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波罗教会感恩節特別交通聚會】

 圣徒與马波罗教会成長見證



【瑪波羅教會二十年回顧感言】
(1)詩篇第一章第三節：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结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時間都去哪裡了？還沒年輕就老了。二十年的歲月，多少往事历历在目，彷彿還在昨天。很幸運這二十
年是在主的教會裡，在這個青草園裡，主牧養著我們。因著信因為有愛有聁望，使我們聚在一起。我們
的教會由最初的幾家聚會，逐漸成長到今天。在神的帶領下，像個初生嬰兒漸漸成長到一個成熟的壯年。
二十年前在楊弟兄陸弟兄的帶領下，我們幾家人，我家、陳弟兄陳姊妹家、謝修銘曼瓊一家、張育民一
家還有後來搬來的李景譯弟兄一家，從陳弟兄家起始聚会。接著楊弟兄和Becky姊妹家打開，每周日都在
他們家聚会。我和母親因著弟兄姐妹身上散發的平安喜樂之光和大家庭的溫暖而相信接受主。主日大家
唱詩歌，恆慈姊妹為我們司琴。Becky带兒童。陆弟兄的儿子还在手提篮里就和我们聚会了。是主把我們
從世界裡分別出來，在主裏在教会中我們，不再無助彷徨四處飄泊。後來陸弟兄的爸爸媽媽退休後也搬
到新州，我記得陸伯伯當時說：＂以前我們和孩子們在上海是一家，來美國後兒子們結了婚變成了好幾
家。現在我們退休了搬到兒子家又成了一家。無論我們走到哪裡，教會是我們永遠的家。＂是的教會是
我們的家。我們m在世上流浪飄泊，有了神有了教會我們才有真正的家。愛吸引著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們
是一家人。当年傳福音得著憲明曹波一家。神的恩典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路。還得著一些Moumouth
College的學生們，王愛東林維中都是那時得救進到教會。
詩篇第五章第11節：凡投靠你的愿他們喜樂，時常歡呼，因為你護庇他們，又愿那愛你名的人都投靠你。
感謝神因為傳福音而結出越來越多的果子，越來越多的人和家庭來投靠你。因你是賜平安喜樂的神。還
有許多可愛的孩子，感謝許多弟兄姐妹的擺上服事兒童。我們有的孩子渐漸長大，有的大學畢業工作了。
有的還很小。孩子們像可愛的花朵沐浴著神的恩典。有的家庭因著兒女而來到教會。一起來享受神的豐
富。
年長們也以他們寶貴的人生經驗提點著我們。如陸師母一直以她專業水準的琴藝為我們司琴。陸伯伯陸
師母愛主的心即使身體不易还是堅持來聚會激勵我們。有一年景譯家出車禍他和他岳母骨折得住院。我
母親童師母當時立刻住到恆慈家幫忙照顧她三個可愛的小朋友。只有在神的家裡我們才能象真正的一家
人。如今老大已經工作老二老三都上大學了，媽媽要能看到她們而今長大的樣子該多高興。只是09年母
親被主接去，安息主懷。展望未來我們會有自已的會所。神就是我們的牧者，祂必引領我們進入丰盛之
地，讓我們堅定的信靠耶穌基督，讓更多的福音朋友得救結更多果子。我也要向姐妹們學習，多把自已
擺上多參加兒童服事。只要我們有決心登高尋求神，前面有極大的榮耀和祝福等著我們。──胡丽莎



【MARLBORO 教会永远是我们的家】

虽然离开多年， 但Marlboro 教会永远是我们的家，因为这里有愛、有光，如以弗所书
2:19 所言：｢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 神家里的人了。｣ 感谢主
，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与弟兄姐妹一同经历神奇妙的恩典。──谢修铭/张曼琼



【全家老少三代成为基督徒】

热烈祝贺玛波罗教会成立二十周年！我们全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先后在玛波罗教会得到救
赎，成为了基督徒，有了自己灵的生命！感谢主！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灵命的成长
最怕自满自足，我要每日操练自己，不断提高自己事奉主的能力。我要虚心向玛波罗教
会的弟兄姊妹们学习，争取在玛波罗教会的复兴中使自己的灵命不断成长！我们全家祝
福玛波罗教会在复兴中更加兴旺！我们 争取在传福音中做出自己的努力！──劉元庚



【进入新的国】
2010年10月16日，我满心喜悦地进入一个新的国土---美国。第二天，我女儿
对我说：今天我们教会举行爱宴，你愿意参加吗？当时我仅想到：我刚到一个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 不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吗！所以我就痛快
地说：好，我去。 这天晚上，我们来到了宴会厅各位先生，小姐都面带笑容，
热情地接待我们，使我心里感到像回到家一般的温暖。爱宴后，唱诗歌，讲圣
经。但是这些对我来说太陌生了，听了一个晚上，只记 住了一位神---耶稣。
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有神吗？耶稣真有其人吗？经过弟兄姊妹们
的讲经交流，才知道 现在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信神---耶稣。有位历史学
家做了这样的统计，选300位世界有名的 科学家，其中：一 没有办法考证他
信不信神的有38位。二 不信神的有20位，占8%  三 信有神 的242位，占92%。
有一次叫一位生物学家讲经，谈到信神的问题时说：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信
神---耶稣，许多科 学家都在其中，还需要我来探究神的存在吗!不需要，我
要信神---耶稣。多么铿锵有力的回答。 各种事物都在表明神---耶稣确实存
在，并且引领我我们走在正义的路上，时时关心着我们的各个方面，并赐福给
我们，以解我们那些不愉快的磨难。事到如今，决心已定：我要信靠主耶稣，
进入神的殿堂---教会。我于2013年5月26日受洗，认识神---耶稣就是我的救
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在担当我的罪，是在为我而死！回忆主对我的赐
福，感受深深。记得我妈101岁时患了感冒，此时对我妈来说无疑是大难临头，
这对远在他乡的我，丝毫不能相助妈妈，心里极其难受。突然，心里出现了我
的救主---耶稣，脑海里出现了主耶稣的话语：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
能。于是，我就每天祷告，求主赐福给我妈妈，让她早日康复。果然，没几天，
传来好消息，我妈妈的感冒已基本痊愈。这完全验证神 的应允：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尊敬的主耶稣，你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复活，这一
切都是为我们这些儿女们所做，你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救主。我对救主的感恩之

情溢于言表。我将永远遵照你的旨意，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以求主的悦纳。──
王可荣

【主，增加了我的信心】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被困难围着
不前时，伴随着我们的是对困难的 畏惧，对生命的疑惑，没
有信心，看不见方向，不知怎么面对。自从2015年5月26日受
洗后，学了圣经，认识了主耶稣，认识了圣洁，善良，完美的
神，在 他里面我得到了信心，希望和爱。我学会了把一切交
给主，只要心里有主，一切困难都都不怕。
主耶稣教导我，磨练我，是要我有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主的神
性让我看见他是个又真又活的主，神。主啊，你是不会叫我吃
亏的，叫我在困难中得到磨练，增加克服困难的信心。
主啊！我心里有 主，一切困难都不怕，心里有主，一切都不
怕。 我愿一生跟随主耶稣，遵行主耶稣你的旨意。 主啊！天
地的主，我感谢你。 父啊！天地的父，我感谢你！ 奉主的名
祷告，阿门！──袁长秀



2015年快要过去。在这一年中我每次到教会---耶稣
的家。我心中无限喜乐。我们大家一起来颂扬你，
歌颂你！自从你进入我的心后，我永远要按您的教
导来指引我做没一件事。这样我有多幸福 啊！阿门！
──邱耀

庆祝玛波罗教会成立20周年，祈求主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得到更多平安和喜乐。希望我们的教会越来
越兴旺发达！──林邦微

看到邀請函，好像又回到了前年我去參加感恩節特
別愛筵交通聚會的時候，那份溫馨和主同在的感受
中，可惜我已在台灣，無法參加。願主的祝福和加
倍的恩典臨到你們。榮耀歸神!──陸慶保

【到教会中无限喜乐】



【二十年與眾弟兄姊妹一起成長】

全家五人在瑪波羅教會，二十年與眾弟兄姊妹一起成長。盼主的生命在每個人身
上加多！下一代能為主所用。──李恒慈/李景译



【生在教会，长在教会】

我们的主是赐生命的主。教会建造初期，我们夫妇是慕道友。感谢主的祝福。我们全家都先后一一得救。两个女儿
Renee和Phoebe都是生在教会，长在教会，并都在12岁决志信主。岳父、岳母也在2012年上海教会受浸。我们真是蒙
福的一家! ──陳憲明

我最初参加教会聚会是在杨弟兄家里开始的，后来教会借在Marlboro Elementary school，Marlboro early 
learning center聚会，现在教会己买下建教堂的一块美地。看到主对Marlboro教会的恩典和一路的引领，满了对主
的爱慕。更巴望籍着建会所这样的机会，与弟兄姊妹更好地建造在主的里面，一起蒙恩，建造祂荣耀的教会！──
曹波



【与MARLBORO教会同行相伴十五年】
1999年早春二月，杨振宇弟兄，陆惠誠弟兄相约，来家中探访。一番"信仰"与"形式"的自述后，杨弟兄讲起主耶稣
和他的门徒，讲起葡萄树和它的枝叶，......，从那一刻起，我与Marlboro教会同行相伴十五年，我生命中最值得
庆幸的十五年。
十五个寒暑春秋! 让我见证了Marlboro教会的兴起，发展，撒种，生根; 见证了主的恩惠与眷怜。从曹振东弟兄的
受浸得救，到他女儿Hillary的决志重生; 从刘任弟兄的归主名下，到他全家人的新衣蒙福。还有Jack，还有海雄; 
还有Henry，还有瑞雯; 还有Lillian，还有新宇; ......，还有女儿维佳，还有儿子大卫; 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
妹，像葡萄树上的枝叶，在Marlboro教会的磐石上成长，蔓延。
十五个寒暑春秋! 我和我的家人，如同世人所面对的一样，面对了家庭里的磨难，生活中的艰辛，工作上的压力; 
亦如同主内弟兄姐妹所经历的一样，经历了软弱，徘徊，怨恨，怀疑，......，感谢主! 感谢主带领我走过死阴的
幽谷，也走过流着溪水的芳草地; 带领我坚持参加周末查经，周日敬拜。经年累月，永无息止地聆听神的话语，在
神的话语中感受平安和甜美，在平安甜美中培植属灵的信心，在信心中得到安慰，在安慰中度过日日夜夜。
十五个寒暑春秋! 我已碎步慢行于年迈，儿女已羽硬远飞，安有何求?!  神的国度是我的归属，Marlboro教会是我
的居所，是我的家，那里有我的弟兄姐妹，有我最好的朋友。──主内沈明昊携姊妹宪琼及儿女。



【神救了我的女儿，也救了我们一家】

我是2003年接触到这个教会的。当时我女儿生病，住进医
院。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为她祷告。感谢神垂听祷告，救了
我的女儿，也救了我们一家。在这个教会已经十二年了，
和教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真的有一种到家的感觉。感谢
神，把我们一家带进这个教会。 ──曹英𠎀/宋琪

自从加入Marlboro教会，就感觉回到家。当我的手受伤失去
工作能力时，教会弟兄姐妹们的关怀，使我能坚强面对；大
家轮流开车接送，让我得及时治疗。当我每次遇到困难时，
总是在教会得到适时供应和扶持。我在这教会参加洗礼，之
后我妈妈和弟弟一家也来我们教会得启蒙，经过一段时间了
解神，接触神，从而，开始接近神，最后也接受神。孩子也
是在教会成长，真是感谢神的祝福，带领我家走过每一步！
感谢神听我的祷告！在教会成立二十周年的今天，衷心祝愿
我们教会蒙神祝福，不断壮大！我们的视野是短窄的，看不
到将来，而神将来能展现给我们一张大图。求神继续引领和
保守！ ──李詠怡/曹振东

【总是在教会得到适时供应和扶持】



【小排聚会是一周最期盼的时光】

一晃七年过去了。周六晚的小排聚会是我这一周最期盼的时光。可以和最贴心的朋
友，也是亲如一家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享受和消化主的话语。敞开心痱，把困惑
和问题倾诉给弟兄姐妹听，摆在主的面前。在弟兄姐妹的扶持下，一次次经历主。
每一次的经历，都是生命的成长。也让我一次比一次更坚信在主的里面，我们是自
由的，被宝贝的，是充满喜乐的！ ──盛国华/刘浩



【全教会为我和儿子跪下来祷告】

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Marlboro 教会。在儿子Matthew怀孕期间，我得了妊高症，
弟兄姝妹给我做饭送饭，全教会为我和儿子跪下来祷告，在血压很高儿子必须
出生时，只有祷告才能让我感到平安。在那一刻，我知道，因为有主的看顾，
儿子一定会健康快乐。从此我们全家不断学习凡事向主求，在主里得平安与喜
乐，心中充满了感恩之心。──徐瑞雯/萬江文



【教会成为我们的家】
2007年，我们家搬到Marlboro。应刘任弟兄的邀请，我们开始断断续续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当时，
心里是排斥的，一直至2010年受浸时，心里还是疑惑的。但受浸时的祷告是：求神坚定我的信心。神
听许了我的祷告，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固我的信心，让我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时时见证祂的奇妙，
神的话语更是我软弱时刚强自己的力量。如今，一家人逐渐学会在生活中更多地依靠神，每晚女儿睡
觉前，必聚在床前一起祷告，献上感恩。在主里，我们寻着平安。感谢赞美神！ ──陈意

蒙主的恩典，今年Joyce 在Memorial Weekend受浸归入主名。我们一家都成为基督徒。我们自从2007
年搬到Marlboro之后，教会就成为我们的家。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主的扶持，带领和保守。每天
小孩睡前祷告已成了习惯。今年6，7 月，Joyce 开始学习弹圣徒诗歌，我们有时会在家里一起唱。感
谢主，我们很享受教会的生活。 ── 黄志杰



【感谢神的陪伴】
感谢神，在五年前，我的生活走入黑暗的岔路时，及时拯救了我脱离彷徨和绝望，
并一直保守我和家人平安和生活稳定。

感谢神，这五年中，神悉心陪伴，爱心忍耐，使我找到一个随时可以依靠的膀臂。

感谢神，这五年来，神带领我走入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属灵境地，那里有爱祂名的
人，有寻求祂旨意的人，有为了祂的国舍弃自我的人，与这一班人在一起，生命
有了新的意义，新的目标，每一天的经历都是新鲜活泼的，有挑战，有成长，生
活中的一切不再是过眼烟云，而是永恒造就。──张凉



【老少三代一同敬拜】
自2010年搬家，就四处寻找教会。10月遇到陆弟兄，11月开始聚会。整整5年，教会成了周五周日必来的家。新宇参
与服事，带动我们奶奶受洗。三个孩子也渐渐长大，老少三代一同敬拜，甜美感恩。同一条街的好朋友邱岚和父亲
邱伯伯，卫宇和海雄夫妻也相继受洗信了主，亲上加亲。教会不大，家庭气氛浓重。更有陆弟兄，杨弟兄，李弟兄
的带动，冯弟兄的引领。近年来姊妹相调，周日第三堂备课，青少年服事等, 真是有弟兄姊妹搭配扶植，同行主路
的甜蜜。展望将要到来的建堂事工，想像主将赐予的奇妙带领, 憧憬不已。愿主大大祝福祂的教会，引领前程的路！

每一天都是恩典， 每件事都是祝福。先说孩子，三个小朋友成长地竟然那么好！ Eileen得到National Student 
Poet Award, 有机会可以在奥巴马夫人亲自带动下， 代表东北地区，推广青少年对诗歌的热爱；Alice从非传统小
学校进入高中学习，课内课外活动安排地井井有条，并开始对自己有规划；Maddy也很自然地突破了阅读关，埋头读
书不倦，内外世界都在拓宽。 三姊妹相亲相爱，何其美妙。 再说老人。 奶奶身体轻便硬朗，每周同去教会， 得
享三代同敬拜的甜蜜；姥姥也在安定下来，生活非常规律， 向群繁忙中也有机会在母亲节回去探望。 中年主力新
宇向群各有长进， 在家庭和事业都收获满满， 在朋友同仁中都彰显主名。与主同行， 任光阴飞逝，世事繁忙，每
每抬头仰望， 总是惊喜不断， 感恩不尽。求主继续带领，日益爱主更深。──刘向群/黄新宇



【感谢神安排的天使，一家走进教会】
五年前的夏天，好友Sandra一家搬进我们对面的房子。他们因搬家要找一个附
近的教会，而恰巧我那时觉得自己在信仰方面很缺失，我和孩子和他们一家走进
了Marlboro教会。教会不大，很温暖很亲切，大家背景相近，有很多共同语言。
周五晚的查经，主日擘饼聚会，让我慢慢了解圣经，了解主耶稣，靠近神。
2012年5月福音营我受浸的那天，特别地喜乐，因为又有一个新的生日，是灵里
的生日和重生。接下来和我一起去教会的父亲也受浸了，真为他老人家高兴。
2013年福音营好友卫宇，海雄，Tracy也受浸了，非常喜乐！两个女儿也很喜欢
教会，而且每年夏天她们最喜欢的夏令营就是教会办的Pilgrim Camp。这五年
多来，特别感激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每月从匹兹堡来一个周末的冯弟兄，是他
们无私的服侍和帮助，让我一点点在主里成长，从一个觉得自己挺行，凡事都想
自己搞定的人，到一个慢慢学习在主面前谦卑，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和不能，常
常读经祷告，学习信靠主的人。今年感恩节恰逢我们教会成立二十周年，祝愿教
会买地建会所有主的同在和祝福，弟兄姊妹同心合力经历主，与主同行。- 邱岚



【认识了主耶稣真好】

蒙主恩典，感恩不尽。2013年我们非常感谢Marlboro 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引领，让我们认识了主耶稣。自此，
我们每天都活在主的厚爱里。有主的祝福，有主的保守。就象小敏的诗歌，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主搀拉着我
们的手，感觉真的和以前不一样。很平安喜乐。 ──趙海熊/周衛宇

感谢神的挚爱，神的执着，找回在神门之外徘徊二十余载的我！我不知用怎样
的文字才能表达我获得重生的感受! 喜悦，奇妙，甜美，感激，。。。谢谢
Marlboro教会，谢谢弟兄姊妹的带领！主，你现在真是我的主，你驻在我心里，
你无时不在陪伴我，指引我。信主三年来，几多艰难，几多沟坎，是你的智慧，
你的话语，你的抚助，让我度过难关，让我淡定平安，让我内心日趋强大，也
让我内心日趋温柔慈悲!  主，没有认识你，我怎会知道，你的爱何等长阔高
深，人如何能爱人如己，爱你不喜欢的人，甚至爱你的敌人！没有认识你，我
怎会知道，真正的宽容和饶恕是出于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慈悲! 海样的胸
怀是因你而宽广无边。没有认识你，我怎会知道，自己如此残缺不堪，我没有
资格骄傲，没有资格评判他人，谦卑是我唯一的守则！没有认识你，我怎会知
道，什么是化装的祝福，一切逆境都是你为我练就身心的最好的功课，你让我
永远有盼望，让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让我知道坏事可以变好事，负面可以变
正面，只要追寻你的方向，听从你的教诲。我信你，你会让天地和谐，世界和
平，你会让爱无疆界，仇恨不在。自从有了你，我一天天，一次次经历你，感
受你，让我更加坚信你，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生命! 我知
道自已如此残缺，但我知道你爱我，永远爱我，我定在你的生命中，不断追求，
向善向圣，虽然我至死也无法如你完美，但我将用尽我一生来追随你，亲爱的
主，求你保守我! 祝福我!与我同在!真到永远！ ──高春華



【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
 在Marlboro教会我姐和我妈先得救，然后我和我姊妹得救。在拾几年的人生风雨中主的话语和弟兄姊妹的代祷使我们灵里成长。

我们期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在Marlboro教会得救成长。──胡小堅/黃捷凡
 教会成立20年，与弟兄姐妹们聚会15年。从学生，进入职场，到建立家庭，人生黄金十五年都与教会不可分割，与弟兄姊妹一起

成长。经历了信仰路上的挣扎与反思，悟出了道理和真理的区别。永远和短暂的定义，为什么爱是恒久忍耐？信是对未见之事恒
久的坚持？在神的家中你都可以找到答案，神的家真温暖！弟兄姐妹相聚的感觉真甜美！感谢主！让我们一家经历魂的救恩。
再一次感谢弟兄姊妹为我父亲的祷告！ ──王艾东/肖冬梅

 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们搬到了Marlboro.神的手牵着我们来到了这个教会。一转眼，十三个年头过去了。在神的家，我们一家蒙
恩无数。孩子也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在神的恩典下快乐成长。一路风雨，但有主的陪伴引导，我们学着感恩和宽恕，在和弟兄姐
妹的配搭服侍中，神又引导我们和孩子学习谦卑和爱人。感谢神！ ──王利群/王丽斌

 值此庆祝教会二十年生日之际，感恩教会承传天父慈爱，在我艰难时握住我的手，带我出冷阴的幽谷，再见阳光，又饮溪水！在
美多年经历不少中外教会，最后终于在本教会回家受洗；祈祷天父继续恩赐指引祝福，智慧鼓舞，平安喜乐，佑护这神的国度壮
大繁荣。 ── Randy包

 感谢Church of Marlboro 在2015年接纳我们一家。虽未受浸，却同样能感受到“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
的温暖。儿女们在这里找到快乐，我们也在这里找到平安、喜乐。感谢教会的弟兄姊妹，通过你们我看到了人世间简单、纯粹的
爱。当然我知道你们会把这一切归功于活在你们心中，称颂在你们口中的神。那么就让我也来感谢这位对我来说还有些模模糊糊
的神，感谢神通过教会和教会的弟兄姊妹施给我们一家的恩典！ ──劉焱(Echo & Liu 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