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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建堂計畫
「谷區國語浸信會」在上帝帶領下，於1979年開始
家庭聚會，1984年正式成立教會，如今已有三十多年。
聚會的地點也從弟兄姊妹的家、借用美國教堂、租用小
學禮堂，一直到 1992年建起了目前使用的北嶺教堂。一
步一步都是出於上帝的手，每一個環節也都見證神的信
實與大能。祂確實是我們的大牧者，為所愛的羊群預備
屬靈家園。祂的眼目時常看顧，祂的恩手時刻引領。

增建教育樓工程裝潢與設備，約需$550,000；舊堂各
項整修改裝與設備更新，約需$150,000。第二期建堂計
畫總預算是七十萬美元。教會多年來累積建堂基金，目
前已有二十六萬餘美元。因此，預計仍需四十多萬的經
費完成這次工程。
為此，理事會有以下決議與安排：

1.這次建堂要用「不貸款」方式，憑信心奉獻完成計畫。
二十多年來，北嶺教堂座落在「納多福大道」上，
2.三月12日主日會後(12:15pm)舉行堂議會，說明此事工並
並與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為鄰，是整個聖弗南度谷的
中心地帶。上帝把我們安置在
同心禱告。請關注神家需要，
這裡，不只是給我們一個聚會
若有任何詢問或意見，即日起
2017年度主題
的地方，乃是要我們能看見一
請預先投入意見收集箱，有助
個異象，並承擔一個使命。這
起來，建造！
同工籌備，共襄聖工。
個異象就是要在谷區為主發光
年度經文
，不要白站地土，不可徒受恩
3.三月26日(主日)中午會後召
典。這個使命就是要「宣告神
他們就�：我們起來建造吧！
開會員大會，為「第二期建堂
愛世人，傳揚基督福音」。教
計畫」議案進行投票。
於是他們奮勇做這善工
會的異象與使命，源自上帝神
(尼希米記2:18 )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起
聖的託付，不是我們自己的發
三月份經文
來，建造」！我們呼籲全體弟
明，我們也不能隨意更改。信
徒義不容辭的天責，就是要勇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兄姊妹總動員，從禱告開始，
敢承擔上帝的宣教使命，不違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以愛神、愛教會的心，先獻上
(詩篇127:1)
背從天上來的宣教異象。
自己，然後盡力奉獻金錢，叫
「谷區國語浸信會」在此前
神的家沒有缺乏，榮耀主名。
題下，眾弟兄姊妹數十年如一日，靠主恩典，不斷努力
，發展各項福音事工。近幾年來，尤其是兒童事工，年
輕家庭事工，青年學生事工，社區的福音事工，團契事
工與主日學事工等等，都有長足進步，以致逐漸感覺教
堂的空間不敷使用。於是我們向上帝禱告，需要憑信心
提出增建計劃，求主帶領。自去年開始，理事會成立了
「建堂籌備委員會」，經過多次審慎評估並籌劃，此時
向大家提出「第二期建堂計劃」。
這個計劃主要是要在教堂西側草坪的南端，興建一
座約兩千平方英尺的教育樓(平房)。裡面當中有一間較
大的多功能副堂，週圍有活動教室與男女衛生間。建坪
不算大，只預定兩千平方英尺。按洛杉磯市府規定，這
個建圖，待本會會員大會通過後，即進行向市府申請建
築許可。在興建教育樓的同時，第二期建堂計畫也包括
將已使用將近25年的教堂做一番整修，工程包括教堂內
外粉刷油漆，門窗與屋頂等硬體維修，更換鐵椅家具，
以及修補地板裂縫等，還有育嬰室、兒童教室與室外活
動空間等的修繕與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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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基督的道上，榮光無限
——我的信主歷程
林泉 黃曉華
2016年12月18日，對我們家來說是個很特別的日子，
因為這一天我和曉華在谷區國語浸信會一同受洗，成為了
基督徒。回想起成為基督徒的過程，我才發現，這一切原
本都不在我們的計畫裡，是神在一步一步地帶領著我們，
讓我們有幸去領受他的大能和恩惠。
我們從小在一個無神論的國家和家庭裡長大，對於世
界上沒有神的看法是根深蒂固的，要想讓我們轉變這種觀
念其實是非常困難的。可後來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觀念上
的改變，然後成為一個信主的基督徒呢？現在回想，其實
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不斷更新自我的過程。現
將這個過程進行簡單的回顧並將它寫下來，希望一方面可
以讓我們自己更清楚地瞭解神的作為，另一方面可以説明
我們更堅定自己的信念，更踏實地行在基督的道上。當然
，如果還可以讓更多的朋友有所啟發的話，那就更好了。
我們能夠在短短一年時間裡面受洗成為基督徒，是和
許許多多的基督徒的説明和扶持分不開的。在這一年裡給
予我們説明和扶持的基督徒太多太多了，無論是生活中的
，還是學習中的，所以不能一一列舉，我只能把在信主道
路上弟兄姐妹給予的幫助中摘取部分進行敘述。
2015年9月，我剛到美國，通過朋友介紹，參加了在
學校附近的Dave和Jane家舉行的2週一次的國際學生學者
聚會，在這裡結識了許多的朋友，也真正開啟了聖經學習
的機會。Dave和Jane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他/她們所
進行的2週一次的國際學生學者聚會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自
願性的活動。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為每次聚會所付
出的心力是很大的，但是，我們從沒有看到他/她們為活
動全力付出而產生的疲憊和厭倦，只有他/她們滿滿的真
誠和喜悅。更讓人驚訝的是，聽說這個聚會在他們家已經
持續了多年。在聚會中，我瞭解到，Dave和Jane還會為有
興趣瞭解和學習聖經的人開設5-10個人左右的小組進行週
期性討論學習。出於學習英語和瞭解聖經的目的，我申請
參加了週二晚上的學習小組。至此，我開始有了較固定週
期的聖經學習歷程。（1個月後，曉華來到美國，知道有
這個討論小組後，也欣然地加入了學習小組）
也是在Dave和Jane家的聚會上，我們認識了另外
一 個 美國朋友NoelColaco，他告訴我在他的教會
Bridge Churchon Sherman Way裡，每個周日的早上有
Easy English的學習班，這個班主要是針對初來美國的外
國人設置的，非常歡迎我去參加。也是出於學習英語的目
的和需要，我也參加了這個較固定的學習班。這個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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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也是以聖經為課本，所以，在學習英語的同時，
也對聖經的內容有了更多的理解。
經過近1年的定期聖經小組討論和教會以聖經為課本
的英語學習，我們逐漸地瞭解了聖經的來源和意義。同
時對於人的罪、基督耶穌的救恩、接受基督耶穌作為救
主、死亡和永生等內容有了較多的理解。
另外，剛到美國的第一週，我和合作導師去學校參加
一個學術講座，在停車場碰到了合作導師的幾個老朋友
。其中，劉曉老師聽說我是新來的訪問學者，就非常熱
情地和我聊起來，說她在學校附近的中文教會是專門聯
絡和幫助新來的訪問學者的，如果有什麼困難需要幫助
，可以隨時聯繫她。她告訴我，這個週末在教會就有中
秋聚會，非常歡迎我去參加，並且可以來我住處接送我
。這次的中秋聚會對於我們信主的過程有關鍵性的作用
，因為，一方面這次聚會給我的印象非常好，我在異鄉
領受到了素不相識的基督徒們對我的熱情，也領受到了
這個聚會的溫暖，使我對基督徒和教會有了更多直觀的
理解；另一方面，這次聚會為後來進一步的聖經學習提
供了契機。
大約是2016年的7月，我們聽說谷區國語浸信會在週
五晚上有為小孩開設AWANA的專案，我們就把小孩帶去參
加學習。這個過程中，我們瞭解到在谷區國語浸信會的
周日早上有開設慕道班。碰巧的是，在Bridge Church教
會的Easy English學習班由於暑假要停課2個月，所以我
們的周日早上的學習就突然停止了。因此，很自然地，
我們就選擇了在周日上午去參加谷區國語浸信會的慕道
班學習。慕道班的學習和討論使我們對聖經有了更進一
步的理解。我們開始能夠有更多機會去思考神和我們之
間的關係，也有更多機會思考我們在生活、學習，乃至
整個社會中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會採取的
方式方法和神教導我們的的方式方法（即神的話語——
聖經教導我們的方式方法）之間的差異。這樣的過程是
非常奇妙的，因為我發現神的方式方法總是完美的，儘
管有的時候（甚至很多時候）它的方式方法不一定被我
們所樂意接受。我也逐漸地認識到由於「人」的問題，
我們常常會排斥或拒絕神教導我們的方式方法，但是他
的方式方法卻一定是最好的。
是的，神的帶領是奇妙的，他會借助身邊一切資源，
這裡的人，這裡的物，這裡的事，包括過去發生，正在
發生的，甚至你想像未來會發生的來啟發我們，讓我們
看見他，認識他，仰慕他，讓我們知道他的大能，他的
聖潔，他的慈愛。
行在基督的道上，榮光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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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父親奉獻兒子的禱告
親愛的天父，你是立約之神，你揀選和救贖了我

每月通訊「溪邊的樹」

特納·福懿慕
―美國歸正教會教育宣教士

們，讓我們進入你的聖約中。 在你的聖約中，你不但

(Tena Holkeboer, 1895-1965)

賜下你寶貴的律法和命令， 而且你也把兒女賜給我們

李玲川

，這是你的祝福，也是給孩子特別的恩典， 讓他從小
就活在你的話語中間，從小就活在立約子民的中間。

福懿慕宣教士生於美國密歇根州荷蘭镇(Holland)
一個信主的家庭，是八個兄弟姐妹的大姐。高中畢業

感謝主！

後為幫助家計而做教師，第三年時神持續感動呼召她

我們知道，這個孩子是你所賜給我們的產業，是

為宣教士，又奇妙的預備了機會讓她念霍普大學(Hope

你暫時交托我們所管 理、教養的。 孩子不是我們的

College)，畢業後決志奉献到中國傳福音。1920年25歲

附屬品，不是我們滿足自己理想、 目標、期望的工具

時回應美國歸正教會的徵召為教育宣教士，到厦門鼓

，孩子更不是我們要事奉的偶像或夫妻生活的中心 。

浪嶼的毓德女中任教共30年。1928年起擔任校長/主理

這個孩子乃是你的，一個具有你的形象、尊嚴和
價值的個體，是需要我們夫妻去尊重、去守護、去肯
定、去培育、去牧養的。
求你堅固我們的信念，因為這個孩子是你的，我
們就不再懼怕；
求你賜給我們力量，能夠在體力和精力上充沛；

等職位，並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1949年霍普
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肯定她的貢獻。1950年前往
菲律賓創辦基督教霍普女中，1960年65歲時回美國, 70
歲去世。
鼓浪嶼很多人都認識她，大家都叫她「福姑娘」
，因為廈門話福和虎同音，晚輩稱姑娘為姑婆，學生
們就暗稱她為「虎姑婆」，對她是又怕又愛。福姑娘

求你賜給我們智慧，不是惹兒女生氣，而是知道

有語言和教導的恩賜，能講流利的普通話和廈門話，

如何做孩子 18 年的 室友，如何做孩子終生的朋友，

終生未婚，全心投入毓德女中工作，做管理也做老師

如何成為孩子傾訴和分享的第一選擇和對象，更知道

，教宗教也教英文。福姑娘最重視宗教教育，所有學

如何做孩子屬靈上的引導者和鼓勵者。

生必須會背約翰福音第一章1-18節。又規定住宿學生

求主讓我們在教養兒女的事上警醒，盡上自己的

，每天早晚需參加禱告會，三餐要謝飯，星期日上午

本分，更操練在這事上如何做你忠心、良善、又有見

要到禮拜堂參加禮拜。就是在毓德女中立案後，國民

識的僕人。

政府明確規定宗教課只能做為「選修課」，她也巧妙

現在，我們也在此把這個孩子特別交在各位弟兄
姊妹的手中，這個孩子是上帝的，是交托給我們的，
也是屬於教會和基督肢體的。 若有什麼勸勉，若有什

的轉化之為「必修課」。福姑娘的心願是領人歸主，
造就傳道和教師，培養基督化的賢妻良母，這也是毓
德女中辦學的宗旨。

麼教導，若有什麼糾正，若有什麼責備，若有什麼懲

毓德女中的前身可追朔到1867-1870年美國歸正教

戒，求主藉著教會和屬神兒女的手，一起培育這個小

會在廈門創辦的女子學堂，1880年遷往鼓浪嶼，1920

孩，讓他在主的愛和真理中成長，預備他將來為主所

年女子學堂成立中學部，校名改為毓德女子中學。

用。

1920-1928年，美國歸正教會負責學校經费，由傳教士
孩子的名字是陳揚光，求主你親自引導他認識你

這位世界的真光，也培育他成為宣揚真光的門徒。

理清蓮（Lily N. Duryee）主持校務，擔任主理，林安
國為首任華人校長。在理清蓮離開後，福姑娘繼任主
理。她在毓德的30年間經歷了政府政策的要求和戰亂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

的變遷，雖時局艱難，但她不論是站在臺前或退居幕
陳易，楊雪

後，始終堅持信仰，愛護學生。曾因重視宗教教育而

陳揚恩，陳揚光

不願向政府註册立案，改校名為「毓德女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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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毓德遵照政府規定成立董事會（福姑娘代表

思?我已經盡力撫養好些個孩子了，問題是－你打算怎

美國歸正教會，為董事之一），註册立案後校名改回

麼辦呢? 」皮爾斯心有不忍，随即將身上僅有的5美元

毓德女中，並由華人邵慶元任校長,福姑娘退居幕後任

给了福姑娘，並承諾回到美國後，按月寄錢來照顧「

主理及宗教主任兼司庫。1938-1941年，為避免日軍的

白玉」的生活。皮爾斯回國後，向各教會呼籲，以認

攻擊，毓德女中掛起美國旗，由福姑娘再度出任校長

養的方式救助世界各地貧苦無依的兒童。皮爾斯常說

，一直到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佔领鼓浪嶼才回國。

1950年創立的「世界展望會/兒童助養計劃」，就是在

1945年抗戰勝利後，毓德女中復辦，福姑娘回來任主

見到「白玉」的那天誕生的―出自福姑娘的邀請和反

理，而由陳競明任校長，直到1950年與其他外國宣教

問。

士撤離中國。因福姑娘會講流利的廈門話，遂轉派菲
律賓在閩南華僑中學繼續從事教育福音事工。
1940年在毓德女中舉行的一場紀念會上，福姑娘
以「我為什麼來中國?」說出她的感想。那時日軍已將
進入鼓浪嶼，福姑娘說：「我來中國是為了傳福音做
主工，但也是因為愛中國。中國是我的第二祖國。近
年來，美僑撤退的風聲盛傳，我並不以為這是難得和
可喜的機會―能够回去看看母親和弟妹。我反而因為
不甘心離開我所愛的中國，不願意别離數百位的女儿
而悶悶不樂。」（載於毓德校刊第五十九期）1941年
底因日軍佔领鼓浪嶼，她不得不遵行差會的要求而回

———————————————————————
註：美國歸正教會廈門百年宣教事工，1841-1951―藉
醫療、教育和音樂傳福音
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後，廈門作為「五口通商」的口
岸之一，有許多外國傳教士在福建聯合宣教，主要的三個教
派是美國歸正教會、英國長老會、英國倫敦會，以厦門為中
心，包括厦門、泉州、漳州、漳浦和小溪（平和）。在密歇
根州荷蘭镇(Holland)的霍普大學(HopeCollege)是美國歸正
教會所創辦，這學校的畢業生，於這百年間到廈門及鼓浪嶼
的宣教士及家屬超過百人，他們忠心的藉醫療、教育和音樂
傳福音。福懿慕是其中之一。(TheAmoy Mission, 1941-1951
，http://www.amoymagic.com/Amoymission1.htm)

國，1945年底歷經兩年艱辛的旅程，終於又回到心愛
的鼓浪嶼。其實福姑娘1920-1934年間在鼓浪嶼傳福音
並不順利，由於家庭和傳統的阻力很大，結的果子不
多。1934年，有了一個大轉機―宋尚節博士連續到廈
門鼓浪嶼開佈道會、奮興會、研經會、信主的人突然
大量增加。福姑娘因此作了許多跟進的工作，除了信
主的學生以外，她還走遍鄉村小鎮，栽培並堅固新信
徒。
「世界展望會/兒童助養計劃」的創立(World
Vision/Sponsor a Child)
1947年青年歸主會(Youth for Christ)的皮爾斯

福懿慕教士(四排右 )，1924

福懿慕教士(四排右三 )，1920

(Bob Pierce)到中國巡廻佈道，最後一站到了廈門大
學。聚會結束後，福姑娘邀請皮爾斯到毓德女中向470

請弟兄姐妹踴躍投稿！

名學生佈道，於是皮爾斯就在鼓浪嶼住了四天。在佈

稿件可投至圖書室外面的稿箱,
或 email: newsletter@mbcsfv.org

道會上，皮爾斯呼召學生信主，並鼓勵決志的同學，
回家後要勇敢向家人傳福音。皮爾斯離開前，去福姑
娘的住處告別，看見福姑娘摟著一個被家人毆打唾棄
、無家可歸名叫「白玉」的女孩，因為這女孩的父母
不願意有信基督教的女兒。皮爾斯就問福姑娘，「妳
會照顧她吧?」福姑娘反問皮爾斯，「你這話是什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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