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書第五封，於 9/4/95 寄出
8/7/95~8/13/95

(週一至週日)

週二，遠自加州來與我們一起同工的胡牧師、師母終於在早上來到。感謝主，
又增加了我們一起禱告、齊心傳福音、造就工人的伙伴。回想十年前，我們與胡
牧師一同在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受造就。畢業後各分東西，我們來紐約牧會，
他則進入 Dallas 神學院進修，再返母院教神學。十年以後，神又再次將我們招
聚一起，配搭服事。主的帶領，超越人一切的計劃與安排。
胡師母是來自青島的傳道人，讓我們對中國大陸的家庭教會也有更深一層地
認識。她告訴我們在大陸的信徒對真理渴慕的情形，他們在各家庭的聚會，總是
小小的一個房子，擠滿了一，兩百人，廚房、臥房、客廳、飯廳、甚至洗手間，
只要人能站的地方，都是人貼著人站著，目的就是要聽傳道人傳講神的話語。他
們一聽道，就是好幾個小時。他們拿假期的目的，都不是為去旅遊，而是為了更
多聽聖經、學習聖經。
正因為人心靈的饑渴與空虛，許多異端在中國大陸也是十分流行。求主打發
更多在真理上有裝備的傳道人，去餵養主的羊群。也求主復興在北美的眾教會，
叫那感動中國信徒饑渴長進的靈，加倍地感動我們，好叫每間教會，每一個空座
位都能填滿人。聖經不再成為北美信徒的裝飾品，而成為我們每天的必需與實際。
下午收到兩封信與奉獻，一位是寡居多年的師母。當我們初到中宣會服事
時，曾與她毗鄰而居，當時她的老三還很小。從她堅毅獨立扶養三個孩子的身上，
我實實在在地看見了「基督的能力，在她的身上彰顯完全」的見證。她寄來$300
的奉獻和鼓勵我們的短語：「願神與你們同在，加你們力量，保守你們所作的」，
讓我們深深的感動。主啊！窮寡婦的心願，您必不輕看。
另一位是個 15 歲左右的青少年，她的一封中文英文的信，成為我剛剛離開
播恩堂後最大的安慰。她信上說到：「親愛的 Rosie，我不知道要怎樣下筆！知
道妳要離開 Boon Church，我真的好捨不得！可是收到妳的『購院日誌』後，我
才了解 What a wonderful and important job that God has given you and Pastor
Hao. Thank God that I‘m working for VBS (Vacation Bible School 暑期
聖經學校) this year. 我知道區區$200 只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可是希望我也能
獻上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後妳別擔心，我相信 all the youth (including me)
will stay in the Church to serve God 和作神的好兒女」。我看了之後，手
拿著信，久久不能放下！兩張$100 的現金，整齊地包在信內，是從一個孩子愛
主的心所獻出的。我相信，這是她上星期所發薪水的全部。一個真懂得奉獻的人，
是一位真明白信心道路的人。她愛主的心，是主所知道的。
8/11/95 (週五)
正在家中預備帶查經，忽然接到一姊妹的電話，說要立刻過來一趟，問我出
不出去？我說我七點多才會出門，因為晚上在百利大廈有查經聚會。她說一定要

過來，一會見。不一會兒，姊妹帶了一張$20,000 的支票過來，趕著交給我們，
為「信心聖經會」購院而用。我問她為什麼這麼急？原來這是她先生的吩咐。她
先生正在發高燒，已有一兩天了，十分辛苦！他剛才作了一個夢，心中有感動，
便叫姊妹拿支票本到床前，立刻簽了字，馬上送過來。我們雖然不知道主在夢中
向他說了什麼，但我們深知「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惟有耶和華的籌算，
才能立定」(箴 15:3； 19:21)。這位弟兄白手創業幾十年，自己十分節儉，但
是對神卻是從不小氣。在月初時他才奉獻了$10,000，這次主又感動他加倍地奉
獻，相信主也要在他的家庭、事業與服事主的事上，加倍地賜福他。
8/15/95 (週二)
收到一份很特別的奉獻，是在紐約 Elmhurst 一間不太大的華人教會所寄來
$500 支票。這個教會有兩位弟兄在神學院中進修神學有一段時日，因此他們在
教會的主日講道、成人主日學、帶查經等各方面的服事，都更有果效。從這麼
小的教會中所撥出來的奉獻，實在不容易。讓我想到在聖經哥林多後書第八章所
提到的馬其頓教會，「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林後 8:2)。
8/16/95 (週三)
主內高牧師告知郝牧師，願意把十四箱的神學藏書奉獻給神學院的圖書館，
另有書架、書桌、燈、椅等傢俱亦一并贈予，為主所用。高牧師是主內長輩，
已屆退休，目前打算搬到 New Jersey，他思念到神國度的需要，多次告知郝牧
師，請郝牧師找同學們去他家搬。我們看到神在四面八方差遣不同的人來幫助這
聖工的拓展，實在叫我們驚奇，並歸榮耀給祂。
8/17/95 (週四)
一對神學生夫婦去到銀行，將退休金(IRA)全數領出。$1,000 用來奉獻，剩
下的繳交學費。詩篇 18:25 說：「慈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
全待他」。相信主已看見了他們夫妻對他完全的心，主也必以「完全」回報那些
愛祂的兒女。
8/18/95 (週五)
一位今年剛奉獻讀神學的同學與郝牧師一同吃晚飯時，見證他自己開始來參
加早晨禱告會後奇妙的經歷。原來他是很不願意來參加禱告會，因為他工作的地
方在長島，每天為了來禱告會(一個小時)，加上開車所花費的時間，兩個半小時
就「損失」(其實是「得著」)了。
前幾天早上，他又在猶豫不定，因為他有一個印刷的工作(project)，是要
在兩天之內作完的。他怕一來了禱告會，時間就不夠了，到時候工作沒有如期趕
出來，怎麼辦？又是一個信心的考驗！去禱告會還是不去？去！聖靈在他心中催
促他，他勉強地來了。禱告之後，真覺得充滿了喜樂與能力；回去長島，繼續
工作。說也奇怪(應說「奇妙」)，他平時需要整整兩天才能作完的工作，一個下

午，不到六個小時，竟然已全部印完了。平時每印一下子就要修理的印刷機，居
然整整印了五、六個小時都沒有故障。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還故意把
印刷機的速度調快，仍是不故障！
正如聖經所說：「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敵擋耶和華」(箴言 21:30)。
當神的手在操作、神祝福祂兒女的時候，誰能擋得住祂奇妙的恩典呢？這位弟兄
又戰兢、又喜樂！當一個人親身經歷神的榮耀時，他更不敢在事奉神的事上輕率。
神要每一個事奉祂的人，在生命中用信心去經歷祂的奇妙！正如彼得在整夜
勞力，連一條魚都沒有打著時，勉強聽從主的吩咐，將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
魚。結果得滿網的魚，網差點裂開。神的祝福，對那些順服祂話語的人，往往是
遠超過他們的經驗與智慧。難怪彼得在看見這極大的神蹟之後，就立刻俯伏在耶
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然而耶穌卻把「得人如得魚」的託
付交託給彼得(路 5:1-11)。當年主耶穌在加利利海邊呼召眾門徒的情形，不也
是今天祂對我們每一個神學生、每一個傳道人的呼召嗎？祂不要我們作一個信心
膚淺的傳道人，祂要我們將船開到水深之處，更深刻地經歷祂恩典如深洋般地豐
盛！
8/21/95 (週一)
收到一姊妹的信與奉獻($500 現金)。這位姊妹原來自三月起，即遭遇到女人
一生中最痛苦與傷心的事，就是她的丈夫有了外遇(她先生尚未信主)。她懇求主
賜給她信心、勇氣，度過這個難關；也賜給她愛心，能平息她對第三者的憤怒。
雖然身處各樣試煉中，姊妹仍然不敢銷滅聖靈的感動，讓「信心聖經會」能建立
起來。在情感的折磨中，她仍思念天上的事。我知道這是非常、非常地不容易，
但願凡收到家書的弟兄姊妹，都能靜默幾分鐘，為她禱告。
8/22/95 (週二)
上午開會的時候，提到目前我們在百利大廈所租用的辦公室(在 4G)已不夠
用。前幾個週五晚上，在大房間內的查經有三十多人，已是十分擁擠；下週神學
院即將開學，若是學生、教師、同工們全都擠在一處，勢必有很大的困難。七位
教牧和同工在商討的過程中，願意憑信心，再在百利大廈租一間公寓，作為課室
和週五晚上查經之用。原來 4G 的公寓則作為辦公、圖書館和週五晚上兒童團契
之用。因為我們相信神福音的擴展，絕不能受空間的限制！
早上才開完會，下午就去聯絡一位姊妹。她的一位親戚是在播恩堂我們帶領
信主受洗的姊妹。曾因聽她提起過，在百利大廈五樓有一公寓要賣，尚未賣出。
不知是否有可能讓我們先承租二、三個月，直到我們所購買的倉庫過戶。這位姊
妹一口就答應。原來他們夫妻都是在教會熱心愛主、事主的好同工，知道我們租
公寓是用來傳福音和造就工人，就當夜自 Delaware 開了三個小時，來到我們家
商談並簽約，事就這樣成了！哈利路亞！讚美主！
這間公寓在 5B，客廳特別大，可以容納四、五十人。下星期的開學典禮、本

週五的查經場地，都得以解決；神的預備，超過我們所求所想。早上才為此事禱
告，晚上租約就已經簽好，我從未看過有任何人租房子是這麼順利的！我們的心
中充滿了讚美。好像當年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了紅海之後，他們所湧出來的詩
歌：「耶和華啊！眾神之中，誰能像你？誰能像你？至聖至榮、可頌可畏、施行
奇事」(出埃及記 15:11)。
本週又收到自加州寄來一對夫婦的奉獻$10,000。叫我們感動的是他們的奉
獻並非是因為他們“有”(錢)，乃是因為他們“沒有”。這對夫婦是十年前我們
在聖荷西(San Jose)牧會時的好同工，離開加州之後，我們也一直有聯絡。他們
所經營的公司在年前曾經賺進了一筆可觀的數字，足以買下一棟大樓為神所用，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可惜的是後來經過一次轉投資，這筆錢又消失了。每當他們
看到眼前主仍為他們存留的，他們就感恩！但是只要一想到他們曾經有過的一筆
大財富時，心中就很痛苦，血壓也會升高。感謝主！現在他們已漸漸靠著主，能
接受事實，並繼續憑信心，一切從頭開始。記得這位姊妹曾經在電話中對我說：
「以嘉啊！如果我們那筆錢還在，不要說是 38 萬 5 千，就是 50 萬，我們也都願
意一筆奉獻，建立神的國度！」
當時我也問過神，為什麼要把這筆錢從愛你的兒女手中拿走呢？現在我至少
已知道其中的兩個原因。1. 對他們而言，神要他們更深的學習約伯所學過的功
課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約伯
記 1:22)。2. 神沒有讓這個家庭一筆奉獻五十萬給「信心聖經會」，目的是叫
神的工作沒有「一人演的獨腳戲」 (one man show)；乃是眾教會，眾兄弟姊妹
一起來，一點一滴地用信心的步伐來建立。我相信，如果我們一開始就一切經費
都充足，我們就不會那麼儆醒地在神面前禱告、追求。每一次神讓我們看見缺乏，
我們就禱告，每一次神就即時的供應。在我們「信心的旅程」中，是任何金錢都
買不到的喜樂與經驗。這對夫婦在苦難中學習感謝與奉獻(我知道這奉獻是他們
湊出來的)，相信在神的面前，他們已經榮耀了主的名。
8/25/95 (週五)
不知是不是所有的教師、同學都約好在今天奉獻，許多神學生與師長都不約
而同在今日獻上，有$100、 $200、$250 ......等。看見全校老師、學生都為同
一異象、同一目標擺上，我深信神必賜福在主名下合一的一群。
8/27/95 (主日)
今天是自七月底離開播恩堂後第一次回去証道，郝牧師在早堂、午堂和下午
長恩堂(長島)一共三次傳講信息。我們的心非常高興，能夠回去探望所愛的弟兄
姊妹。我的孩子立恩更是開心，他很想念他主日學自小一起長大的同班同學。他
說：「我一定要和我的 friends 說 good-bye 才可以。」
一位弟兄交給郝牧師$1,000 支票的奉獻。他的家境並不寬裕，但他愛傳福
音，多年為郝牧師作翻譯。相信在天上，他的帳戶必然豐富。

另在今天又收到總會一姊妹$500 的奉獻。她的家庭剛買房子，各方面都需要
錢用，但神也感動她在此聖工上有份。我們在上星期去醫院探訪一病人時，剛巧
遇見她(她在那醫院作護士)，才知道她對「信心聖經會」的事奉十分關心。
感謝主，在各樣的環境中，讓我們能傳遞這造就工人、建立教會、差派宣教
士的負擔。主也帶領在各行各業工作的弟兄姊妹一齊在這事奉上有份，讚美主！
8/28/95~9/3/95 (週一至週日)
本週二(8/29)神學院開學。感謝主，在北卡的陳牧師、師母用了兩天的時間
開車下來與我們見面、交通。他們也預備好在十一月時，就來正式參與神學院中
輔導學生靈性和生活上的工作；另也在教會中搭配牧養的工作。
早晨的開學禮，在 5B 公寓的寬大客廳中舉行，郝牧師以「神榮耀的同在」
勉勵眾師生同心將「信心聖經神學院」建立起來，成為神榮耀充滿的所在。
讚美主，本學期的學生(新，舊生)一共有三十八位(包括全時間和部份時間
的學生)，都是神從四面八方所招聚來的(長島、史坦頓島、布魯崙、皇后區、紐
澤西…等)。他們中間有的是會計師、珠寶技術師、醫技員、高中老師…等。雖
然他們的背景都不同，但是他們的心志卻都一樣，那就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
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腓 3:7-8)。
相信主必保守他們奉獻的心志，裝備他們成為這個時代有見識，又忠心的僕人。

在百利大廈週五晚上福音組的查經

* 根據黃律師(辦理我們買這倉庫的法律代表)與對方交涉的結果，在 10 月底以
前讓我們過戶，對於對方來說，似乎很困難。那我們在銀行所辦貸款 26 萬 5
千就必須申請延期，請迫切代禱！也請為現正在為「信心聖經會」作設計工
作的基督徒建築師代禱。預計有可容納四百人座位的會堂、六間課室、書房、
辦公室、印刷中心…。

* 新院址：

133-20 41 Ave.
Flushing, NY 11355 (11 月初才有可能過戶 )
* 暫時院址： Faith Bible Inc. (百利大廈)
(8 月~10 月) 41-25 Kissena Blvd., #4G
Flushing, NY 11355
Tel / Fax: 718-961-9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