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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印城华人教会的“秋收节和AWANA”
通稿在读者群中引起广泛兴趣。这一期我们
来逐一解答热心读者的问题，并邀请AWANA俱
乐部的同工和孩子们来告诉大家一个他们心
目中的AWANA。
Q：AWANA 活动时间是什么？
A：从每年九月份劳动节后的第一个周五开始
到第二年的五月中下旬学年结束，每周五晚
7：30-9：00 在印城华人教会都有AWANA (中
间放春秋及寒假)
Q： AWANA活动时用何语言？
A ： 在AWANA组织各项活动的同工我们叫
导师（Leader）和见习导师 (LIT, Leader 
in Training)。他们均操熟练中英文双
语。AWANA使用的帮助孩子们学习圣经的手册
则是用英文书就。
Q：AWANA有何费用？
A： AWANA 年度注册费45元（主要补贴活动
用小奖品和水果食品之费用开支）。学习手
册及AWANA 制服工本费均10元左右。一次性
注册后其余活动时间均为免费。

Q：AWANA一年中都有哪些特别活动？
A： 除了秋收节（十月份），我们还有圣诞
联欢暨冬季结业式（十二月份），与印城周
边教会联合举办的年度BIBLE QUIZ （三月
份，只限三到六年级），学年结业节目汇演

及颁奖仪式（五月份）等等。这些活动孩子
们都积极踊跃地排练和参加，深受大家欢
迎。
Q：AWANA 活动时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
A：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诚挚地邀请家
长朋友留步，参加在教会图书馆和各个小教
室进行的成长小组的聚会。成长小组里可以
见到新老基督徒和慕道友，大家在一起分享
一周来的工作和生活点滴，解答福音问题，
同心祷告，彼此关怀和鼓励。新来的家长朋
友不必限于只在一个小组停留，可以花时间
随意在不同的小组转一转，试一试，听一
听。相信有神的带领，对神的渴慕的心总会
找到归宿。
 
    下面是AWANA同工和孩子们的有趣问答。
Q： 你最喜欢AWANA的有哪些？为什么？
A： 我最喜欢看到孩子们经过勤奋努力一点
一点地用心学习，到后面非常熟悉圣经。
A：我最喜欢七点钟的Leader/LIT祷告会。
（祷告会）让我真正地预备我的心迎接孩子
们，也让我们有机会一起为能有一个平安欢
乐和蒙福的AWANA夜晚祈福。
A ： I love the “shares”, a reward 
after I finish each section at Handbook 
Time.  I also like to spend my 
“shares” at AWANA Club Store Night to 
“buy” cool things that I like.
A : I like Game Time because I can run, 
race and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A : I like Council Time because the 
Speakers always tell interesting Bible 
stories and make their point.
A : I like Singing Time because I 

learn a lot of songs and I can praise 
God when I sing.
A:  I like the food (snacks and fruits 
after 9pm).  It makes me hungry every 
time!
Q : 请问Leaders and LITs, 你们对参加
AWANA的孩子们有什么期望和要求？
A： 希望他们每次能记得穿AWANA制服，带齐
书包，学习手册，圣经和笔。
A： 我希望他们能记得穿运动鞋，这样跑起
步来不会摔跤。
A： 希望孩子们能尊重在讲话的导师和见习
导师，注意安静聆听和按指令去做该做的事
情。学习有活泼也讲规矩和懂礼仪。      
    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世上每
一个家庭如此珍贵的礼物。愿天下的父母都
能尽享神的这份恩赐，愿更多的孩子都有机
会认识神，未来的生命中有祂的陪伴，带领
和祝福。谢谢阅读。
    

     听听他们怎么说
                                                                              

  AWANA俱乐部问答      
                                   文/赵群

『续上期』改革的失败把我逼上寻常路，我
又开始上网研究月饼方子，可看来看去还是
觉得做法繁琐，很是怀疑自己墨守成规的决
心。
    我把电话打给了朋友霞。上个中秋节，
我们在一个朋友家聚会，记得霞进门时手里
拎着一个大大的月饼礼盒，精致美观，一下
就让大家有了中秋的温馨和喜悦。光看手里
的家伙式就透着专业，之后月饼的品尝更让
人欣喜，口感不油不腻，香酥绵软，非常美
味可口，比买来的商品月饼强的不是一点儿
两点儿。

    当时接听
电话的霞正
忙着出门，可
还是挤出十几
分钟给我指
导：“先说用
料：深色玉米
糖浆。”
    我说：“
我有浅色的
玉米糖浆，这
两个有区别
吗？”
    她坚定地
说：“你下次
最好买深色的
玉米糖浆。”
    对她的高
标准严要求，

我连连说是。也突然想到，成色，成色，这
关系到月饼的成色。

            『未完待续』
 ···原载于依诺1996的新浪博客···

『编者按』经过两年多的寻找和等待，印城
华人教会这月初终于迎来了新牧师张志刚，
这是他本月8日在教会的第一次讲道：

    這次從德州的奧斯汀到印城，我們請的
是惠頓（Wheaton ）搬家公司，在惠頓公司
的廣告上我注意到了這樣一句話： You life 
never stops moving你的生活永遠不會停止
不動。
    我曾經和我的前屋主犯過一個同樣的
錯誤，他也是一個華人，為了保護自己的
居所不被烹調的煙霧污染，他搬進去之後
就在車庫裡做飯，十年之後他搬走了。我是
做廚的，買了他的房子搬進去第一件事，就
是在廚房打一個牆洞裝個脫排油煙機。我接
著在那裡住了八年，我也以為不走了，所以
幾年的時間就把後園裝扮得美輪美奐，有菜
圃、有魚池、有竹園，我們住在圓石（Round 
Rock）城，一鏟子下去就是石頭，所以那裡
還有石頭壘起來的各樣的小景。我在想，如
果我真的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搬離，當初我會

這樣的認真嗎？
      真的，我們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移
動，就算你在此地已經生活了幾十年，但你
的歲數、你的年日，你的健康、你的容貌，
你的工作、你的住處，當然還有你的屬靈的
生命都在不停地移動。你的生活從來沒有停
止不動，我們大家都一樣。    
    今天我是作為印城華人教會的牧師站在
這裡講道，我不能不求問神，在二十年之後
你再一次把我帶回到印第納波利斯到底是為
了什麼？難道神是讓我的生命有一天在與人
分享的時候，可以有多一點傳奇的見證來榮
耀他？難道神是憐憫恩典我，讓我這個耳順
之人再跑一段更長的路？難道神是要讓我
來做一個夢，讓牧者和教會的長執摒棄“天
然”的對立，像保羅和他的同工們一樣，猶

如朋友可以笑在一起，也能夠哭在一起？但
都不是！禱告中神藉著雅各在二十年之後，
聽命回到當初與神相遇立約的伯特利築壇獻
祭的故事，卻對我說了這樣四件事情。

一， 認識我（耶和華）的“誠實”
    
    創32:9-10雅各說：“耶和華－我祖亞
伯拉罕的神，我父親以撒的神啊，你曾對我
說：‘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
向僕人所施的一切慈愛和誠實，我一點也不
配得；我先前只拿著我的杖過這約旦河，如
今我卻成了兩隊。”
    雅各的生命中曾經有一個極大的難以填
補的空缺，一個十分難解的謎。雅各不斷地
在問自己，祝福了我祖、我父的耶和華神，
祂對我說的應許是真的嗎？當我尚未出生還
在母腹中的時候，他說“將來大的要服事
小”這話能兌現嗎？如果耶和華對我說的話
都真的，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那我這個“
小的”理所當然就應該是迦南地一脈相承的
主人了。但是雅各他怎麼也看不到，因為就
連他的父親以撒都不認同耶和華神的這個說
法。父親從來就不喜歡、也不接納他，臨死
都還想把長子名分下的祝福留給“大的”而
不是他！
    雅各不甘示弱，他工於心計，他似乎和
我們一樣，就想孤注一擲，用自己的努力來
成就神在他生命中旨意和應許；他不但用一
碗紅豆湯，從哥哥以掃那裡騙取了長子的名
分，他也在母親的幫助下，從父親那裡騙得
了長子名分下的祝福。
    雅各在人看來是成功的，但他卻為這個
人為的“成功”付上極重的代價；就像當年
亞伯拉罕生下的血氣之子以實瑪利，至今仍
然成為亞伯拉罕心中的痛一樣。雅各兩次得
罪哥哥，騙取長子的名分和長子名分下的祝
福，以致以掃因此對他起了殺心。就在雅各
窮途末路、倉皇出逃的路上，這位在母腹
中就祝福了他的耶和華向他顯現，耶和華對

他說(創 28:13-15):“我是耶和華－你祖亞
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
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
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
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我也與你
同在。你無論往哪裏去，我必保佑你，領你
歸回這地，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
所應許的。”這是真的嗎？雅各很實在，
在大而可畏的曠野，生死未卜，我還敢想
那麼多、那麼遠嗎？雅各並不認識耶和華，
因為那只是他父親和他祖輩的上帝，於是雅
各帶著小信和疑惑對耶和華許願，說得白一
點是對神打一個賭，雅各許願說：神若與我
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給我食物
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親的
家，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 ”
    一晃二十年過去了，雅各不但沒死，他
竟然還能衣錦還鄉！他記得很清楚，二十年
前出逃，他過約旦河的時候什麼都沒有，有
的只是手中一根牧養人的杖，（就好像當年
我們來到北美一樣，沒有美金股票、沒有車
子房產，有的只是兩個皮箱）。而今當雅各
再次站在約旦河旁的時候，雅各對神說：
“耶和華－我祖亞伯拉罕的神，我父親以撒
的神啊，你曾對我說：‘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你向僕人所施的一切慈愛和
誠實，我一點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著我的
杖過這約旦河，如今我卻成了兩隊……”
    大家可以想一想，神為什麼呼召雅各在
二十年之後要回到當年向他顯現的伯特利去
獻祭呢？答案很清楚，神要藉著伯特利向雅
各說話。神要告訴他，你雅各要認識我耶和
華的慈愛和信實！是的，如果雅各無法認識
神的慈愛和信實，那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將是
徒然的；即使他一輩子住在迦南地，也無法
承受神要藉著迦南地給他的祝福！就像亞伯
拉罕和撒拉如果不能在信心中生下以撒，那
所謂的大的國、大的名、大的福都不將存在。
    二十年之後，當雅各來到伯特利這個當
年神向他顯現，與他立約的地方，他不能不

向神下拜。我祖、我父的神，是慈愛的，是
誠實的，是不撒謊的！同樣，經歷並認識神
的慈愛和信實，對我們每一個在座的人都很
重要，只有當你親身經歷並認識了神的慈愛
和信實（誠實），你的人生才會有輕省，你
的裡面才會有安息，你才會用心靈和誠實來
敬畏他、敬拜他！

    今天神也一樣對我說話，二十年之後我
讓你回到印第納波利斯，回到我二十年前向
你顯現的地方，你也一樣要來認識我的慈愛
和信實（誠實）！雅各是拿著一根木杖，而
我志剛當年是拿著一把炒勺與主立約的。神
呼召我的時候，我對主說，我除了會炒幾個
菜什麼都不能，神卻對我說:“能不能在我，
肯不肯在你。”時間很快，二十年一晃就過
去了，神就這麼一路帶領我走到了今天。我
從來都不敢回首，從廚師到牧師，這一路是
被神怎麼帶過來的，若要我今天重新再回頭
去走一遍，我會嚇得逃走。還記得95年要去
洛杉磯讀神學，臨行前我請陳敏欽牧師來家
吃飯，陳牧師問我，志剛你以後會做什麼？
我說除了不做牧師，我什麼都做。我在想牧
師可不能做，我什麼都不會，我怎麼能站在
講台上講道呢。我說我讀的是中文專業，最
好就是做文字事工。可是呼召我的神卻偏偏
把我這個膽小的，扔在教會裡跌打滾爬，一
晃差不多就是二十年！今天我來到二十年前
神向我顯現的地方，來到這神呼召我與我立
約的伯特利，我要和雅各一樣對神說:“神
啊，你向僕人所施的一切慈愛和誠實，我一
點也不配得。”我只是一個作廚的，你卻讓
我來作福音的大餐，就好像彼得這個打漁的
人，你卻叫他去“得人如得魚”。

未完待续

   起来！
           上伯特利去…（一）                  文/张志刚

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Myopia Control, Contact Lenses

近视控制, 隐形眼镜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 106th St.

Easy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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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配美器，
精致的月饼礼盒


