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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

主题 信息
得勝的見證 ---冉長老

“為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
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以弗所書3:10

本期內容

教會是神得勝的見證。
主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
世界。”（約16：33）我們要記住：我們的主是那位勝過了世界的主。我
們相信的就是那位得勝的主，我們跟隨的,也是那位得勝的主。我們軟弱
，他卻有能力；我們失敗，他卻永不失敗。主是將他的教會建立在磐石上
，而他就是那磐石。所以，我們可以放心。無人可以震動，搖撼，連陰間
的權柄也無法勝過他（太16：18）。主為教會捨己，並用水和道將教會洗
淨，成爲聖潔，沒有瑕疵（弗5：25-27）。神是信實的，他要作成這事，
我們可以放心。主還說：他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
知神百般的智慧（弗3：10）。這句話，我曾想了很久，覺得各處教會常
有虧缺，怎能在現今的時代見證神的智慧呢?但神對使徒的啓示是那樣清
楚，不容置疑。現今的教會雖然尚未完全得勝，卻是在得勝的過程中，而
終必全然得勝。因爲神要藉着教會令許多屬他的兒女進榮耀裏去（來：2:
10）。那是神必定會作成的，我們大可以放心。過去三年多來，我們教會
所經歷的主的恩典和保守是難以表達的。他使我們領受的信心的實際是十
分真切的。我們雖然黑，卻是秀美（歌1：5）。
弟兄姐妹啊！我們當擡起頭來，以得勝的信心，過得勝的生活；
因爲我們有一位得勝的主，我們是他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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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大事展望
教會大事展望
•
•
•
•
•
•

信託委員會改選：在一個月内完成
今年12月擴大同工會，將確定教會未來七年的發展計劃
年底執事會換屆，宣道和傳道將分爲兩個部門。
一年内完成：教會人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英文聘牧；第二
期建堂工程的籌劃
兩年内將推舉新長老
三年内完成：英文部事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教會禱告會
教會禱告會
教會禱告會每星期三晚上8:00至9:15在德國鎮教會新址舉行。
為方便大家了解各種需要,以便隨時多方代禱,教會建立了禱告網。有
需要禱告和感恩事項的兄弟姐妹請與馬寧（301-528-0153）和許健文
（301-299-9088）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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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生活
長執會的消息
教會長老會由四位長老（包括牧師）組成，現由冉長老爲主席。
執事會由九位同工組成，佘明達弟兄為主席。長老會於2008年起改爲每月
初的第一個周六上午開會，執事會主席和另一位執事列席。執事會於每月
初的周日開會，至少有一位長老出席。
（1）長老會人事和工作的變動：
冉長老夫婦計劃在年底搬去加州。冉長老約在六年前被呼召，與
眾同工在德國鎮建立神的教會。現冉長老認爲自己年事已高，教會需要不
斷建造更新。目前教會的基本結構，制度，模式，和同工團隊已初步建立
；因此，個人的去留並不重要。冉長老已將此決定於今年二月告知長老會
，並按長老會的建議，於五月告知執事會，七月告知會眾。
長老工作的再分配：郭牧師被推舉為下屆長老會主席。個別輔導
屬教育培訓部，移交給郭牧師。宣道和傳道移交給邢長老。冉長老會繼續
負責建堂工作到第一期工程結束，至今年年底。

在耶穌基督裏

(2)會員申請：基督徒隨時都可以申請成爲本教會的會員。但正式接納成
爲會員一般為一年兩次（不排除個別情況），與受洗同步。
(3) 對神學生資助的制度：現由郭牧師和宣道傳道部執事王子非，財務部
執事廖建豪組成臨時委員會確立對神學生資助的制度。教會現有的對短期
選修神學課程的補助，是作爲鼓勵，不是作為資助。

願神祝福他的僕人

(4) 鑒于教會青少年和英語事工的發展需要，根據教會會章，由長老會提名，執事會認同，英文聘牧委員會
正式成立。委員會有五位成員：除郭牧師外,邢長老任主席並負責聯絡，葉長老負責財政，吳偉負責後勤安
排，洪德軍負責確定工作職責。聘請英文牧師在財政上沒有困難。負責財政的同工將在一年内建立相應的人
事制度，使得英文牧師可享有住房，水電，保險等減免稅的優惠。聘牧委員會已與幾個教會聯係：本地聖經
教會，加州教會，德州教會，若歌教會。若兄弟姐妹知道有合適的候選人，請與聘牧委員聯係。希望能在年
底前確定人選，明年初可進入服事。

劉東崑牧師培靈佈道會
6月6-8日一連三次，遠從澳洲而來，現年88嵗高壽的劉東崑牧師在教會舉行培靈佈道會。周五晚在教會
新址，先放映了名為《恩寵之星》的影片。這部一個小時的影片，從天體物理學家和天體生物學家的角度，看
到地球在宇宙中的極其特殊性。作爲基督徒，神早已在聖經中告訴我們神的創造是智慧的有計劃的創造（箴8
：22-31）。神對人類的恩寵，根本在於他要把我們模成他兒子的樣式，帶進他永恒的榮耀中去（希2：5-10）。
周六和周日劉牧師藉著聖經剖析了人的兩种狀態：因罪與神隔絕，隨從自我的肉體之慾，以至於死（羅
5：12）；因信耶穌罪過得赦（西2：13-14），神兒子耶穌那復活的生命進入我裏面（羅8：9-11），不僅把死廢
去（提后1：10），也因此能隨從聖靈的引導（羅8：13-14），成爲神的兒女，與耶穌一同得榮耀（羅8：16）。
6 月 5 日週四晚上，劉牧師還與教會的同工們開了一個座談會。劉牧師帶領同工們查考聖經，明白基督
徒的地位和神對他兒女們的託付：要明白真道，做神忠心的管家，管理教會，將來還要管理一切所有的。基督
徒在生命中經歷三個階段：與神相和，與神相交，與神同行。真正得獎賞的是要與神同工（哥前 3：8-9）。此
外，劉牧師還在華府教會和宣道會講道，幾乎是馬不停蹄。願神繼續使用並祝福他的僕人，榮耀他自己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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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動態
(1) 英文部同工退休會
5月15-17日英文部開了一個同工退修會。主要議題是：英語事工使命，
聘牧，青少年團契的加強，事工的分工，英文成人主日學及團契的開展
。Sean夫婦現在負責青少年事工，並計劃更新網站。他們預備在暑假期
間能以多種形式豐富青少年的活動，以吸引更多青少年參加團契。他們
特別鼓勵家長們的建議和參與。Lawrence會在暑期來幫助訓練音樂同工
。六月初，英文成人團契已開始在黃晶康和劉冉冉夫婦家聚會。
(2) 鑒于Clarksburg地區的需要，教會於五月底在Clarksburg地區成立
新團契，名為蒙恩團契，于每月第二及第四個周六聚會。原來在週二聚
會的蒙恩團契併入新團契。新生命團契的鐵柳/王霞光和鄭立/陳文，活
石團契的馬寧/徐欣，原蒙恩團契的許建文/Rebecca作爲核心家庭加入
新團契。
(3) 教會將加強主日學老師們的靈命建造,對聖經和基本的信仰問題要
有共識, 並提高對主日學老師的要求和建立有關培訓程序。成人主日學
於6月28日早上開會，共有九位弟兄參加，老師們一致希望兄弟姐妹們
能夠對他們講課的各方面有一些真誠的反饋。兒童主日學現由王巍弟兄
負責。希望能進一步提高兒童崇拜的水準。

原蒙恩團契

在房子側邊搭建棚子

(4) 教會新址的建設：已修建了50車位的停車場，材料費為一万美金。
包括地的整平，探尋上下水的走向，在馬棚前作水泥基底以加強地基的
堅固度。郭牧師和Fay弟兄在房子側邊進口処搭建了棚子，並將另一側
的小晾臺修理翻新了。兄弟姐妹們在停車場側邊种了40棵小樹苗,希望
可以增加與鄰居的屏障。6月7日，十幾位兄弟姐妹在90多度的高溫天氣
下，在教會新址大掃除：清理雜草，修剪樹枝，油漆護欄等。請兄弟姐
妹平時注意保持教會新址裏外的清潔。
(5) 教會主日敬拜的地點的臨時變動：由于教會現在租用的McNair小學
在暑期中要翻修，暑假期間，自6月15日起到八月底，教會主日敬拜的
地點臨時改到旁邊的Kingsview 中學。聚會時間改爲下午3：15開始。
主日學時間改爲下午4：40開始。由于沒有時間和地方練習，教會詩班
在暑期中暫停。

教會一年一度的野餐活動

（6）至六月底爲止，四川賑災款已達九千六百美元，分別送往已在災
區參與救助的兩個基督徒機構：Samaritan’s Purse 和MSI(Medical
Service International,戴繼宗等創辦)。此賬戶會開至年底。
（7）6月21日周六,在黑山公園舉行了教會一年一度的野餐活動。有二
百多成人和孩子們參加。大家享受和風麗日及與兄弟姐妹們一起燒烤，
唱歌，聚餐，談心，散步，划船的樂趣。
(8) 為準備七月中旬遠志明佈道會，六月份，教會召集了兩次陪談員的
培訓，有二十多位兄弟姐妹參加。陪談員將使用《屬靈四定律》為願意
接受耶穌的人傳講福音真理，帶領他們開口做決志禱告。

兄弟姐妹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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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
夏季主日學自6月至8月。兒童主日學和兒童崇拜共有5個
班次，11位老師。英文成人和青少年主日學共有三班，有七位
老師。中文成人主日學有以下四門課程,共六位老師。請弟兄姊
妹按需要選擇合适課程參加，並常常與老師們溝通，為他們的
服事禱告。
“慕道班”主要以問答,討論,短講,見證等形式探討基督
信仰之最基本問題。不僅歡迎慕道朋友參加,也歡迎初信主的弟
兄姊妹及對福音有負擔﹑想學習如何傳福音的基督徒參加。
“新約概論（二）”將研讀從哥林多前書到啓示錄共二
十一卷書。這些書卷講到了全部的基督教教義，即基督信仰的
要點。學習后，應更認識神，認識神的救恩，認識我們自己，
願意過一個真基督徒得勝的生活。
“教牧書信”將研讀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和腓利門
書。這四封書信提供了有關教會領導和牧養的重要原則，在多
方面對今天的教會有極重要的指導意義。
“申命記”記載了以色列民在進入迦南應許之地前，摩
西向他們傳講的神的話。我們今天學習它，是要明白神的律法
，了解神的心意,能不斷順服在神面前,行在神的旨意中，進入
神的應許之地，使神得榮耀。

輔導事工分享

兒童和青少年主日學共七班

中英文成人主日學有五班

本組係由邢長老及安娜姐妹輔導三對年輕同工。計劃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教導與討論，
第二階段為實習與個別家庭輔導。目前仍在第一階段之中。
我們以羅馬書為教導與討論的基本教材。共分三部分進行：完全的救恩（羅1-8）；福音與選民（
羅9-11）以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羅12-16）。第一，藉著對完全救恩的暸解，建立堅固的信仰基礎，明
白“因信稱義，得救成聖，得勝蒙賞”乃神對信徒的心意。第二,藉著對“真以色列民”的暸解，明白神
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乃是要藉以色列使萬國萬民得福。第三,藉著聖經對正常基督徒的生活的教導，明白基
督徒如何將復活的生命見證在對神，對人，對己，對物的關係上。
希望藉著輔導事工的繼續進行，教會每一位同工都有堅固的信仰，平衡的生命與熱心的事奉。

輔導訓練心得（
）
輔導訓練心得（三）
羅1：2 這福音是神從前籍眾先知在圣經上所應許的。
羅 1：5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職分，在万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
羅馬書是保羅書信中最偉大的一卷。該書先論基本教義，即生命的問題。再論基督徒生活的准則，
即生活倫理的問題。中間特別插入一段福音与選民的信息。這次在邢長老的輔導下，我們又重新系統地學
習了這本書，對我們的罪行和罪性，神的完全救法，以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這
本書還提醒我們，因信稱義只是神的拯救計劃中的起點而已，得救成聖和得勝蒙賞是我們每個基督徒所追
求且應該每天操練的。
這樣的輔導訓練對我來說真是不可多得，對加深了解神的旨意和對圣經的理解都有很大的幫助。感
謝主給我這樣的机會并愿主繼續幫助和帶領。

PDF Created with deskPDF PDF Writer - Trial :: http://www.docudesk.com

5

教會簡報 2008.7

PAGE 5

團契内小型佈道會
宣道部和團契部聯合舉辦了兩次團契内小型佈道會，效果很
好。一次是四月底以新生命團契為核心，在鐵柳/王霞光夫婦家舉
行，有五十多人參加。另一次是五月中以溪水旁團契為核心，在王
子非/唐焱夫婦家舉行，有二十多人參加。這兩次小型佈道會形式相
似，除了有詩歌敬拜和牧師佈道外，之前有聚餐，之後有問題解
答，既活躍了氣氛，增進了大家的了解，又提高了針對性和兄弟姐
妹的參與意識。由於兄弟姐妹的積極參與和禱告，共有二十多位慕
道友參加，他們大多是親人，朋友，同事或鄰居。請弟兄姊妹常常
為慕道友禱告，了解他們的難處；求聖靈在他們心裏做工，能夠繼
續參與團契和教會的生活，早日接受主，得到那豐盛的，不朽坏的
新生命。

遠志明弟兄佈道會
7月12日晚和7月13日下午遠志明弟兄在我們教會的佈道會，每
次都吸引了300多人參加，共有20多人決志信主。遠弟兄引用福音書
中的七個例子，向我們傳講耶穌的教導：只要信，而不做旁觀者，不
要害怕，不要求印證，不要辯論，不要羞愧，不要放棄，不要問為什
麽。遠弟兄特別對基督徒們傳講為什麽耶穌的擔子是輕省的，如何在
基督裏得平安幸福。那就是要過一個象耶穌一樣的一生：服侍人而不
求被服侍；理解人而不求被理解；求人的益處而不求自己的益處。
7月13日晚遠弟兄和教會的近30位同工們座談，思考基督徒生命
長進的問題。遠弟兄認爲，我們因信耶穌，罪得赦免，得到新生命，
這只是一個起點。我們必須要每日吃喝他，餵養這一新生命。這就是
每日至少30分鐘的讀經，禱告的生活。我們得到新生命，不是爲了一
己的益處，而是要跟隨耶穌，承擔使命，上前綫打仗。對不少同工都
有的疲累感和力不從心的感覺，遠弟兄認爲這是神要我們學習向神禱
告，與神相連的功課。關於夫妻不同步的問題，除了要平衡家庭和侍
奉的關係，也要適當改變生活方式，調整我們的眼界和胸懷。總之，
我們只有盯着耶穌，與主親近，認準主的託付，背十字架，凡事用禱
告帶到主的寶座前。

感謝神賜給田鍔和周軍一個女儿 Janet
，王陽和鄒曉燕一個兒子 Paul。

我們特別歡迎近三個月來到教會
的新朋友和兄弟姐妹。
的新朋友和兄弟姐妹。
刘 泓

301-861-4782

魏洪波
裴 蓓

301-615-2668
916-842-0363

任云翔

301-802-2317

施 颖
王 治
魏叶瑛
薛 江
姚文仙
张 文
赵可佳
石继承

301-528-8183
703-435-7506
301-610-5469
301-55-4552
301-916-6141
301-944-2324
508-410-8494
301-515-3834

請大家互相認識﹐
請大家互相認識﹐彼此關愛。
彼此關愛。

教會三周年慶賀
7月13日主日，是我們教會三周年紀念日
。郭牧師引用使徒行傳勉勵會眾：要恆切禱告
，見證耶穌是主，向外擴展傳福音。冉長老回
顧了教會成立三年來神對我們的眷顧：神的恩
典總是在預定的時間前賜給我們。對教會的展
望：今年年底前完成建堂的一期工程，3年内
把英語部的事工建立起來，七年内完成建堂的
工作。姐妹教會的梁長老到會祝賀，勉勵我們
要更上一層樓，全民皆兵，擴大信心。遠志明
弟兄引用以弗所書3：16-22的經文，提醒我們
神的應許：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中文部詩班，英文部全體分別上臺獻詩。十幾位幼兒班
的小朋友在徐靜和範曉梅姐妹的帶領下，載歌載舞，讚美耶穌
，慶賀教會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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