師複診結束後，他為我
的不適進行了禱告。當禱告完畢後，我突然感到了一陣溫暖，似
乎身體不適的症狀減輕了不少。當然之後，我身體的不適還是反
反复复的發生。也是來來回回見過黃醫師好多次，每次都得到了
黃醫師及時的醫學方面的幫助和非常溫暖而有力的禱告祝福。

終於在１２月７日的那一晚，出於極度擔心自己身體健康的情況
下，我撥通了黃醫師的電話進行求助。在給予了我專業的醫學方
面的解答之後，黃醫師問了我願不願意相信主。就是這麼奇妙，
我立刻回答“我願意＂。也是那一晚，在黃醫師的帶領下，我決
志了。在那一刻，我彷佛突然感受到了一股強大但又平和的力量
進入到我身體，心裡也倍感平安喜樂。黃醫師告訴我這就是聖靈
進入了我心靈（身體）。我經驗到哥林多後書５章１７節「 若有
人在基督裡，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都變成新的了。」。

自決志之後，黃醫師每週不厭其煩地且非常有耐心地帶領我學習
聖經，與我分享很多聖經內的故事和歷史背景。我對聖經的興趣
和認識也逐漸變深，我也慢慢感受到了聖父、聖子、聖靈這三位
一體所帶給我的感動和平安喜樂。最神奇的是，我身體的不適慢
慢發生了變化，因為找到了內心的依靠，我整個人放鬆了很多，
在面對煩惱和焦慮的時候，我會告訴自己，凡事盡力就好，剩下
的就交給耶穌基督去處理。相信他會醫治我，幫助我走出苦難。
就這樣，身體的不適一點一點都在消失。對主的敬意與感恩一點

一滴的在增長。為人處事方面，我也變得更有耐心和愛心。現在
我特別感恩，也對自己目前的狀態非常滿意。

由於對聖經的了解還不是那麼深，我目前最喜歡的是聖經裡的主
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都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降臨。
願你的旨意行在地上，如同行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
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了人的債，不叫我們遇見試
探，救我們脫離兇惡。因為國度，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
永遠，阿門。＂

我訂於６月６日星期日要在　上帝及弟兄姊妹的面前受洗歸入主
的名，加入這個愛的家庭，與弟兄姊妹一起奔走天路，謝謝你們
的扶持，感謝主。在羅馬書８章１６節說「聖靈與我們的心同證
我們是上帝的兒女」。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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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弟兄 Maxwell受洗見證：

我出生在一個傳統的穆斯林家庭，由於出生的年代恰逢中國的文
化大革命的時代，當時完全沒有宗教的氛圍，因此從小所受的教
育，都是唯物主義的無神論教育。隨著年齡的增長，在我二十歲
時，中國逐漸放開了宗教信仰的管束，我也就偶爾跟隨家庭去參
加傳統的穆斯林禮拜，並把禮拜中的願念作為人們對於美好生活
的良好祝愿來看待，但其實我從思想深處仍然保留著無神論的觀
點。

２０１０年的一天，我的一個中學同學在同學的聚餐前，突然提
議說，要不要她來帶領大家做一個餐前的禱告，當然出於好奇，
大家也就欣然答應。很奇妙，總覺得禱告後的晚餐分外的香甜。
當然我也一直在思索，是什麼力量讓這個同學提出如此有趣的建
議，她這樣做的目的是什麼呢？為什麼有人會願意無私的與人分
享福音？

２０１７年全家移民美國，五十多歲的人，語言不好，雖說暫時
衣食無憂，畢竟是來到一個陌生的環境，不免還是有些寂寞和惶
恐。在妻子的介紹下認識了黃文雄醫生，很奇妙，和黃醫生短短
的交流中，總是讓人感受到友善、誠懇、關心。相處起來輕鬆愜
意的同時，黃醫生的言語總是給我不少的啟發。我也曾問過黃醫
生，基督徒為什麼看起來總是很友善，黃醫生告訴我說：因為他
們心中有上帝。

在黃醫生的引領下，我們全家來到了柑縣台福教會，第一次正式
的走進了教堂，傾聽牧師的傳道和福音。從此，對於基督教的認
識，也從基督徒是善良、無私的，這樣簡單的認知慢慢昇華到系
統和全面對於聖經的理解。有時夜讀聖經，很多聖經的言詞讓我
受益、深思。“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路上的光。＂（詩篇
１１９篇１０５節），每當我念到這一句，心底總會升起無比的
幸福和安詳。是啊！人來到這個世界，面對陌生、面對不確定，
往往是孤獨和恐懼的，而每每從向主的禱告中，總會得到啟示和
引領，這是一種神奇的力量。我相信我找到了自己的歸宿！

在黃醫生的的引領下，我們決志了，決志要成為一個基督徒。星
期天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教堂，傾聽牧師的講道，和教友聚會見
面逐漸成為一個習慣。在困惑和茫然時，向上帝祈禱成為一個習
慣，也在與上帝的交流中，得到啟示和幫助，內心漸漸有了依
靠。從聖經中不斷的得道啟發和引領。

我想，成為一個基督徒不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里程碑，是在生
命旅程中的一個里程碑，但這是我一個最重要的里程碑，代表著
我從一個無神論者走向一個完全的基督徒的開始。在此也請大家
為我祈禱：讓我能夠不斷的完善，成為一個完整的基督徒，成為
一個完全的上帝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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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什麼愛能夠超越基督對我們的愛！真心的感
到：作為一個基督徒心底的幸福和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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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環 Meng Joyce Hunt：

從小到大跟著父母初一十五拜
拜保佑平安。直到來美國留學
時，被邀請到校園裡的福音團
契，才認識到真正的平安是來
自於主耶穌基督！
  
柑縣台福正邁入４０週年－不
惑之年。我的不惑之年在 EFCOC 的這段日子，才深切經歷到主耶
穌的慈愛與真實並大有能力，也體會愛能建造人這句話的意思。
有人說過神沒有應許基督徒不會有任何苦難；相反地，可能面臨
更多的苦難，因為多了屬靈的爭戰、魔鬼的攻擊和世人的迫害。
但神提醒我們，祂已經勝了世界，神就是我們最大的依靠和安
慰。把苦難當作屬靈操練，看到神一點一點的倒空我、改造我、
把祂自己承裝進來，為了要我成為更完全的人。這之中要倚靠神
的話語安慰、扶持。感謝神在我身上做了很多工，雖允許苦難發
生但也一直從中保護我，不讓我真正受到傷害，讓我可以見證神
的愛和奇妙。

於２０１０年，我子宮外孕，胎兒在右邊輸卵管裡成長會造成輸
卵管破裂大出血危及生命。醫生建議我手術拿掉輸卵管，但是我
大女兒一直想要一個妹妹，我必須保留輸卵管。因此我堅持選擇
打抗腫瘤針慢慢消除胎兒。是的，那一個月身體和心裡都很痛，
但是主的保守和安慰讓我安然渡過。

大女兒禱告了三年，求神給她一個妹妹，她也挑選女娃裝並說神
答應會給她一個妹妹，結果真的懷了妹妹。最奇妙的是，胎兒是
從受傷的那邊輸卵管來的，那懷孕的機率非常小。懷妹妹末期
時，醫生限制我臥床幾個月直到生產。期間無法做家事，無法照
顧當時才６歲的姊姊。先生下班都８點了，很多時候只能靠６歲
的小孩照顧我。天天躺在床上對於閒不住的我是很困難的事情。
姐姐有時也會惹我生氣，我向神求智慧。結果神親自對我說話，
祂說“家是充滿愛的地方＂，我也改變自己的態度，母女感情很
好。當時不認識我的莊師母也請教會美娟姊和美慧姊煮食帶給我
們，讓我很感動是什麼樣的愛能這樣對不認識的人付出。之後，

曾明國／王採蓮：

我的座右銘是「凡事謝恩」。有一次
參加我教會的禱告會，有位擔任船長
的楊弟兄正好下船返家度假，也參與
禱告會，輪到他提出代禱事項時，他
說：「請為我的車子被偷了禱告！」
他接著說：「為我禱告時，請先為我
感謝神。１）我的車是停在路邊的時候被偷的，而不是被搶的。
如果被搶的，可能我的生命也會受到威脅。２）為我有能力被偷
一部車感謝神。偷車者可能有急用，而我二天後又要上船，所以
不致於因此造成太大的困擾。３）求神保守在偷車者尚未歸還這
台車之前，不要有刑案或車禍發生，否則我上了船，若是有不法
事件發生，我的父母親可能無力處理！當然請兄姐們禱告神，如
果可以的話，讓警方能找到這部車時，是完好可用的！」楊船長
並分享他已經習慣了不管什麼事發生，他總是會找三個理由感謝
神，並且避開「抱怨神」的思維，免得得罪神！

我從那次的禱告會之後，一
直到如今也快３０年了，就
學著楊弟兄「凡事謝恩」。若
不是上帝允許的事是不會發生
的，既然是衪安排的，就要感
謝神。結果一個半月後，警方
通知他的車巳找到了且完好如
初，沒有被拆除任何零件，感
謝神！

去年五月十六日開始，台灣疫情升高至三級管制，全國健身房都
必須關門不准營業。在這個時候，我與我的伙伴林長老，一起手
握著手向神禱告、感謝１）謝謝我的股東林長老帶著兒子及八家
健身房的員工藉此機會打掃、整理健身房裡外，使之煥然一新，
平常一年３６５天全年無休，沒時間也不方便整理。２）感謝房
東減免房租，使我們減少負擔。３）感謝政府補助每位員工四萬
元台幣，對暫時沒有收入的健身房而言，不無小補。感謝完後，
我的伙伴滿臉喜樂，不再擔憂。神到如今都與我們同在！曾明國
在台灣與兄姊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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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漸漸的接棒這種愛神愛人的精神！是的，愛能建造人！

生小孩剖腹產時的傷口很痛，卻得獨自照顧自己和嬰兒。先生要
照顧大女兒，也不能待在醫院。我當時被醫院隔離，醫護人員給
我們母女倆的支援也很少。我很經歷主耶穌的同在。最無助的時
候，最親的人也無法陪伴我們，只能靠主剛強。感謝神是自有永
有的神，祂說 I am who I am。我們軟弱、黑暗、空虛、苦悶、痛
苦時，神就成為我們的剛強、明亮、飽足、活潑、平安！ 

妹妹一歲時，我和她發生車禍被
撞，對方保險公司拒絕理賠。人
體傷害的訴訟案拖了３年也換了
幾個律師。精神壓力很大、身體
很痛、心很累、還要照顧小孩、
也不幸養到一隻很調皮頭痛的小
狗。但靈裡剛強不認輸一直禱告
和神有交通，我相信神是公義的
神，祂會行公義。最後靠主得
勝，打贏官司。

打官司期間是我最軟弱、最倚靠神、屬靈生命最強的時候。當時
剛好服事招待，一次拿奉獻袋走到台前十字架前，突然看到右前
方一道很大的光，我深深感受到神就在光裡。身旁一起服事的姊
妹和教會的人都不見了，而我站立在雲上，似乎到了天國。好奇
妙的經歷！神親自安慰鼓勵我，讓我知道祂一直和我同在。

最近幾年來，從頭到腳被各樣疾病攻擊，看了很多醫生做了很多
檢查。到最後累了，我把身體當作臭皮囊不管它了。經常自己去
戶外健行或和教會朋友們去爬山鍛鍊身體，靠著神讓靈裡喜樂剛
強，也感謝很多人幫我禱告。最後很多的問題都沒了，感謝神醫
治的大能。

撒旦攻擊不了我的身體，變成轉向家人、家裡、朋友出問題。後
來我甚至想離開教會、離開弟兄姊妹，心覺得好累，裏頭的光也
快熄滅了，感覺像走在幽暗的世界。不想理人，只想要獨處渡過
這種心情。但我知道越是這樣越不能離開教會生活，離群的小羊

更會受到撒旦的攻擊。在這時神又對我說話了，他說“我們的征
戰是對抗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好震撼的一句，當我放棄時，神
卻不要我放棄。我是性情中人，但是屬靈的爭戰不是屬血氣，是
屬靈氣。我要守著屬靈的原則，運用屬靈的兵器。奉主名禱告是
神給祂的兒女的權柄。“我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叫所有撒旦魔鬼
權勢的捆綁都遠離我。＂好有威力！我心靈裡幽暗的感覺突然鬆
開了，靈裡得著更新釋放，靈裡快熄滅的火再度燃起！哇，好奇
妙的感覺！哈利路亞！讚美神，再一次靠主得勝。

２０１１年我先生 Alan 騎重機下班回家途中，在高速公路上發生
大車禍。那天有約和剛畢業要回台灣的弟弟和他太太一起吃飯，
我請 Alan 早點回家，但吃飯時間過了還找不到人。晚上九點多，
電話終於響了，我以為是 Alan，結果是急診室通知家屬，嚇到我
了。我把小孩交代給弟弟們照顧，急忙出門，幸好有他們在讓我
可以放心處理照顧 Alan。醫院在黑人區，停車後，我自己一人在
黑暗的路上跑有點害怕，一直喊著主耶穌來壯膽。最後總算見到
先生，感謝主，他還能說話。警察的報告很驚悚！當時 Alan 在
高速公路上的速度是時速７５英哩，因為前面的車急剎車，Alan 
來不及剎住，整個人被慣性作用拋到空中。他的機車 Honda ST 
1100 里程數為全美最高，他飛走後，機車繼續往右前方行駛，撞
到牆壁彈回來又撞到一台卡車。先生剛好也是掉落在那台卡車前
輪前，我看他的重機裝都是車胎輪齒痕，卡車司機當時一定也嚇
壞了。可能機車彈回來時打在卡車上，阻擋卡車繼續前行才沒有
壓過 Alan。他的機車報銷損毀、安全帽嚴重擦傷、他裡面穿的衣
服破破爛爛的、先生也突然忘記我的名字。奇妙的是：他的重機
裝沒有什麼損傷、他全身骨頭沒有斷裂、只有肩膀一點瘀血！醫
生也覺得這麼嚴重的車禍只有輕傷！他很幸運，一定有神看顧！
之後 Alan 被救護車轉到好萊塢大醫院做更詳細腦部檢查，待不
到一個星期就出院了，只不過駕照暫時被吊銷一個月。先生不能
開車那個月，我和四歲的大女兒天天接送他從 OC 到 LA 的塞車
時段上下班。大女兒一下子失去期待的胎兒，一下子差點失去爸
爸，當時又剛好換新學校適應不良，真的辛苦她了。但感謝神再
次保守看顧我們，雖然有危難，最後一切平安渡過。Alan 騎重機
騎了３０幾年，北到阿拉斯加、東到故鄉南卡州、南到墨西哥，
所以里程數很高。以前經常在主日早上自己騎機車去山上繞行兜
風，這車禍後，機車沒了，也不讓他買了，開始乖乖的跟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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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教會做禮拜、讀經禱告。神允許發生的事情都有祂的旨意，雖
然有時會給我們困境，但始終不讓我們受到傷害。都是為了愛我
們、教導我們、更新變化我們。

感謝柑縣台福教會和牧者的牧養，感謝弟兄姊妹們的愛心關懷和
教導付出。雖然疫情改變很多事情，但是神的愛終將會把我們重
新連結一起，因為愛能建造人。弟兄姊妹們彼此相愛，在基督的
愛裡成長，是如此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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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縣台福四十年週年慶  回顧點滴

周淑慧牧師

人生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由面到廣面的範
圍，包括了我們的一生，及家人，朋友，所
有互動過的人。柑縣點滴開始于一個“我願
意＂。

1982年9月3日，清早七點，我在靈修書旁邊
寫下: “降服＂，這個點就這樣開始了。由
這點連上了許多點，成為延長到許多人心裏
的缐，然後延長到外州，外國，直到全世
界。“一個願意＂ 帶出 “許多願意＂，台
前，台下的 “我願意＂，形成了今天見證歷史的點點滴滴。

聖靈的點
在柑福牧會當中，最興奮的是看到聖靈的點，當聖靈點到一個人
時，會有一種奇妙的動力，使一個人談道或主日聴道時，向神説: 
我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願意接受主受洗。在主日看到人走
到台前時，那是很感動的線，通常是幾個人成一排的。

聖靈點出的眼涙
每當主日講道時，常會看到下面有人在擦眼涙，這是聖靈點到的
眼涙。有一天看到一位新來的客人，流淚不停，後來才知道，她
是台灣來訪親的一位長老，聖靈向她說，你坐在那裡閒著要到什
時候呢？她作了一輩子長老卻是從來沒有經歷這樣的感動流淚，
回去前她買了一年的錄音帶，回台後開始查經班，後來開創教會
幾十年來，有幾百人信主受洗。毎年我回台都會去講道。另外也
有一位也是這樣，被聖靈點到回到外州也開始查經班，後來也請
我們去開創了教會。聖靈點到的眼涙可有不少，可列舉無數。可
能你會想問我，牧師，你因牧會的困難哭過嗎？我想不出來，但
當然有心難過的時候就如被誤會、被拒絕、被批評。。通常我不
會因困難而流淚。我只是帶到主面前，求祂保護我，使我藏在祂
翅膀的隱密處，使我不至因灰心而放棄呼召。我常流涙是因聖靈
的提醒，深刻被神的愛感動，我這麼卑微的人。怎麼能蒙受這麼

大的恩典，不配，不配。聖靈點到的人，豈能灰心而説，我不服
事了，我不去教會了，我不再愛主了呢？不敢，也不想成為不再
有聖靈的點在心中的人。我不敢向神說，我不要作了。

講台前的事奉誓約
開創時期幾乎每個人都參與事奉的，兒童，青少年，青年，大
專，雅歌團契，婦女團契，後來有長輩團契。小組長，區長區
牧，寶貝的敬拜團，詩班，這些耶和華軍隊所帶出來的動力，帶
出了今天許多點滴故事。在這台前，有同工就任，誓約，這也是
被聖靈點到的人向神說: “我願意!＂ 回應神的呼召，來承接這
神聖的任務。然後，跪下禱告，接受聖靈的澆灌，得力量來服事
主。
  

講台前的禱告
在這台前，還有崇拜，個人的禱告，我鼓勵信徒，無論有什麼特
別祈求，到台前來禱告。這是施恩寶座，神必由此施恩垂聽。印
象最深的是，當時有一位父親，因年少的女兒反抗時期的困難，
使他困擾，我請他自己向神祈求，我也加入禱告，如今這女兒已
成為宣教士，奇異恩典，還有好幾位也都曾在台前禱告，如今他
們所祈求的，神都成全了。我總相信講台是神的至聖所，神榮耀
最濃厚的地方，我們許多到台前跪下禱告，領受施恩座的恩惠。
  

講台前的差遣
柑福四十年當中一共分設了
五間教會—聖光、鳳城、聖
喜、愛恩、以及Grace Bible 
Church (GBC)。聖光、鳳
城，是神用奇妙的方法選召
人開始的；聖喜、愛恩，GBC
是正式差派出去的。印象最
深的是，感受橘郡南部移
民漸多的需要，應要開創教
會，經過禱告並籌備後，有
二十位左右的同工信徒，走
到台前接受差遣到Irvine地區去開拓。這群同工在聖靈引導, 吳
德聖牧師的帶領下，同工們同心協力經歷了神的祝福。一年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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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立、購堂。聖喜的開創，是我們與洛福一起同工，我們也差派
了一些同工與信徒，也都委身於教會的發展。感謝主! 柑縣教會
順從神給我們的異象，開設了一個完全講英語的GBC教會。至今仍
然有許多忠心愛主的同工在服事，許多人也在這裡得救，受洗，
接受造就。
 

講台前的婚約
在這台前，不知有多少受聖靈點到的人，這台前有婚禮，倆人向
神誓言 “我願意!＂。很多時候，看到他們淚水閃閃，我自己也
很感動，心中為他們禱告 : “神啊! 一生忠心相愛、相扶持，
是不簡單的。 一定要有你的引導，堅固他們!＂ 。牧會二十年
當中，不知給多少人證過婚了，但奇妙的是，我每次用一樣的經
文— 以弗所書五章22-33節，一樣的題目: 潔淨的愛 — 以弗所
書五章26節，每次重點一樣，但內容不同，照著我所認識的這對
新人，給他們適合的信息。
  

講台前的惜別
四十年來，我們送了不少回天家的同
工、好朋友。他們所留下的美好腳蹤，
使我們得安慰，雖然想念他們，有時也
會說: “主啊! 你怎麼不讓他們久留一
點呢?＂ 如今他們如同雲彩圍繞我們，
向我們說: “加油吧! 事奉是有獎賞
的，天堂是無比的榮耀，是永遠安息的
天家，我們在寶座前的敬拜頌讚，有永
遠的安息，我們得好牧者的牧養，確實
是好得無比。我們真想念他們!
 
有人傳給我Wendy 司琴的影片，叫我止不住眼涙了，Wendy 是我
一次去巴西，連上線，她來美國時就到柑福，後來一批批巴西青
年就都到柑福聚會。Wendy 像是家裏人，因她阿公是影響我生
命，裁培我的牧師。Wendy 在教會的服事是眾人的榜樣，怎麼會
這麼早就回去呢？每次想念她，都是看到她在天堂微笑的臉。真
美，天堂真美，充滿榮耀。

每當想念回天家的同工，我都會安靜。默想他們在那邊的情況， 
啟示錄七章十三到十七節，是我的常默想的，然後我安靜聆聽他
們想向我說什麼。他們微笑榮耀的臉會向我呈現，我的臉也自然
以微笑回應。回天家的親人，好朋友，我好想念你們！
 

同心委身的長執
柑福 由一羣同心委身的長執開始，洛福先派來五位長老，我們加
了兩位，七位長執成為開創時期的衝力，後來也增加到十幾位。
開長執會很有特色，敬拜詩歌後跪下禱告，求主掌權帶領…接下
來。有總務執事會推進來點心是現煮的好吃的，甜點水果更是豐
富的。享用時分享家事，彼此問安，建立關懷線。會中不以多數
通過來壓倒少數，會停下來禱告。再討論，未有共識之前，不作
重要決定，拿回去禱告。會中注重溝通禮貎。語氣溫和，彼此尊
重。能夠這樣你就能想像歷任的主席，多麼受尊重，懂得帶領。
 

牧師室助理及秘書
我在任二十年中，神賜給我四位助理與秘書，她們真是神差來幫
助我的，她們不但跟得上我緊密的時問表，許多打字，出版書
藉，接待客人.且幫助輔導，個案多時，我請她們跟進。但最可貴
的是她們到現在還是我的好朋友，彼此關懷.親密的來往。同工們
也是我的好朋友，是我服事的目標。世界什麼都會過去，離開世
界時，不必算算.我作了什麼。而是當我離去時.有多少朋友是我
很想在臨床前，請他們來見最後一面，而向他們說，謝謝你作我
朋友，扶持幫助我去完成神托付的事工，我從你身上得到友情的
溫暖，愛的甜美，基督的鼓勵安慰，扶持。當然我身為牧師也希
望同工信徒也把我當作朋友，但是有時候彼此太忙，很多朋友般
的友誼就難于建立了，重建溫情可能也是要重新努力的地方。

詩班、敬拜團
每主日，我最渴慕的是與敬拜團一起敬拜。在敬拜中流淚，感受
神無比的愛。看到敬拜團為了帶領敬拜，長時間的準備，預備
心，甚至為了帶下神的臨在而禁食禱告，為了帶領會眾真正的進
入敬拜。

詩班是我傳講信息的好同工，有司琴、指揮、詩班團員、及幕後
準備工作，關懷團員的人，四十年來，詩班還持續在獻詩，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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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被聖靈點到的人。除了主日獻唱、喪喜事、慶典，你們從不
缺席。你們的這條線，也已經延伸到台灣的監獄佈道，多麼美好
有力的服事呀!  無論是唱歌、演話劇，都達到專業標準了，我去
參加了幾次，實在是聖靈同在的聚集。被聖靈點到的人舉了手，
他們願意連結上前面的線，感謝帶領的牧師與詩班裡的每一位同
工，你們與聖靈合作，將盼望藉由歌聲帶給這群原本失去盼望的
人。詩班也有幾次到我家獻詩，我腳受傷，及吳牧師病時，你們
都帶來食物一起享用，以歌聲帶來神的臨在，是值得回憶的點。

教會樓上的有力點
柑福有一個重要的點，是影音室。在那裏，有一群被神點到的
人，蒙裝備製作講道錄影片，講道完立即就製作出來。所以崇拜
完，就有一些人往樓上跑，去買錄音帶，主要是送給親戚朋友。
李英義長老所帶領的
影音室同工是不為人
所注意的，但是他們
的委身是徹底的，除
非他們搬家了，才不
能參與。影音室同工
每一位我都記得很清
楚，他們製作講道影
片，也有不少專題演
講、門徒訓練等等的材料，都由他們製作出來。影音室像是一個
宣教開發點，再延長成線，連到世界各地。因為講道影片中有神
的能力。雖然李英義長老現在到台灣退休，感謝主, 影音室工作
還是持續在網上進行，忠心的同工們，你們的擺上，是有力的連
線。

培育的有力點
柑福是很看重教育的，由兒童主日學到成人主日學，有聖經課的
教導，門徒訓練、小組長訓練等。想到那些被聖靈點到的老師
們，多少犧牲，不能參加崇拜，認真教導兒童，使他們在真道上
成長。成人主日學都由長執同工擔任教師，全都是自己人，他們
需用多少時間準備，精進靈性，才能教導出正確的道理。每次開
課是好幾個課目，神必定記念每一位盡心擺上的老師教師們。

柑福的婦女群
婦女團契是開創興旺期有力的
一群，他們在沒有牧師娘的教
會，擔任此重要角色。探訪、
關懷、扶持牧師。每年一次的
媽媽靈修會，柑福的姊妹們成
為重要的推動者，有一群這麼
又美又可愛的同工，所帶出來
的成果，帶來美的點滴。長輩
團契也在姊妹們的帶領之下，
又唱又跳，這麼的可愛，領導
之一的阿早姊也已回天家了。
但我不會忘記她所帶出的台上
表演，及暖心動作。

廚房的香味
每週邱長老娘及一批馬大姊，
又有曜禮兄福明兄及助理弟兄
在廚房為大家煮食，還有文平
兄作最妥善管理分配，尤其是
感恩節的愛宴，會友的拿手好菜加上廚房的愛心加菜，讓我不自
覺地聞香而至，給他們鼓勵道謝。邱長老娘現在已在家靜養，曜
禮兄也搬到女兒附近了，你們留下的美好點滴留在心中。

歡樂時刻，寶貴友情
退任以後幾十位柑福好朋友每年最期待的是…帶着自作美食到我
家，為我慶祝生日。那真是好朋友聚集，有說有笑，唱歌歡樂感
恩。疫情當中兩年不能聚集，今年六月我們聚集了，但少了兩位
好朋友順天長老與滿月姊，想念他們。順天長老盡心盡力的服
事，満月堅強信仰，勇敢面對癌症治療，仍然見証福音幫助人。
同工可貴，朋友寶貝，往事點滴難以忘懷，服事重要，友情卻溫
心，感謝許多朋友，不斷眷顧。門前蔬菜水果，總留下友情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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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賜給我最好的禮物
吳德聖牧師是神賜給我最好的禮物，他
的寬宏大量，是難能可貴的。他的同學
有一天問他說，“你太太比你有名，你
覺得怎麼樣?＂他竟然能回答說，“她是
我裁培出來的，很棒!＂他一生開拓幾
十間教會，在台灣在北美，他的信心，
救靈魂的熱誠，對信徒超級的愛都幫助我很大。  柑福的開創，
購堂，募款，他的幫助很大。每次來到柑福，他都大聲說，“牧
師娘來了!＂然後就講笑話來散發喜樂氣氛。每當我回到家，他若
在，都會說，“累了吧， 快來休息.有什麼我可替你作的嗎？＂ 
我說，“洗碗可以嗎？＂他真的會去洗，還邊作邊說，“簡單，
洗碗這麼簡單。＂其實他當時在愛恩，發展中的教會也很忙，後
來總會請他作總幹事就更忙了，但他對我的支持一直是我服事中
很重要的因素。退休後與癌症奮鬥了七年，兩年多前，他回天家
了。夢中常相見，仍想幫助我。感恩，懷念！這是神何等的祝福!  

退任牧會以後接受呼召，全力投入普世宣教。二十年柑福牧會，
投入普世豊盛生命中心的宣教機構也整整二十年了，許多後二十
年的點滴大都是宣教埸。這當中柑福得到好牧者的牧養，也看到
你們投入宣教。感謝你們信實的友情、支持，感動難于言喻，由
零開始的宣教機構，若不是一羣柑福好朋友的參與，支持，幾位
柑福的長執參與董事，怎能持續二十年的宣教？ 美麗點滴由聖靈
點下，感恩。

兩句話成為我服事的動力，我今日成了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
的（林前15:10） 我拿什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切厚恩？（
詩篇116:12 ） 這是聖靈在我心中的點，成為堅固的錨，使我堅
定站穩，使我不敢違背那從天上來的異象，我看到柑福就是這樣
一羣同工，信徒才有四十年來的感動故事，及奇妙效果。

柑福的歷史是我們與主一起走過來的，我們一生最美的腳蹤是與
主同行。最快樂是能一起經歷主，服事主，享受主的愛，彼此的
愛。
“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為你的慈愛和誠實稱讚你的名；因你使
你的話顯為大，過於你所應許的。＂（詩篇138:2）



41

40th Anniversary

監
獄
佈
道

我赤身露體，你們給我穿；
我病了、你們看顧我；
我在監裡，你們來看我。
太25:36

I had no clothing, and you gave it to me: when I was ill, or in prison, 
you came to me.   Mat 25:36

Prison M
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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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詩23:6

Surely your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llow me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Psm 23:6  

影
音
事
工

M
edia M

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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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Sunday School 
兒童主日學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行的道，
就是到老他也不偏離。 
箴22:6

If a child is trained up in the right way, even when he is old he will 
not be turned away from it.  Pro22:6

兒
童
事
工

C
hildren’s M

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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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Ministry
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
完全人必在地上存留。 
箴 2:21

For the upright will be living in the land, and the good will have it for their her-
itage.  Pro 2:21

英
語
事
工

E
nglish M

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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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on Chiou
I attended EFCOC at a young age, where I was unaware of my inten-
tions for going. But through the years of building invaluable relation-
ships with the community there, EFCOC had become another home for 
me to come to. I have learned the ways God interacts with life, giving me 
insight and a new perspective on life which have been ingrained into my 
life. Though EFCOC may not encompass my entire future, the experi-
ences have built themselves as a part of me that will last forever.

Annika Lee
I am so blessed to call EFCOC my home church. Ever since I was a 
small child, I remember going to EFCOC every Sunday and receiving 
so much support and love. Through this church, I was able to gain a 
heartwarming community that helped me to know more about God and 
guide me through tough times. I was able to truly gain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get baptized. I am extremely thankful for the guidance 
from this community that has helped me to fi nd a passion to love and 
serve those around me.

Barbara Chang
During my time here at EFCOC, one of the fi rst things that stood out 
was how welcoming and genuine everyone was at the church. It was en-
couraging to see God working among the people and youth, and the con-
versations had during fellowships made really helped continue to also 
help me grow and learn. Being served wholeheartedly and seeing others 
serve encouraged me also to help others’ know of God’s love and grace, 
and to be as welcoming and supportive as I felt when I joined. I’m glad 
that God has led me here and I hope to continue to share with others the 
goodness of Him as I have experienced here, wherever I go.

Belle Kao
I’m thankful that God led me to EFCOC. I got to meet so many friends 
here and was able to fi nd a spiritual home when I fi rst moved here. Can’t 
believe this church has been here for 40 years. May God continue to 
bless and guide this church and every member so we can glorify Him!

Thomas and Tiff any Chao 
Community, trust, and love are the fi rst three words when thinking of 
EFCOC. I am grateful to be involved with amazing, friendly people in 
EFCOC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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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u
EFCOC is my second home - my second family. My parents were found-
ing members, so I’ve been attending here since I was born 2 years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In this regard, OC’s milestone anniversaries are very 
close to my own life milestones.

Growing up, OC had been the place where my parents brought me and 
where I would meet and play with friends. But in time, those friends 
would go their separate ways, and even my parents would go on to at-
tend another church. My dear brother Brian would also be called home 
to the Lord. And though I’ve also found many a friend in the pastors who 
ministered to us over the years, for every “hello” there is a “goodbye.”

But God never left. His Word, His grace, His promises remain. He’s 
blessed me with new friends outside my peer group, and shown the joy 
of serving alongside a crew of wonderful coworkers. And here in my 
home church, I was wed to my lovely bride - a most cherished memory!

These past 40 years have been fi lled with moments both bittersweet and 
precious, and I have benefi ted greatly from the blessing of the church 
and those who have come and gone. One day, I too will go, but I pray that 
when I do, I’ll have similarly blessed my ‘OC family here.

Thank you, EFCOC; I love you, and I hope to serve you for many more 
years to come.

Rebecca Su
After spending a few years without a home church, I feel very blessed 
to have EFCOC be my new home church. Everyone has been so kind 
and welcoming to me. Through small group and discussions with other 
members I feel like I have been able to grow a lot in my walk with God. 
I appreciate everyone here and all they do for this church. Thanks for 
welcoming m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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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as Shen
God has blessed me with a second home and second family for the past 
20 years. I am proud to call OC my home church, no matter where I go.

Winson Chen
EFCOC is my family that had been through all my ups and down. Thank 
God gave me this precious family in my life that support me in anything 
and gave me spiritual growth. Now that it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it’s my 
honored to be part of the history and memories of my family. Thank you!

Justin Leu
40 years of God’s provision. 40 years of God’s grace. 40 years of God’s 
faithfulness. Being part of OC, I am blessed beyond measure to wit-
ness God’s work in my life and in the lives of those who are part of this 
church family. He was there to celebrate with us during our best days, 
and He was there to comfort us during our worst. He nurtured us as spiri-
tual infants, and He guided us as spiritual leaders. When we struggled 
through seasons which we felt weak, He led and showed us that He was 
strong. Refl ecting on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our church, I am grate-
ful for His faithfulness throughout the years. I know with confi dence that 
our Father takes care of His children and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Erin Hsu
The biggest blessing that God has given me was bringing me into this big 
family called EFCOC, where my journey and my walk with God began. 
At fi rst, I had no intention of knowing about God or learning about Him, 
but eventually, I found myself wondering and seeking to know more. I 
became desperate to know Him, to know who He is. I wanted to be loved 
by Him and I wanted to worship Him. I am beyond grateful for God and 
for the people that He placed in my life, all of who served to be essential 
roles in leading me and pointing me towards Christ. They’re more than 
just friends from church; they are my family,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There are lots of sweet memories made at OC, especially at our Friday 
Night Fellowships. I remember looking forward to coming to church 
every Friday and Sunday, helping out in the kitchen, watching the guys 
play basketball, and playing board games with everyone. I remember the 
small group times with Andrea when she would tell us about the parables 
in the New Testament, where I would be so hungry to know the truth and 
the meaning of things. Now, not only do I get to still enjoy my time and 
learning alongside my peers at OC, I get to serve and lead in the church 
as well as point other people to Christ just as others did for me when I 
was younger.

As I learned to love Him, to worship Him, and to honor Him in deeper 
ways than I fi rst started, God defi nitely drew me a lot closer to Him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I pray and I hope that I get to continue to serve 
Him and His people, that more people can see Him through me, that I 
could become a blessing for many others, and that God would continue 
to use me as His vessel for His Kingdom and for His glory. 

EFCOC not only is a church where we come to worship and fellowship; 
to me, it is a safe space where so many lives have been touched, changed, 
and transformed. It is a home for many others including myself. And 
with that, I cannot be more proud to call EFCOC my home church, no 
matter where 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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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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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or will have a feast of good things: those who make search for the 
Lord will give him praise: your heart will have life for ever. Psm 22:26

謙卑的人必吃得飽足；
尋求耶和華的人必讚美他。
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 
詩22:26

Sm
all G

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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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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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heim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
賜恩給你。 
民6:25

May the light of the Lord’s face be shining on you in grace.  Num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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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瓊枝：
箴言４章２３節－你要保守
你心，勝過保守一切，因為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這句話提醒我走在人生道路
上，支持著我在哪裏都要眼
目轉向神管制自己的心，不
能偏離左右，要遠離邪惡！

徐華：
我很喜歡哥林多前書１３章第４節起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
慈；愛是不自誇，不張狂，不作害羞的事，不求自己的益處，不
輕易發怒，不計算人的惡，不喜歡不義，只喜歡真理；凡事包
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不止息。＂我經常
鼓勵並希望自己能做得近些、好些，特別是包容、忍耐……都是
功課呢！

武永齡：
謝謝你，陪伴我走過高山低谷。
I love you, EFCOC.

翁復／何逸霞: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神，因信將諸般的
喜樂、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
著聖靈的能力大有盼望。
（羅馬書１５章１３節）

黃秀芳：
生日快樂，謝謝給我支持與鼓勵，
讓我有份在服事上長進。願再來的
４０年，神的祝福更多在這個教
會。

胡玉章：
腓立比書４章６－７節：應
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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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穌裡保守你們的心懷意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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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卿／蔡紫燕：

橙縣台福基督教會是我們屬靈的家

２０１１年房價大跌，在好友的鼓勵下，加上在台灣的父母年邁
多病，常要回去探望，便移居南加。移居南加後，第一件事便是
尋找屬靈的家，拜訪了幾家教會後，便決定以橙縣台福為我們屬
靈的家。當時的家長是敬愛莊澤豐牧師，牧師、師母非常親切，
讓我們有回家的感覺，但在教會的前幾年還是覺得跟弟兄姐妹們
格格不入，每當敬拜結束愛宴時，總是我和明卿面面相對，沒趣
的把食物塞進嘴裡，然後走人，除了去敬拜神之外，教會好像跟
我們一點關係都沒有。

２０１７年明卿覺得身體有些異樣，遍訪醫生，卻診斷不出是何
原因，但身體健康情況一天不如一天，直到三年前有位醫生確認
他是非典型巴金森，之後所有的醫生都跟著認定他是非典型的巴
金森，神經無法控制肢體的活動，但他卻頭腦清楚，時時聆聽神
的話語，保持愉快的心情，更用神給他的毅力克服許多的病痛，
這段漫長又無奈的時間，幸有教會弟兄姐妹們的探訪關照陪伴，
讓我們不至孤軍奮戰，他們的愛與關心將一一的銘記在我們心
中，也祈求上帝一一祝福。

女兒遠在德州因為工作和家庭的關係，無法就近陪伴，但每半年
會來陪我們住一段時間，每次來都巧遇炳奇長老帶著他的同工來
訪，她有感而發的說：爸媽，耶穌很愛你們。她也非常感謝叔叔
阿姨們對我們的關愛。

我們現在真正的感受到濃濃的愛在我們屬靈的家中，感謝上帝賜
給我們親愛的家人！

教會４０週年慶，謹此獻上無限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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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貴：
我最喜歡詩篇第一篇，尤其是第２、３節。“惟喜愛耶和華的律
法，晝夜思想，這人便為有福！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
候結果子，葉子也不枯乾。凡他所做的盡都順利。＂當我看到後
院結實滿滿的百香果，總是感觸很多，充滿了對主的感恩。有一
首詩歌「豈可空手回天府」，我很喜歡，也是我生活見證的提
醒：

　　主若今日接我靈魂，我能坦然見主否？
　　缺少珍寶向主獻陳，贖罪大恩白白受，
　　工尚未成，我即去乎，何能如此見恩主？
　　未領一人來歸耶穌，豈可空手回天府？

吳月華：
感謝教會為我的家人禱告，我在這個大家庭很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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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樂是你們的力量。 
尼8:10

for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ong place.  Neh 8:10

喜樂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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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dy Chen 嚴玉笙：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慈愛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當行
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詩篇１４３篇８節）

林春秋：
我在２０１０年第一次到柑縣台福教會，深深地感受到這裡有神
的大愛，弟兄姊妹親切和藹，當時我就認定這是我永遠的大家
庭。７月１１日那天，我家裡水管壞掉了，馬上就有許格精長老
帶領光旭兄、成林兄來幫忙。他們放下身段，幫我處理又髒又臭
的水管，讓我可以方便使用水槽，我心中真是充滿了對神以及對
他們的感謝。我多年未信主的先生也在他們為我們家庭的禱告
中，大聲地回應，“阿們，哈利路亞！”願我主耶穌基督親自祝
福我們的弟兄，讓他們越服事越喜樂，保守他們出入平安，榮耀
歸給我們的神。

陳玲珠：
從小就跟著阿嬤去教會，聖詩「至好朋友就是耶穌」一直是我的
最愛。是的，在這動亂的世界中，主耶穌擔當我們全部的憂患，
讓我們得著永遠的平安。

邱彭巧妹：
我１９８６年來柑縣台福教會，那時是台語聚會。我因為聽台語
比較不靈光，就轉到講華語的教會。有一次，我回來柑縣教會的
時候，遇到周牧師跟吳牧師。吳牧師好風趣，周牧師也關心我，
還問我過去是做什麼事業。我告訴她是織品服裝方面。周牧師就
很高興的說，要帶我去越南，用織毛衣來宣教。我覺得很感動，
她不覺得我年紀大，還在想要帶我去宣教。後來我又回來柑縣教
會的喜樂團契，在這裡得到了許多兄弟姊妹的愛與關懷。我覺得
柑縣教會是一個注重宣教又有愛心的教會，我很喜歡。

陳白月娥：
如同約伯的經歷：過去的試煉、讓他過去、接受上帝的賜福滿
滿。

林惠美： 
時間過得很快，記得40年前一群大約四五十人，上帝的兒女被神
從洛福差遣來到柑縣，落腳在Beach Blvd上的一個小教堂，那時
我們是那麼年青有力，都順服聖靈的帶領，熱心興旺福音，上帝
把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我們，不到一年教堂就太小了，所以我們
用兩萬多的購堂準備金購買了七十多萬的教堂。這是何等奇妙的
經驗。 順從聖靈浪潮的推動，以一個新生的年青教會在這十年左
右，竟然可以分設六間教會，這不是奇妙的事麼？因周牧師一人
忙不過來，長執都被訓練要出去講道，雖然緊張、雖然艱難，但
以此為神給我們的使命，就勇往前進了，其實不是我們能作什麼
而是神藉著我們作了大事。真正經歷了所謂“從前風聞有你，現
在親眼看見你。”現在想起來還是津津樂道。 四十年都過去了，
雖然Garden Grove 不是華人聚居的城市，但隨著科技的進步，我
們也可以並用網路來傳揚福音，今天神所帶領的不是教堂而是電
子化的網路，地球變小了，我們要有“強而有力” 的網路設備，
來向全世界傳福音。 前些日子我在 YouTube 上看了旌旗教會蕭
祥修牧師的告別禮拜，他正在整合臺灣的大小教會設立網路教
會，使我非常感動。是的，那是我們今後的目標，我們可以在網
上找到我們的羊，然後照地區或語言分成小組，我們現在的小組
不是已經在網上聚會了嗎？雖然困難，但“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
的，凡事都能作“。這樣“禱告”就更加重要了，弟兄姊妹們加
油吧！靠著主得勝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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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耶和華─你神領你進入美地，
那地有河，有泉，有源，
從山谷中流出水來。 
申8:7

For the Lord your God is guiding you into a good land, a land of water-springs, 
of fountains, and deep streams flowing out from the valleys and the hills; Deu8:7 

Ca n a a n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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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美鈺：
我經常思想這段幫助我很多的一節經文：“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Psalm 46:10)

白靜：
詩篇42:1 神啊！我心切慕你，如鹿切慕溪水。 
希伯來書13:6 主是幫助我的，我必不懼怕，人能把我怎樣呢？

蔡美娜：
在教會４０週年慶祝的日子裡，我感觸良多，讓我想起當年為什
我選擇了這個教會，一個字“愛＂，我感受到了“愛＂的吸引。
教會裡弟兄姐妹彼此相愛，互相關心，融化了我的心，讓我覺得
回到了家，有了依靠，耶穌就是愛，愛就是耶穌，我覺得找對地
方了，真是神的恩典。在這個教會的學習讓我認識了耶穌，讓自
己有了正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也漸漸地學習活出耶穌，活出
愛，影響旁邊的人，讓更多沒信的人也被愛吸引去認識耶穌，一
齊得到上帝的祝福。而且耶穌也是這麼教導我們的：我賜給你們
一條新命令，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相愛，你們若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了。 （約翰福音１３章３４、３５節）

陳燕珠：
歌羅西書３章２２－２４節：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世上的
主人，作事不要只作給人看，像那些討人歡心的一樣，卻要以真
誠的心敬畏主。無論你們作甚麼，都要從心裡去作，像是為主作
的，不是為人作的，因為你們知道，你們一定會從主那裡得到基
業為賞賜。你們應當服事主基督。

官碧堯：
在教會多年都有很好的主日學和影音同工、團契小組長，使我常
受鼓勵，得以在主裏持續成長和服事。感謝讚 主�

晏奎文：
四十年喻表一個世代，柑福即將進入下個世代，求賜恩典的主，
繼續賜下智慧和啓示的靈給教會的领袖，成就神在弟兄姐妹每個
人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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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ritos
他必居高處；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堅壘；
他的糧必不缺乏（原文是賜給）；
他的水必不斷絕。 
賽33:16 

He will have a place on high: he will be safely shut in by the high rocks: his bread 
will be given to him; his waters will be certain.  Isa 33:16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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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婉：
“因為耶和華必不丟棄他的百姓，也不離棄他的產業。但耶和華
向來作了我的高臺；我的神作了我投靠的磐石。＂
詩篇９４篇１４、２２節

唐淑女： 
感謝主！因一次的車禍，當時我們夫妻都受傷，柑縣教會一群不
認識我們的弟兄姐妹及時的關懷幫助且無代價的付出，感動了我
加入了這個愛的大家庭－柑縣教會，它不是一座建築物，它是個
榮神益人的殿，是禱告的殿，是宣教的殿，是聖靈聖道充滿的
殿，更是一個敬拜真神的殿。這是一個有道可聽，有工可做，有
靈可感，有恩可蒙的教會，感謝上帝揀選我進入這個屬靈的家，
認識　神敬拜　神，是我這一生最美的祝福。

曾菊江：
要寬恕別人以前，就要先寬恕自己，寬恕自己以後，就有愛與包
容之心，可以多多地關懷長者以及病痛需要關心的人，在話語中
吐出美麗的花朵。

李光雄：
在你一生虛空的年日，就是神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年日，當同
你所愛的妻，快活度日，因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勞碌的事上
所得的分。傳道書９章９節

李廣梅：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樂。我再說，你們要喜樂。當叫眾人知道你
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了。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神。神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裡保守你們的心懷意念。＂腓立比書４章４－７節

林淑芬：
我喜歡的經文：“主耶和華－以色列的聖者曾如此說：你們得救
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力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竟自不肯。＂
以賽亞書３０章１５節

我為教會的禱告：“所以，在基督裏若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
安慰，聖靈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憐憫，你們就要意念相
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念，使我的喜樂可以
滿足。凡事不可結黨，不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
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不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腓立比書２章１－４節

王志成／蔡香美：
感謝主，４０年在柑縣教會享受主的大愛，哈利路亞，讚美主！

黃清惠：
這是我感恩的話語：“感謝主，留我活命，恩典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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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春櫻：

我的一生在祢手中

我移民美國匆匆已過５０年，期間為生活、為家庭辛勤打拼，一
路走來的酸甜苦辣真是不可言喻。如今回首過去所走的路程，才
知道這一切原來都是神的旨意與神的帶領。
１９８８年搬來南加州，很快地蒙神選召、信主受洗和重生得
救，這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捩點，從此我過著教會的團契生活，很
是喜樂，生命充滿盼望。１９９１年我加入本會，在周淑慧牧師
帶領下，８０歲的媽媽信主了，還有女兒 Nancy 及兒子 John 也
在杜牧師帶領的英文部受洗，見證了“一人得救，全家得救＂。
沈媽媽在本會積極地參與多個團契，服事非常喜樂，成為她活潑
的生命見證。退休後，我也一直參與服事，奉獻我一己之力。親
眼見證教會中有太多的弟兄姊妹，在各職份中多年的忠心事奉，
使我心生感激、敬佩。萬事互相效力，叫愛神的人得益處。因基
督的愛激勵我們，叫我們能“活出愛＂。愛能遮掩一切罪過，愛
心是聯絡全德的。

“所以，你們既是神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憐憫、恩
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若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
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了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
這一切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聯絡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
平安在你們心裡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
的心。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理豐豐富富的存在心裡，用
詩章、頌詞、靈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神。
無論做什麼，或說話或行事，都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
神。＂歌羅西書３章１２－１７節

“你們要恆切禱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為我們禱告，求神給我
們開傳道的門， 能以講基督的奧祕＂歌羅西書４章２、３節＂…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留，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了那日要賜給
我…＂提摩太後書４章８節

在柑福“愛的大家庭＂裡靈命被建造、成長，每週的小組聚會除
了讀經禱告、分享證道信息外，兄姊們分享生活的點點滴滴，有

沈麗心：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不可依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切所行的
事上，都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路。＂
箴言三章５、６節

很多的互動！真的有濃濃的歸屬感！欣逢本會歡慶４０週年，我
能恭逢盛會，心中真的是無限感恩與喜樂。願一切能力、頌讚、
尊貴、權柄、榮耀都歸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三一真神！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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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陳雪卿：
潘魁民和我都是屏東人，從我母
親那時代就認識周淑慧牧師，尤
其是牧師嬤愛道長老，她是充滿
熱情、愛傳福音的長者。阿民出
身於傳統家庭，我花了很多心思
意念，都沒有辦法領我的夫婿信
主。甚至在他受洗（１９８４年
在紐約）後，還是一直在探討
其他宗教或信仰是否也該通通
都信。他博學好問，喜歡縱覧各類書籍，尋找真理一晃就２０幾
年。

１９８８年我們買房子在 Seal Beach 是爲了和周牧師、吳牧師隔
一條街，正好顏鴻州醫師和美惠同時也從 Michigan 搬到 Candle-
berry Ave，除了在柑縣教會受造就外，小組親蜜的互動是最適合
我們成長的。

阿民到２０００年左右成為台福神學院學生，在臨床傳福音給同
事、病人和家屬及文字事奉上，讓我望塵莫及。感謝柑縣教會，
台福神學院的栽培。阿民也在２０１８年完成了在世上的課業，
回到主耶穌的懷抱，我有説不盡的感恩。也謝謝一路和我走過來
的弟兄姊妹們。

藍善軍：
“所以，你們既是神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憐憫、恩
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若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
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了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歌羅西書３章１２、１３節

謝汝嘉／黃寶旭：
我喜歡敦親睦鄰，因為助人為快樂之本。在鄰居外出旅遊的時
候，幫他們收信，也是我一個身為八十幾歲的長輩所樂意做的。

賴思仁／陸細梅：
柑縣台福教會是橘子園嗎？是一群蒙　上帝選擇的子民，共同築
巢溫馨的家園～愛之船。維他命Ｃ很豐富喔！

邱月美：
感謝柑縣教會２０年來的陪伴，雖然走過高山低谷，沒有懼怕。
願神継續保守我的大家庭逐日建壯，弟兄姐妹身體健康平安喜樂
永偕。

石淑星：
自從1987年找到柑縣台福教會，帶三個年小的女兒們進入EFCOC, 
我如同失喪的孩子，回到天父的懷裡；在此經歷重生，感謝周牧
師的牧養。曾經在基督信友教會傳道服事數年，但2018年二 月季
台在本教會的追思禮拜，承蒙教會同工/兄姐，包括小組的付出，
心中特別感恩！  願未來，基督仍是EFCOC的頭！榮耀歸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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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菊美：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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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福，就是永遠的
生命。＂詩篇１３３篇１－３節

邱顯輝／謝秀瓊：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不嫉妒；愛是不自誇，不張
狂，不做害羞的事，不求自己的益處，不輕易發怒，不計算人的
惡，不喜歡不義，只喜歡真理；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愛是永不止息。＂哥林多前書１３章４－８節

陳廖素卿：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們全家能在柑縣教會，一同敬拜，一同服事。
感謝弟兄姐妹對我們全家多年來的愛護與包容。正逢教會四十週
年慶，想到一首很喜歡的詩歌：
    同來讚美我們救主，一同享受恩典，
    教導我們彼此照顧，同來尋求祂面。
    祂要我們彼此建造，聚集一同往前，
    因被榮耀目標呼召，我們攜手向前。
    我們樂意同來證明，祂賜每人恩典，
    恩典經過每個器皿，湧自純愛之源。
    我們享受喜樂安慰，嘗到平安賜予，
    屬世之輩難以領會，喜樂無法言喻。
    在此豫嘗在基督裏，交通何等甜蜜，
    想到將來座前聚集，喜樂無可比擬。
 
願神的榮耀充滿祂的教會，祂的平安喜樂同在！

黃鳳嬌：
馬太福音６章２５－３４節：所以我告訴你們，不要為生命憂慮
吃什麼，喝什麼；為身體憂慮穿什麼。生命不勝於飲食嗎？身體
不勝於衣裳嗎？

陳金春：
感謝主，祂這麼愛我，帶領我跟林榮弟兄來到柑縣教會已經二十
多年了。林弟兄在疫情中確診，我無法去陪他，但是我知道主耶
穌愛他，帶他回天家。在睡夢中，我看到家裡的燈有火慢慢的上
升，就好像是士師記３章２０節所記載：“見火焰從壇上往上
升，耶和華的使者在壇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了。＂我的心得到了
極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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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會中要稱謝你，
在眾民中要讚美你。 
詩35:18

I will give you praise in the great meeting; I will give you honor among a 
strong people. Psm 35:18 

詩班Choir



86

40th Anniversary

吳顯明：
感謝主，讓我在柑縣教
會４０週年之間，有能
力参與事奉，很榮幸能
夠與各部門同工一起同
心事奉，尤其是詩班的
事奉，這是我最感恩的
事情。祈願柑縣教會能
夠繼續地榮耀神，成為
福音的燈塔。阿們。

周巽玫：
感謝神的恩典今年
是柑縣教會４０週
年慶。感謝神的帶
領我能有機會在教
會詩班事奉，感謝
教會多年對我的栽
培和指導，柑縣是
一個充滿愛和包容
屬靈的家。祈求上
帝賜福柑縣教會能
同心合一傳掦主福
音，詩班歌頌讃美的聲音永不止息。

商麗鶯：
耶穌十字架為世人的完全犠牲，是生命意義的最高境界。確信這
信念是身為基督徒，生命成長過程中追求的標竿。宋純如：

「快點，快點，媽媽詩班練習快要遲到了啦！」這是我的兩個小
朋友在小時候每個星期五和星期日所會發生的場景。數算日子進
柑縣這個大家庭已有２２個年頭，從他們牙牙學語到如今已雙雙
步入社會，看著他們長大的叔叔、阿姨已成了阿公、阿嬤，在這
一段不算短的時間裡我們不僅年歲成長了，弟兄姊妹的情誼經過
生活的淬煉大家的關係更加緊密了；完全沒有更改的是對　神的
愛慕與依戀，因為　神說：「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
吸引你」，所以我們這些被　神的愛吸引的人，雖然都來自不同
的地方，而且有著不同的背景、不同的個性和不同的家庭，卻因
　神的這份愛，讓我們甘心的放下自我，將我們的全人、全心，
交托給基督耶穌，讓祂來掌管我們所有的一切。

如今，我們屬靈的大家庭已經４０歲了，它的前半段我來不及參
與，但是我希冀在將來的日子　神會帶領更多的成員進入我們的
家，進入這個充滿愛的家，讓祂的榮光繼續照亮在家裡的每一個
角落，繼續照亮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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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凰凰：
我很喜歡詩篇２３篇，每天要靈修以前，總是要先讀一次這詩
篇。

張榮明／楊馥鈺：
以馬內利，神與我們同在。（馬太福音１章２３節）腦中反覆出
現許多經文，不同人生階段裡，有許多經文是當時的禱告、感
恩。但是最後總歸，有神同在，有神願意同在夫復何求。神的心
意就是與我們同在，我們也與祂同在。

文禹／蒲以華：
天離地何等的高，衪的慈愛向敬畏衪
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離西有多遠，
衪叫我們的過犯離我們也有多遠。

林文娟：
哥林多後書１２章９節“他對我說：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
的能力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更喜歡誇自己的軟
弱，好叫基督的能力覆庇我。＂

何正泰／卓麗慧：
腓立比書４章６、７節“應當一
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
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神，神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裡，保守你們的心
懷意念。＂這幾年來，身體的不
適，有上帝的應許，更體會到上
帝的兒女何等有福。感謝教會兄
姐們的關懷，尤其是順天長老，在他生病期間，還不忘問我好
嗎？他真是一位讓人懷念充滿基督愛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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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秋貴：
給耶穌的一封信，親愛的阿爸天父，感謝祢時刻住在我生命中，
何等的寶貴，祢讓我很清楚的能感受到祢是何等深深愛我，因為
無論在怎様的處境祢總是讓我知道祢的同在，祢賜我勇敢的心和
力量去面對人生的困境，引導我走出蔭暗的流涙谷，每當我想到
祢如此，如此的深愛我，且特別的愛我，那瞬間喜悦充滿我全
身，無盡的感恩永在我心，愛祢！我的阿爸天父。

林景隆／洪秀敏：
無論身在何處柑縣台福是我們永遠屬靈的家！為四十年來默默付
出的所有牧師及長執同工們獻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

林英悟：
感謝主，保守我們持續在詩歌的事奉。感謝主， 等候新成員加入
詩歌事奉。

林茂澤：
這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首詩歌：新聖詩３２６  耶和華一早起時祢
能聽我的聲：耶和華早起時祢能聽我的聲，早起時我要對祢排列
我的祈禱，盼望祢應我，我要入祢的聖殿，思念祢極大的仁慈，
我心敬虔，心敬虔，我要對祢的聖殿敬拜祢，我要對祢的聖殿敬
拜祢。阿們。（詩篇５篇３節）

王義發：
帖撒羅尼迦前書第五章１６節：要常常喜樂，不住的禱告，凡事
謝恩！

許夢周／邱魏惠姬: 
多年來我倆一直在詩班為了事奉上帝，年紀大了體會上帝滋潤了
我們的喉嚨，也改善了吞嚥困難，感謝主。

呂茂財／張春香：
柑縣教會是我屬靈的家，一直在詩班能以詩歌事奉，這是神的恩
典。教會的生活也帶給我的生命更豐盛。

奚振心／伍台華：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行他命令的是聰明人。耶和華
是永遠當讚美的！＂詩篇１１１篇１０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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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美琴：
喜歡的經文很多，但這個經文常常提醒我，這是出於哥林多前書
６章１２節：凡事我都可行，但不都有益處。凡事我都可行，但
無論那一件，我總不能受它的轄制。

王音拿：
我們是上帝的傑作，是在基督耶穌裡創造的，為要叫我們做祂預
先安排給我們的美善之事。
以弗所書２章１０節

葛原隆／吳瑩瑛：
太太和我在四年前開始到柑縣台福基督教會參加禮拜。會友們的
友善歡迎出乎我們的意料之外。在這裡我們看到很多舊日好友，
讓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我們很快地加入詩班的服事。音樂是我
太太的專長，我是門外漢，我只是陪太太參加詩班。可是詩班成
員不厭其煩地拉拔我，令人感動，這是我意想不到的。我深深感
受到神的愛充滿在我們教會之中。

謝榮銘／趙黛芬：
雅各書３章１７節“惟獨從上頭來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
平，溫良柔順，滿有憐憫，多結善果，没有偏見，沒有假冒，並
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邱豐玉：
詩篇第二十七篇第一節是我喜歡的經文：耶和華是我的亮光、是
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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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tain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
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
骨頭強壯。
你必像澆灌的園子，
又像水流不絕的泉源。 
賽58:11

And the Lord will be your guide at all times; in dry places he will give 
you water in full measure, and will make strong your bones; and you 
will be like a watered garden, and like an ever-flowing spring. Isa.58:11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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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米枝：
柑縣台福基督教會是充滿屬靈愛的教
會，在這裡享受大家庭的喜樂溫暖。
聖經創世記記載上帝創造萬物都齊
了，就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女，讓他
們治理享用。亞當夏娃違背上帝犯
了罪；新約講述上帝讓愛子替人赦
罪。“上帝愛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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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福音３章１６節）義人必因信得生，
因信稱義，得救本乎恩，也因著信，產生活的盼望。這表明了信
望愛的重要，而上帝的愛乃是最大的愛。我們信三位一神，以基
督為中心。以信為始，以信為終。感謝阿爸父神主耶穌基督的恩
典。懇求祢繼續保護引領教會及祢的兒女們，讓教會興旺，世世
代代相傳。奉告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們！

張慶松：
“一粒麥子不落在地裏死了、仍舊是一粒。若是落在地裏死了、
就結出許多子粒來。＂約翰福音１２章２４節

施寶珍：
感謝神！感謝上帝帶領祝福
柑縣教會這４０年來及未來
的歲月！我愛柑縣台福教
會，一個溫暖屬靈的家，弟
兄姊妹一起敬拜神的喜樂，
充滿聖靈同在的感動！
這裡有母親曾多年陪我一起
敬拜神的回憶，如今她已回
天家了，有無限的懷念，想
念在心中！我知道有一天我
必將與母親再相聚，也必和所有回天家的親友們在樂園裏與主耶
穌相見，永遠再也不分離，那將是多美好的盼望！
因為我們的神是又真、又活的神，凡相信耶穌的就有永生，也是
唯一通往永生的道路，天上人間再沒有第二條路。

耶穌説：“我就是道路、真理、生命，若不藉着我，沒有人能到
父那裏去。＂約翰福音１４章６節  聖經更多處記載耶穌復活證
據（馬太福音２８章６節、馬可福音１６章６節、路加福音和約
翰福音也記載）。耶穌若沒有復活，我們所信的就徒然！耶穌
説：“復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了，也必復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不死。＂約翰福音１１章２５、２６節

我常想人的一生很短暫，求神指示我道路，在有限生命裏求神幫
助我更多的認識祂、更多愛祂、更多的事奉祂，能為祂傳福音，
使多人得救。＂…並要在耶路撒冷、猶太全地，撒瑪利亞，直到
地極，作主的見證。＂使徒行傳１章８節

施陳富美：
感謝神送給我這麼好的柑縣教會，成為我的大家庭。但我很虧
欠，我沒能做什麼，常常因身體不好，心有餘卻力不足。我在２
００４年６５歲的時候，才跟我先生先後受洗。教會的兄弟姊妹
很有愛心，常來看我、幫助我。我聖經研讀不多，但我最渴慕的
是尋求聖靈的果子。我每天跟神禱告，求主在我剩餘的年日中，
可以多多地結出聖靈的果子。我感謝主耶穌，因為祂的拯救，我
得到永生，使我能夠成為神的兒女，這是我最大的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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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久富／謝雪雲：
我很喜歡“你們要靠主常常喜樂。我再說，你們要喜樂。當叫眾
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了。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
著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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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保守你們的心懷意念。＂腓立比書４章
４－７節
第４、５節講到神要我們靠著主常常喜樂，要彼此謙讓，不要憂
慮。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第６和７節經文常常給我鼓勵及力
量。堅定的信靠神，祂會賜給我們在主裡完全的平安。那是三個
層次的平安：1. Peace with God, 2. Peace with joy, 3. Peace 
of God. 這是我人生的體驗。

楊韶芳：
來柑縣台福的感想就像到了自
己的出生地一樣，有家鄉的風
味和如家人的親切！

盧明寬：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不像世人所賜的。你們
心裡不要憂愁，也不要膽怯。＂約翰福音１４章２７節

謝正銘：
柑縣台福教會是我屬靈
的家。我很感謝教會對
我的媽媽這麼照顧，也
對我這麼好。我很愛這
個教會。

邱春枝：
“他對我說：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力是在人的軟弱上
顯得完全。＂哥林多後書１２章９節

游育穎：
感謝神！這世界上的日子，並不是一切順利，都沒有麻煩，但都
有神的保守和恩典。神的話語，給我很多的盼望。倚靠神，才能
一直走下去。兩個女兒現在都在工作了，希望神看顧她們，經歷
神的恩典。

顏青毅／程寶玉：
親愛的柑縣教會－主賞
賜給我們的屬靈的家，
感謝　主，我為這個家
感激不盡。每一位牧
者、每一位長執、每個
弟兄姊妹都是　主給的
福氣。求　主保守大家
合而為一的心，我們就
能永遠是聖靈喜歡居住
的地方。在　主裏盡我們的本份，時候到時自有　主分配給我們
的工作，國度裏不可或缺只有我們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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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
我要將我的靈澆灌你的後裔，將我的福澆灌你的子孫。 
賽44:3

For I will send water on the land needing it, and streams on the dry earth: I will let 
my spirit come down on your seed, and my blessing on your offspring. Isa.44:3   

Huntington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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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茂財／張春香：
柑縣教會是我屬靈的家，一直在詩班能以詩歌事奉，這是神的恩
典。教會的生活也帶給我的生命更豐盛。

天華／天聰：
感謝主的看顧與保守，使我們姊妹能夠平安健康地生活在一起。
雖然生活之中遇著困境、徬徨，但是知道禱告仰望信靠主，祂將
帶領我們增加信心，走向平坦的道路。獻上感恩，阿們。

廖哲雄／陳明娟：
“祂知道我所行的路＂（約伯
記２３章１０節），這是我喜
愛的經節之一。五十多年前來
到美國，經歷了人生各種不同
的挑戰，無論是婚姻、家庭、
工作、病痛和失敗，每一條路
都不會盡然平坦、易行，但是
我深信每一步都有神的帶領和
眷顧，祂�下的恩典也常常超過
我所求所想。“當將你的事交
托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詩篇３７篇５節）。
願我一生都能信靠、交托，並且為此獻上感恩，阿門！

邵翠華：
哥林多後書１章１０節“他曾救我們脫離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
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來還要救我們。＂
他曾經救過我們：　  十架救恩　白白給，　因信稱義　靈得救；
現在仍然要救我們：  聖靈帶領　要殷勤，　祂旺我微　魂得救；
指望將來還要救我們：聖潔之魂　要復活，　基督同我　王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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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鸞：
何等的恩典與有福，我們是柑縣台福教會屬靈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我
們是蒙恩的、有福的，在其中我們有滿滿愛的滋潤與交流。

感謝柑縣台福教會提供的課程教導，讓我們的身、心、靈得到餵養，
知識得到成長，豐富了我們的生命。更有平台讓大家得以發揮音樂上
的恩賜，盡情以詩歌讚美來敬拜，榮耀主名；更在監獄事工，用歌聲
為武器，來融化監獄中受刑人剛硬的心，廣傳福音。柑縣教會的代禱
事工，讓無數身心靈受苦的肢體得到安慰與鼓勵是溫馨的管道。國家
大事、世界局勢，我們都一 一帶到主前，求主施恩憐憫，求主居首
位掌王權伸張正義。

柑縣台福教會是蒙恩的教會，因著第一任主任牧師周淑慧牧師的異
象，要向走向開放後的東歐共產國家傳福音，成立了『普世豐盛生
命中心』，埋下福音宣教的種子。一開始是以柑縣台福教會為基地，
有很多會友同心搭上這宣教的列車，盡心盡力的支持與參與，向世界
發出宣教的挑戰，一步一腳印，慢慢走向世界的地極，也向跨文化推
進。『只因一人』『一個異象』，種下一粒宣教的種子、成樹、茁
壯、開枝散葉，成就現在的一片林。

祝福柑縣台福教會四十週年慶，眾會友們繼續在上帝的面光中蒙
恩、蒙福、蒙恩典，不忘初心，時時警醒，走在上帝的心意之
中，不偏離真道，與主同行。願主的榮耀、光輝在柑縣台福教會
彰顯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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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青

少年人用什麼潔淨他的行為呢？
是要遵行你的話！ 
詩篇119:9

How may a young man make his way clean? by guiding it after your word. 
Psm 119:9

Mandarin

Young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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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威怡 Solomon Wu：
坐在天上全能寶座上的父： 
謝謝祢揀選及興起一批忠心且
委身的門徒，抱著得著生命的
喜悅，與眾人分享從您那得來
的愛。一顆顆敬畏您及願意獻
身擺上的心於四十年前催生了
柑縣台福基督教會；而在四十
年頭，信徒們的每一步蹤跡在
不同人的生命烙印下蒙福的印
記。

信實的阿爸父呀～祢的應許總不落空，如同你怎樣祝福亞伯拉罕
及他的後裔。如今，我成為祢所愛的兒女。祢塑造我；祢管教
我；祢也使我走著我當行的路，讓我成為流通祝福的管子，如同
許許多多教會中的前輩將那上好的福份傳遞給周遭的人們，因著
祢的祝福人們 的生命獲得更新。

慈愛憐憫的父阿～祢總是敞開雙臂等待迷航未返的遊子們。一旦
他們回轉歸向祢，祢充滿愛意的環抱成兒女們的安慰。求祢引領
稚嫩總是犯罪的我，別讓我的心昏昧剛硬，而是渴慕祢的聲音，
如同羊群認得牧羊人的聲音，跟隨牧羊人的引領。

施恩的阿爸父呀～我要為柑縣台福基督教會獻上感謝。起初所立
的樑柱與所砌的房角石屹立不搖地進入第四十年頭，一磚一瓦至
今皆各司其職地為扮演著眾弟兄姊妹可以揚聲讚美阿爸父的殿
所。謝謝祢依著祢的形象創造了我們，讓生在教會的弟兄姊妹們
擔負將父的愛傳遞給眾百姓的使命。願教會弟兄姊妹們同心尋求
父對我們的呼召，齊力完成父在我們身上的命定，大夥一同見證
詩篇１３３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 面對不斷變化的世界與價值觀，叫我們依然朝著標竿直跑，不
要遺忘我們所信的就是道路、真理和生命，並且祢對我們的應許
是永遠不變的。

願祢垂聽您兒女的祈禱，奉救主基督耶穌的名祈求，阿門。
主的僕人　吳威怡

吳聖怡 Reagan Wu：
主是我避難所，使我得剛強！
這些年，感謝阿爸天父和 EFCOC 
牧者的教導，讓我深深地明瞭：
教會是彰顯神的愛的地方，也是
罪人來認罪悔改的地方。經過高
山，走過低谷， 經歷滿足，也
逢失喪，上帝奇妙恩典讓我看到
也經歷祂要我如何跌倒，更要我
在神面前如何重新學習謙卑，如
何靠主認罪，如何尊主為大，如
何學習真順服…

教會因著主的愛，從不完美變成完美；也因著神的愛，讓我們可
以成為神國的一家人，彼此連結，一起互相造就，與哀哭者一同
哀哭……但，更重要的是，最終我們可以一起站立在神面前，歡
呼神國的收割和勝利！謝謝主的愛，讓我在教會更茁壯。

與大家勉勵，現在若你正讀到這裡……不管你、我此時的景況如
何，上帝知道我們的所有需要，光景是好是壞，愛我們的耶穌基
督永不離棄我們！因約翰福音６章３７節：到我這裡來的，我總
不丟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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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毓貞 Jayleen Hsiao：
感謝 EFCOC 在我來美國求
學、工作的這五年，成為
我屬靈的家、生活力量的
支持。祝福 EFCOC 在新
的歲月，不斷更新茁壯，
多結果子，成為神福音的
管道。

石佩珊 Eugene Shek：
不知不覺已經來 EFCOC 四年了，教會就像我的家一樣，有天父的
愛及弟兄姐妹的關懷與扶持。感謝大家為我這屬靈的小種子撒種
及澆灌。願主繼續帶領著教會的發展以及每位弟兄姐妹屬靈生命
皆能發芽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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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婉麗 Samantha Ko：
在柑縣教會受洗、學習、裝
備，成長到現在可以服事
神，這１４年一路走來滿滿
恩典與感謝。在教會這個大
家庭中，我感受到從神而來
的愛並不分你我，彼此幫助
扶持。也讓我學習如何去愛
別人，將神的愛傳出去。雖
然４０年中，我只參與其中
的１４年。希望未來的每一年，都能與教會一起服事神，將大使
命福音廣傳到地極。 ＥＦＣＯＣ　４０週年生日快樂！

葛述堯 Jonathan Ko：
到柑縣的這１０幾年，感受到了柑縣大家庭的溫暖及在主裡的
愛，這是一個充滿愛的教會。在歡慶這４０週年的生日，願柑縣
在往後的每一天，能帶給這個社區主的恩典及愛，繼續把這份愛
傳承下去，也讓柑縣在主的恩典中更加的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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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e   County
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子，
葉子也不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都順利。 
詩1:3

He will be like a tree planted by the rivers of water, which gives its fruit at 
the right time, whose leaves will ever be green; and he will do well in all his 
undertakings.    Psm 1:3

北橙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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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銘峻：
我們的宇宙是神所創造出來的，如果
你好好去看最新太空望遠鏡韋伯，傳
回來的１３０億年歷史照片。那樣的
燦爛時光，遠遠超過我們世界的光
芒。無論你在做什麼服事，上帝都是
你偉大深廣的天父，為你帶來向前的
動力，帶來更新的機會。把握人生最
終的目標，像是大太空星球的美麗，
把世界放在你心中，有條有理地定
位，為神攞上你的服事。
Lord, shine your love through us.

孫順：
祝賀柑縣台福基督教會成立４０週年！祝願這個溫暖的大家庭繼
續成長得越來越好，大家庭裡弟兄姐妹也越來越多，可以把平安
喜樂和福音傳遞到更遠的地方，感動到更多被眷顧的人！

姜詠梅：
柑縣台福教會是愛神愛人榮耀主的教
會，是我新生命的誕生地，我永遠愛
他。

張文欽／李淑玲：
我們夫婦搬來加州兩年半的時間，靠著神的恩典，在這屬靈的
家，特別在聖經人物的認識上，有了豐富的學習。感謝主！

張皓：
四十載的教會，風華正茂！
祝願福音廣播！永蒙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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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雅芬：
神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力
量，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詩篇４６篇１節）

林炳堃／楊孟荊：
神能照著運行在我們心裡的大力，充充足足的成就一切，超過我
們所求所想的！感謝神，率領柑縣台福教會，蓽路藍縷走過４０
年！願神使用教會，讓末後的榮耀，大過先前的榮耀！

楊錫禮：
神掌權！

王雲美：
自與外子結婚之後就進入“柑
福＂這個大家庭。一幌眼已
近四十年，柑福對我而言不只
是一間教會，更是我靈命成長
的地方。這些年來從牧者的講
道、主日學老師對聖經的解析
及教導、弟兄姊妹愛的服事、
關懷與代禱，無形中都滋養了
我的靈命。就如希伯來書１２章１節所述“我們既有許多的見證
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易纏累我
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路程。＂這也是我日後
面對苦難的最大動力與支持。恭喜柑福四十歲生日，願神繼續使
用柑福讓更多的人蒙福。

郭宗億：
感謝神的恩典，讓我們在美國找到一個屬靈的教會和夥伴一起服
事和學習，讓我們一起來完成神所交托的、並使我們的教會成為
世界的燈塔！

楊青：
熱烈祝賀柑縣台福教會成立４０週年！柑縣台福教會就像是居住
在我內心的家。有天父的慈愛，有兄弟姐妹的關懷，讓我感到平
安、幸福！我心懷感恩和讚美，把一切交託在神的手中！

盧志芬：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不至缺乏。詩篇２３篇１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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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華：
柑縣台福四十週年誌慶
時光真飛逝，歲月誠如梭；
柑福設教會，今已屆不惑。
忠心共服事，總有愛相隨；
福音儘廣傳，皆是神恩典。

鄭聖慧：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在柑縣教
會與所敬愛的牧師一起服事。
從周牧師、陳牧師、莊牧師，
陳老師的身上，我學到了持守
堅定的信仰，做人處事應有的
態度，並從音樂事奉上體驗到
讚美的喜樂與力量。上帝的心
意從來沒有改變過，就是要將
一切美好的恩典，賞賜在我們
生命當中。祂必定帶著我們，
勝過挑戰，迎接賜福。跟可愛的同工們一起服事，真的是非常喜
樂，我們共同的使命就是要把人帶到神的面前。讓我們常常保持
著心中從神而來的光，因為你不知道什麼時候，誰會因為這個光
而走出黑暗。

黃光旭／張馨元：
“我再一次說，若是你們中間有兩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
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哪裏有兩三個人奉我的
名聚會，哪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感謝神奇妙地引領我進入我
們柑縣基督教會受裝備丶訓練與差遣，大大豐富我的生命丶經歷
神的奇妙同在與信實，不斷地更深認識我們獨一真神和神所差來
的主耶穌基督，特別是藉著小組與同工間的１：１兩個人和兩三
個人之同心合意地學習主基督之所是所思所在所行丶同心揣摩效
法主基督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聆聽並遵從天父的命令丶是如何與
天父建立極親密的關係，並如何得蒙神的靈充滿丶澆灌丶引領地
謙卑服事到底，在實踐中體認神的信實丶奇妙屬性與救恩大愛。
願一切榮耀歸於至高神，地上平安歸於神所喜悅的人！

黃壽美：
想到柑縣已經四十年了，心裡有說了出的感激。在此我們經歷了
成長，長大、成熟、祝福。內心非常的感恩，但願上帝一直祝福
大家。

黃文雄：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參與４０年
前教會的設立，看見教會的成
長，見證到許多人在這裡得救、
成長、心靈得安慰、得造就、奉
獻及委身，懇求主繼續在教會中
掌權、帶領柑福教會，繼續成為
　神所喜爱的家。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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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本藍：
我要感謝教會裡的長者，教導我如
何說話輕一點的教孩子，把天生宏
亮的聲音用來唱詩讚美神！也有很
好的榜樣使我對物質不受轄制。認
識自己、學習反省自己，不苛求別
人。了解什麼是愛，除了哥林多前
書１３章，原來不數落丈夫也是一
種愛。明白何謂真理和救贖。常思
想聖靈的果子，我做到了多少？抓
住神的應許，讓神時常掌權在自己
心裡，遇見困難只有順服在他的手
中。學習感謝、尊重遇到的每一個人。在柑縣２８年、經歷許多
歡樂、痛苦與生離死別。我還是要說＂原來神對我這麼好！因為
我們的一生是神的計劃！＂

蔣竹芸：
我在柑縣教會裡最喜歡的是在大主堂裡作禱告，感覺特別的溫
暖、與主很親近的喜悅平安！

許格精：
天父我要感謝您的帶領，因您
的憐憫和信實使我從黑暗走向
光明，重生得救，謝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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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ntia小組

直到你們年老，我仍這樣；
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搋。
我已造作，也必保抱；
我必懷抱，也必拯救。 
以賽亞書46:4

Even when you are old I will be the same, and when you are grey-haired I will 
take care of you: I will still be responsible for what I made; yes, I will take you 
and keep you safe.  Isa.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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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勝井／陳雪娥：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詩篇３７篇５節

沈文平／許美櫻：
感謝　父神讓我成為柑縣台福教會
的一員，培育我、教導我成長，引
領人來歸向創造宇宙萬物之父神。

蔡敏治：
移民以來真實感覺到神的同在和引導，感謝主！

鄭良誠／鄭謝娟娟：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不可倚靠自己的聰明，＂箴言３章５節
我們一生持久按照這句聖經的教訓行，確實看到在我們人生的路
上，神豐富的恩典滿滿。我們要更認真的敬拜神，雖然不會做什
麼，但是我們能做的，就高高興興的去做。

陳三雄/康妙英：
感謝神！不離不棄的愛，祂的信實廣大，祂是我四圍的盾牌，我
的榮耀，我的詩歌，我的滿足，我的力量，我的喜樂，我的盼
望！一生中困難一定有，但是神的恩典一定夠用，感謝主豐盛的
供應，我要一生讚美主，永遠跟隨！

黃景良／林業：
“凡勞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裡來，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
太福音１１章２８節。我因為這一節經文，才有機會信主。感謝
柑縣教會讓我可以參加 Placentia 小組這麼多年，這是我在 Or-
ange County 參加時間最長的小組，雖然每一個人的背景不同、
個性不同，但神奇妙的作為讓我們能快樂地相聚在一起這麼久。

黃滿輝／黃楊秋：
觀前顧後，相伴相隨，大步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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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as made strong the iron bands of your doors; he has sent blessings on your 
children inside your walls. Psm 147:13 

Irvine
因為他堅固了你的門閂，
賜福給你中間的兒女。 
詩1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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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閣良：
１２歲來美國，就一直在這個教會聚會到現在。一生中最美好、
最值得回憶的，就是那段學生團契的時光。感謝周牧師及輔導們
在信仰上的栽培；也感謝多年來，錄音室的每一位同工在主裏的
同心服事，建立基督的教會。

孫瑞利／黃素玉：
柑縣教會是我屬靈的家，你的
情你的愛，是我一生最美的回
憶。

朱虹：
神以恩典為我年歲的冠冕，因此�我的路
徑都滴下了脂油。

四十年來，四季更迭變換中，從不到３０
歲到現在７０歲，在柑縣教會度過了幾乎
三分之二以上的歲月。

這麼多的日子，在同一個團體裏，經過過
了無數的曲曲折折、高山低谷，真的不容
易，看似平凡不過的教會生活，背後卻也
有著些許的艱難與辛酸。但在回顧的此
刻，想到我可以從第一天起，在這裡服事
愛我的主直到如今（特別感恩的，是與劉
哥同心服事的前三十年），心中感到何等
的榮幸！我深信每一步，甚至那些走過的彎路，都是神用來建造
我生命的過程。

對柑縣教會的執著和愛，是我的承諾。這個承諾，在我靈性最脆
弱的時候考驗著我，要求我去認同異己、對付驕傲、自義、掌控
欲、我的脾氣、我的耐性、和聖經中所說的試探。而我忠心服事
及與耶穌的親密關係，表達了我對這份承諾的回應，總結一句
話：
用心愛主了，就會體悟到服事的喜樂；
用情待人了，就能感受到真情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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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鳳梅： 
親愛的天父，我們讚美祢！祢是
我們的盾牌和力量，祢顧念我們
一切的難處，來到天父的面前，
我們能夠將一切的憂慮卸給祢，
謝謝主賜給我們屬天的喜樂和盼
望，因倚靠祢我們得著滿足，感
謝主！

許敏又：
感謝主，讓我來美國就在柑縣教
會，這裡就是我的家。我在這裏
成長，堅定我的信仰、受洗，在
這裡經歷許多神的恩典與賜福，
並且能夠在這裡事奉。尤其是在
敬拜讚美的事奉中，讓我更經歷
聖靈的同在，讓我知道我只是神
的器皿，我要更謙卑，若不是靠
著聖靈，我什麼都不能做。在帶
領敬拜讚美的服事上，我需要很多的禱告，如果不是聖靈動工，
我什麼都不能做。我也感謝主，從弟兄姊妹的回應，讓我知道他
們有所得著，求主幫助我能繼續在敬拜讚美的事工上，更多得到
主的恩膏，幫助教會一起走在神的道路上。

黃勝雄／壽賀： 
柑縣教會是我們從台灣退休回美國並移居南加州第一個參加的教
會。那是２０１６年開始的，因為那時我們在花蓮門諾醫院的同
事黃文雄醫生也在柑縣台福教會。那時莊澤豐牧師是主任牧師，
分兩堂禮拜。原來台語在一樓大禮堂，而華語在二樓小禮拜堂，
但是聴華語的人多了以後，兩堂就對換地點。華語就在大堂。台
語在二樓的小堂。還好有電梯的幫助，不然只聴懂台語的老人家
就更辛苦了。
我們在這個禮拜堂三年多，也參加主日學。在信仰的旅途上很踏
實。只是從我們住家到教會開車也３０分鐘。這段路車子多，路
況很緊張。尤其上年紀的人比較緊張。後來我們才換到Laguna 
woods的長老教會，開車只有１５分鐘就到且不塞車，而且能用台
語做禮拜，就像回到年輕時在台灣長老教會做禮拜一樣自然。我
們心裏很感謝在柑縣台福基督教會認識了許多主內的朋友。
願上主恩典保守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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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 Joanne Tran: 
【我們是你的百姓】
我們屬於你，都是你的百姓，我們正呼求你，宣揚你的聖名；
在這黑暗的世代，你召我們發光；當我們尋求你面，主啊，顯你
大能！
建立你教會，來醫治這地，願你國度降臨。
建立你教會，來醫治這地，願你旨意成全。

這首詩歌道出了柑縣教會過去４０年來的努力，同樣是柑縣教會
未來繼續的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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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愛為旗在我以上。 
雅歌2:4

… and his flag over me was love. Son of Songs 2:4

Song of  SS SongsSS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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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東煥／何艷筠：
上一次寫感恩的文章應該是教
會３０週年紀念冊的時候寫了
一篇。今年是教會４０週年，
回顧過去１０年，第一件事情
想到的就是失去了不少教會的
兄姐，包括離世回到天家的，
也有一些兄姐有一段時間沒有
在教會看到的。分離總是不容
易的，但神的同在給我力量往
前走。當每一次主日崇拜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時，神深深的提醒
我，祂是永遠不變的神。“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
是一樣的。＂（希伯來書１３章８節）我們身邊的人事物會變，
但是神永不改變。感謝神這樣寶貴的應許。另外一件感恩的事，
就是兩個小孩已長大，都要上大學了，為他們感恩能在神的家一
起成長。回頭看，滿滿的感恩，謝謝神知道，神同在，神引導，
神看顧！

張秋菊：
感謝讃美主！４０週年了。　
神用聖靈的果子成為我們生活
中的靈糧。神的恩典夠我們
用，祂讓我們在　神的國度裡
有份，可以成為祂使用的器皿
互相連結，成為別人的祝福。
　神使我們不能與祂的愛隔
絕。感謝讚美主！願榮耀權柄
都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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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祥／顏雯：
２００９年年底來到柑縣教會。
時光飛逝，近十三年的歲月過去
了。在教會慶祝四十週年慶之
際，回想過去的日子，心中充滿
了感恩與珍惜。感謝主把我們家
帶到柑縣，在神的家中學習與成
長；在神的愛中與弟兄姊妹建立
良好的關係，共同服事、分享和
扶持。這些日子是我生命中既充
實又美好的時光！感謝主的揀選，而今而後，遵行祂的旨意，行
公義，好憐憫，存謙卑的心，與我們的神同行。

沈重彥／劉淑琳：
感謝你們，每一群在柑縣教會各
個角落裏無聲無息默默付出及支
持你們所有服事的人！因為你們
學習耶穌的榜樣，不間斷的包
容、尊重及信任，成為了我及我
自己的孩子們的好榜樣！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who have 
diligently and humbly given your-
self, like Jesus, to serve all of, no 
matter in what conditions! Your incessant tolerance, respect and faith set 
a role model to my children and me in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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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Paul: 
From the moment that I fi rst came to EFCOC, people have been very 
warm and welcoming to me - and the kids are so respectful and call us 
aunt and uncle. Throughout the years, this has been the thing that I have 
enjoyed the most about the church. I also enjoy serving with Renita. She 
enjoys relationships with so many people at the church going back 20 or 
30 years and loves seeing her old friends and making new friends too.

Renita Paul 莊瑞璁：
EFCOC, a place I call spiritual 
home. 
近40年來在這裡成長，在這裡
受造就、裝備、宣教差派、服
事，真的是神的恩典滿滿。
在世上、社會上跌倒，但在這
裡被安慰扶持，好感恩。在這
裡經過了許多人，也認識了許
多人，像周牧師、陳牧師、林
牧師、我的輔導顏哥和陳姐給
予好多的教導，還有從劉哥哥身上學習到為人禱告為人祝福，Dr. 
Wendy 連周日都還為我診斷身心病理。記得那時，團契年輕人們
開始 dating 及結婚生子，黃醫師也給我們很多的教導：如何照
顧下一代…真的好豐盛喲。在教會裏也學習認識神，知道神真的
用各式各樣的人與事，來幫助我們成長，無論你 ready or not,  God 
will make a way for you. Just come as I am. 哇，come as I am 耶，即
使自己破爛不堪祂仍是愛我的！！

真的在這個 EFCOC 教會裡學習好多喔，學習成長、學習倚靠
神、學習愛神愛人，也學習要愛自己。
EFCOC is a spiritual and wonderful home sweet ho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and may this you continue to bless and educate 
people be the light and shine. I am blessed to be a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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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弘明／黃淑貞：
柑縣教會將踏入４０週年了，
很感動看到許多弟兄姊妹仍
堅守崗位，服事教會，雖然有
不同牧者接替牧養教會，但都
秉承柑縣教會不變的使命，在
台華語言社區中傳揚耶穌基督
的福音，成為真理的柱石和被
耶穌的愛充滿的教會。雖然大
環境的變遷，和年歲的流逝，
使一些弟兄姊妹分散到別處，甚至回天家，但我相信無論是天上
的、別處的、仍在教會的弟兄姊妹，都在一同見證慶祝神在柑縣
４０年的恩典和帶領，祝柑縣教會生日快樂！

黃文彥／胡靜宜：
哥林多後書六章一節，是我很愛的
一節聖經節“我們與神同工的，也
勸你們，不可徒受祂的恩典。＂我
們常說上帝的恩典是多麼的奇妙，
可是我們很少人提到，我們不可圖
受上帝的恩典，恩典是白白給我們
的，可是恩典卻是無價的，在這裡
面提到我們與神同工，為什麼全能
的上帝要和我們這些罪人一起工作
呢？我們會抱怨，我們會軟弱，我們會出錯，那天父　上帝為什
麼還要我們跟他同工呢？原來祂是愛我們，要我們跟他同一起工
作，這樣我們就知道把榮耀歸給祂，我從小就在台灣的長老會受
洗成長，不過我問我自己，到底有沒有和上帝同工過？在我的記
憶裡面，好像在傳福音的事工上，我只有一次成功帶領我一位高
中同學認識　主耶穌。
我２３歲當完兵後從台灣來美國唸書，我所參加的教會也幾乎沒
有辦福音活動，直到２００９年我來到我們柑縣台福教會，一些
屬靈的長輩，他們把傳福音變成他們日常的生活，起初我真的是
覺得很不可思議。我舉個例子，已歸天家的劉富誠長老，每次去
餐廳的時候就會問店裡的服務生有沒有認識主耶穌？或者是我們
的黃文雄醫師（長老），也會跟他的病人聊起主耶穌的福音，這
讓我覺得很不可思議，不過話又說回來，這不就是我們基督徒應
該做的嗎？所以說我們不可圖受他的恩典，應該得時不得時都要
傳福音，我感謝我們柑縣台福教會，有這樣熱誠傳福音的精神，
把這個大使命傳到世界每一個角落裡，願　神祝福我們的教會，
也祝福大家。

陳瓊琪：
感謝主！為我預備一個地方在祢的話中成長！回望過去，這許多
年總經歷上帝豐盛的恩典，上帝的時間總是不早也不遲。願上帝
繼續賜福柑縣台福教會渡過更多的４０年，帶領更多人歸主，作
主門徒。“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路上的光。＂（詩篇１１
９篇１０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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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成／王雯蘋：
好不容易在驚濤駭浪中，看著穎恩慢慢長大，小時候感覺他的學
習比較慢，有一年回去台灣，幫他配了眼鏡以後，各種學習變成
不但能趕上同年齡的孩子，而且表現優異，日文演講比賽，還得
了第一名。誰知去年他的眼睛又需要開刀，我一直擔心他的左眼
會失明，如果真的失明，以後他要如何面對前面的人生旅程？我
非常的憂慮煩惱，在這個時候有一首歌“我知誰掌管明天＂幫助
了我，我整整的聽了兩個禮拜，亞伯拉罕獻以撒的聖經記載，讓
我看到“神會預備，不要懷疑＂，我的心整個釋懷了。我知道神
會保守穎恩的眼睛，他一生的日子，恩典必然夠用。非常感謝教
會的兄姊，常常為我禱告，教導我很多。他們的分享讓我不再看
穎恩的問題，而是讓我看到現在日新月異的醫學進步，讓我看到
神大能的手帶領、醫治、扶持。孩子在神的手中，我們幫祂託
管，神不要我們憂慮，祂要我們快樂有意義地過每一天。

林偉典／洪夙芬：
打開廚櫃，裡面有柑縣教會
２０週年的綠杯子跟３０週
年「上帝所喜悅的」杯子，
這屬靈的家陪我們走過二十
年移民生活的高山低谷，謝
謝弟兄姐妹們同心同行，我
們有主真好！
（Daniel & Sharon）

林子鈞：
“我的神我的主啊，求你奮興醒起，判清我的事，伸明我的冤！
耶和華─我的神啊，求你按你的公義判斷我，不容他們向我誇
耀！＂（詩篇３５篇２３、２４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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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會友
婉媚和 Charlie Yang：
畢生難忘：一個令人懷念不已
的教會….
我們夫妻及兒子，一家三口都
是在柑縣教會受洗的。非常感
謝教會的每一個人，你們改變
了我們的生命，謝謝大家！

周淑慧牧師每個禮拜讀很多的
書，然後每主日就有一篇“非常豐富的靈糧＂，每次聽道時就會
非常的感動，會後一定不忘去圖書室買錄音帶回家，反復的聽。
每一個長老都非常的友善。順天長老、碧珠姊都是我們心中永遠
難忘的。記得在午餐的時候，孫瑞利長老総是笑容滿面的停下
來，問我們：“好嗎？有沒有什麼可以為你禱告的？＂真是非常
的親切、充滿愛心。我參加了柑縣最美的詩班，陳勗生老師所訓
練傑出的美音詩班，很令人懷念！

雖然是傳統的教會，周淑慧牧師卻一點也不怕突破傳統。她開始
了「小組教會」，並請來專家訓練我們做小組。聖慧每星期特別
來帶小組經文，她是我們尊敬的教師。牧師歡迎聖靈，請來了許
多“世界級的大牧者幫助羊群＂ 。周淑慧牧師所領導的教會注重
聖經、聖靈、愛心行動� 

在柑縣的期間，我們受到了最好的裝備，以致於在人生旅途中一
直是個健康的基督徒、組長、區長、區牧…。夫妻一起被按牧，
如今我們仍在職坊及教會參與各樣的牧養，要謝謝柑縣教會牧長
們！

顏鴻洲/賴美惠：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在３４
年前，從底特律搬來加州的第
一落腳地 Seal Beach，竟然是
跟周牧師的同一地區，從此就
在柑縣台福教會的薰陶之下，
隨著周牧師的帶領教導之下，
屬靈的追求，傳福音的熱情有
增無減。台福有著搶救百萬靈
魂的目標，我常常跟著周牧師
的探訪，引人歸主的感覺加上
在台福傳播中心中心的服事，傳福音的熱情加上黃文雄醫師的談
道訓練、福音的四定律的培訓，引發我與美惠勇敢的傳福音，加
上職場的關係，引領多人進入教會，接受主耶穌。一路上的回憶
都有周牧師，吳牧師的教導及關懷鼓勵，我們回想起來，柑福是
我啓蒙的家，尤其周牧師及長老執事的陪伴，都是最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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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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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ay by day, going in agreement together regularly to the Temple and…Giving 
praise to God, and having the approval of all the people; and every day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had salvation was increased by the Lord.  Acts 2:46-47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切的在殿裡…讚美神，
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徒2: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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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鄭聖慧
 
面對疫情的這兩年，教會在許多方面也不太一樣了。但是神依然
保守，祂讓我們能夠喜樂面對這寶貝的設教40週年感恩慶祝。在
風雨飄搖中我們仍然能歡呼歌唱，禱告讚美神，帶著極大的盼
望，面對接下來的40年，這是偌大的恩典。
 
每一個感言都是我們肢體生命中深邃的見證，看似簡短的經文，
卻是他想了許久最後所做的決定。這個生命感言的園地，是我們
為主做見證的平台，更是我們重新得力的高台。
 
在編輯的過程中，神讓我看到自己是多麼地不足和卑微，祂更讓
我看到四周圍有這麼多天使，層層環繞著我。各團契小組長熱心
地幫忙收集感言和照片，感謝主，總共有兩百多位兄姐參與了這
感恩炭火燃燒的分享。祈求永生真神的靈，來復興我們，讓我們
重新得力。
 
感謝 John 及 Rebecca Su 悉心的封面及插圖設計，更有兩位令我
非常感動的大能勇士Jonathan Shen 和Solomon Wu, 他們帶著專業
和愛心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讓我們這本“家人感言集＂能夠很
順利地誕生，願神紀念兄姐同工們，在主裡的辛勞。

但願在這極度需要神憐憫的世代中，柑縣教會能夠重新得力，成
為一個福音的燈塔。感謝主讓我們有份參與在這一個寶貴的時刻

中。深信“神能照著運行在我們心裡的大力充充足足的成
就一切，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
基督耶穌裡，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
們！＂ (以弗所書3:20-21)

編輯同工： 吳威怡、沈重彥、鄭聖慧 
美術同工： John and Rebecca Su 
英語同工： 許庭瑄
印刷同工： 許格精
召集人： 鄭聖慧

Afterword by Susanna Kuo

Many things have changed after two years of pandemics, but God is still watch-
ing over His church, allowing us to embrace the 4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with abundant joy. Despite many uncertainties, we can still sing, shout, pray, 
and to praise our God. By His grace, we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40 years with 
great hope.

Every piece of writing included in this book represents testimonies of life from 
our members. What seems to be short writings are the work of hours of con-
templation and thoughts. The collection of writings from members not only 
represent our testimonies for the Lord, but also serves as an encouragement for 
our strength to be renewed.

During the editing process, God showed me how inadequate I was, and He also 
surrounded me with many angels, layer by layer. Praise the Lord, with helps 
from fellowship leaders, we were able to collect sharing of thanksgiving from 
over 200 brothers and sisters. With a grateful heart, we ask for the Spirit of the 
Lord to revive us and to renew our strength.

Special thanks to John and Rebecca Su for their marvelous cover and illustra-
tions design, and for the passion an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Jonathan Shen and 
Solomon Wu. Your dedication and eff orts allowed this “family sharing collec-
tion” to come to fruition. May the Lord remember everyone’s hard works in 
the Lord.

Living in the age where we desperately need God’s mercy, may the Lord renew 
our strength, so that EFCOC can become a beacon of gospel. Thanks be to God 
for allowing each of us to partake this precious moment, as we pray, “Now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far more abundantly than all that we ask or think, 
according to the power at work within us, to him be glory in the church 
and in Christ Jesus throughout all generations, forever and ever. Amen.” 
(Ephesians 3:20-21)

Editors: Jonathan Shen, Solomon Wu, Susanna Kuo
Creative Arts : John and Rebecca Su
English Coworker: Erin Hsu
Printing Coworker: Mike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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